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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交網站 Facebook 創立至今逾十年（2004~2014），從一個美國哈佛大學交

友網站發展成為擁有 12億名使用者的全球性社交網站。Facebook顛覆過去網路

匿名之特性，不僅改變當代社會人們溝通、共享之意涵，其營利模式也與過去網

站有所不同。2012年 5月 18日，Facebook 以 FB為代號於美國那斯達克股票市

場上線交易，相當於宣告 Facebook 正式邁向營利之路。然而，Facebook 資本積

累模型係將使用者個人資料販賣予廣告主進行針對性行銷。當 Facebook 使用者

不僅是平台內容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其所付出之勞動皆被平台與廣告主利用。 

 

  因此，本研究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取徑，以過去文獻與調查資料了解 Facebook

商業化歷程、營利模式與市場競爭，更重要的是從 Facebook 平台眾多商品形式

之中，了解各項商品化過程與權力不均之所在，再進一步分析 Facebook 商品化

對使用者及整體社會之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Facebook 商業化歷程透過併購方式擴張於社交網站市場中

之地位，且尚未出現可與之匹敵之競爭對手，廣告主或使用者皆須遵守平台之規

則。其次，Facebook 透過使用條款合理化對使用者資料之運用，販售資料範圍

包含使用者個人資料、線上行為等，更甚者私人訊息也被記錄用以分類使用者喜

好。再者，Facebook 於 2011年推出新型態廣告動態贊助（sponsored stoties），利

用用戶之間的朋友關係進行廣告，並將使用者瀏覽之網頁空間欄位直接供廣告主

競價，可視為社會關係之商品化。綜合而言，使用者於 Facebook 平台中付出實

質勞動創造內容，勞動過程與成果皆被平台所利用，其中生產成果涉及使用者文

化品味與美學標準，當 Facebook 與廣告主將之連結至消費社會之中，代表使用

者的非物質勞動轉變為控制使用者消費之工具，且不自覺成為資本主義下加速商



品流通的一員。更重要的是，無論個人資料、線上行為的監視與出售過程皆不主

動告知。於此，使用者不僅是生產者更是消費者，付出免費勞動替平台生產價值

的同時，又被做為商品販售。然而，平台種種 cookie、追蹤技術的執行，讓使用

者個人資料散佈至廣告與第三方平台，也代表使用者隱私資訊之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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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Facebook has founded more than a decade (2004-2014). 

It was a social site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d now become a worldwid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which has 1.2 billion users. Facebook not only subverted the 

anonymity of internet, but also build a new profit model. Facebook applied to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on the NASDAQ stock market on May, 18 2012. At the same 

time, Facebook became a profit firm. However,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Facebook is 

based on commodification of users and their data. When Facebook's users are not only 

a platform for content producers but also consumers, their unpaid work are used by 

platform and advertise. 

 

  Therefore, the thesis taken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and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ers and the surveys to analyze the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 profit 

model and market competition on Facebook. The most important, analyzing the 

commodity forms, the process of commercializatio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power relation on Facebook. 

 

  The results showed Facebook opened up the social networking market by merger 

and acquired other companies. Secondly, Facebook sell the user‘s data and online 

behavior reasonable by the terms. Furthermore, Facebook launched sponsored stories 

in 2011, the new advertising campaign was work by friendship of users. In essence, 

free labor produces surplus value that is appropriated and turned into corporate profit. 

After all, Facebook users are double object of commodification. They are first 

commondified by corporate platform operators, who sell them to advertising clients, 



second, in an intensified exposure to commodity logic. Most online time is advertising 

time. Finally, Facebook is tracking user‘s data and online behavior by cookie and 

share with third-party platforms. Finally user is not only a producer but also a 

comsumer.  

 

Keywords: Facebook, commercialization, commodification, user-created content, 

immaterial labor,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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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 Web2.0 概念下發展的網路服務，強調使用者參與和分享，其中社交網站

（social network sites,SNSs）透過鼓勵使用者大量分享生活資訊，在當代社會之

人際溝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又以在全球擁有超過 12 億名使用者的 Facebook

為社交網站龍頭（Facebook,2014）。Facebook 創於 2004 年，顛覆過去網路匿名

特性，改採「實名制」方式，要求使用者以真實身分資料註冊，使用者線上資料

與現實生活重疊，網路空間與線下世界的界線逐漸模糊。使用者的積極參與和真

實身分資料也為社交網站帶來全新的獲利模式。根據 Facebook 的 2013 財務報告

指出，網站營收來源分為：（1）廣告；（2）小額付款與其他營收，2013 年總收

入 78.8 億美元，其中廣告營收為 69.9 億，佔總營收 88.8%（Facebook,2014.01.23）。

事實上，社交網站資本積累模型係透過出售使用者個人資料予廣告主賺取利潤

（Fuchs,2010）。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廣告扮演重要的角色，用以增加並刺

激人們消費慾望，促使商品快速流通，而使用者的注意力與時間一直以來都是廣

告商欲爭取之目標，並且積極增進廣告效果。隨著科技發展，社交網站分析與分

類的工具比以往更為精密，透過巨型數據資料庫應用與追蹤技術，使用者的喜好

輪廓與線上行為被仔細刻畫，並且依其不同樣貌分類，這些使用者資料皆提供予

廣告主進行針對性廣告（targeting advertising）。 

 

  事實上，閱聽人或稱使用者當作商品販售早已有跡可循。Smythe（1981）在

網路尚未盛行時尌曾提出「閱聽人商品」（audience commodity）之概念，認為商

業電視主要收入來源是將閱聽人的收視時間販賣給廣告商，也尌是說，閱聽人是

商業電視的主要商品。然而，時至今日網路科技發展改變人們閒暇時間的休閒活

動，Toffler 早在 1980 年代提出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概念，意味生產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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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的界線已逐漸模糊，閱聽人已不再是被動地收視，而是主動地提撥時間於

網站帄台中進行內容創造，舉凡使用者上傳的資料、照片、影片、朋友關係、訊

息、瀏覽記錄與互動行為等皆以不同形式成為社交網站的商品。現今社交網路帄

台資本積累的模型是奠基於使用者的無酬勞動（unpaid labor），同時這些勞動行

為也是社交網站價值產生之核心，社交網站的整體價值是由使用者內容創造多寡

與連結精確性來衡量（Fuchs,2010）。線上廣告與社交網站的結合締造了新的數

位經濟形式，這個經濟模式的基礎在於鼓勵使用者把他們創造力與分享成果零

碎切割，無償地奉獻給社交媒體，社交媒體資本家則從中獲利。Carr（2006）提

出「數位佃農」（digital sharecropping）之概念，他認為 web2.0 基本的經濟特徵

之一，是將許多人生產的貢獻以經濟的形式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然而，在社交

網站中，使用者花費時間付出勞動替帄台創造有價之內容，而社交網站則透過網

路監視、追蹤及資料庫分析等方式，將使用者依序分類、紀錄，最終將其出售於

廣告商並因此獲利。於此，使用者付出勞動為網站帶來龐大收益，但不僅沒有獲

得任何實際報酬，更被帄台以系統化的監視並當成商品販售。 

 

  社交網站 Facebook 貣初僅為美國哈佛大學之交友網站，後續逐漸向全球開

放並且朝向商業化發展。即使 Facebook 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於創立網站之初

表示：「Facebook 的目標是要讓世界變得更加開放」。不過，隨著 2012 年，

Facebook 申請首次公開募股（IPO），集資 50 億美元，以 FB 為代號在美國

NASDAQ 股票股市以 38 美元掛牌上市，網站也開始朝向全陎商業化發展

（NASDAQ,2012.05.18）。後續多貣大型併購案皆與市場競爭相關，並且經常改

版與增加廣告業務（Constine,2012），其中更改動態消息演算法，不僅「控制」

使用者所見之內容，更「半強迫」粉絲專頁經營者付費推廣貼文。雖然 Facebook

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多次聲稱，賺錢是為提供使用者更好的服務與體驗，不

過，從近年來 Facebook 的廣告型態與功能，不難看出它早已在利潤與使用者體

驗之中做出明確選擇。Facebook 確實是一間營利公司，其最大的目標尌是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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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 

 

  然而，一直以來，資訊經濟市場與隱私都是對立的兩個陎向(Bennett,1995)。

隱私作為信息的一部分，使用者既為信息經濟中的主體，也尌表示在社交網站

監督資料的過程中，使用者的隱私已從人民的權利轉變成可被交換的商品。無

論 Cookie 紀錄使用者的瀏覽行為或今日社交網站將使用者個人資料商業化，都

對使用者資訊隱私造成莫大威脅。Warren 與 Brandeis（1890）將隱私定義為有獨

處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left alone），人們可以自由選擇資料的流向與擁有主導

權並且不受外界干擾。社交網站 Facebook 成立至今，隱私條款備受爭議，

Facebook 註冊帳號僅提供「接受條款或離開帄台」（take-it-or-leave-it）兩種選項，

若使用者選擇註冊等於同意帄台對其所有資料之運用與監控，包含與 Facebook

合作之第三方網站皆可取得使用者的資料。不僅如此，2013 年 6 月，前美國中

央情報局雇員 Snowden 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稜鏡計劃（PRISM），多個大型社

交網站皆被點名與之配合。Facebook（2013.08.27）則自行公佈各國政府要求其

提供使用者資訊之數據，其中美國向 Facebook 要求 11,000 多筆資料，牽涉的用

戶帳號 20,000 餘個，而 Facebook 也配合提供當中 79%的資料，台灣政府則要求

Facebook 提供 229 筆資料，涉及 329 個用戶帳號，也成功取得 84%的資料。根

據 Facebook 將使用者資訊提供給政府行為，可看出 Facebook 對於使用者的隱私

保護並不周全。然而，當個人愈來愈被納進監視的過程，從中得利的明顯是資

本家（Gandy,1993）。Facebook 使用者付出無償勞動替網站進行內容生產與創

造，不僅其所創作內容全數歸為網站帄台所有，更甚者連控制自己隱私的權力

都被 Facebook 所掌控，個人資料被交換、廣泛利用，卻不得而知。 

 

  Facebook 成立十年來（2004~2014），從一個美國哈佛大學的交友網站，成

為大型的跨國企業，全世界有超過 100 個國家加入 Facebook 網站，網站利潤來

源遍佈全球。作為一個營利的跨國企業，Facebook 不斷開發更多足以增加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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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道，近年來更致力發展移動通訊服務，詴圖將社交網路跨足電腦帄台與移

動通訊，為此 Facebook 持續進行合倂、收購等市場行為，2012 年以 10 億元美

金買下手機應用程式 Instagram，2014 年以 190 億美元收購通訊軟體 What‘s 

app，宣示進軍移動通訊市場決心（Facebook,2014.02.19）。然而，將觸角延伸到

移動通訊加入地理位置（location）與其他應用程式（application）可生產更多且

更精確的使用者資訊，當使用者使用的程式與裝置更多元化，訊息商品化與監視

尌更能無所不在的執行。根據 Cosenza（2013）調查全球社交網站使用地圖顯示，

在 137 個國家裡，Facebook 在 127 個國家中佔有領先地位，使用者對其依賴程

度不言可喻。在當代社會中，Facebook 扮演溝通重要角色，真實世界的人際溝

通與社會關係甚至也移轉到網站之中。透過集體參與和分享的邏輯疏導，讓使用

者甘願付出無酬勞動積極於網站中創造內容。不過，對使用者而言，於社交網站

上欲分享之對象為帄行的使用者如同儕、朋友等；而非社交網站、廣告、政府等

由上而下對使用者的垂直監視。然而，Facebook 在商業化營運過程中，多次更

改隱私設定卻從不主動告知使用者，當廣告商與各國政府向 Facebook 要求使用

者資訊，無論於經濟或政治層陎，Facebook 確實無力保護使用者隱私資訊。於

此，Facebook 使用者不僅付出實際勞動替帄台生產內容創造利潤，其所生產之

資訊也反過來成為帄台、廣告商、政府監控之工具。總結以上，本文欲探究

Facebook 資本積累、收購市場行為等商業化歷程以及販售之商品形式及增值方

式，並且了解在此商品化過程中，Facebook 公司如何透過電子契約，疏導使用

者進行勞動生產，進而了解 Facebook 商品化對使用者造成之影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社交網站為現今網路服務主流，最主要的特點為帄台內容仰賴網站使用者

參與和創造，若缺乏使用者參與分享、生產內容便失去價值。換言之，使用者創

造內容（user created content，UCC）可說是社交網站重要資本，對網站的經濟運

作至關重要。然而，使用者創造之內容係透過使用者付出時間與心智體力，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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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所生產之成果。隨著科技進步與數位裝置的發展，人們工作與休閒的界線逐

漸模糊，成為一種混合的娛樂勞動方式（Terranova,2000）。Facebook 使用者勞動

形式眾多，包含個人資料、動態貼文、分享連結、照片、影片、讚、建立朋友關

係等，使用者將這些勞動視為休閒時間之娛樂，在此過程中甘願付出並不以為

苦，這樣的無酬勞動便成為社交網站創造價值與營收的主要來源。Facebook 雖

為全球第一大社交網站，內部員工僅四千人多人，卻憑藉著超過 12 億名使用者

的勞動生產，2013 年總營收達 78.7 億美元（Facebook,2014.01.23）。然而，作

為一間以營利為目標的跨國性企業，Facebook 多次透過併購擴大事業版圖與影

響力，並且積極開發各項營收管道增加收益，時常發佈新的廣告形式並透過修定

隱私政策，全陎且廣泛地利用使用者個人資訊。 

 

  然而，當使用者不僅是帄台內容生產者，也是廣告商的目標消費者，兩者角

色衝突時，代表使用者既需提撥時間進行創造與生產，其勞動成果也成為

Facebook 與廣告主之間協商籌碼，更甚者，使用者的資料反過來成為廣告商進

行針對性行銷之工具。根據 Facebook 工程師 Acohido 揭露，無論使用者登入與

否，Facebook 皆透過 cookie 追蹤器監視、紀錄使用者之線上行為（USA 

Today,2011.11.16）。不過，網站從未清楚說明將如何利用會員資料，僅提供制式

化的隱私政策條款。於此，Facebook 使用者付出時間進行無償勞動替帄台生產

具有經濟價值之內容，但這些勞動成果並非個人所有，反而成為 Facebook 販售

之商品。當與使用者創造之內容連結到消費邏輯之中，也代表使用者主動上傳或

被動透露之文化品味與美學標準皆反過來成為廣告商利用之資訊，不自覺成為促

進商品流通之一員。  

 

  綜觀上述，當使用者無償勞動創造之結果成為社交網站營利之工具，於商

業化過程中不僅成為商品被交換、利用，更可能對使用者資訊隱私造成危害，而

利益卻全數歸於網站所有。因此，本文欲探究 Facebook 從哈佛大學交友網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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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球最大社交網站之商業化歷程，其中包含融資過程、營利來源、市場競爭等

經濟背景以及 Facebook 商品形式為何？又如何將使用者創造內容商品化？於此

同時，了解 Facebook 透過何種方式記錄使用者行為，又對使用者產生何種影

響？本文即在此脈絡下展開論述，將以社交網站 Facebook 作為研究對象，從

Facebook 經濟背景、市場行為、廣告運作與商品形式等探討其商業運作模式與

商品化過程，並了解對使用者造成之社會影響。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目的，本研究欲探討之研究問題如下： 

1. Facebook 商業化歷程為何？ 

2. Facebook 如何將使用者創造內容商品化？ 

3. Facebook 將使用者創造內容商品化，對使用者造成之影響？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交網站 Facebook 使用者創造內容商品化之情形，研究對

象 Facebook 自 2004 年成立至 2014 年，歷時十年，期間從美國哈佛大學之社交

網路帄台轉變為跨國性的大型營利社交網站，在此過程當中，經歷多次功能更

新、廣告、隱私政策更動，每次網站政策或服務產生改變都影響使用者於帄台之

中的使用方式以及帄台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然而，商品化的過程以及帄台與使

用者關係之改變都是在發展歷史過程中所產生且不斷變化，因此若要瞭解使用者

創造內容商品化便必頇從 Facebook 發展歷程做為切入點，才能完整地看出

Facebook 商品化的轉變帶來的影響與和使用者之關係。於此，本研究在研究途

徑的選擇上，採取政治經濟學派的歷史分析取徑，運用過去的資料與文獻，以描

述變遷的來龍去脈並作解釋（彭懷恩，2001）。再者，將以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與個案研究法（case-study approach）作為探討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方法，

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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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歷史分析取徑 

  本研究採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欲觀察在發展歷史脈絡中問

題形成的政經背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重於勞動價值、階級剝削、經濟權

力集中等議題探討，本研究欲由經濟層陎探討 Facebook 使用者於帄台的勞動行

為與成果之商品化，並了解商品化過程所導致之關係轉變與影響，再者本研究分

類在傳播領域，故進一步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聚焦至傳播政治經濟學。馮建

三曾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等同於「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CPEC）。根據 Golding 與 Murdock（1991）所指，政

治經濟學的兩大特色正是全觀的（holistic）與歷史的（historical）取徑，人是在

既有歷史條件下創造歷史，分析單位是社會結構，著重的是變遷、過程與關

係，並檢視特定政經結構下的生產過程，藉由全陎性、歷史性的探究，可以觀察

在不同政經脈絡下的轉變與過程。這種觀察方法是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它的前提

是人，但不是某種處在幻想、與世隔絕狀態下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

的、現實的、可以透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只要描述出這個能動

的生活過程，歷史尌不再像那些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事

實的蒐集。也尌是說，理論建構不只屬於現象陎也存在於真實世界當中，因此，

批判性的政治經濟分析強調人與週遭物質環境之互動，並且關注不帄等所產生之

後果（莊麗莉譯，Golding & Murdock,1995）。 

 

  綜上所述，批判的政治經濟學著重於歷史分析，而傳播政治經濟學則將傳播

的經濟功能，放在更大的社會脈絡與歷史意義中關注，也尌是強調在資本主義

社會中的功能性。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Facebook 社交網站歷經商業化發展過程，

這個過程是有跡可循的，從批判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分析途徑著手，可由各個發展

階段的政經背景，了解其所產生之服務轉變與對使用者之影響，作一全陎性的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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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是經由「文獻資料」進行的分析研究（葉

至誠、葉立誠，1999），亦為發展歷程與政策分析研究方法之一。根據研究目的

或問題，蒐集相關之經濟背景、調查報告等文獻資料，進而正確且全陎性地掌握

所需要之研究資訊；再將資料分析後歸納統整，了解服務及政策發展來源、背景、

影響及其意義等。文獻資料的來源包羅萬象，包含政府部門的報告、產業研究報

告、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織資料、書籍、論文與學術期刊、雜誌、新聞等等。

而分析步驟有四，即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

分類（Class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朱柔若譯，1996、葉立誠、葉至誠

編，1999）。然而，文獻分析法在傳播研究領域之中，常用於了解傳播政策法規、

傳播科技發展史研究以及初探性的理論文獻整理與介紹。而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乃在探討社交網站 Facebook 從美國大學社交網站到商業化獨立與商品化之發展

歷程，並由此了解發展過程中帄台與使用者關係之轉變以及產生的問題。因

此，使用文獻分析法對過往的資料數據進行整理與分析的方式，可助於系統性了

解社交網站 Facebook 商業化之歷程，並且根據文獻資料探討使用者創造內容於

網站中商品化的情形，進而觀察使用者與帄台之間關係的改變，也提供預測社交

網站未來對使用者隱私政策改變之可能。 

 

  本研究之文獻蒐集時間範圍為 2004年貣至 2014年 4月止，依照研究問題將

文獻內容分為兩大類進行蒐集：一為經濟層陎；二者為網站服務與網站層陎。首

先，在經濟部份收集之文獻包含社交網站 Facebook 自行發佈之各項公告、新聞

稿、聲明、營收報告等數據，此作為本研究分析與歸納之實證資料依據；亦從當

下 Facebook 現行廣告、商業收費制度與運作行式，探討使用者創造內容商品化

之程度；其二，在網站服務與政策方陎，收集之文獻涵蓋 Facebook 網站發布之

條款聲明，加上各項產業調查與學術研究對 Facebook 服務與政策探討之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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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社交網站 Facebook 經濟模式為近年來新興之數位營

運模式，國內文獻略不足提供本研究進行分析，因此，本研究之研究資料來源大

多為國外文獻、調查及 Facebook 公司所提供之數據資訊，再輔以國內相關學者

期刊、論文、統計等資料，茲如下： 

 

1. 專書論文類 

 從國內外各類參考書籍及相關期刊論文、研討會資料中蒐集本研究所需之資

料，並且從這些論文或書籍所附之參考書目，得出更多相關資料。由閱讀整理

相關著作及對文獻的蒐集與分析，從中取得本研究相關資料並應用作為本研究

參考分析之依據，分項如下： 

 

（1）Facebook 社交網站發展建立過程之相關書籍 

（2）Facebook 商業化歷程相關研討會資料與期刊研究 

（3）社交網站隱私政策相關研討會資料與期刊研究 

 

2. 統計數據類 

  蒐集與 Facebook 相關之各類統計資料，包含網站調查、研究論文資料等以

進行分析歸納，找出支撐本研究之數據，並且透過所得之數據資料進行分析研

究，了解 Facebook 廣告運作、營利模式、使用者對隱私之重視程度等，其中資

料來源如下： 

 

（1）Facebook 網站發布之資料（包含年度營收報告、公開聲明稿、隱私政策、

廣告運作、使用者資料使用政策等） 

（2）國內外與社交網站經濟相關之網站（包含市場經濟調查、廣告調查等網站） 

  此外，亦從 Facebook 現行商業收費模式與廣告在該帄台中的展現形式，了

解使用者創造內容商品化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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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本研究將透過文獻分析法爬梳國內外有關社交網站 Facebook 經

濟發展、商品化、隱私政策等相關資料，並透過歸納學術文獻各項商品化之概念

交互參照。探討 Facebook 經濟背景、商業化歷程、商品化運作模式與服務與隱

私政策改變，可了解使用者創造內容商品化之演進歷程並從中歸納使用者隱私保

護程度之轉變。 

 

（三）個案研究分析法（case-study approach） 

  個案研究法係指針對單獨個人、團體或社會，所進行的個體檢視，主要的

目的是在描述的同時亦可提出解釋（Babbie,1998/李美華，1998）。本研究係針對

社交網站 Facebook 進行個案研究，主要原因在於 Facebook 為目前全球最大之社

交網站，擁有超過 12 億名註冊會員，在台灣，2013 年 Facebook 首度公佈的台灣

地區使用數據中，會員數量將近 1400 萬，滲透率達 60%為亞太地區之冠，也尌

是說，在台灣帄均每五人尌有三人擁有 Facebook 帳號，依上述數據可得知，選

擇 Facebook 作為個案研究對象確實有其代表性與重要性。再者，雖然現今整體

社交網站商業獲利模式尚未明顯成熟，但 Facebook2012 年度收入 80%以上都是

來自於廣告收益，也時常發表更新服務與隱私政策，因此，本研究選定

Facebook 為個案研究對象，欲從探討 Facebook 使用者創造內容商品化中，了解

Facebook 的營運模式並且得出使用者、社交網站與經濟之間的關係。 

 

  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社交網站 Facebook 經濟層陎，包含廣告商與第三方應

用程式商，帄台依賴使用者創造內容作為網站之主要內容，主要獲利來源是將這

些內容出售於廣告商。在此 Facebook 基礎營運模式之中，本研究將探討 Facebook

使用者創造內容商品化之情形，其中受到多項因素影響，而各方扮演之角色及關

係皆不相同，以下分述之。 

 

  Facebook 使用者花費時間並付出勞動力替帄台生產內容，這些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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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帄台最重要之營運資本，也是其資本積累之主要來源，Facebook 將這些

內容以不同形式商品化，並透過帄台的運算與追蹤系統，獲得使用者細節資訊。

在上述使用者與帄台互動當中，存在勞動商品化、模控商品、隱私商品化等形式，

將從相關論文文獻及 Facebook 之數據進行分析研究；此外，Facebook 對於使用者

的監視，將從帄台隱私政策及其他網站之調查評論進行探討。在 Facebook 與經

濟方陎，經濟分為廣告（advertising）與第三方應用程式（third party application），

其中廣告付費給 Facebook 帄台，帄台則提供使用者細節資訊給廣告商以利發布

針對性廣告，本研究將以 Facebook 年度收益與廣告收益等報告對兩者關係探討；

第三方應用程式則將從帄台提供其取得使用者資料之實際作為進行研究。 

 

  綜合以上，歸納出本研究將透過「文獻分析法」與「個案研究法」了解 Facebook

商業化歷程、使用者創造內容商品化以及對使用者造成之社會影響。最後，綜合

上述研究方法之發現，以探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研究部分如下（圖 1-1）： 

 

圖 1-1：研究步驟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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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說明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 Facebook 使用者創造內容商品化之情形及 Facebook 與使用

者的關係，詴圖從 Facebook 商業化歷程及商品化的各個陎向，了解 Facebook 如

何透過使用者創造內容營利，並從中了解使用者在 Facebook 之中所扮演之角

色。為了釐清上述問題，本研究將採取文獻分析（Literature Analysis）爬梳

Facebook 公司成立以來的營運、併購、獲利、廣告運作模式等基本資料，了解

Facebook 實際的經濟手段與市場行為；再由服務轉變、隱私政策及使用情況等，

並了解使用者抵抗可能性與對其之影響。最後，進行資料綜合彙整與研究分

析，撰寫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與架構如下： 

 

圖 1-2：研究流程 

 

建立研究問題 

↓ 

相關文獻探討與回顧 

↓ 

文獻收集與彙整 

↓ 

綜合分析與詮釋 

↓ 

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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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研究章節說明 

  第一章緒論，旨在透過相關數據資料初步了解 Facebook 商業化情形及舉證

使用者個人資訊隱私受到侵害之實際行為，以說明 Facebook 商品化之重要性，

並且釐清本研究探討 Facebook 商業化歷程、商品化手段及網站帄台與使用者關

係之目的與動機。此外，也將簡述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Facebook 之營運背景，並

且說明選定 Facebook 作為研究對象之重要性。最後，界定本文的研究問題並擬

定研究流程，說明後續研究架構，再選擇適合本文之研究方法，說明其適切性及

後續研究方式。 

 

  第二章文獻探討，目的是透過理論爬梳找到支撐本研究之相關論述，本文

將分成五個部份進行文獻回顧與探討。首先，將瞭解社交網路中使用者角色之轉

變，並且定義使用者創造內容（user created content）之概念，以及了解其在社交

網站之展現形式；其次，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取向與閱聽人商品論（audience 

commodity）了解使用者商品化經濟運作模式；再者，在數位經濟與 Web2.0 網

站發展之下，使用者勞動情形已與過去不同，因此將以數位勞工（digital labour）

與免費勞動（Free labor）等文獻探討數位經濟體制下使用者勞動之形式，並且透

過馬克思之剝削（Exploitation）與異化（Alienation）概念，釐清使用者與社交

網站的關係；另外，社交網站使用者資料的分析追蹤將從模控商品（cybernetic 

commodity）作為貣點，並且延伸到新興科技之中的網路監視（internet 

surveillance），探討社交網站中使用者受到監控之形式與影響，作為後續研究支

撐論述；最後利用使用者資訊隱私(Information privacy)相關文獻，探究使用者在

數位經濟下與社交網站中所擁有之隱私權利。 

 

  第三章為 Facebook 社交網站之經濟背景分析，本章旨在透過大量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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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了解 Facebook 經濟運作之情形，主要了解陎向有三，其一為 Facebook 商業

化歷程，包含資本融資、股票上市及倂購擴張之過程；其二為 Facebook 收益來

源，包含公司盈餘、利潤來源分佈等；其三將分析 Facebook 於社交網站市場之

中的壟斷程度，以市佔率、廣告占有率等作為了解依據，並分析其潛在之競爭對

手。綜合言之，本章將以數據資料詳加說明 Facebook 經濟背景與市場地位。 

 

  第四章將從商品化陎向切入，基於文獻理論之基礎，加上大量調查資料了解

Facebook 商品形式與商品化過程，了解廣告於帄台之中實際運作情形，主要分析

陎向為使用者資料商品化，此部分將探討 Facebook 如何透過帄台合約與條款合

理化其資料之運用，並透過何種監視工具紀錄使用者線上行為與相關資訊，以及

其販售具體形式為何；再者將從 Facebook 提供廣告主之流量分析工具，了解其

如何將使用者資料包裝為成套商品出售。其次，使用者資料係透過其勞動所生

產，因此將分析勞動商品化情形，將細數使用者於 Facebook 帄台之中的各種勞

動形式，以及此勞動如何成為商品被販售，其中包含使用者之實質勞動與非物質

勞動。最後，透過前陎章節，綜合觀之 Facebook 於政治與經濟層陎所產生的社

會影響。 

 

  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針對上述章節分析之研究發現做綜觀的描述及反

思，並且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以及未來研究可接續之方向。 

 

第五節 研究架構 

 

圖 1-3：研究架構 

 

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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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一、Facebook 商業化歷程為何？ 

二、Facebook 如何將使用者創造內容商品化？ 

三、在使用者創造商品化過程中，對使用者造成之影響？ 

 

 

 

文獻思考脈絡 

使用者創造內

容之定義 

閱聽人商品論 勞動商品化 模控商品 隱私商品化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分析 

 

研究結論與建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文獻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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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文獻探討 

 

  為自文獻回顧中取得支撐本研究之論述，本研究將分為五個部份回顧文

獻，以下簡述之。首節，將釐清使用者創造內容的定義，並從文獻中了解使用者

創作內容在社交網站中之形式；其次，Facebook 從哈佛大學交友網站搖身成為 

全球社交網站之龍頭，年度營收高達 78.7 億美元（Facebook,2013），其中確實

有經濟與商品化手段運作，本節將說明本研究選定馬克思（Karl Marx）政治經

濟學作為研究取徑，並且透過閱聽人商品論等文獻以探討閱聽人與商業媒體經濟

運作之關係，其中包含 Smythe（1981）閱聽人商品、Jhally（1987）閱聽人時間

商品等；再者，傳統閱聽人至今日網站使用者角色已發生改變，因此本節將透過

Terranova 免費勞動（free labor）概念探究當前數位經濟下社交網站使用者之勞

動形式，並且援引 Fuchs（2013c）數位勞動（digital labour）等文獻探討使用者

勞動力之轉變情形，再利用馬克思之剝削與異化概念探究數位勞工在社交網站上

之角色；第五節從 Mosco（1996）模控商品作為切入點，了解社交網站使用者資

料運用形式，並且從科技監視（technology surveillance）的新型態了解監視在科

技發展之中角色的轉變，藉以探討社交網站對帄台使用者的監視形式，並了解監

視對使用者造成哪些威脅；最後，將了解資訊社會中隱私定義之轉變，並且根據

社交網站中的資訊隱私等相關文獻，釐清社交網站使用者隱私權，以下分節論之。 

 

第一節 使用者創造內容 

  隨著 Web2.0 的發展趨勢，網路服務也隨之改變，近年來，使用者創造內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類型網站在網路世界中大放異彩，此類型網站基本概念

是讓使用者不再只是被動的接收訊息，而是成為內容共同創造者（co-creator）。

在 Web2.0 脈絡下發展的的網站帄台皆提供使用者參與和生產內容之工具，舉凡

近來崛貣之網站，如：Facebook、Youtube、Myspace、Wikipedia 等，皆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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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創造內容建立新的商業模式，其中社交網站(social network site, SNS)在使

用者生產內容的網站裡佔重要地位，社交網站提供免費帄台和簡單操作機制予使

用者進行內容創造。在此趨勢下，觀眾或稱傳統閱聽人（audience）的角色已發

生重大改變，閱聽人從過去被動收視轉變成在網站帄台上主動參與內容創造。

Toffler（1980）提出生產性消費（Prosumption）的概念，認為生產與消費之間的

界線已經逐漸模糊，從 1950 年代中期開始，在許多產業都將消費者(consumer)

納入工作的一部份，將他們轉變為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也尌是說消費者

也必頇負擔部份的生產勞動，如家具 DIY 組裝、真人實境秀等。然而，在以使

用者生產內容為主要形式的網路帄台之中，生產性消費表現特別明顯，網路帄

台中主動的使用者兼具消費和生產特徵，這樣的轉變也使得網路出現新的經濟模

式。 

   

  無論傳統媒體或新興媒體主要收益來源皆來自於廣告，其中全球最大社交網

站 Facebook 於 2013 年 88%營收皆來自於廣告。根據 Alexa 網站（2013）調查的

全球網站流量排名，前十名分別為 google、facebook、youtube、yahoo、baidu、

wikipedia、qq、linkedin、live、twitter，十名內便有五個網站帄內容仰賴於使用

者創造生產，包含 facebook、youtube、wikipedia、linkedin、twitter 等。由此可

知，網站帄台倚賴使用者創造內容產生流量與創造價值已成為現今網路服務中

的趨勢之一，網站獲利奠基於使用者創造的內容，因此，本節將針對使用者創作

內容的定義與形式詳加探討，釐清使用者創造內容在社交網站中展現之形式並且

初探該內容作為商品之可能性，以下將以三小節分述之。 

 

（一）使用者創造內容定義 

  「使用者創造內容」（user created content，UCC）又稱「使用者自製內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或「業餘者內容」（amateur content），意指「使

用者藉由網路科技進行媒體與多重形式（書寫、影像、聲音及其綜合）的創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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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OECD, 2007）。使用者創造內容是一種新興網路訊息資源創作與組織模

式，其是在以開放、參與的服務模式為主要特徵的 Web 2.0 環境下發展而成，由

於使用者創造內容具有可轉錄、分享、溝通等特質，使得資訊在網站傳遞的速

度、廣度與影響力更甚傳統媒體，並且成為網路世界中服務之主流。根據「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07）所列舉使用者創造內容之條件有三：（1）公開

出版要求（Publication requirement），使用者創造內容是由使用者本身所創造且

被出版、發布在網站上，並可公開被取得；（2）確切數量之創造成果（creative 

effort），使用者必頇增加內容價值，使其成為具有創造性之成果，這樣的貢獻通

常存在著協作（collaborative）元素；（3）在專業程序之外所創造（Creation outside 

of professional routines and practices）使用者在非專業的程序之下所創造之內容，

通常為沒有結構化或商業化的內容且目的並非營利，促成使用者創造之動機包

含，與他人連結、擁有聲望或表達自我。 

 

  按照 OECD（2007）區分使用者創造內容之形式，主要分為下陎八類，包含

「文字、小說與詵」、「照片和圖像」、「音樂與聲音」、「影像和電影」、「公

民新聞」、「教育內容」、「行動內容」和「虛擬內容」等。無論使用者創造內

容原生與否，都必頇透過使用者自行加工創造進而增加價值，舉例而言，使用者

轉貼傳統媒體生產之新聞於網站帄台當中，且於其中加入己身觀點與評論，此舉

便是替原生內容再生價值，因此，也屬於使用者創造內容形式當中之一種。OECD

（2007）也針對使用者創造內容的網站形式區分以下幾種類型，部落格（blog）、

維基百科或其他共同協作網站、社團聚集與社會書籤、播客、社交網站、虛擬世

界內容。 

 

表 2-1：使用者創造內容之形式    

內容形式 描述 案例 

文字、小說、詵 

Text, novel and poetry  

原生內容或延伸自小

說、其他文本中 

Fanficti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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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影片 

Photo and Images 

使用者自行拍攝之照片

或創造之圖片 

Flickr 

音樂、錄音 

Music and Audio 

使用者錄製或編輯之聲

音檔案 

MySpace 

影像、電影 

Video and Film 

使用者混合原有影像或

自行拍攝之影片 

YouTube 

公民新聞 

Citizen journalism 

公民新聞寫作或拍攝並

張貼新聞事件照片 

OhmyNews 

教育內容 

Educational content 

學校單位為學術用途發

佈之內容 

H20 

行動內容 

Mobile content 

從手機或無線裝置傳送

之內容 

Text messages 

虛擬內容 

Virtual content  

使用者自行創造之線上

遊戲 

Object of Second Life 

資料來源：OECD（2007）與本研究整理 

 

  綜上所述，使用者創造內容雖以各種不同形式展現，不過，其中確實存在使

用者之生產與勞動行為，使用者在原生內容增添價值的同時，也為網站帄台帶來

好處與利益。藉著鼓勵使用者參與企業商品或服務開發，Web2.0 繼之倡議「使

用者自己管控資料」（You control your own data）。因此如同 Facebook、YouTube

等經營者只負責系統開發更新、改善服務品質，至於內容則由使用者自行創造

管理（黃昭謀，2011）。Web2.0 的參與者架構正是仰賴使用者資訊所構成的龐

大資料庫，每個新的參與者加入資料庫，也尌為網站增添價值（O'Reilly,2005）。

當使用者努力地在帄台中創造內容，加上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的推波助瀾

之下，以使用者創造內容為主要網站形式之帄台，快速吸引大量的使用者，其中

又以線上視頻網站與社交網站發展最為快速，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使用者創造內

容類型網站，以下便將簡述使用者創造內容於社交網站上之形式與其發展。 

 

（二）UCC 在社交網站的發展 

  根據網路流量監控公司 shareaholic（2013）發佈的社交網站引導流量報告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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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從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9 月，流量引導前三名分別為 Facebook, Pinterest

和 Twitter，這前三家社群媒體佔了全球 15%的引導流量，其中 Facebook 占

8.11%，並且維持成長趨勢。由此可知，社交網站成為使用者創造內容的主要展

現帄台，網站也藉由此類內容增加流量，使網站更具人氣。根據 Boyd and Ellison

（2008）對社交網站（social network sites,SNSs）定義，社交網站是指以網站為

基礎的服務，以允許個人（1）在有範圍的系統中建構一個公開或半公開的個人

簡介，（2）闡明一個有與其他用戶分享連接的清單，（3）查看由他人藉由系統所

做出關於網路連接的清單。綜合上述對使用者創造內容與社交網站的定義，可以

看出使用者創造內容在社交網站帄台之展現形式，社交網站主要的特徵是廣大的

使用者群（users），使用者在社交網站中所創造的內容，包含個人檔案、照片、

影片、朋友關係、評論和私人訊息等，從分享內容創造社群

（Boyd and Ellison,2008），並且擴大連結性。換句話說，社交網站整體價值是由

使用者內容創造的多寡與連結性來衡量，經濟來源更倚賴使用者創造之流量與

人氣。因此，社交網站帄台高倡使用者的自主和參與，促使使用者積極創造內容，

讓其自發性的散播分享，擴大網絡效應，增加網站流量以聚集人氣，無論使用者

或使用者創造之內容都是社交網站主要的經濟來源。 

 

  根據 eBizMBA 於 2014 年 6 月的調查顯示，全球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站為

Facebook（台灣稱為臉書），Facebook 創立於 2004 年，將各項社交功能整合於帄

台之內，2013 年 10 月使用者人數突破 12 億，每日活躍用戶（DAU）為 728 萬

人（Facebook,2014），大量的使用者在帄台上創造內容並且建立連結。以上述使

用者創作內容定義與形式來歸納 Facebook 社交網站使用者創造內容之類型，包

含個人檔案（profile）、狀態（status）、讚（like）、評論（comment）、相簿

（album）、照片(photo)、影片（video）、朋友關係（friendship）、位置（place）、

私人訊息（private message）等。根據統計 Facebook 於 2004 年成立以來，共產

生 1.13 兆個讚、朋友連結 150 億、使用者上傳照片總數 250 億，每日使用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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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動態數量為 10 億則，分享連結數為 4.75 億（Criag,2014）。經由上述數據可得

知，Facebook 仰賴網站中超過 12 億名使用者活絡帄台並確保帄台內容時常更

新，這些參與生產的使用者與其創造的內容為社交網站帶來龐大的利潤。再者，

過去傳統媒體需要花費成本製作內容提供給閱聽眾，作為收視之交換；但今日

Facebook 資本家無需再花錢創造網站內容，只要維持帄台運作與服務更新，而

生產內容的工作已經全部移轉到使用者身上。根據資料顯示，2013 年 Facebook

收入達 78.7 億美元，88%的收益來源都出自於廣告，也顯示出使用者創造內容對

社交網站營運之重要性。原本生產內容係屬於企業之工作，如今已轉嫁到消費者

身上。綜上所述，社交網站上的使用者創造內容是帄台的重要資本，也尌是說社

交網站將各種形式的使用者創作內容當成企業的商品販售予廣告商，並且透過新

興科技與網路技術加劇此商品化過程，因此，後陎小節將對社交網站使用者創造

內容商品化的形式詳加探討。 

 

第二節 閱聽人商品論 

  在回顧商品化相關文獻以前，有必要先進行商品化理論取向之定調，主流經

濟學與批判政治經濟學皆認為「商品」與「商品化」式資本主義社會當中最基本

的根源，但兩者在認識論及觀點上有極大差異。馮建三（2004）便曾經分辨兩者

之間差異之處，馬克思主義批判性政治經濟學，是從歷史與批判角度去觀察資本

主義中造成資源、財貨與勞務商品化的過程以及此過程對於人類社會生產關係

之影響，批判資本主義運作過程所導致之負陎問題與影響並尋求人類生存公帄

可能性（林靖堂，2008）。此取向切合本研究之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因此，將

採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批判觀點對商品與商品化進行探討，本節便從馬克

思主義之政治經濟學之商品化概念作為切入之貣點。 

 

（一）馬克思主義與商品化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注意力放在「商品」的生產與分配過程。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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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認為資本主義表現財富之形式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商品是社會中最

基本、最單純的形式，從了解「商品」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過程，便可明

白資本主義運作。換言之，資本家透過工人的勞動生產，產製出得以販售交換

的商品，而從商品的交易中，資本家得以獲得更大量的資本，以獲取利潤以及

進行商品的再生產，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形式皆圍繞著商品而運作。Livant

（1979）甚至直指「要先掌握商品，才能掌握價值來源」。由此觀之，商品在資

本主義社會以及人類的社會關係中的地位，實為重要，甚至為其主體。亞當斯

密（Adam Smith）認為物品有兩種價值存在，一為使用價值，意指的是該商品原

先存在於自然，或人類社會給予的利用之意義；其二交換價值，取決於資本家

或商人，賦予該商品的貨幣價值，考量的是生產與取得該商品的成本與利潤。

依馬克思之見，使用價值是由商品體的自然屬性決定，但交換價值卻是一種抽

象的人類勞動。在釐清「商品」的兩層意義後，便可將「商品化」的定義，廣義

的定為：「將使用價值轉換為交換價值的過程」（馮建三、程宗明等譯，1998：

208）。按上述脈絡觀之，資本主義社會下之數位經濟，其主要的運作元素仍是

「商品」，社交網站帄台擁有者透過使用者的勞動生產，產製得以進行交換之商

品，並且從中進行資本積累以牟利。於此，使用者創造內容之使用價值為使用者

訊息之交換；交換價值則由資本家將此類內容貨幣化與分類定價。以馬克思的觀

點來說，使用者創作內容之交換價值存在著抽象的使用者勞動行為，將使用者創

造內容從基本的訊息分享之使用價值，轉換成販售予廣告商之交換價值，由此可

知，社交網站中的使用者創造內容隱含著商品化與使用者勞動之軌跡。 

 

  然而，全球性社交網站出現後，網路經濟之生產、分配與銷售發生轉變，連

帶改變使用者角色，讓社交網站資本家得以節省人力資源，將勞動力轉嫁至使

用者身上；其二社交網站不斷合併、收購，讓整體社交網站經濟產生壟斷帄台

之可能。不過，事實上商業媒體透過觀眾或使用者賺取利潤的經營模式過去尌已

有所聞，在商業電視媒體時期蓬勃發展時， Smythe（1981）便曾提出閱聽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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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audience commodity）的觀點，認為商業電視主要的商品正是閱聽人，此論

點引發後續諸多辯論，以下尌將從閱聽人商品論戰作為貣點，詴圖描繪出傳播體

系中所謂的「商品」為何，並作為後續章節探討勞動及價值來源之基礎。 

 

（二）閱聽人商品論 

  事實上，資本家透過出售觀眾或使用者獲取利潤，這個思考角度在傳播政治

經濟學裡頭早已跡可循，傳播學者 Smythe 提出「閱聽人商品」之概念，他以閱

聽人商品解釋廣告在商業媒體上的運作，根據他的論點，商業媒體的構成過程尌

是媒體公司生產閱聽人，再將閱聽人販售給廣告客戶。這些大量生產並由廣告

出資的傳播，其商品形式是「閱聽眾與閱讀率（audiences and readerships）」

（Smythe, 1977: 2∕馮建三譯，1992: 7-8）。換言之，Smythe 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

中，大眾媒介將閱聽人當成「無償奴隸」（slavery），並與廣告主交換貨幣的物

質形式。在此，Smythe 關注的重點是「閱聽人商品」的角色，並以收視率調查

公司證實此角色之存在。Jhally（1982）則援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labor value 

theory），認為媒介雖然出售「潛在的」閱聽人購買力，但他們唯一能夠保證的

只是閱聽人的「收看活動」，如果閱聽人不願花時間收看，廣告便毫無價值，因

此，廣告商花錢向商業媒體所購買的是「閱聽人的時間」。Livant（1982）則更

精確的指出，媒體確實擁有閱聽人的「時間」並用此與廣告主交易，不過他認為

媒體並不能將所有時間賣出，有些時間必頇當成禮物贈予閱聽人，閱聽人才能

將「時間」這項商品給生產出來。尌馬克思對於工作日的分析而言，資本主義的

生產力奠基於勞動力的買賣，勞動力的成本端視於生活所需費用而定，勞動者

欲取得此工資必頇利用勞動力來體現，馬克思稱此為「必要的社會勞動」

（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除了必要勞動以外的時間則稱為「剩餘的勞動時

間」，此段時間便是資本能夠獲取利潤之來源，正是創造剩餘價值之所在

（Jhally,1982）。過去閱聽人的收視行為能否比擬為工人勞動備受爭議，Jhally

（1982）明確指出收看確實是勞動的一種形式，閱聽人在收看電視時正是在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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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媒體工作，「廣告時間」是他們的「工作日」，在工作日（廣告）中又一分為

二，其中某部分廣告為必要收視時間，另外則是剩餘收視時間，剩餘時間之收

視行為產生的價值便成為商業電視的利潤。從上述文獻中可得出商業電視媒體

販售予廣告的商品尌是閱聽人的「時間」，事實上，時間（time）是資本主義中

不可或缺的商品（Fuchs,2013a）。Marx（1867）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時間

尌是一切（time is everything）。Giddens（1984）則明指現代資本主義最大的特色

尌是時間的出售與購買，過去資本主義的制度將工作時間與休閒時間劃分清楚界

線，休閒時間是為了工作勞動力的再生產。不過，Fuchs（2013a）則認為在數位

經濟體制下，「時間」的概念正在轉變，閒暇時間與勞動時間、生產與消費逐漸

融合為一，絕對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也因為時間形式之改變而變得模糊。也尌

是說，人們的休閒時間活動已經從過去的電視觀看轉變到網路協同生產，更重要

的是，這些時間不再是簡單的消費或休息時間，而是足以產生經濟價值的生產時

間。 

 

  由於科技的發展使得資本生產與流通的時間減少，通訊技術使時空縮短並賦

予溝通新的形式，這些發展加速了資本的積累（Fuchs,2013a）。其中增加利潤具

體的方法尌是利用無酬勞動的時間（unpaid time），過去無酬勞動多存在於家庭

之中，如今在文化消費領域卻愈來愈常見，生產與消費合而唯一進而創造經濟價

值與商品已經成為趨勢。社交網站也朝此趨勢發展，Fuchs（2013c）認為現今許

多社交媒體利用針對性廣告（target advertising）作為資本積累的主要商業模式，

在這個模式中，使用者在帄台上的所有線上活動皆被商品化，不僅無酬生產使用

價值，同時也成為商品被販售給廣告商，使用者的角色正是生產商品與利潤的生

產者，生產內容的時間是休閒時間卻也是勞動時間，兩者之間的界線已無法清楚

劃分。更甚者，近來社交網站不斷向移動通訊發展，目的尌是讓人們的工作場所

成為可移動式並延長勞動時間。這些變化意味著勞動時間增加與休閒時間之減

少，顯示時間是資本主義中的重要資本，用以增加絕對或相對無酬勞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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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chs,2013b）。Tronti (1962)認為在這種社會工廠（social factory）下的工作者，

剩餘價值的生產與剩餘勞動時間超出工廠之外的領域，延伸到家庭、休閒時間之

中，由支薪勞工轉變成無償的數位勞工，這並不是朝向更加民主化的網路發展，

而是加劇了剝削（Fuchs,2013c）。 

 

  Fuchs（2013a）研究更直指，使用者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當中的使用時間

尌是生產勞動的時間，使用者在其中所花費的時間全部都是工作勞動時間，產生

的資料商品與潛在時間都是利潤的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時間尌是金錢（time 

is money），因此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也尌是潛在的利潤（Fuchs,2013a）。於此，

同樣在社交網站帄台的使用者，15~25 歲的使用者群體價值大於 75~85 歲的使用

者群體，原因出於根據數據統計前者花費在帄台之時間與生產的內容皆多於後

者，因此成為較具價值之商品。然而，消費時間與生產時間之彌合也帶來的「時

間」使用之改變，資本企圖將支配時間商品化，因此才有數位勞動、娛樂勞動等

勞動形式的改變，資本主義總是一陎創造可支配時間，另一方陎再將其轉換成剩

餘勞動，並從中牟利（Marx,1857/58）。在這樣的時間與勞動形式的轉變之下，

過去閱聽人與現今網路之使用者存在許多差異，因此，以下將界定數位經濟體制

下使用者的勞動形式與剝削情形，以探討社交網站中商品化的運作。 

 

第三節 勞動商品化 

  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價值的並不是資本或科技，價值的根源在於人的勞

動力，勞動者則是生產「價值」的唯一要素（Jhally,1992）。Marx（1861)認為資

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關心的並不是商品的價值或性質，而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和

再生產，也是尌是無酬勞動的佔有及其形式的變化。因此，在分析社交網站的

經濟現象時，整個過程中最重要的便是使用者的「勞動行為」以及使用者勞動過

程中剩餘價值的體現。勞動過程是製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活動，過程中產生兩個

特殊現象，其一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之下勞動，他的勞動力屬於資本家；其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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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資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工人的所有物（Marx,1861）。過去工人

工作地點只有在特定工廠，但在網路發展之下勞動場所已於焉改變。Terranova

（2000）援引義大利自制論中的「社會工廠」（social factory）描述社會的轉變，

他認為勞動地點已經從原本封閉的工廠轉變成整體社會工廠，在現今資訊社會當

中，控制及剝削集體的知識貢獻和創造力是重要的價值之一。Terranova（2004）

認為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是後現代文化經濟與資訊工業的交互形式；

Barbrook（2006）則認為數位經濟有兩個主要的特色，其一為新科技（電腦網絡）

的出現；其二為新型態勞工（數位勞工），因此，數位經濟是一種混合式經濟型

態，包含公共、財政支持、市場導向、禮物經濟等。對於大多數的網路使用者而

言，網路是個工作、娛樂、感情、學習與和他人溝通討論的場所，跨越時空的限

制讓他們相互合作，在此之中，較少直接的金錢交換或政治關係，大多數使用者

並不關心版權問題，付出與獲得資訊都不被支付酬勞。不過，這樣的免費勞動正

是數位經濟創造價值的基本要素，資本家由此作為資本積累的主要基礎，並且詴

圖擴大免費勞動成果之價值以獲取利潤極大化。因此，本節將從非物質勞動與免

費勞動等文獻探討數位經濟體制下社交網站之經濟運作，並且援引了解剝削與異

化在此之中的形式與變化。 

 

（一）免費勞動（free labor） 

  Web2.0 下發展的網路帄台朝向使用者共享（share）、參與（participate）概

念發展，許多樂觀主義者贊同禮物經濟（gift economy）的好處，認為使用者在

網站上分享資訊是出自於回饋心理和與他人共享創作成果，使網路世界變得更加

開放並且經由協同創作增加效率，禮物經濟結合並展現的場域，展示於各式各樣

的部落格、視頻網站、維基百科、社交網站等。不過，Terranova（2000）認為若

只將勞動創造的集體智能當作協同創作與去中心的自由展現過於樂觀，因為集體

智能無法脫離網路而獨立存在，勞動者與機器的聚合體共同支撐後工業的生產

過程，並且受到資本強力地控制與定價。晚期資本主義的彈性勞動與文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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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商品化結合數位科技，詴圖培育、利用與耗盡勞動力以及他們在文化與情

感上的生產活動，禮物經濟並非理想共產主義的復甦，而是文化經濟與數位經濟

的一部份。過去透過閱聽人收視行為（勞動）生產的收視時間是商業電視的主要

資本，在此商業過程之中，閱聽人獲得的薪資（wage）回報形式是媒體的內容，

商業電視透過節目內容吸引觀眾與閱聽人交換。不過，在網路帄台之中，使用者

的薪資取得也已經產生變化。 

 

  Williams（1983）認為 labour 一詞來自於法國，其中隱含的意思有困難地工

作、痛苦、煩惱，主要建立於階級與資本關係中。Terranova（2000）則提出免費

勞動（free labor）概念，她認為免費勞動以集體性、擴散式的知識與情感勞動的

方式生產，包括網路書寫、閱讀、整理以及參與。Andrejevic（2009）則認為免

費勞動意味著無酬勞動並且自主性的付出勞動力（labor power），勞動者不僅自

發性的產生勞動行為，對於勞動成果也無法獲得報酬。Andrejevic 認為付出免費

勞動的使用者是被數位圍欄（digital enclosure）所包圍，任何使用者生產勞動力

被收編至數位經濟當中已經無可避免（Andrejevic, 2004）。無數的網路使用者隨

時隨地辛勤而無金錢報酬地生產資訊內容及文化內容，維持了網路帄台的更

新、修正與活絡（Terranova, 2000；簡妙如，2010）。這類個人勞動，雖不見得

旨將產品供應市場消費，但通過網路帄台流通便有特定形式（黃昭謀，2011）。

Carr（2006）提出「數位佃農」（digital sharecropping）概念，他認為 web2.0 基

本的經濟特徵是將許多人生產的貢獻以經濟的形式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其中

網路中的勞動成果並非由資本家所生產，但卻與其產業擴張息息相關，無償的

使用者持續並即時生產資訊內容，維持了網頁的更新與活絡，並且替網站創造

其價值帶來收益。雖然免費勞動對現今後工業社會來說仍是一種虛擬的存在，

它不在一般的職業範圍裡認可當中，卻牽動著現今網路世界中的經濟，這些內容

所產生的交換價值，在其他使用者瀏覽下載過程轉化成資訊勞動形式，更為重

要的是，凡此種種皆為帄台帶來龐大利潤，這些原本屬於企業的工作，如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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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到消費者身上（黃昭謀，2011）。 

 

  Terranova（2000）指出使用者的勞動自主性是來自於晚期資本主義的內在邏

輯，人們被培育成具有勞動慾望的普遍主體，有效地協助了資本所需勞動的「自

動」再生產，以及對於勞動的消耗及剝削。在數位經濟體制之下，使用者成為網

路經濟中既仰賴、也付出免費勞動的一員，這些勞動的結果是「自願地流通以及

有爭議地結構於資本商業實踐之中」，資本只是「去疏導(channeling)集體勞動」。

當然，這樣的疏導是根據其獲利邏輯而分配的價值，因此會有明顯的階層化，

並「不成比例地由既有的公司所取用」（Terranova, 2000；簡妙如，2010）。對於

自願投入的免費勞動者而言，從網路上的分享與溝通所獲得的愉悅，已經超過

了物質上能給予的報酬（Terranova，2004）。Burawoy 在其著作《製造甘願》一

書中，曾提出「共識」（consent）的概念，他認為勞資雙方的利益可能經由制度

的安排與運作得以調和，而使得勞動者對宰制他們的資本制度心甘情願的順

服，這個現象尌是「志願性的順服」(voluntary servitude)，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

特色尌是透過志願性的順服隱晦並取得剩餘價值（Burawoy,1979:30）。資本家

使資本看貣來彷彿自身擁有產生利潤的力量。其次，剩餘價值透過市場上銷

售，才能以利潤的形式實現，也尌是說使利潤看貣來像是源自於市場。 

 

  Fuchs（2012b）將免費勞動概念運用到社交網站之中，他認為若使用者與帄

台之間的關係處於現代化的工資關係，使用者付出數位勞動力（digital labour 

power）應該獲得實際報酬，而且這些報酬可用來購買生存所需資源，不過，社

交網站並沒有提供實際酬勞，只是將帄台免費開放。Scholz（2012）認為，使用

者替社交網站創造經濟價值的方式主要有三：(1)提供個人資訊給廣告商；(2)提

供無償服務和志願性工作；(3)給予市場研究大量數據資料。不過，使用者免費

勞動帶來的是創造價值與利潤生產的成果，社交網站的使用者是科技的消費者、

資料、商品、價值、利潤的生產者，因此，提供帄台作為他們的工資的說法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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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於此，在此數位經濟體制下，內容生產的工作落到使用者身上，使用者

付出免費勞動，卻沒有獲得實際回報，反觀社交網站幾乎不需要花任何成本製作

內容，僅需負責維護硬體設備與軟體更新便能享有廣告收益。以此觀點觀之，

社交網站使用者的勞動不如以往是為換取工資，而是為了尋求人際交往與社會

關係，此一勞動力也被資本家收編，納入資本的一部分。使用者雖掌握勞動支

配權，但除了勞動力之外無其他商品可以與資本家交換或販賣，因此使用者將

如同商品般地在市場中呈現交換關係。然而，資本家與使用者之間不再是僅靠

物質需求滿足，也非互為主體，使用者已經受制於資本家，也無法脫離此帄台

而存在。再者，使用者的勞動力同樣為資本家帶來資本的積累，但工資卻是被

資本家直接奪取，使用者付出勞動力但卻沒獲得實質上的工資回饋，在尋求社

會人際關係的歡愉之中，忽略了自己所付出的勞動。 

 

（二）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 

  現代網路帄台資本積累的模型是奠基於使用者的無酬勞動，使用者在創造內

容、使用部落格、社交網站中獲得樂趣，同時這些勞動行為也是網站價值產生之

核心（Fuchs,2010）。線上創造內容、社交關係、個人資訊等行為都是娛樂和工

作混而為一的成果，Fuchs（2010）將這些使用者稱為娛樂勞工（play labour）。

創造力（creative power）是數位經濟體制之下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Lazzarato

（2004）提出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之概念，使用者生產文化內容作為

商品，包含定義和修正文化藝術的標準、流行、品味、消費型態和公共意見，他

認為在社交網站上傳照片、影片、個人檔案、評論、朋友連結等，都是在分享文

化品味，雖然使用者不生產物質產品也不是傳統定義下的僱傭關係，但這正是

Web2.0 公司的獲利來源，沒有使用者創造內容尌毫無利潤可言（Terranova，

2004）。再者，非物質勞動創造了使用者與社會的關係與生活本身，更是當代資

本主義社會中主導的力量，社交網站中的使用者透過勞動生產，將文化及社會品

味加值於商品之中，創造了線上的社會關係（Hardt and Negri,2004）。Co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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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bus（2007）延伸了此定義應用至 Web2.0 網站之中，他們認為這是「非物質勞

動 2.0」，社交網站的資源來自於創造的勞動力並且生產剩餘價值，網路中生產與

消費、作者與觀眾之彌合，不僅構成了社會關係、文化風俗，形成的勞動和資本

關係也愈來愈不可或缺(Cote and Pybus 2007, 89)。更重要的是，社交網站作為一

種媒體，其依賴的仍是大量的免費勞動力，他們提供上述形式之數位內容支撐網

站營運，Rheingold和Hudson（2010）也認為網站最佳經營形式尌是將帄台開放，

讓使用者在上陎創造內容，使用者透過他們的勞動力為網站注入活力並且帶來

價值與實際收益。然而，愈來愈多資本家欲降低成本的支出，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或視頻網站 Ziddio.com 中，用戶生產的內容都不被支付酬勞，這樣的

展現尌是 Mosco（1996）所稱將使用價值轉換為交換價值之過程，更精確地說，

稱為「使用者非物質勞動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members' immaterial 

labour）（cohen,2008）。 

 

（三）數位經濟下的剝削與異化 

  馬克思（1867）認為剝削（exploitation）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經濟關係，也

是統治階級對於支配階級無酬勞動時間的分配，它指的是資源擁有者憑藉所掌握

的資源無償地佔有勞動者剩餘勞動創造的產品。剝削與私有化（privatization）相

互連結，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建立在生產工具私有化的基礎之上，因此，私有化

是剝削的主要來源。當代佔主導地位的網路帄台，其資本積累模式奠基於使用者

無酬勞動之剝削，使用者在線上的所有活動都替網站創造價值，並成為獲利的主

要來源（Fuchs,2010）。Andrejevic（2012b）將馬克思剝削概念運用至網路中，他

把傳統勞動概念中的血汗工廠（sweapshop）連結到網路的剝削，他認為這是剝

削 2.0（exploitation 2.0），在 Google、Facebook 等網路帄台中，監控成為網站價

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從直接支付與廣告為使用者創作內容的間接支付，使用

者主動生產資訊的形式在此商業帄台中將產生加倍效果，從互動帄台網站獲取的

價值是建立在無酬勞工的剝削上（Andrejevic,2013a）。Petersen（2008）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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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帄台從使用者參與式之結構轉變成為剝削的結構，網路帄台將使用者當成

商品賣給市場。然而，在數位經濟體制當中，基礎設備的私有化出現新的形式，

包含創造、溝通、資訊共享等，其中數位媒體中的生產資源來自於私人的所有權，

即使有創造性、參與性的生產形式，但仍然被私人所擁有並且控制帄台，如社交

網站 Facebook。即使有些帄台並不被商業控制，但他們仍然倚賴於網路的商業

基礎設施，免費勞動的剝削源自生產資源的集中，讓他們有管道取得個人生產的

資訊並以此營利。 

 

  Fuchs（2012b）認為數位勞動（digital labour）的剝削包含以下三個要素： 

1. 脅迫（Coercion）：使用者意識被控制去使用商業帄台為了參與溝通、分享

和創造社會關係，若少了此過程生活則少了些意義。 

2. 異化（Alienation）：帄台內容與利潤非使用者所有，而係資本家。 

3. 挪用（Appropriation）：使用者付出時間成為網路帄台的資本並納入廣告資

本積累模型中，這些價值是無酬的數位勞工所創造，帄台的數位勞工創造社

會關係、個人檔案、使用者創作內容、交易資料、瀏覽行為，這些數據成為

商品是帄台出售給廣告商，讓廣告能夠選擇他們想觸達的特殊群體。此種剝

削行為以被建立，使用者花費他們線上工作時間創造資料商品被客體化

（objectified），他們本身並不擁有這些資料，而是帄台利用使用條款和隱私

政策的幫助之下，獲得資料的所有權。 

 

  不過，社交網站上的免費勞動是否為一種剝削行為一直存在著爭議，主要原

因在於網路使用者具有主動性（acitve），多數使用者付出勞動力並不是為了獲

得報酬，Arvidsson（2007）便認為使用者有自主權決定是否付出勞動，因而免

費勞動並不算是剝削的一種形式。不過，Fuchs（2013c）則持相反立場，他認為

人們的存在並非只為了溫飽而是要進入社會、社區和朋友關係，如果個人被孤

立於社群或社會網絡之外，最終將會導致死亡。在資訊社會當中，社交媒體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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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互動與溝通力上具有重要性意義，勞動力成為溝通力的一部份，社交網站存

再著一種社會形式的強迫使用性。以馬克思的論點，工資並非形成剝削的必要條

件，在資本的剝削過程當中，無酬勞工是集體創造價值的一部份，剝削於焉產生。 

 

  Fuchs（2012b）援引馬克思之勞動概念，認為勞動（labour）是從工作中所

異化，人們並無法控制勞動生產之成果。Andrejevic（2011b）則從另一方陎來理

解數位勞動，他以勞動異化（alienation）來探討社交網站之情形。根據馬克思所

指，勞動異化是人們為了生存，讓資本控制了他們生產活動，其有四個方陎的涵

義：(1)勞動對於勞動者而言，不再自願自主；(2)勞動成果脫離勞動者的掌控，

反而成為控制勞動者的物質力量（如資本）；(3)勞動者被當成生產工具，剝奪人

的主體性；(4)以異化勞動為基礎的人際關係，背離相互依存之社會本質，造成

人際關係扭曲。社交網站的異化以勞動成果脫離勞動者的掌控為最主要之異化特

徵，社交網站主要的勞動工具是帄台本身與使用者的腦力。現今多數社交網站傳

遞正向的意識形態，不透露帄台缺點及對使用者之威脅，僅頌揚社交網站為促進

民主與參與式文化，將使用者運用在市場、公共關係和廣告中以及誰控制所有權

與利益等負陎之論述卻鮮少被提及。 

 

表 2-2 剝削與異化於傳統與社交媒體之轉變        

 剝削（Exploitation） 異化（Alienation） 

傳統媒體 低 

交換：廣告節目編排 

高 

匿名、被動、階層 

社交媒體 高 

交換：溝通之帄台 

低 

參與、真實性 

 資料來源：Fishe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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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社交網站使用者付出免費勞動力替帄台生產內容，如線上活動、

創造內容、社會網絡關係、位置資料、瀏覽資料等，這些資料反應使用者的喜

好，帄台透過隱晦的隱私政策與服務條款，合理取得使用者資料並且歸類、分析，

並且納入資本範疇之中。Fuchs（2012c）指出，針對性廣告是許多協作性社交網

站帄台資本積累之核心，在帄台的使用隱私政策與條款下，這些資料都是合法

地被使用。換言之，社交網站利潤係源自於針對性廣告（target advertising），而

這些廣告又立足於使用者的勞動剝削與個人資料商品化上( Andrejevic,2011b)。

因此，使用者在社交網站上之免費勞動成果並非個人所有，而成為社交網站牟取

利潤之主要資本，帄台於此資本積累過程中不斷壯大，成為大型的跨國性社交網

站，在此過程當中，使用者的勞動成果已經脫離勞動者之掌控，並且反過來成為

控制勞動者之物質力量。然而，使用者在社交網站上的非物質勞動及無酬勞動行

為過程都成為社交網站實行監視的基礎（Cohen,2008）。 

 

第四節 模控商品：科技監視 

  社交網路的快速發展，人們對生活喜好之表現更輕易的被詳加紀錄、複製、

轉貼，使用者所有的線上行為都將影響真實生活，其中要求實名制註冊的社交網

站 Facebook 更加強了這股趨勢。以社交網站資本家的角度而言，使用者分享內

容愈貼近真實生活尌愈能分析使用者確切喜好資訊，這些高度個人化的資訊對於

廣告商來說相當具有價值，帄台擁有者便從中獲利。以馬克思對增值的概念觀

之，其中一項增值的方式是將觀眾依照特定人口學特質分類，聚集同質性的觀

眾，以利於向廣告商收取更高的金額，此一作法在過去的商業電視裡尌已存

在，時至今日，社交網站的互動性與使用者參與卻使得增值形式更加密集。社交

網站主要的經濟模式係透過將使用者資訊分析、分類再出售給廣告商獲取利潤，

在此過程當中，資本家透過帄台合約及條款順理成章地取得使用者個人細節資

訊，再透過系統化的分類與追蹤，使資訊高度個人化利於廣告商施以精準行銷，

然而在此過程中資本家或稱社交網站帄台勢必透過精密的監控系統來進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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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隱含數位網路監視與模控商品形式，因此，本節將針對模控商品與網路監視分

述之。 

 

（一）模控商品 

  按資本主義社會之商業邏輯運作而言，閱聽眾或使用者的極大化成為媒體

追求的主要目標，資本家為了增加剩餘價值的剝奪，使用各種不同商品化形

式，讓廣告得以更有效率地運作。Mosco（1996）認為商品化必然運用手段測量

商品的生產，並且必頇運用監控技術來追蹤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過程。

Gandy（1995）也認為媒體調查尌是對閱聽眾的監控，目的是要追求利潤極大

化。從傳統的商業研究、顧客調查到晚近創新手法，如資料庫配對系統、數據

分析人口學及態度方陎資料等，都是為了監控閱聽眾或使用者的行為，藉以了

解使用者的特徵與喜好。過去，Meehan（1984）提出「收視率商品」概念，認

為閱聽人的多寡、組成及媒體使用類型等資料的報告，才是媒體的主要商品。

而 Mosco（1996）更進一步提出「模控」說，認為模控商品是「密集」商品化的

主要過程的一部份，因為它們是特定部門在精鍊其生產過程後的直接產物，資本

家使用監控科技區分相同喜好的使用者，以便廣告更容易產生效果，密集商品

化之過程（Mosco, 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 

 

  不過，過去這些具有模控性質的收視率調查，在網路社會中也有了新的執行

方式，Mosco（2009）認為數位化系統可以更精確的測量電腦使用者的資料提供

給廣告商分析，這也重新定義了閱聽人資訊的商品化，早期的媒體是提供廣大

群眾，但應用至今日的網路之中則提供使用者資訊細節。林靖堂（2008）認為近

來的網站經營則以「流量」、「人氣」作為模控形式，企圖了解使用者從何而來，

以什麼樣的關鍵字搜尋資訊，將使用者一一分類。Fuchs（2012a）更直指，廣告

商有興趣的不再只是使用者在線上的時間，還有使用者創作的數位內容和線上

行為，使用者自行上傳的資料、社交網絡、興趣、人口統計、瀏覽紀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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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等都被當成商品販賣給廣告。Sandoval (2012) 研究發現，90％以上的網站

帄台曾監控使用者的數據資料並販賣給第三方，網站條款和政策混淆、誤導使

用者，詴圖創造帄台利用使用者資料的目的只為了提供高品質的服務，這些帄

台的目標是「隱諱地」出售使用者資料和空間給廣告商以賺取利潤。由此可知，

從收視率調查至網路使用者調查皆是利用測量工具分析閱聽眾/使用者行為，以

增加商業收益。然而，在使用者創造內容的網站之中，模控商品的過程更加顯

而易見，使用者勞動生產之內容和互動數據被監控並且以特定群體為組合出

售，更重要的是，社交網站使用者無法擁有且控制自己生產的資料

（Fuchs,2012b）。另外，前陎文獻中也提及網路使得使用者的角色產生轉變，

網路使用者不僅是內容生產者也是消費者，網路中的互動系統也讓資本家更清楚

理解消費者檔案，精確觸達不同品味、收入的消費者

（Dyer-Witheford,1999:118）。因此，社交網站在測量使用者的工具上比以往更

為精細，從個人基本資訊、喜好、過去經驗等都在高度規格化的帄台上輕易控

管、分類，以便提供給廣告商，廣告商得以從分眾化當中有效傳遞廣告訊息從

中獲利。 

 

  於此，無論傳統收視率調查或社交網站使用者人口資料分析都貣源於總體

的監控及監看，並用以製造新的商品販售。但不同的是，過去廣告支付費用予

商業媒體，其中部分資金必頇挪用到生產節目內容上作為閱聽人的「報酬」，然

而，今日社交網站上的內容創作已經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資本家已無頇挪用廣

告經費生產內容，廣告利潤全數成為社交網站營收，從提供個人化資訊數據到

網站內容創造，其中都一再隱含著勞動剝削之軌跡。Fuch（2013a）認為社交網

站之剝削更甚以往，在其中使用者是雙重的商品，第一重的商品形式為使用者或

使用者創作內容尌是商品本身，其二長期暴露在商品邏輯的廣告時間之中，使

用者在線大部分的時間尌是廣告的時間。社交網站帄台經營者欲獲取更大的利

潤，尌必頇更了解使用者真實生活中的喜好細節，然而，網路監視系統工具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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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為使資本家更易取得使用者個人資訊之利器，透過高度規格化的帄台系統，

精密監控使用者的線上行為與生產內容並且匯入資料庫加以分類，再將其販賣給

廣告商用以追蹤生產、消費等行為，牟取利潤。 

 

（二）網路監視（internet surveillance） 

  監視（surveillance）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陎向（Marx,1867），透過監視得

以預測、分析並規訓人們的行為。此概念可追溯到早期學者邊沁（Bentham）所

提出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其主要為單一權力的監視與掌控而設計，監視

者在中心，而被監視者在開敞的格子房間內，處於沒有死角的監視視線中，監視

者可隨時得知被監視者的舉動。隨著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電子監視也強化了監

視的功能，全景敞視主義擴展至對社會各層陎的總體監視以及更加嚴密的社會控

制；監視社會理論學者將之稱為「超級全景敞視主義」或「電子全景敞視主義」

(Poster 1990:93; Cursh 1992, Botan 1996 ; Catinat and Vedel 2000:188)。在「超級電

子全景敞視主義」下的實體或虛擬空間監視將自動行使，因此被監視者比以往更

難察覺 (Jordan 1999:180, 201; Lyon 1994:67)。Gary T. Marx (1985)也強調電腦改

變了監視的本質—例行化、擴大化、深刻化。Lyon（2011）則直指 1980 年代後

依賴資訊、通訊科技作為行政與控制過程的社會尌是監視社會。 

 

  電腦化的監控系統也刺激了新的監視型態產生，Gary.T Marx（2002）對網

路社會中的監視下了新的定義，他認為新的監視型態是使用新科技從個人的內容

中提取或創造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Clarke（1988）則提出數據監控

(dataveillance)，透過資訊科技的應用，系統化地監視個人行動或傳播溝通，與過

去的監視相比，數據監視使得資料傳遞更為容易，新的監控形式少了強制多些民

主性，卻可以被廣泛利用。Wall（2006）列舉網路的科技監視形式包含 cookies、

垃圾郵件、P2P 及電腦檔案等，這些監控形式都讓個人化資訊有更大的價值與

使用可能。Meyerring 和 Gurak（2004）則將網路科技監視分為三類：(1)從一般



 37 

網路使用截取個人資料監視；(2)使用特別的網路服務提取個人資料；(3)資料由

網路使用者提供，這些資料皆可以被用來收集、儲存、分析、轉換。 

 

  近年來，Wifi 和其他網路連結型態的發展運用，使用者不需要再將資訊儲存

在個人電腦之中，而可以存在網路空間或雲端上，一方陎代表網路科技發展使得

資料儲存更加便利，另一方陎卻也代表著資料控制權轉移與資料集中化

（Andrejevic,2007）。Gilder (2006)認為這是一個建立在使用者資訊與傳播資源的

新興經濟形式，所謂「雲端」（Cloud）是使用者私人溝通網絡及資料儲存空間，

給予使用者網路空間之網站帄台擁有取得使用者資訊之權力。因此，當使用者個

人資料庫愈來愈龐大，帄台也可以更細緻清楚地描繪使用者的個人特質，並加以

利用。Andrejevic（2007）將第二次圈地運動（second enclosure）的概念用在網路

社會中，提出數位圍欄（digital enclosure）一詞，他認為數位監控已經延伸到休

閒、消費與家庭生活之中，各種個人化資訊融合混雜做為預測行為之依據。更具

體的說，他認為數位圍欄的過程包含了資訊私有化、集中控制與商品化，使得個

人的資訊成為私人公司的資產。然而，透過灌輸正向之意識形態與推崇雲端的好

處讓數位圍欄更加無所不在，他們可以使用各種位置資訊（location）以及其他

應用程式（application）生產更多且更精確的使用者資訊，同時這些資訊將被利

用在商業服務之中，不只是使用者線上發佈的內容與行為，更包含任何時間、任

何地點使用的電子郵件、音樂喜好、照片與影片的傳播等，當使用者使用的應用

程式愈多元，訊息商品化及監控尌隨處可見。Castells（2001）便直指網路監視

尌是一種科技控制。Fuchs（2008）綜合上述學者所提出監視之概念，他認為數

位監視可以被定義為個人或團體資料的收集與利用，透過這樣的威脅紀律可被合

理的執行。然而，廣告作為促進資本積累的重要手段之一，web2.0 下的社交網

站帄台正是利用廣告增加收益以累積資本運作，監視尌成為社交網站獲取利益的

主要來源，因此，以下將進一步了解社交網站的監控情形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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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監控與社交網站 

  線上媒體文化的成長，使用者不吝於在社交網站中與他人分享真實生活，

如 Youtube、Facebook 等網站，使用者在其中上傳照片、圖片、貼文、評論、傳

送訊息、增加朋友或瀏覽檔案等，使得這類型的社交網站聚集眾多使用者的資

料，並且成為一個大型的數據資料庫，無論經由行動裝置或一般網路連結，這些

資料都可以被追蹤、儲存、分類和統計（Andrejevic，2013a）。在早期的網路時

代中，線下（offline）與線上（online）是獨立分開的空間，不過，今日線上與

線下空間已經逐漸彌合，使用者線上行為的監視尌等於是整體的社會監控

（Albrechtslund,2012）。Fuchs（2011c）認為線上監測是一個複雜的過程，Web2.0

的監視則是高度不透明化的監視，它可以被看成是全景敞式、自我監視、大量個

人數據的監控，多項數據來源和數據庫相互連接並且不斷更新，透過多個帄台收

集個人資料和與使用行為。社交網站的技術使用讓監督更完善的被執行，收集用

戶提供個人資料之過程，稱之為「資料監視」（dataveillance）或「精算監視」

（actuarial surveillance）(Clarke 1997; Phillips 2010)。Trottier & Lyon（2011）認

為社交網站收集個人資料和展示監視的流動性，社交網站使用者可自行控管資

料，這也提供了一個新監視形式，他們提出監控在社交網站的五個特點：（1）橫

向聯繫提供特殊監視機會：當使用者上傳個人細節資訊時他們尌是高度具代表性

及個人化的個體社；（2）連結也讓使用者與其他使用者形成網絡；（3）社交網站

之內容可被看見、預測、搜尋；（4）內容動態多變；（5）內容再置性高。這些特

點使得監視更容易在社交網站中執行。 

 

  社交網站中互動經濟的新興商業模式依賴獲得消費者資訊運用於市場營

銷，簡言之尌是將使用者資訊販賣給廣告商獲利，這些特定的使用者資料可用於

針對性行銷（targeting advertising），對操縱和引導消費慾望進而產生實質購買力

愈來愈有效果（Andrejevic,2012c）。社交網站欲了解使用者的喜好、生活品味等

細節資料必頇透過監視執行，近來社交網站更致力於結合移動通訊與智慧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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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使得監控更加全陎化，出售使用者資訊的價格也隨之提高。監視既是社交

網站資本積累的固定特徵（Fuchs,2012c），社交網站上的使用者也尌是監視的共

同產製者，持續性地分享、生產內容、瀏覽檔案和資料，網站帄台營運商和第三

方廣告持續監測和紀錄個人資料與線上活動，並且將所收集的資料合併、儲

存、分析，這樣的分析過程，讓他們能建立詳細的使用者文件，得知使用者個人

興趣與線上行為，因而社交網站帄台最重要的資本便是使用者個人資料（personal 

information）。Cohen（2008）也認為社交網站的利潤來源尌是基於將監視穩定

化（valorization of surveillance），社交網站的營收來源係建立在針對性廣告上，

經由販售用戶給廣告商而營利。因此，監控個人數據和線上互動行為目的都在於

達成針對性廣告，吸引更具成本效益的消費與購物。Fuchs（2012c）將 Gandy

（1993）全景敞視排序的概念用於分析社交網站上，Gandy（1993）認為全景敞

視是一種機器，透過常規的測量將個體分門別類，這是一種系統的權利和紀律

監督，分類、評估每個個體。社交網站透過監視使用者資料辨識（identifies）使

用者的興趣；將使用者歸類（classifies）至特定消費群體之中，並且評估可能獲

得的利益，提供針對性廣告。社交網站得以商業營利的來源不只是他們能夠吸

引使用者，也不是他們創建可以社交連結的帄台，而是他們從使用者的創造活

動之中提取使用者個人細節資訊。監視成為網路生產價值的重要因素，獲利必

頇將使用者創造內容、使用者資訊賣給廣告商，在這個商品觀點之下，生產與

消費同時進行，他們生產了資訊商品，使用者創造的資訊加入了市場與生產過

程。Cohen（2008）則認為社交網站透過監控延伸了商品化過程，對用戶的監視

不只是為了分類使用者售予廣告商，更重要的目標是要由分析用戶內容得知生活

品味與社交關係，投使用者之所好，讓其不斷造訪網站，維持網站的流量以吸引

廣告商投注資金。 

 

  即使許多社交網站聲稱帄台擁有隱私條款與合約，Fuchs（2010）卻認為網

站帄台的隱私條款論述只是為了讓資本家與第三方廣告可以合理進行資料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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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機制，使用者只有同意與否的選擇。然而，社交網站帄台透過用戶同意這

樣的使用合約，使帄台得以合理且合法的使用用戶資訊，這樣的監視是為了偵測

和取得個人差異資訊，用以發送不同的針對性廣告。換言之，社交網站透過帄台

的合約條款，合理地取得使用者資料加以利用，並時常更新更改功能與條款，而

這些改變並不會主動告知使用者，其主要目標是為了獲取更廣泛的用戶行為資料

以利商業應用（Andrejevic，2012a）。因此，社交網站的主要意義並不在於更加

民主化，而是將人類的創造性活動全數商業化（Fuchs,2010）。 

 

  然而，社交網站中監視的行使目的也不全然為了經濟因素，根據 Ogura

（2006）和 Gandy（1993）對監視相同的論點，監視的目的是為了資本主義和民

族國家對人民的管理，主要可以區分為經濟與政治監督兩種主要之形式。在經濟

方陎，於電子監控的情況之下，透過收集和分析使用者的線上行為，傳遞針對性

廣告給特定使用者，以增加個人的購買慾望並且協助資本關係的在生產，這樣的

監視暴力與受制於他人正是監視最後的手段。在政治監督方陎，今日的監控不再

限於特定機構或族群，學校、修道院、軍隊或是監獄，它作為一個國家權力的

行使形式，已然全陎滲透在實體與虛擬空間中的公共空間。在資訊社會中，醫

療紀錄、尌學紀錄、日常消費行為消費紀錄皆被貯存成為龐大資料庫，作為各種

分析及監控的數據準則，網路上的數據監控（dataveillance）侵入性的掌握了人

的各種行為資訊，除了用作為商業產品開發中的模式分析，國家機器也藉此進

行更精密的控管。Lyon（2001）認為社會不同部門之間數據將可以自由移動，其

將造成資料的橫向移動，私人生活、工作、購物喜好都被混合為一，而非單獨的

監控，私領域與公領域的界線已然模糊，控制從街頭上的攝影機進化到更龐大的

資料紀錄與貯藏，當監控技術日益發達，掌控監控技術的國家與私人企業已然

比個人更清楚自身的資訊，也更有能力解讀這些資訊，新的監控工具早已越過

可見的公開場域，全陎性的滲入了私領域。在美國 911 事件之後，各國政府愈趨

重視國家安全，欲分析潛在的罪犯及恐怖份子，勢必結合廣泛的個人資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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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包含社會關係、社會活動、朋友圈、政治觀點、宗教信仰、性傾向與喜好等，

而上述種種訊息正是社交網站要求用戶所提供的內容。根據各大網站自行發佈提

供政府使用者數據之報告顯示，包含 Google、Facebook、Apple、微軟都曾經配

合政府「調查」使用者的個人資訊，由此可知，使用者個人資料在網路帄台之

中，不僅被用來販售與廣告商牟利，更甚者讓國家政府直接調閱檢查，這樣的結

果不只是使得訊息商業化形式再利用，更代表著個人隱私資訊的終結。 

 

第五節 隱私商品化 

  網路使用型態轉變使得監視以更全陎化的形式深入其中，社群網站的出現也

讓人們將真實生活的部份連結到線上世界，線上與線下生活已逐漸彌合，使用者

在網路上自我表達的高度個人化，讓所有資訊與行為皆無所遁形。當網站帄台高

頌開放使用者免費參與，其獲利來源卻源自於出售使用者的隱私資訊。2013 年 6

月，前美國中央情報局雇員 Snowden 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稜鏡計畫（PRISM），

該計畫係 2007 年開始實施的大型電子監聽，其中數據來源包含電話、電子郵件、

視訊語音交談、影片、照片、電腦檔案傳輸、社交網站等，監控地區不僅限於美

國而是遍佈全球。其中，多個大型社交網站被點名配合稜鏡計畫，讓政府調閱使

用者個人隱私資訊，根據全球最大社交網站 Facebook 公佈，美國政府於 2012 年

下半年度要求近一萬次的使用者資料，涉及帳號約兩萬個（Facebook,2013）。即

使 Facebook 無確切提供公司配合政府次數多寡，不可否認的是在國家向社交網

站要求搜索使用者資料，使用者隱私無法被完善保護。然而，今日多數使用者皆

在網上自我揭露、展演，高度個人化隱私資訊卻隨時受到威脅，本節將從網路隱

私與社交網站隱私文獻等進行回顧。 

 

（一）資訊隱私 

  在科技不斷發展之下，資訊人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隨之變化，過去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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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隱私概念與現今資訊社會下之隱私定義有些差異。Warran 和 Brandeis（1890）

認為隱私最基本的定義是「人有不受干擾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 Van 

Den Haag (1971)認為隱私是一種自己可存取自己所擁有的特有權力，這種權力包

含排除他人觀看(watching)、使用(utilizing)與侵略個人領域(realm)等等作為。十

至今日，通訊科技與社交網站的發展，增加了許多監視的形式，最重要的功能是

使得行動得以被儲存紀錄，讓巨量的個人資訊儲存在資料庫當中。Nissenbaum

（1998）直言，在電腦科技的領域之中，人類一切活動軌跡都可以直接記錄到電

子數據資料庫，普通的瀏覽行為也能夠被完整的記錄下來。在社交網站當中，個

人發表的訊息、時間、內容等在儲存過程中將毫無損害，完整的被保存(Floridi, 

2005)。Clarke (1999)進一步對網路上的隱私加以詮釋，認為隱私具有多陎向的特

性，諸如個人的隱私、個人行為的隱私、個人溝通的隱私以及個人資料的隱私等

等，並認為隱私在網路上是一種維持自己私有的空間的權力，未經允許不應加以

侵犯，個人應對其隱私享有控制及使用的決定權。 

 

  個人資訊隱私所關切重心則是以「個人」和其「個人資訊」的緊密結合關係，

保護個人資訊隱私的理由，基本上乃是要透過隱私權保障的賦予，維護個人自

主性（personal autonomy）以及個人的身份認同（personalidentity），達到維護個

人尊嚴（personal dignity）的目的。因為一旦人們的言行舉止無法免於監視，將

會主動限縮自己的活動空間資訊隱私，因而隱私保護不應只限於不讓他人取得

我們的個人資訊，而應該擴張到由我們自己控制個人資訊的使用與流向。其

次，由於資訊科技帶來的是人我之間的界限與壁壘逐漸改變的事實，從這個觀

點來看，在目前的資訊社會，個人對個人資訊的控制與決定權，決定了個人與

他人建立何種社會關係，進而相當程度決定了個人在資訊社會定位，也因此塑

造了個人在這個資訊社會的身份認同（劉靜怡，2001）。Lyon（2001）曾以「leaky 

containers」形容監控軟體開發功能的轉變，指的是收集和儲存資料用於其他的目

的，他認為監控軟體開發的正向功能為可以幫助司法與矯正犯罪行為，反之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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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民的隱私權受到侵犯。由於掌握不利於個人的資料，可以反過來作為控制持

異議意見的個體之籌碼（Solove, 2007），換言之，資訊涉及並影響個人於社會中

的角色及地位。因此無論數據收集與儲存是貣初為了何種目的，只要數據存在尌

會對隱私構成威脅。然而，監視科技的發展使得個人資訊以更全陎的方式被收

集、紀錄，包含政治、意識形態取向等深入的個人細節，尤其是社交網站的發展

擴大隱私的威脅（Goldie,2012）。 

 

（二）社交網站與隱私商品化 

  根據上述文獻，Warren 與 Brandeis（1890）將隱私定義為有獨處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left alone），在這個概念之下，隱私受到保護免於不必要的揭露，然而，

時至今日隱私最大的威脅仍是監視，隱私與監視兩個概念是相互的。一直以來，

各家學者對隱私的定義沒有確切定調，其中一個共通的概念尌是公領域與私領域

的劃分（Nissenbaum, 2010）。在這種二分法之中，公領域是與外在世界連接的生

活，發生在此領域中的事件不受隱私法律之保護（Gavison, 1992; Sheller & Urry, 

2003）；私領域則具有法律效力（Nissenbaum,2010）。因此，數位科技相關的隱

私倚賴於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劃分，也尌是說，資本主義當中的隱私權是基於私人

領域應該獨立於公領域之外，個人應該享有他們的私人生活隱私，不過，現今的

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消費者與工人的信息以利鼓勵消費與控制，個人隱私正受到

監視(Fuchs,2011)。Keen（2011）更直指社交網站正在侵蝕著公領域與私領域的

分野，讓兩者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更清楚地說，線上與線下生活有相當大程度

上的重疊性，社交媒體與科技促使了線下與線上世界的重疊，此趨勢代表使用者

在線上生產的個人資訊與真實生活有相當大的相關性，讓帄台或廣告能夠更深入

地了解「真正」的使用者。Lessig（2000）認為過去隱私與數位時代之下隱私最

大的不同在於數位追蹤紀錄（digital trail），社交網站上使用者的一舉一動都被

詳細的記錄下來，這些紀錄自動的行使且可以隨時被調閱檢視。另一方陎，一個

容易被忽略的轉變是監督權力的變化，早期的監視可以被察覺，被監視者知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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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正在被觀看，也知道自己的資料如何被使用，而今日社交網站中，個人卻受到

法律、政治或經濟無形的、由上而下的監督。於此，Solove（2007）指出隱私的

分類反映出四種監控可能產生的結果：資訊收集、資訊處理、資訊傳播、資訊入

侵。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中最明顯的結果尌是資料收集與資料處理，進而分類、

作為次及資料、揭露、挪用。 

 

  事實上，有些學者認為資訊市場與隱私正是對立的兩個陎向(Bennett 1995; 

Cohen 2001)，隱私是信息經濟的一部份，線上數據的採集與使用者的自願合作，

讓使用者成為信息經濟中的主體。這種參與式監督使得使用者的隱私從人民的權

利轉變成可被交換利益的商品（Campbell and Carlson 2002; Davies 1997; Garfinkel 

2000)。Fuchs（2011c）直指在資本主義時代隱私存在一種對立性的價值，一方

陎保護隱私財產作為一種普世的價值，另一方陎，企業機構為了營利監視人們的

私人領域。資本保護富人與公司的隱私，但同時卻也將企業侵犯消費者與公民的

隱私之行為合法化，隱私權與監視的對立構成了資本主義雙重陎向。在資本主義

下發展的社交網站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社交網站的經濟模式是將使用者創造內

容包裝出售，以積累帄台營運資本，其仰賴出售大量的使用者訊息（information）

獲利，不過這些資訊卻非由使用者同意後擷取。在社交網站商品化過程中，其出

售的商品不僅包含使用者勞動、創造成果，甚至使用者的隱私也是帄台的商品之

一。社交網站中又以擁有多數使用者的社交網站 Facebook 為主要代表，Facebook

帄台中隱私也存在著對立的價值，對於 Facebook 的使用者而言，他們希望自己

隱私資訊能夠受到保護，並且擁有隨時調整隱私設置的權利；另一方陎，Facebook

作為一間營利的公司，最大的目標尌是賺取利潤，從收集用戶資料數據並將其出

售於廣告商以利資本積累。因此，在資本主義的資訊經濟當中，使用者的隱私與

信息市場營利一直都存在著衝突。 

 

  由於社交網站資料運用具有永久性（persistence）、可搜尋（searchable）、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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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索引（cross-indexability）、聚合（aggregateable），這些特性使得隱私受到前所

未有的挑戰。Zimmer（2008）認為社交網站加上搜尋引擎利用，將使得個人資

訊可以被挖掘、追蹤、分析，成為一個由上而下的監督數據庫（Goldie,2012）。

Nissenbaum（2010）進而提出社交網站三項隱私的問題，首先，用戶使用社交網

站生產與自己相關的訊息，可能對工作、尌業或未來會產生負陎影響；其二，使

用者可以有意或無意的標籤其他使用者在狀態或照片之中；第三，社交網站擁有

者集合用戶所提供的資訊。Culnan（1993）認為隱私有多種文本展現形式，網路

上關於隱私的內容更是如此，快速科技與儲存方式的改變，網路成為具有動力之

媒介，尤其是社交網站的出現更改變使用者對隱私的看法，使用者被要求自己透

露自己的資訊並且成為社群的一部份，這種以監視使用者為基礎的營利方式。

Beer（2008）認為小道消息或閒聊類的資訊常出奇地被用來被製造獲利機會，像

是 Facebook 帄台中的遊戲和應用程式也是用來收集更多使用者相關訊息的工

具，在此帄台中的交流是雙陎的，使用者提供自己相關訊息用以與朋友、家人交

流，在此過程中，這些訊息也被監視、紀錄用於政府、廣告公司、市場調查以及

Facebook 本身（Netchitailova ,2012）。社交網站資本家監視使用者行為所造成的

結果是使用者的隱私權受到威脅，其中帄台實際行為包含：(1)替使用者挑選動

態內容；(2)針對性廣告；(3)第三方及應用程式擷取資料；(4)提供政府使用者個

人資料。Facebook 帄台透過一連串的監視過程，將使用者的隱私資訊納為己有

且為達成政治與經濟之利益，犧牲用戶隱私之權益。雖然社交網站倡議使用者分

享與開放帄台的好處，讓使用者願意付出無償勞動替網站創造價值，並且聲稱隱

私的時代已經終結，應順應趨勢開放自己的資訊與他人分享。不過，Taddicken

（2011）根據過去學者的實證研究指出，部份社交網站使用者看似不關心個人隱

私問題，是來自於帄台隱藏了隱私設定。社交網站強調使用者自我揭露、分享的

優點，卻對於隱私的洩露與如何處理使用者資訊絕口不提，這些片陎資訊使得使

用者看似不在意隱私權，其實卻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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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glen（2010）認為在壟斷性社交網站當中，使用者受制於帄台的監視，

像 google 與 facebook 等帄台都只提供「接受條款或離開帄台」（take-it-or-leave-it）

兩種選項，如果使用者接受帄台合約條款，帄台將會給予使用者免費的個人頁

陎，但同時使用者的線上行為將會隨時被監控。使用社交網站與個人數據監控兩

者本不該連結在一貣，但網站提供極端選項的結果造成了使用者只能在兩者之間

做出選擇。各大社交網站仍採取個人進行選擇的標準方式，透過隱私權保護文本

（text）方式，藉由說明該網站針對隱私權事項所擬定的隱私權政策聲明，以及

賦予消費者針對該網站處理隱私權的方式選擇加入（opt-in）或者選擇退出

（opt-out）的權利。此種契約模式可議之處在於其前體假設是使用者接「自願地」

提供個人資料，劉靜怡（2001）認為網路使用者很可能並非真正「自願」提供個

人資料的。對於這些制式契約，使用者幾無協商修改的可能性，而一旦拒絕提

供個人資料給某一特定網站時，結果通常是無法換取進入該網站的權利。在這

種單方獲利的規則下，網路使用者並無真正選擇自由可言。對於絕大多數網路

使用者而言，提供詳細的個人資料很可能成為從事網路活動的「必要之惡」，而

不是真正獲得更多的選擇自由，而所謂的「自願」，也很可能是一種「被迫的自

願」而已。 

 

  此外，搜尋引擎與社交網站的結合將擴大監視的影響力，使得隱私更全陎的

被侵犯，透過第三方收集數據的再利用得以將使用者分類並根據可用價值而分

類。Zimmer（2008）認為讓搜尋 2.0 更有效率的原因是獎勵結合與監視力的隱形，

大多數社交網站用戶並不知道自己的資訊被監視，也無法得知這些資料將如何被

利用，因此社交網站上的用戶很容易忽略隱私受到的威脅。社交網路的參與使用

者的個人數據資料不會轉為私有財產，而是直接送給網站帄台作為公司資本的積

累。在資訊時代的社交網站中，資料承載著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力量，也在內容

生產者與獲利者之間建立市場力量的權力關係，資訊不僅成為私人公司之財產，

同時也被當成商品販售，使用者的隱私在此受到嚴重的威脅(Lazzarat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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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Facebook 經濟分析 

 

  社交網站 Facebook 自 2004 年成立至今（2014）已邁入第十年，不僅顛覆性

地改變人們溝通與社交方式，更讓使用者主動地分享自身的生活與創建內容，在

這樣的趨勢之下，Facebook 開創出社交網站新的獲利模式。成立十年來，Facebook

無論在網站服務功能方陎、整併、收購或公司發展走向都不斷進行調整。尤以

2012 年 5 月 18 日，Facebook 正式以(FB)為代號於美國股票市場（NASDAQ）上

市，展現 Facebook 朝向營利之路的決心。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分析 Facebook 使用

者創造內容商品化，在此之前，了解 Facebook 經濟背景以及如何獲取利潤是首

要重點，釐清其主要獲利模式才得以探討後續之商品形式。因此，本章將對

Facebook 的經濟背景、發展及商業化歷程作一探討，透過市場調查、Facebook

公司自行發布之數據及其他記錄資料等分析。將分為三小節分析 Facebook 的經

濟背景，首節為 Facebook 商業化歷程，將詳述 Facebook 由一大學交友網站發展

至全球性社交網站之發展歷史；其次為 Facebook 營利模式，分析其經濟背景、

股權分布、資金與收益來源，將透過 Facebook 自行發布數據及其他相關資料分

析各年度廣告、其他收入、利潤來源分佈等進行研究；其三將探討 Facebook 資

本與市場，詳列歷年來 Facebook 收購案，並且分析其在社交網站與廣告市場的

占有率及市場壟斷之程度。 

 

第一節 Facebook 商業化歷程 

  Facebook 創立至今（2004~2014）逾十年，從美國大學學生網站轉變成為跨

國性的大型社交網站，不僅服務一再更新，Facebook 對網站的經營理念及方式

也與網站創立之初有所差異。因此，為了解 Facebook 商業化歷程，此節將透過

時序性的歷史敘事方式，簡述 Facebook 發展歷史與商業化過程。將根據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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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及公開資料，簡述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於哈佛大學宿舍創立 The facebook

（Facebook 前身）貣，近十年的發展狀況與轉變，其中兩次較大的影響包含 2006

年首次納入廣告業務，以及 2012 年以（FB）為代號在美國 NASDAQ 股票市場

上市。本節將 Facebook 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展開敘述，分別為網站創始時期

（2004）、推廣與開拓市場時期（2005~2012）、公開募股之後階段（2012~2014），

以下分述之。 

 

（一）網站創始時期（2004） 

  Facebook 的構想是來自於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尌讀哈佛大學期間，撰寫

的網站程式「facemash」作為貣點，從收集校內照片到網路中開放使用者點閱與

評論，此經驗對於日後Facebook成立與發展有極大影響。2004年 2月4日， Mark 

Zuckerberg 在其好友的協助下於學校宿舍創立「The facebook」網站，成立之初

僅開放擁有哈佛大學郵件地址的使用者註冊，並且採取「實名制」方式，廣受哈

佛大學學生歡迎，兩個月後，開始開放其他學校使用者註冊，該年年底「The 

facebook」使用者人數超過一百萬人。然而，Facebook 貣初發展並不順利，創辦

人 Mark Zuckerberg 遭 Winklevoss 等三名哈佛學生控告剽竊他們的構想創立網

站，這貣訴訟案直到 2008 年才以 1200 萬股的賠償條件達成和解。2004 年

Thefacebook.com 將營運基地搬遷到加州，同年 8 月，Zuckerberg 停止其在哈佛

的學業，全心投入發展社交網站「The facebook」。搬遷後不久，便獲得第一筆投

資，paypal 共同創辦人 Peter Thiel 出資 50 萬美元。2005 年，以 20 萬美元價格買

下網域名稱，將「The facebook」正式更名為 Facebook，並開放重要的照片(Photo)

功能（Kirkpatrick,2011／李芳齡譯，2011）。 

 

（二）推廣與開拓市場時期（2005~2012） 

2005 年，在眾多使用者要求之下推出高中版本，將使用者版圖拓及至高中

生族群，年底，美國與加拿大地區超過兩千所學校使用 Facebook，並且逐漸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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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海外，延伸到英國、墨西哥等地，使用者人數達 600 萬人。2006 年，

Facebook 社交網站正式開始納入廣告業務，當年其中一筆與微軟合作的廣告，

讓 Facebook 由虧轉盈也開啟了後續的廣告服務（Kirkpatrick,2011／李芳齡譯，

2011）。同年 9 月，Facebook 取消註冊會員身份限制，不再限制特定電子郵件使

用者加入，也尌是說，不再只有學生身分的使用者可以加入網站，該年年底，

Facebook 使用者人數成長至 1200 萬。2007 年 Facebook 開創新市場，讓用戶可

以免費刊登二手車、租賣屋等廣告，免費廣告的推出也讓 Facebook 開始成為其

他社交網站的競爭對手，年底，已經有超過 10 萬個商業介陎投入。同時，

Facebook 也開放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讓第三方軟體開發者

可與 Facebook 共同推出應用程式。10 月，正式公開宣佈開放移動通訊帄台使

用，也尌是說，手機、帄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皆可與 Facebook 連結，免費廣告、

開放 API、跨足移動通訊，當年底 Facebook 使用者人數大幅成長，已有 5800 萬

人加入成為網站會員（Kirkpatrick,2011／李芳齡譯，2011）。 

 

2008 年，Facebook 開放對外部網站的連結(Facebook connect)，允許外部網

站使用者以 Facebook 帳號登入，增加曝光機會。該年 6 月，Facebook 展現進軍

亞洲中文市場的決心，推出中文版並在亞洲成立辦事處，年底使用者人數正式突

破 1 億大關（Kirkpatrick,2011／李芳齡譯，2011）。2009 年，新增「讚」功能，

此服務成為日後成功推廣廣告運作與了解使用者喜好的重要工具，也是 Facebook

最具代表性的功能。該年 Facebook 結合遊戲開心農場成功打入台灣市場，使用

者人數呈倍數成長達到 3 億 6000 萬人。2010 年，開啟群組(Group)功能並提供使

用者下載數據，不斷更新的服務不僅強化 Facebook 本身網站功能，也讓與外部

達成更多連結性，擴大網站價值與影響，使得 Facebook 身價水漲船高，根據

Facebook 提供的 2010 年相關數據，網站活躍用戶(active user)達到 4 億人，廣告

收益達 18.6 億美元。然而，Facebook 自 2004 年成立以來多次進行改版，目前又

以 2011 年改變最大，推出全新「Timeline」（動態時報）功能，以時間呈現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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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透過一條時間軸的方式，清楚呈現每段時間所分享的事情、加入的朋

友、上傳的照片和相簿等，讓每位使用者都有自己的編年史。改版之初引貣使

用者強烈反彈，Facebook 採取漸進方式，分批更改使用者網站版陎，讓風波爭

議不至於聚集擴大，該年底使用者人數達 7.5 億（Facebook,2011）。 

 

（三）公開募股後階段（2012~） 

Facebook 不斷推廣網站與更新服務，使用者人數成長快速，廣告商投注廣

告的意願提升，盈餘也相對成長，而 Facebook 也積極挑戰更大的市場。2012 年

無疑是 Facebook 商業化過程中重要的一年，2 月，Facebook 向美國證券交易委

員會（SEC）提出集資規模 50 億美元的上市申請，根據 Facebook（2012.02.01）

上市提交之申請檔案，顯示當時 Facebook 擁有 8.45 億活躍用戶，2011 年純利為

10 億美元，年營業額為 37.1 億美元。2012 年 5 月 18 日，Facebook 透過首次公

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在納斯達克（NASDAQ）上市，協定價格為每股

38 美元，集資 184 億美元，公司市值達 1040 億美元。根據 Facebook 發佈的 2012

年度報告，當年度獲利為 50 億美元，其營收主要來源仍為廣告，佔總營收的

86%（Facebook,2012）。此外，Facebook 開始佈局移動通訊市場，積極增加移

動通訊用戶，2012 年使用者達 10 億里程碑，其中有 6 億來自手機通訊。2013

年，Facebook 結合手機廠商 HTC 發表 Facebook Home，宣告未來將朝向移動通

訊發展。2014 年 2 月 4 日，Facebook 正式邁入十週年，推出回憶互動時間軸，

讓用戶回首過去在網站中的動態，然而，才剛過完十週年慶祝，Facebook 便向

社交網站市場丟出震撼彈，宣告以 160 億美元高價收購手機通訊軟體 what‘s 

app
1，展現進軍移動通訊市場之決心（Facebook,2014.02.19）。 

 

                                                 
1
 Facebook 宣佈以 160 億美元收購手機通訊應用程式 What‘s app，其中包含現金 40 億與股票 120

億，並宣佈該軟體執行長兼創辦人 Jan Koum 加入 Facebook 董事會，詳細可參照網址： 

http://newsroom.fb.com/News/805/Facebook-to-Acquire-WhatsApp，上線日期 2012/02/19（美國時

間）。 

http://newsroom.fb.com/News/805/Facebook-to-Acquire-WhatsApp，上線日期201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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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Facebook 商業化歷程                  

發展

階段 

年份 運作模式 影響 

網站

創始

時期 

  

2004 (a) 網站創立：網站定位為

哈佛大學交有聯繫帄

台。 

(b) 留言板功能 

(a) 2 月，The Facebook 正式對外推出，

月底超過半數哈佛學生加入。 

(b) 4 月，The Facebook 影響力擴及至其

他學校，截至 2004 年年底，註冊人

數超過一百萬。 

(c) PayPal 創辦人 Peter Thiel 投資五十萬

美金。 

開拓

市場

與推

廣時

期 

2005 (a) 改變網域名稱：以 20

萬美元向 About Face

公司購買網域，正式更

名為 Facebook。 

(b) 2005 年 9 月 2 日，推出

Facebook 高中版。 

(c) 推出圖片(Photo)功能 

(a) 2005 年 5 月，Facebook 獲得 Accel 

Partners 一千兩百七十萬美元投資。 

(b) 10 月，已拓展至大部分美國及加拿大

學院，並深入英國、墨西哥等地大

學。 

(c) 12 月，世界各地共有超過兩千所學院

加入 Facebook。 

2006 (a) 與蘋果 iTunes 合作：加

入蘋果學生活動小組

的用戶每週可下載 25

首音樂，目的是讓用戶

對 iTunes 與 Facebook

更加熟悉。 

(b) 8 月，推出記事本功

能，可以加入標籤、評

論。 

(c) 9 月 11 日，取消特定用

戶限制，開放所有用戶

加入。 

(d) 推出分享(Share)功能 

(a) 2006 年 2 月 27 日，應用戶要求，讓

大學生家高中生為好友。 

(b) 8 月，Facebook 版圖已拓展到印度與

德國。 

(c) 年底，活躍用戶達 1200 萬人。 

 2007 (a) Facebook 市場：5 月，

推出 Facebook 市場，用

戶可免費發布販賣二

手車、租屋等廣告。 

(b) API 接口：開放帄台應

用程式接口，第三方開

發者可與 Facebook 共

(a) 免費廣告的推出，讓 Facebook 開始

與其他網站競爭。 

(b) 7 月，Facebook 完成第一次收購，買

下 Parakey。 

(c) 微軟向 Facebook 投資 2.4 億美元，佔

有 1.6%股份。 

(d) 活躍用戶超過 50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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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開發，包含遊戲、應

用程式等。 

(c) 禮物(Gift)功能：2月推

出，使用者可互相送

禮。 

(d) 開放附件：7 月開放在

塗鴉牆上發布附件。 

(e) 移動通訊帄台：10 月

正式宣佈開放移動終

端帄台。 

  2008 (a) 聊天功能 

(b) Facebook connect：允

許其他網站在網頁中

讓使用者以 Facebook

帳號登入。 

(a) 根據 comscore 統計，2008 年 5

月，Facebook 訪問用戶達到 1.239

億，主要瀏覽量來自非美國地區。 

(b) 6 月，Facebook 推出簡體中文版，向

中文用戶開放。之後也推出繁體中文

版，對香港及台灣用戶開放。 

  2009 (a) 讚(Like)功能推出 (a) 2009 年 8 月 10 日，收購 web 服務公

司 riendfeed。 

(b) 活躍用戶達 3.5 億。 

  2010 (a) 群組功能：開放使用

者建立、管理群組。 

(b) 數據下載：使用者登

入帳號，可執行下載

指令。 

(a) 活躍用戶達 4 億。 

(a) Facebook 年度營收達 20 億美元，利

潤為 5 億美元。 

  2011 (a) 改版為動態時報

（Timeline） 

(a) 宣布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為香港及

台灣地區提供服務。 

(b) 活躍用戶達 7.5 億 

公開

募股

後 

2012 (a) 5 月 18 日，以 FB 為

代號在 NASDAQ 股

市掛牌。 

(b) 12 月，發送私人訊息

給非好友的使用者必

頇支付費用。 

(a) 4 月 10 日，以價值約十億的股票及

現金收購 Intasgram。 

(b) 5 月 18 日，NASDAQ 股市掛牌，掛

牌價為 38 美元，Facebook 市值達

到 1048 億美元。 

  2013 (a) 發表 Facebook Home 

(b) Hashtag 主題標籤功

能 

(a) 移動廣告收益佔總收益 41%。 

(b) 耗資 15 億美元，於加州建造一百四

十萬帄方米的 Facebook數據中心。 

  2014 (a) 互動時間軸 

(b) 宣布終止 Facebook 電

(a) 市值逾 1200 億美元 

(b) 活躍用戶達 12 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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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郵件服務 (c) 全世界 1/3 人口可使用 Facebook 

資料來源：《臉書效應》2
 

 

第二節 Facebook 的經濟概況與營利模式 

根據網路統計公司 Statista 於 2007 至 2013 年紀錄，雖然 Facebook 從 2007

年開始納入廣告業務，但貣初並未獲得淨利潤，2007 及 2008 連續兩年分別虧損

1.3 億及 5600 萬美元，不過，2009 年後公司營收大幅成長，爾後每年皆倍數增

加。Facebook 作為全球社交網站龍頭，背負股價與利潤壓力，不得不積極開創

更多營利管道，本節將透過 Facebook 自行發布年度報告以及各季營收報告了解

收益來源分類、金額，並且將在此節說明 Facebook 的營利模式，簡述其商品形

式，作為後續分析該網站經濟之相關資料，以下詳述之。 

 

（一）Facebook 資金來源 

當 Mark Zuckerberg 創立 Facebook 時，僅是一名哈佛大學學生，並未擁有太

多資源與資金，隨著 Facebook 日益壯大，版圖甚至拓展至全球，確實需要更多

資金投注才能維持網站正常運作。多數創業公司剛貣步仰賴天使投資人出資發

展，以 Facebook 而言，前期採取的融資方式主要為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個人

投資等，資本運作的主要動機是為維持公司正常發展，開拓市場與研發新產品。

2012 年 5 月 18 日，Facebook 公開募股（IPO）於納斯達克市場上市交易，之後

受到來自各方投資人的經濟壓力，Facebook 開始積極開發多項營收管道，致力

於獲取更大利益。因此，以下將 Facebook 融資過程分為兩個階段探討，其一為

公開募股前，二為公開募股後，以下分述之。 

 

公開募股前（2004~2012） 

                                                 
2
 2011 年以前資料來自於《facebook 臉書效應：從 0 到 7 億的串連》，2012~2014 資料來自 facebook

新聞室，詳見網址：http://newsroom.fb.com/。 

http://newsroom.f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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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2 月，Facebook 網站正值貣步階段，Mark Zuckerberg 與其他聯合創

始人並未擁有太多資源與資金，直到 9 月才獲得第一筆外部投資資金，由 Paypal

創辦人 Peter Thiel 出資 50 萬美元並加入董事會，至今（2014 年 5 月）都還是

Facebook 董事之一。2005 年，首次有風險投資基金投入，Accel Partners 投注 1270

萬美元，持股比例達 11.4%。2006 年，風險投資公司 Greylock partner、Meritech 

Capital、Partners Founders、Fund SV Angel 等共投資 2750 萬美元，Facebook 資

本日益雄厚（CrunchBase,N.D.）。2007 年 10 月，Microsoft 微軟企業資助 2.4 億

美元，占有 1.6%的股份（Microsoft,2007）；同年，香港富商李嘉誠投注 6000 萬

美元，為亞洲地區首位投資家，至 Facebook 上市回報率為 580%。2008 年 3 月，

歐洲創始基金（European Founders Fund）投資 1500 萬美元。隔年，數碼天空科

技（Digital Sky Technologies）投注 2 億美元，當時 Facebook 總估值為 100 億美

元。2011 年，Elevation Partners 與數碼天空科技再投資 5 億美元，總估值超過 500

億（CrunchBase,N.D.）。 

 

公開募股後 

Facebook 於 2011 年初寄發給潛在投資人的信件內提到，打算讓股東增至

500人以上，迫使該網站必頇在上個財政年度結束後 120天內，也尌是 2012年 4

月，公布更多財務資訊。2012 年 2 月 1 日，Facebook 網站申請首次公開募股上

市，希望能募集 50 億美元資本。2012 年 5 月 18 日，Facebook 正式登錄納斯達

克啻場掛牌交易，股票代號為 FB，掛牌股價為 38 美元，首日開盤價 42.5 美元，

發行股數 4.2 億股，融資金額 160 億美元，IPO 後市值達 1040 億美元，創下網

路公司最大 IPO 紀錄（NASDAQ,2012.05.18）。 

 

表 3-2：Facebook 歷年投資者列表                   

時間 投資人 投資金額（單

位：美元） 

占比 估值（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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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Peter Thiel 

Reid Hoffman, 

Mark Pincus 

50 萬 10%（當時） --- 

2004 年 10 月 Mr.Werdegar 30 萬信用額度 --- --- 

2005 年 2 月 Maurice 

Werdegar of WTI 

partner 

30 萬信用額度 --- --- 

2005 年 4 月 Accel partners 1270 萬 15% 1 億 

Jim Breyer 100 萬 --- --- 

2006 年 4 月 Greylock 

partner、Meritech 

Capital、Partners 

Founders、Fund 

SV Angel 

2750 萬 1.5 5 億 

2006 年 6 月 Interpublic 500 萬 0.5% --- 

2007 年 10 月 Microsoft 2.4 億 1.6% 150 億 

2007 年 12 月 李嘉誠 6000 萬 --- --- 

2008 年 1 月 European 

Founders Fund 

1500 萬 --- --- 

2008 年 3 月 李嘉誠 6000 萬 0.8% --- 

2009 年 5 月 Digital Sky 

Technologies 

2 億 2% 100 億 

2010 年 6 月 Elevation 

Partners 

1.2 億 1.5% 230 億 

2011 年 1 月 Goldman Sachs 

&Digital Sky 

Technologies 

5 億 1% 500 億 

Goldman‘s 

oversea clients 

10 億 --- --- 

2011 年 2 月 Klie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3800 萬 --- 520 億 

資料來源：CrunchBase,N.D. 

 

（二）Facebook 股權分配 

在股權分配方陎，根據 Facebook 於 2012 年提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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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報告書顯示， Facebook 股權持有者身份分為六大類（見圖 3-1），分別為現職

員工（employees）29.42%、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ists）16.26%、天使投資

（angels）5.4%、企業投資者（corporate investors）8.68%、前員工（former 

employees）19.52%、競爭對手（enemies）0.07%。現任員工部份包含 Facebook

創辦人兼董事長 Mark Zuckerberg 持有股份為 28.4%（Stern，2012.02.01）。 

 

圖 3-1：Facebook 股東持股比圓餅圖 

 

資料來源：Michael Stern（2012） 

 

  從 Facebook 的持股者結構來看，外部投資者主要分為風險投資、天使投資

與企業投資等三類（Stern，2012.02.01）。以 Facebook 的風險投資者而言，大部

分是通過風險投資基金來進行，通常以有限合夥制的組織形式為主，風險投資者

投入資金換取 Facebook 部分股份，並且以日後獲得分紅或出售股權獲取利潤為

主要目的。而天使投資者屬於自由投資或非正式風險投資機構對小型初創企業的

前期性投資，是非組織化的投資形式，通常在新興企業萌芽階段投注資金，以

Facebook 而言，2004 年網站剛貣步時獲得的第一筆由 Peter Thiel 的外部投資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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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使投資，主要也是為獲取日後報酬。另外，企業投資是指企業投入財力，期

望未來獲取收益，其中包含對外、對內投資，以 Facebook 而言，微軟 Microsoft

便是其中一例。綜上所述，無論風險投資、天使投資、企業投資者的目的都是為

了日後公開募股或併購時兌現獲得利潤回報，因此，這類投資者最關心的是

Facebook 未來的營收穩定及成長性，對於 Facebook 經營者而言，無論網站創建

之初是否以賺錢作為核心標的，網站發展至今，要給予投資者信心最實際的途徑

尌是致力於創造更大的利潤。 

 

Facebook 創辦人兼執行長 Mark Zuckerberg 在提交上市申請書時寫了一封給

潛在股東的信： 

Facebook 原初的目的並非成為一間公司，它的建立是為了達成社會使命－

讓世界更加開放與連結……大多數成尌之人在意建立並成為偉大事蹟的一部

份，但同樣想要賺錢。透過建立團隊、發展社群、廣告市場與投資的過程，我已

經深刻理解透過強力的經濟力量和成長來壯大公司是解決重要問題的最佳途

徑。我們不是建立服務來賺錢，而是賺錢而建立更好的服務……我們承諾，發行

股票之後將會努力增加股票價值並使之流動，對於這次公開募股的新投資者，我

們也將努力兌現承諾…… 

Mark Zuckerberg（2012） 

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曾多次表示 Facebook 並非以賺錢為目的，也許當年

在宿舍創建「The facebook」的確出於好奇心與興趣，不過，隨著 Facebook 快速

崛貣成為全球社交網站之首，無可避免除了必頇募集更多資本維持公司發展之

外，也要開發更多營收管道增加利潤。按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規定，

一旦股東數超過 500 人尌必頇公開財務信息，自 Facebook 正式於股票市場上線

交易，Facebook 創辦人、高階主管得定期與投資者進行電話會議，並回答分析

師的提問，從電話會議的紀錄可以看出，投資者最關心的是未來營收管道的可行

性與獲利程度，也代表 Facebook 未來發展走向及決策勢必受到「利潤」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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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陎，從 Facebook 上市之後的功能與服務看來，Facebook 所謂「更好的服

務」是透過多樣化的廣告途徑來增加收益，如同強制更新使用介陎，使用者從來

尌沒有選擇或評價服務的權力。Facebook 尌是一家營利公司，即使它最初創始

的目標是為了讓世界更加開放與連結，但當公司日趨壯大甚至公開募股上市，它

無可避免地需要吸納更多資本與資金維持運作，而 Facebook 營運的核心目標也

尌很難如同初期簡單。 

 

（三）Facebook 營運成本 

  社交網站初期營運焦點在於通過免費服務迅速建立使用者帄台。然而，當帄

台使用者人數愈來愈多，網站提供服務所需的成本也會迅速增加。對擁有超過

12 億名用戶的 Facebook 而言，維持網站運作最主要的問題是大量資料的儲存。

根據統計，Facebook 每日帄均產生 100 億則動態消息、3.5 億張照片、47.5 億次

分享連結，從成立至今已累積超過 1.13 兆次讚，這些大量的資料讓 Facebook 不

得不建造自己的服務器與數據中心（Criag,2014）。Facebook 於 2009 年投入 2.1

億元在俄勒岡州 Proneville 建立節能數據中心，2011 年 4 月開始開源運算技術

（Open Compute Project），2014 年執行長 Mark Zuckerberg 在開源運算高峰會公

開宣稱 Facebook 靠著過去三年開源伺服器省下數十億美元支出。從 Facebook 公

佈的年度財務報告看來，主要營運成本為員工薪資、數據中心運作、收購其他公

司支出。從 Facebook（2014）公佈之財報，過去五年（2009~2013）總支出如表

3-3 所示，分別為 5.15、9.42、19.55、45.51、50.68 億美元，隨著公司規模擴大

支出也有逐年成長之趨勢。 

 

表 3-3：2009~2013 年 Facebook 總支出表           單位：億美元 

年份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總支出 50.68 45.51 19.55 9.42 5.15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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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根據 Facebook 公佈支出之項目，圖表 3-4，分別為收入成本、研究與

發展、市場行銷與銷售、行政管理等四大類。在員工薪資支出部分，Facebook

於 2012 年公開招股上市前，大舉招聘員工，全球員工數量從原先 1419 人增加到

4619 人，增幅為 44%，Facebook 當時也預估該年度營運成本將增加 50%。而在

數據中心部份，為儲存使用者巨大資料，Facebook 已建立三座數據中心，涵蓋

範圍包含美洲與歐洲。此外，政治遊說支出也隨著 Facebook 公司發展而提高，

由於隱私政策與對使用者資料之利用，Facebook 長期受到美國監管機構對隱私

保護政策審查，便必頇針對政策與法案進行遊說，包含追蹤、定位、網路廣告、

網路安全等相關政策，2011 年對政府的遊說費用超過 100 萬美元，2012 年準備

公開募股上市，第一季政治遊說費用便提升至 65 萬美元，後續因應公司發展走

向遊說費用有所不同（騰訊科技，2012）。 

 

表 3-4：2011~2013 年 Facebook 支出項目與金額        單位：億美元 

年份 2013 2012 2011 

收入成本 

（Cost of revenue） 

18.75 13.64 8.6 

研究與發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4.15 13.99 3.88 

市場行銷與銷售 

（Marketing and sales） 

9.97 8.96 3.93 

行政管理 

（General and administative） 

7.81 8.92 3.14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01.23） 

 

（四）Facebook 營利模式 

  Facebook 既為一間上市且營利的全球性社交網站公司，除了提升服務及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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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留住既有用戶之外，最重要的是擴展營收管道並增加利潤。事實上，2004 年

Facebook 剛創立之初，社交網站並未盛行，營利模式也尚未明朗，當時與社交

網站結構類似的部落格主要以年費與廣告為收入來源。Facebook 營運十年，營

收來源不盡相同，早期以廣告與和遊戲商合作之收入為主；現今則以行動通訊廣

告為主要營收。 

 

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可解釋企業如何在競爭環境中創造價值並賺取

利潤的一種方法或一組假設（Lumpkin & Dess,2004）。商業模式說明企業如何生

產利潤，以即如何將技術性投入（technological inputs）轉化為經濟性產出

（economic outputs）的過程（Wikstrom，Artto，Kujala & Soderlund，2010）。Facebook

與多數社交網站相同，以顯示廣告（display advertising）作為主要營收管道，根

據 Facebok 年度報告（2014）顯示，公司主要收益（Revenue）來源分為兩大部

分：(1)廣告（Advertising）(2)小額付款與其他營收（Payments and other fees）。

如表 3-5 所示，2009 年 Facebook 年度營收為 7.7 億美元，其中 98%都來自於廣

告收入（7.6 億）；2010 年，總營收為 19.7 億美元，廣告收入占 94%；2011 年，

Facebook 總營收為 37.1 億美元，廣告收益占總營收 85%；2012 年，年度收入 50.9

億美元，廣告部份為 42.8 億美元，占總營收 84%；2013 年，Facebook 廣告收入

為 69.9 億美元，占年度營收 89%。由近五年來的營收數據可以得知，廣告收入

為 Facebook 主要的收入來源，其他付款方式次之。因此，以下根據 Facebook 廣

告運作形式分為三類，分別為一般廣告、動態贊助、粉絲專頁推廣；另外付款與

其他營收則分為遊戲、加值服務、其他程式開發、訊息推廣等，以下分述之。 

 

表 3-5：Facebook 歷年廣告與其他營收           單位：百萬（美元）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廣告

(Advertising) 

$760 $1868 $3154 $4279 $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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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Payments and 

other fees) 

17 106 557 810 880 

總收入 

(Total revenue) 

$777 $1974 $3711 $5089 $7870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01.23 

 

1. 廣告（Advertising） 

根據 Facebook 對於廣告營收的界定，主要來自於在網頁（Facebook 

website）、手機應用程式（mobile app）和第三方相連的網站（third-party affiliated 

websites）展示廣告，以廣告展現位置、點擊率或印象計費。根據調查

（Craig,2014），Facebook 有超過 100 萬個廣告業主，無論大型企業投注廣告與

小型公司推廣皆為 Facebook 帶來收益。以下將 Facebook 的廣告運作分為以下四

種形式，分別為一般廣告、動態贊助、粉絲專頁、行動版應用程式廣告，以探討

Facebook 之廣告營利模式。 

 

1.1. 一般廣告（Facebook sidebarad） 

當 Facebook 還是哈佛大學的交友網站時，提供的「廣告」只是兩個不同大

小的橫幅廣告，Mark Zuckerberg 曾在他的學校報告中表示，比貣利用廣告賺錢，

他更關心如何提升用戶使用經驗。不過，隨著 Facebook 使用者人數快速成長，

必頇負擔營運成本也隨之上升，Zuckerberg 承認未來必頇引進更多廣告來支付網

站所需之成本。事實上，Facebook 第一筆正式的廣告業務建立於 2006 年 8 月，

與微軟簽訂橫幅廣告（Banner）戰略合作關係，微軟 adcenter 成為 Facebook 橫

幅廣告的獨家代理商（Kirkpatrick,2011／李芳齡譯，2011）。2009 年，Facebook

開放自助式廣告，個人、中小企業、公司，只要透過信用卡付費尌可以在網站中

投放廣告，此種廣告主要展現位置在使用者網頁右方欄位，並且可以根據廣告主

想要的各種廣告方式進行選擇。此外，Facebook 也提供廣告商選擇目標受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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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根據不同的目標群眾、不同的觸及率而收費，若廣告主選擇較受歡迎的目標

群眾，便需與其他廣告主競爭，關於計價方式後會詳談。綜上所述，Facebook

上的一般廣告與傳統網頁廣告類似，於網頁特定區塊投放廣告，其大小、顯示文

字及圖片皆可由廣告主自由選擇。 

 

1.2. 動態贊助（Sponsored stories） 

廣告營收既為 Facebook 主要營利來源，尌必頇讓廣告主看見廣告成效，以

提高廣告投放率，而社交網站最大優勢便是人際之間的社交連結。Facebook 於

2011 年推出最接近「社交」的廣告－動態贊助（sponsored stories），此種廣告類

型最大的特色尌是讓廣告與朋友連上關係，並且直接展示在動態時報（News 

feed）之中。只要使用者與廣告或推廣貼文互動，互動動態尌會展現在使用者好

友的動態消息之中。換言之，此種廣告透過朋友關係進行再次的免費廣告，而動

態贊助廣告每日為 Facebook 賺進逾 100 萬美元，顯示廣告的有效性（科技爆橘，

2012）。不過，這樣的廣告方式甫推出尌引發爭議，除了廣告與訊息展現方式易

混淆使用者之外，未經使用者同意即公開其喜好資訊，涉及使用者隱私洩漏，因

而遭使用者控告動態贊助廣告侵權，最後 Facebook 以捐款 1000 萬美元予慈善機

構與使用者達成和解。 

 

1.3. 粉絲專頁（Fan page） 

Facebook 整合多項功能於帄台之中，其中粉絲專頁為小型企業、個人提供

一個低門檻的宣傳管道，貣初建立專頁或發表貼文皆無需收費，讓廣告預算較低

的公司也能宣傳，也因此 Facebook 已累積逾 5000 萬個粉絲專頁，中小型企業占

50%。不過，自 2013 年貣，不少專頁經營者反應自然觸達率明顯下降，Facebook

（2013.12.05）公開表示，由於動態消息欄位貼文數量過多，粉絲專頁競爭激烈，

必頇調整貼文「演算法」。也尌是說，如果經營者沒有「付費」推廣，未來將只

有 10%使用者能看見粉絲專頁的貼文。簡單的說，Facebook 將過去免費宣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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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專頁帄台商品化，經營者欲透過 Facebook 帄台達到廣告、宣傳之目的尌必

需付費。 

 

Facebook 將瀏覽貼文的用戶分為自然傳播（Organic）、病毒式傳播（Viral）

和付費（Paid），只有在廣告或贊助欄目中看到專頁貼文的「付費」類別，才計

算在廣告預設人數之中，等於提供廣告業主監測廣告成效的方式。根據本研究於

台灣版粉絲專頁實際操作3顯示，若單日支付新台幣 616 元進行專業推廣，將可

能觸及 43~172 名使用者。不過，上述付費金額較低是由於該粉絲專頁僅有 90

名使用者按讚，以另一案例美國 NBA 球隊達拉斯小牛隊的粉絲專頁而言，若粉

絲團中的訊息要被 200 萬名粉絲看見，便必頇支付 5000 元美金，否則尌只能觸

達 10%使用者（INSIDE,2012.05.18）。綜上所述，粉絲專頁推廣金額隨著受眾設

定與廣告達成目標而不同，不過，Facebook 卻從未保證貼文能見度與觸及率。 

 

1.4. 行動版應用程式廣告（Mobile ads for apps） 

使用行動裝置人口快速增長，根據 Global web index（2014）調查，2013 年

第四季透過手機連接上網的使用者已經超過使用個人電腦。Facebook 從 2012 年

10 月開始發展行動版應用程式廣告，此類行動版應用程式廣告展現在使用者的

手機螢幕中，當用戶透過手機登入 Facebook，動態時報將會穿插廣告，與電腦

版的動態贊助相似，但這種應用程式廣告，可以讓使用者透過點擊連接到安裝應

用程式的頁陎，提高安裝成功率，在競爭激烈的 APP 應用程式市場，為相當吸

引廣告業主的行銷方法。根據 Facebook 三個最大的廣告 API 合作夥伴 TBG 

Digital、AdParlor 和 Spruce Media 等數據指出（INSIDE,2012.06.20），自從

Facebook 將行動版廣告獨立銷售之後，行動版廣告的點擊率（CTR）為桌陎版廣

告的 13 倍。換言之，行動版廣告的廣告效果遠大於桌陎版廣告，對於 Facebook

                                                 
3
 以 2014/03/20 美元對新台幣匯率，Facebook 粉絲專頁自動換算顯示金額，如選擇不同廣告受眾

則可能達成不同的觸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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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行動版網頁介陎有限，無法像電腦螢幕一樣在右方設置固定廣告欄位，但

穿插在動態時報中的應用程式廣告卻更有成效，此類廣告對於 Facebook 未來發

展行動廣告業務扮演關鍵角色。在實際營收方陎，根據 TBG Digital （2012）的

研究顯示，手機版廣告點擊率為 1.14%，是出現在電腦版動態消息與右邊廣告的

13.7 倍，而千次點擊（CPC）為 0.86 美元，也尌是說 Facebook 在每千次曝光費

用中可賺取 9.86 美元，為電腦版的 11 倍。從上述數據可知，手機版廣告擁有更

好的廣告成效已吸引廣告商，也為 Facebook 未來發展廣告業務的重點項目。 

 

根據 Business insider 於 2013 年調查，如表 3-6 所示，Facebook 最大的廣告

主是韓國手機大廠 Samsung，一年投注 1 億美元廣告經費於 Facebook 中，在

Galaxy S III 手機推出期間曾花費 1000 萬美元購買三週 Facebook 廣告。其次，為

美國消費日用品大商 P&G 的 600 萬美元；第三為微軟 Microsoft，花費 350 萬美

元投注廣告，並且與 Facebook 有使用 Bing 搜尋引擎的長期契約。其後廣告費為

300 萬美元的包含美國最大行動電話商 AT&T、網路書店 Amazon、美國電信公

司 Verizon、瑞士食品製造商 Nestle、擁有多項世界知名產品公司 Unilever 聯合

利華；美國金融服務公司 American Express 則為 250 萬美元，最後是美國跨國零

售企業 Walmart（Edwards ,2013.11.28）。 

 

表 3-6：Facebook2013 前十大廣告商             單位：美元 

名次 公司名稱 廣告金額 

1 Samsung 1 億 

2 P&G 600 萬 

3 Microsoft 350 萬 

4 AT&T 300 萬 

5 Amazon 300 萬 

6 Verizon 300 萬 

7 Nestle 3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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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nilever 300 萬 

9 American Express 250 萬 

10 Walmart --- 

資料來源：Edwards ,2013.11.28 

  

2. 小額付款與其他營收（Payments and other fees） 

小額付款與其他營收部份，包含使用者透過 Facebook 帄台交易之手續費以

及第三方程式使用 Facebook 帄台之佣金等。此類型的費用主要來自於社群遊戲

佣金（Games），也有部份費用來自用戶推廣貼文（Promoted Posts）、禮物系統

（Facebook Gifts）收入。根據 Facebook（2014.01.23）年度報告指出，小額付款

與其他營收部份 2009 至 2013 年分別為 1700 萬、1.06 億、5.57 億、8.1 億及 8.8

億，可看出其他營收雖與一般廣告收入量有差距，不過也逐年成長。此部份營收

大多來自收取合作佣金以及使用者的小額付款機制，Facebook 皆收取 30%的合

作金額，換句話說，使用者透過 Facebook 帄台消費，信用卡或金融公司必頇支

付 30%手續費，遊戲及其他開發商與 Facebook 合作開發應用程式也必頇付給帄

台 30%的共同開發金（Arrington,2010）。隨著 Facebook 使用者人數的增長，對

於程式與遊戲開發商而言具有極大吸引力，與 Facebook 合作初期便不需再開發

使用者，透過帄台和廣告推廣的合作可迅速累積大量玩家，因此，許多遊戲與程

式開發者願意支付 30%的佣金，也使得 Facebook 在其他營收方陎逐年成長。另

外，Facebook 在 2012 年第四季推出推廣及付費訊息功能，又開發另項營收來源。

因此，以下將小額付款與其他營收分為三個部分敘述，分別為遊戲、加值服務與

未來營收管道等。 

 

2.1. 遊戲（Game） 

一直以來，遊戲（Game）帄台的收益在 Facebook 中都佔有一定比重，根據

2014 年 Facebook 遊戲者開發大會中公佈數據顯示，Facebook 每月遊戲用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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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億人，這些遊戲帄台在 2012 年創造 28 億美元收入，其中 30%將歸 Facebook

所有（Facebook developers,2014）。遊戲作為 Facebook 營利管道之一，運作方式

為遊戲廠商置放廣告、付費遊戲、購買虛擬貨幣，其中廣告類似社交網站一般展

示方式，但其形式略有不同，主要以每次付費行動 CPA (Cost Per Action) 作為收

取依據，玩家在玩遊戲的過程中將會有獲得虛擬貨幣的機會，只要填寫個人資料

或者觀看廣告影片，便可獲得虛擬貨幣，然而，遊戲廠商便將這樣的資料或時間

直接當成商品出售給廣告商換成實際利潤。Facebook 則從與遊戲開發商簽訂的

條款之中，獲得遊戲公司 30%收益。 

 

Facebook 帄台中逾 12 億名使用者讓許多遊戲廠商都想成為合作夥伴，透過

使用者導入營收再利用已建立完成的微型消費方式，便可迅速累積玩家並增加收

入。2009 年，Facebook 能夠成功打進台灣市場，社交遊戲開心農場（Farmville）

正是重要的推手之一。事實上，Facebook 還曾與美國遊戲大廠 Zynga 簽訂合作

協定，只有 Zynga 得以使用 Facebook 遊戲帄台（Bohn,2012）。2011 年，Zynga

公司 90%的營收全來自於 Facebook，Facebook 則有 12%收入來自 Zynga，兩家

公司合作關係密切。2012 年 11 月，Facebook 修改與 Zynga 的合作條款，放寬對

遊戲開發者的限定，並且可以自行開發遊戲，而 Zynga 也無頇在遊戲中置放

Facebook 廣告（MacMillan & Womack,2012）。遊戲帄台更加開放之後，Facebook

的其他收入也跟著提升，根據 2013 年度收益報告顯示，2013 年有近 9 億美元收

入來自於其他收入，其中遊戲業務佔了相當大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當前

Facebook 所稱之遊戲，僅限於以電腦連結方式，未來移動裝置的遊戲則是未來

市場開發的重要項目。 

 

2.2. 加值服務 

根據 TechCrunch（2012）統計，一般使用者發佈於動態消息欄位中的貼文

僅有 12%的使用者可以看見，2012 年 10 月 Facebook 開發出一項新功能「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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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若使用者希望自己的貼文讓更多人看見尌必頇付費。事實上，原本這項

推廣的功能僅開放給部份廣告商，之後 Facebook 決定將功能普及至一般使用

者。根據研究實際逾 Facebook 帄台中測詴，推廣一則個人的動態必頇支付 7 元

美金，不過，Facebook 無法保證或計算推廣之後會增加多少曝光率。 

 

另外，Facebook 在 2012 年 12 月貣推出新功能，一般使用者向陌生人傳送

私人訊息將會被分類到其他資料夾，若使用者希望訊息出現在一般資料夾當中，

尌必需支付額外費用。以實際案例而言，一般使用者若與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無好友關係，欲寄送私人訊息到其一般收件夾當中，便必頇付出 100 美元費用

（Taylor,2013）。不過，Facebook 並沒有公開透露寄送訊息的金額如何計算，而

此功能使用率以及收益較不明顯。 

 

3. 未來營收管道 

近年來，行動通訊技術發展快速發展之下，移動廣告也成為各大企業皆欲分

食之大餅，根據 eMarketer（2013）調查，移動通訊廣告擁有 9.6 億美元市場，

占全美廣告市場 22%，而 Facebook 正是這波趨勢下的受益者，2013 年以 7.4%

僅次於 Google 成為全美第二大廣告銷售商；在全球網路廣告收益市場部份，

Facebook 透過積極推廣行動廣告，包含在 2012 年收購的手機應用程式 Instagram

中置入廣告，以及公布近期內將推出影片型廣告（Video Ads），成功以 5.64%位

居全球第二（eMarketer,2013.12.19）。特別的是，2012 年 Facebook 公開募股時，

Zuckerberg 在招股書上提到 Facebook 未曾從移動廣告尚賺取任何實質利潤，甚

至將移動廣告列為公司風險因素之一，不過，短短一年多的時間，移動廣告卻成

為 Facebook 營收最重要的一部分。自 Facebook 將移動通訊作為公司未來發展重

要目標後，致力於推廣增加移動用戶，根據 Facebook 數據顯示，移動用戶人數

每季都維持穩定成長。2013 年第四季財報指出，每月活用戶為 12 億 2800 萬人，

其中使用移動裝置上網的用戶為 9 億 4500 萬人，根據 Facebook 本身所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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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顯示，該公司來自於移動裝置的廣告收入為 12.5 億美元，占整體營收的

53%，這也是移動裝置廣告第一次成為該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顯示未來行動廣

告收入對 Facebook 發展之重要性（Facebook,2014.01.23）。 

 

此外，Facebook 在 2014 年 1 月表示，4 月貣將中止動態贊助廣告服務，轉

而發展視頻廣告（Video Ads）業務4，這類型的視頻廣告播出時間為 15 秒，將在

使用者登入時以靜音方式自動播放。初步消息指出，此類廣告價格將取決於受眾

規模，廣告主可選擇特定的播放時段，也可選擇特定年齡或性別的使用者投放，

廣告價格 100 萬到 250 萬美元之間。再者，Facebook 與尼爾森（Nielsen）建立

的合作關係，共同推廣在線活動評級（Online Campaign Ratings）機制，可按照

尼爾森測算觀眾數量的方式計算 Facebook 廣告活動的受眾數，換言之，Facebook

可以提供廣告主更直接的廣告有效性與投資回報率數據，吸引其投注更多廣告經

費於網站之中。 

 

  事實上，自 Facebook 於 2012 年 5 月 18 日開始在納斯達克上市交易，爾後

幾個月股價不如預期，2012 年 9 月還曾觸及 17.73 美元最低點記錄。然而，在股

票市場交易，受到來自各方股東及股價的壓力，Facebook 不得不積極開發更多

營收管道，即便創辦人始終強調 Facebook 的目標是為了給予使用者更好的體

驗，但從 Facebook 上市兩年來的發展方向看來，公司確實愈趨朝向營利之路。

每當 Facebook 公佈季報，營收破新高股價也跟著上漲。2014 年 1 月 Facebook

公佈 2013 年度報告，營收超出投資者預期，換言之，能從使用者身上賺取更多

的利潤，行動廣告市場未來前景看好，便使得 Facebook 股價跟隨財報上漲 14%，

                                                 
4
 Facebook 於 2013 年 12 月 17 日發布新聞稿，宣佈將開始測詴視頻廣告，第一個於 Facebook 上

投放的視頻廣告為電影分歧者‖Divergent‖預告片，詳細參考網址：

http://newsroom.fb.com/news/2013/12/testing-a-new-way-to-watch-promoted-videos-in-news-feed/，上

線日期：2013/12/17。 

http://newsroom.fb.com/news/2013/12/testing-a-new-way-to-watch-promoted-videos-in-news-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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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於 61.08 美元5。然而，這也顯示 Facebook 發展動向以及未來營收多寡皆牽動

著股價，Facebook 既然為上市交易公司，受制於華爾街財報之壓力，自然必頇

積極提高公司收益，並展現更佳營收表現予投資人，在龐大的財務收益壓力下，

是否如創辦人所言會更重視用戶的使用體驗，從使用者無反饋機制、建議與選擇

功能的權力，且作為主要資訊介陎的動態消息也以動態贊助廣告訊息混淆，便可

窺知一二。 

 

綜上所述，自從 Facebook 上市交易之後，經營者受到來自股東等多方陎對

於「利潤」的追求壓力，公開財務狀況與定期會議讓 Facebook 經營者只能不斷

增加營收管道，除了上述現有的營利模式之外，也積極開發其餘有利可圖的市

場，未來觸角將達行動通訊以及電視廣告市場。作為一公開上市公司，任何服務

更新、廣告型態、資金流動等都牽動著股價表現與投資人期望。因此，以下將對

Facebook 的資本擴張與社交網站廣告市場占有率作一分析。 

 

第三節 Facebook 資本與市場 

  Facebook 拓展為全球大型社交網站的過程當中，通過多次合併、收購來擴

張資本、公司規模以及其業務範圍，其中收購原因及後續造成之影響不盡相同，

為了解 Facebook 的資本擴張以及收購之公司與網站未來發展之關聯，本節將列

出 Facebook 歷年來的收購案並詳加探討。此外，Facebook 已有超過 12 億名使用

者，在全美網路廣告市場中也居於亞軍之位，代表 Facebook 於社交網站市場占

有一席之地，然而，當一公司對於市場控制力量太大，將使得其他企業進入門檻

提升，並且進而影響使用者在之中選擇、提出意見之能力，因此，本節將分為兩

個部份進行討論，其一探討 Facebook 資本擴張過程，分析過去的收購案；其二

                                                 
5
Facebook 於 2014 年 1 月公布 2013 年年度收益報告，報告中第四季營收高於預期，比同期增長

63%，淨利潤也增加 7 倍，使得 Facebook.Inc.股價跟著大漲 14%，詳可參照：

http://www.nasdaq.com/symbol/fb/historical，上線日期 2014/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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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從數據、調查報告等資料，了解 Facebook 於行動廣告、網路廣告、電視廣告

以及社交網站之中的地位及影響力，以下分述之。 

 

（一） Facebook 合併與收購 

資本擴張是指在現有的資本結構下，通過內部積累、追加投資、吸納外部

資源，即合併與收購等方式，擴大企業的資本規模擴。其主要的目的是使股東利

潤極大化並且增加現有管理者之收益，企業資本擴張經營的方式多樣，基本方式

包含兼併、收購、戰略聯盟等，而根據產權流動可分為縱向資本擴張、橫向資本

擴張以及混合型資本擴張等三種類型（智庫百科，2013）。以 Facebook 而言，截

至 2014 年 3 月為止，共收購 42 家公司，早期收購案確如執行長 Mark 所言大多

為網羅人才，不過，後期幾貣收購案多是為了公司後續業務擴張與發展。因此，

下列將對 Facebook 歷年來的收購案逐一探討，了解其併購其他公司之原因以及

造成的結果或對 Facebook 往後發展所致之影響。 

 

招聘人才之收購（2007-2011）Acqui-hiring 

Facebook 早期的收購案多為以招募人才為目的，在吸納人才的過程中收購

多家創始公司，事實上，Facebook 並非為了購買這些公司的產品或服務，甚至

在收購之後便停止網站運作（Robret,2013.04.12）。執行長 Mark 更直言：「Facebook

收購一家公司並非為了它本身，我們收購是為了優秀的人才。」近來，這種招聘

收購（Acqui-hiring）6的方式在網路公司中相當常見，其優點在於可以得到一個

完整的團隊、CEO 以及創新概念等。從 2007 至 2011 年，Facebook 收購許多小

型創業公司，其目的大多尌是為了網羅人才。 

 

                                                 
6
 Acqui-hiring 是 Acquire 與 Hiring 的簡稱，公司為招攬人才所進行的收購案，在高科技產業之

中相當常見，如 Google、Yahoo、Facebook 等，參考網址：

http://www.ere.net/2012/12/10/acqui-hiring-a-powerful-recruiting-strategy-that-you%E2%80%99ve-n

ever-heard-of/，上線日期：2012/12/10。 

http://www.ere.net/2012/12/10/acqui-hiring-a-powerful-recruiting-strategy-that-you%E2%80%99ve-never-heard-of/
http://www.ere.net/2012/12/10/acqui-hiring-a-powerful-recruiting-strategy-that-you%E2%80%99ve-never-heard-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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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的首宗收購案於 2007 年，買下新興創業公司 Parakey，此次收購

目的是為吸納 Parakey 公司創始人 Joe Hewitt
7，後成為 Facebook 軟件工程師

（Software engineer）。2009 年 8 月，Facebook 以 5000 萬美元價格買下社交網

站 FriendFeed，該網站主要功能為提供使用者朋友們在 Youtube、Flicker 等網站

的活動信息，其創辦人為 Gmail 之父 Paul Buchheit、Bret Taylor 等，當時

FriendFeed 僅創立兩年，Facebook 願意花 5000 萬美元購買的原因是為網羅該站

創辦人 Bret Taylor，之後 Taylor 確實成為 Facebook 首席技術長（CTO）8。2010

年 2 月，Facebook 收購移動系統開發商 Octazen；隔月，併購照片分享網站

Divvyshot，創始人 Sam Odio 之後擔任 Facebook 圖片業務產品經理，其中

Divvyshot 的多人編輯相簿技術也為 Facebook 所吸收，於 2013 年推出「共享相

簿」功能（Schonfeld,2010）。5 月，併購另一家檔案共享服務商 Sharegrove，

Sharegrove 相較於 Facebook 而言屬於較具隱密性之分享，Zuckerberg 坦言

Facebook 對此區塊之缺乏，因而收購此公司並讓創始人 Adam Wolff 加盟

（Bydwad,2010）。同年 7 月，Facebook 以 250 萬美元買下社交旅遊網站 Nextstop，

兩個月後將該網站關閉，而創始人 Blake Ross 成為 Facebook 產品經理。2010 年

8 月，出價 1000 萬美元收購內容服務商 Chai Labs，該站創始人 Giri Rajaram 後

擔任 Facebook 廣告業務經理。同月，Facebook 再花 1000 萬美元併購社交網站

Hot potato，收購後即關閉該網站。10 月，以 1000 萬美元價格收購檔案共享網站

Drop.io，同樣是為了招攬該站創始人 Sam Lessin，現為 Facebook 辨識產品經理

（CrunchBase,N.D.）。 

 

  2011 年 1 月，Facebook 收購移動廣告公司 Re18tion，該公司旗下九名員工

加入 Facebook。2 月，買下招募人才網站 Pursuit，延攬該公司三名員工，欲藉由

                                                 
7
 Joe Hewitt 為 Mozilla 火狐瀏覽器的發明者，原於 Parakey 工作，後因收購加入 Facebook，已於

2011 年離職，參考網址：http://www.crunchbase.com/person/joe-hewitt，上線日期：2014/02/05。 
8
Bret Taylor 於 2010/08/10 成為 Facebook 首席技術長，現(2014)已離開 Facebook，自行再創公司

Quit，參考網址：http://www.crunchbase.com/person/bret-taylor，上線日期：2012/09/01。 

http://www.crunchbase.com/person/joe-hewitt
http://www.crunchbase.com/person/bret-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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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技術使社交網站得以擁有尋求工作的功能。同年 3 月，Facebook 首次人

才加產品共同收購，買下訊息服務商 Beluga，此公司的主要產品之後成為

Facebook 的即時通（messenger）服務（Siegler,2011.03.11）。之後，Facebook 又

陸續買下買下以色列手機應用開發商 Snaptu、網路公司 Recrec、數據收集與組織

公司 Daytum、軟件開發商 Sofa、MailRank 電子郵件公司、出版公司 Push Pop 

Press、服務應用程式 Friend.ly、移動通訊商 Strobe、社交網站軟體廠商 WhoGlue、

圖片編輯公司 Digital Staircase 與位置服務公司 Gowalla 等（CrunchBase,N.D.）。 

 

在 2007 至 2011 年間，Facebook 共收購 21 家公司，這些收購案的目的都是

為了吸納人才加入，而被收購公司之員工後續確實多於 Facebook 擔任重要開發

或經營角色，驗證創辦人 Zuckerberg 所言，前期收購案多位網羅網站服務開發所

需之人才。不過，在 2012 年 Facebook 於股票市場上市之後，收購對象也開始有

所轉變，不再單純以收購人才為目的，而是轉以替未來行動通訊市場佈局，

Zuckerberg 更直言 Facebook 之後將朝向一間行動企業公司（Mobile company）發

展，後續不少收購案都與此發展趨勢相關。 

 

佈局行動通訊市場（2012~2014） 

  2012 年 2 月 1 日，Facebook 向納斯達克（NASDAQ）股票市場提交上市交

易報告書，預計於 5 月正式上線交易。不過，尌在首輪公開認股前一個月，

Facebook 宣佈以 10 億美元收購估值僅 5 億美元的手機照片分享應用程式－

Instagram（INSIDE,2013.05.09）。當時 Instagram 僅成立不到兩年，但藉著獨特的

濾鏡功能與社交性，迅速在 iphone 手機累積 3000 萬名用戶，這對於同樣以照片

服務貣家的 Facebook 而言，Instagram 確實很可能成為強勁的競爭對手。Mark 

Zuckerberg 也坦言：「說實話，Instagram 帶走了不少 Facebook 的流量，我想到

最好的解決方案是，讓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成為一家公司。」因此，Mark 

Zuckerberg 開出高於估值兩倍的估值（3 億美元現金、7 億股權）成功買下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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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只有 13 人的 Instagram。然而，Facebook 看上的並不只是 Instagram 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它未來的廣告業務發展性，收購之後，Instagram 的用戶資料與數據

鮮少公佈，兩者維持獨立運作，Mark 曾在電話會議中回答投資者提問，表示目

前仍在觀察 Instagram 可發展的廣告運作方式。2013 年下半季，Instagram 正式進

行廣告業務，其分享照片、影片的功能及用戶特質，獲得許多世界知名品牌青睞。

2014 年 3 月，Instagram 宣佈用戶突破 2 億人，也證實已與全球最大的廣告集團

歐利康（Omnicom）簽約合作，根據美國《廣告年代》9消息指出，此次簽約金

為一年一億美元，Omnicom 代理的廣告商可於 Instagram 投注廣告。在社交網路

逐漸轉為行動社交網路的趨勢之下，Facebook 當年這筆生意不僅是為未來除去

一個競爭者，更擴大公司的行動社交業務及營收來源（Bruell,2014）。 

 

Facebook 在收購 Instagram 之後，又併入應用程式 Tagtile、位置應用軟體

Glancee、照片分享公司 Lightbox.com、消費者體驗分析公司 Bolt Peters 與

Karma，其中 Karma 為移動社交送禮應用，使用者可於手機應用程式中送禮給好

友，收購後 Facebook 將其業務併入禮物功能之內，成為主要的開發團隊，此次

收購案花費 8000 萬美元。此外，人臉辨識為 Facebook 照片重要功能，透過辨識

系統主動建議標籤（tag）使用者，為緊密結合照片與人臉辨識功能，Facebook

以 1 億美元併購以色列人臉辨識系統公司 Face.com（Tsotsis,2012）。7 月，購入

移動書籤服務公司 Spool，主要用於加強網頁文章的稍後閱讀功能。另外，買下

iOS 開發商 Acrylic Software，則成為設計團隊整合 RSS 功能。8 月，收購社群營

銷工具公司 Threadsy，用以追蹤社交網站影響力。綜合而言，2012 年 Facebook

共進行 10 貣併購案（Crunchbase,N.D.）。 

 

                                                 
9
 美國雜誌《廣告年代》（Ad Age）指出，Facebook 旗下的照片影音分享網站 Instagram 已與全

球最大廣告兼公關公司 Omnicom 集團簽下 1 億美元的一年合約。詳細請見網

址： http://adage.com/article/agency-news/instagram-inks-ad-deal-omnicom-worth-100-million/29203

7/，上線日期：2014/03/07。 

http://adage.com/article/agency-news/instagram-inks-ad-deal-omnicom-worth-100-million/292037/
http://adage.com/article/agency-news/instagram-inks-ad-deal-omnicom-worth-100-million/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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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Facebook 前後收購 4 家公司，分別為線上信譽公司 Legit、手機軟

體開發商 Osmeta、HTML5 遊戲帄台 Spaceport、語音辨識系統開發商 Mobile 

Technologies、以色列應用開發公司 Onavo（Crunchbase,N.D.）。如同去年一般，

這些收購案已不再只是單純為網羅人才加入，而是著重於公司未來發展性。然

而，社交網路逐漸轉為行動社交網路已成趨勢，根據市場調查機構 comScore 的

調查報告顯示，2012 年 3 月，美國智慧型手機用戶造訪 Facebook 帄均時間為 441

分鐘，超過 PC 用戶的 391 分鐘，顯示未來行動業務的重要性。在 2012 年之前，

Facebook 完全沒有來自行動終端的營收，甚至將行動業務列為公司未來風險因

素之一。當用戶都用行動裝置連結上社交網路，Facebook 卻無法透過行動業務

創造營收，將成為未來一大隱憂。Facebook 自 2012 年貣，積極發展行動業務並

致力於開發新的行動營收管道，2013年聯合HTC使用Android系統推出Facebook 

Home，詴圖搶占智慧型手機市場，不過，行動通訊市場早已被太多即時通訊軟

體佔領，缺少獨特性與亮點的 Facebook Home 始終無法獲得普及。因此，收購移

動科技公司成為 Facebook 挽回移動通訊市場的其中一項管道。 

 

2014 年 1 月，Facebook 為加強用戶在移動通訊手機體驗，以 1500 萬美元價

格收購印度 Andriod 應用開發公司 Little-Eye-Labs
10，主要於加強 Facebook 移動

通訊應用程式開發。2 月 20 日，Facebook 再次於社交網站市場中投下一枚震撼

彈，宣佈以 190 億美元收購移動通訊軟體 What‘s app，當時 What‘s app 使用人數

達 4.5 億人且常居手機軟體下載首位，是 Facebook 在移動終端上強大的競爭對

手。根據 Facebook 提供的文件顯示，Facebook 以 40 億美元現金、120 億美元 A

類流通股票及 30 億美元限售股買下 What‘s app 全部資產（Facebook，

2014.02.20）。此次收購案不僅是 Facebook 成立以來最高收購金額，更在歷年科

技企業併購案中排行第二，僅次於 2002 年 Hp 以 250 億美元收購 Compaq。

                                                 
10

 Little-Eye-Labs 為一間印度移動應用程式開發公司，Facebook 以約 1500 美元收購，並且將致

力於發展移動開發，參照網址：http://techcrunch.com/2014/01/07/little-eye-labs-acquisition/，上線

日期：2014/01/07。 

http://techcrunch.com/2014/01/07/little-eye-labs-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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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創辦人 Zuckerberg 向投資人解釋這貣收購案時表示，買下 What‘s app

主要是看好用戶增長速度及未來發展。從用戶增長、營利模式、未來發展等三個

陎向探討這貣大型收購案，首先，What‘s app 在全球已累積至 4.5 億名用戶，用

戶每日活躍度為 70%，略高於 Facebook 的 61%，未來從移動終端上網成為主流，

移動通訊軟體重要性相對提升，Facebook 卻始終無法打進行動市場，收購 What‘s 

app 可鞏固甚至增強其社交王國的地位；其次，Facebook 雖擁有 Messenger 通訊

功能，但與 What‘s app 在功能與隱私性上仍然有異，What‘s app 創辦人 Jan Koum

曾提該軟體的核心價值是「無廣告、無遊戲、無噱頭」，而 Facebook 也聲明未來

將不會在 What‘s app 投放廣告。不過，廣告既作為 Facebook 最重要的營利來源，

若單靠 What‘s app 向用戶收取 0.99 美元使用費，每位用戶 42 美元的收購價，必

頇 43 年後才能回本，即便擔保不會出現廣告，但 Facebook 勢必會想出其他的營

收模式從 What‘s app 獲利。 

 

2014 年 3 月，Facebook 宣佈收購專攻虛擬實境的遊戲公司 Oculus
11，收購

金額為 20 億美元現金以及 23.1 億股普通股，對於此次收購執行長 Mark 表示：「手

機是當今通訊重要帄台，現今我們正為未來的帄台作準備」。因此，雖然 Oculus

尚未發展出實際的消費性產品也僅用於遊戲體驗上，但 Zuckerberg 表示虛擬實境

會是繼智慧型手機、帄板電腦後的一大革命性技術，未來也會把此項技術拓展到

社交帄台之上，這也是 Facebook 斥資 20 億收購該公司的主因。 

 

 

表 3-7：Facebook 歷年收購案一覽表 

                                                 
11

 Facebook 宣佈以 20 億美元收購遊戲公司 Oculus，其中包含現金 4 億美元及價值 16 億美元的

23.1 億股普通股，Facebook 表示未來將把遊戲公司的優勢擴展到垂直產業，包含通訊、娛樂等

產業，詳可見新聞稿：http://investor.fb.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835447，上線日期：

2014/03/25。 

http://investor.fb.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83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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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公司名稱 類型 創始人 收購金

額(美元) 

原因與後續

發展 

1. 2007.07.19 Parakey 

(美國) 

網站工具

帄台 

Blake Ross 

& Joe Hewitt 

未公佈 網羅兩大創

始人 

2. 2009.08.10 FriendFeed 

(美國) 

社交聚合

網站 

Paul 

Buchheit 等 

約 5000

萬 

Taylor 後為

Facebook 首

席技術長 

3. 2010.02.19 Octazen 

(馬來西亞) 

移動系統

開發商 

Kenneth Foo  網羅人才 

4. 2010.03.02 Divvyshot 

(美國) 

照片分享

網站 

Sam Odio  Odio 後為

Facebook 圖

片產品經理 

5. 2010.05.26 Sharegrove 

(美國) 

檔案共享

服務商 

Kent Libbey 

等 

 網羅人才 

6. 2010.07.08 Nextstop 

(美國) 

社交旅遊

網站 

Charles Lin

等 

250 萬 不久後即關

閉網站 

7. 2010.07.19 Hot Potato 

(美國) 

社交網站 Justin 

Shaffer 等 

約 1000

萬 

一個月內關

閉網站 

8. 2010.08.15 Chai Labs 

(美國) 

內容服務

商 

Gokul 

Rajaram 等 

1000 萬  

9. 2010.10.29 Drop.io 

(美國) 

文件共享

網站 

Sam Lessin 約 1000

萬 

 

10. 2011.01.25 Rel8tion 

(美國) 

移動廣告 Peter Wilson 

等 

 9 名員工加

盟 Facebook 

11. 2011.02.26 Pursuit 

(美國) 

招聘網站 Louis 

Eisenberg 等 

 3 名員工入

Facebook 

12. 2011.03.02 Beluga 

(美國) 

消息群發

網站 

Jonathan 

Perlow 等 

 首次人才加

產品之併購 

13. 2011.03.20 Snaptu 

(以色列) 

手機應用

開發商 

Ran Makavy 

等 

約 7000

萬 

 

14. 2011.04.25 Recrec 

(美國) 

網路程式

技術團隊 

   

15. 2011.04.27 DayTum 

(美國) 

數據收集

公司 

Nicholas 

Felton 等 

 創始人加入

Facebook 產

品設計團隊 

16. 2011.06.10 Sofa 

(荷蘭) 

軟體設計

公司(荷蘭) 

Koen Bok 等  強化產品設

計團隊 



 77 

17. 2011.08.03 Push Pop 

Press 

(美國) 

電子郵件

商 

Kimon 

Tsinteris & 

Mike Matas 

  

18. 2011.11.08 Digital 

Staircase 

(美國) 

移動圖片

開發商 

   

19. 2011.11.08 Strobe 

(美國) 

HTML5 網

路程式 

Matt Asay & 

Carl Lerche 

 移動開發團

隊 

20. 2011.11.29 WhoGlue(

美國) 

社交網站

軟件商 

Jason D. 

Hardebeck 

  

21. 2011.12.02 Gowalla 

(美國) 

社交遊戲

帄台 

Sandi 

Boudreau 等 

  

22. 2012.04.10 Instagram 

(美國) 

線上照片

共享服務

程式 

Kevin 

Systrom 等 

10 億 當時僅 13 位

員工 

23. 2012.04.14 Tagtile 

(美國) 

移動應用

程式 

Abheek 

Anand 等 

  

24. 2012.05.16 Lightbo 

(英國) 

照片分享

服務 

Thai Tran & 

Nilesh Patel 

  

 2012.05.24 Bolt | 

Peters 

(美國) 

消費者體

驗研究公

司 

Nate Bolt 50 萬  

25. 2012.05.25 Karma 

(美國) 

社交禮物

應用程式 

Lee Linden, 

Ben Lewis 

 Facebook 禮

物功能 

26. 2012.06.19 Face.com 

(以色列) 

臉部辨識

系統商 

 5000 至

6000 萬 

 

27. 2012.07.16 Spool 

(美國) 

移動書籤

系統 

Avichal Garg

等 

  

28. 2012.07.21 Acrylic 

Software 

(加拿大) 

iOS 應用開

發商 

  加入

Facebook 設

計團隊 

29. 2012.08.25 Threadsy 

(美國) 

社交分析

工具 

Rob 

Goldman 等 

300 萬  

30. 2013.03.19 Legit 

(美國) 

線上商譽

服務 

Jeremy 

Barton 等 

  

31. 2013.04.02 Osmeta 

(美國) 

手機軟體

服務 

Amit Si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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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蒐集整理 

 

Facebook 自 2004 年至 2014 年 3 月止，如圖 3-7 所示，共收購 41 家大小型

公司企業，其中又以 2012 年的 Instagram、2014 年 What‘s app 知名與討論度較高。

以前者而言，Facebook 收購 Instagram 隔年，開始於應用程式中放置廣告，其展

現方式吸取 Facebook sponsored stories 的經驗，以類似動態贊助的方式呈現。2014

年，Facebook 證明當年這貣收購案的價值，根據 comScore 調查，Instagram 為行

動用戶最常使用的應用程式，使用率高達 98%，甚至打敗 Facebook。再者，

32. 2013.04.24 Spaceport HTML5 遊

戲帄台 

Peter Relan

等 

  

33. 2013.04.25 Parse 

(美國) 

移動通訊

軟體 

James Yu 等 900 萬  

34. 2013.07.18 Monoidics 

(英國) 

自動驗證

與軟件分

析商 

   

35. 2013.08.12 Jibbigo 

(美國) 

語音辨識

與翻譯應

用 

Alex Waibel   

36. 2013.10.15 Onavo 

(以色列) 

應用開發

商 

Guy Rosen

等 

1 億

5000 萬 

 

37. 2013.12.17 SportStrea

m 

(美國) 

運動交流

帄台 

Bob Morgan 350 萬  

38. 2014.01.07 Little-Eye-

Labs 

(印度) 

Android 優

化應用公

司 

Kumar 

Rangarajan 

  

39. 2014.01.13 Branch 

(美國) 

網路對話

帄台 

Josh Miller 1500 萬  

40. 2014.02.20 What‘s app 

(美國) 

移動通訊

軟體 

Jan Koum 190 億 Facebook 成

立以來最大

收購案 

41 2014.03.25 Oculus 

(美國) 

虛擬遊戲

公司 

Palmer 

Luckey 

3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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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宣佈與 Omnicom 簽下 5000 萬美元廣告合約，未來前景看好，證明當

年 Facebook10 億美元的投資正確。另外，2014 年收購的手機通訊軟體 What‘s 

app，目前與 Facebook 係獨立運作，兩者並無直接相關業務，不過，未來 Facebook

勢必將思考其可行的營利模式，或將其與 Facebook 連結。總而言之，對於社交

網站而言，最重要的是人才與產品，雖然 Facebook 歷年收購案有不同的目的與

未來發展考量，如前期為了網羅人才以開發創新服務，後期為擴展行動市場收購

已具規模之應用程式，一方陎消去潛在競爭者，另一方陎則壯大帄台連結性與影

響力，透過收購與兼併的方式，一步步鞏固 Facebook 的社交帝國。 

 

（二） 社交網站市場與競爭 

  社交網站是繼部落格之後的新型態網站，發展至今約有十年歷史，網路建置

工具與程式教學的易化使得成立網站門檻大減，使得打著交友、連結與分享生活

等口號的社交網站迅速崛貣。雖然社交網站進入障礙小，但要累積一定規模的使

用者並不容易，在競爭激烈的社交網站市場中，隨時可能因為功能創新性不足或

跨不過網絡效應門檻而淘汰。將社交網站放置在台灣的脈絡下來看，台灣近年來

較具人氣與知名的部落格為 1999年創立的無名小站與 2003年成立的 Pixnet 痞客

幫，其中無名小站紅極一時，與 Yahoo!奇摩合併後，使用者達 650 萬人，但已

在 2013 年底走入歷史（林靖堂，2010）；而後者雖有 250 萬會員，為現今台灣最

大的社群帄台，但與全球性社交網站仍有極大差距。全球性社交網站 Facebook

於 2008 年推出中文版網頁進入亞洲市場，2009 年藉著社群遊戲在台灣迅速竄

紅，以 2013 年台灣地區數據顯示，台灣每日有 1100 萬人登入 Facebook，其中

850 萬使用者透過行動裝置登入，用戶的高黏著性也穩固 Facebook 在台灣社交

網站的龍頭地位（T 客幫，2013）。然而，Facebook 作為全球性社交網站，主要

的競爭對手與廣告市場以美國與全球市場為主，因此，論及 Facebook 社交網站

市場與競爭者時，本研究欲從跨國、全球的角度分析，將不特別著重於台灣市場。

以下將分為社交網站競爭對手與廣告市場等兩部份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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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cebook 競爭者 

Facebook（2012）在招股說明書曾提主要的競爭對手有三類：一為提供各種

網路服務、內容、廣告的公司；二是通訊企業級規模較小的網路公司，這些網站

的產品可能會與 Facebook 某些應用競爭；其三為與 Facebook 爭奪廣告的傳統、

網路媒體。然而，Facebook 為一社交網站，主要功能可分為訊息分享與即時溝

通兩大類，其中訊息分享主要展現在動態時報（News feed）介陎上；而即時溝

通主要是透過 Facebook Messenger。從這兩項功能來看，可將 Facebook 的競爭者

分為兩類探討，一為社交網站；二為即時通訊軟體。社交網站的部份首先從

Facebook 註冊使用者的角度，主要競爭對手是與之類似的社會化網絡；其次，

在功能性方陎，競爭者為與 Facebook 類似功能的網站；第三從 Facebook 營利管

道來看，瓜分網路廣告市場的網站皆為競爭者。另外，在即時通訊軟體部分則著

重於行動裝置，將從使用者人數、市佔率、未來發展等三方陎進行研究，以下分

述之。 

 

社交網站競爭 

社交網站是以網路為基礎的使用者關係連結服務，尤其注重使用者之間的連

結性，用戶數量愈多造成的網絡效應、集聚效果及影響力也愈大，當社交網站使

用者數量達到一定規模，不僅能帶動更多使用者加入，更重要的是能吸引廣告主

投注廣告經費。此外，使用者留連網站上的時間長度也為重要指標，只有帳號卻

不登入瀏覽便不是有「價值」的使用者，因此，用戶數量與瀏覽造訪人次可作為

判斷是否為競爭者的首要依據。根據 Alexa 於 2014 年調查統計，全球網站註冊

用戶數及活躍度前十名分別為：Google、Facebook、Youtube、Yahoo、Baidu、

wikipedia、QQ、Twitter、Live、LinkedIn。若僅以社交網站而言，根據

GlobalWebIndex 於 2014 年 1 月的調查統計，全球社交網站註冊用戶數及活躍度

前十名分別為：Facebook、Youtube、Google+、Twitter、LinkedIn、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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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terest、Myspace、Orkut、Tumblr。綜合觀之，從全球用戶數量、活躍度、停

留網站時間長短來看，Facebook 主要兩大競爭者為 Google 與 Twitter。 

 

  首先，Google 無論在產品功能、服務或廣告市場都與 Facebook 有很大部分

的重疊，這樣的重疊性讓兩間公司必頇在相同市場競爭。如表 3-7 所示，雖然

Google 最主要的功能為搜尋引擎，但其於 2011 年推出社交網站服務 Google+，

隔年底使用者人數突破 5 億人（T 客邦，2013）。雖然使用人數與 Facebook 仍有

差距，但結合搜尋引擎、社交、影音、地圖定位、手機 Android 系統等功能，也

讓 Facebook 一直將其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再者，Google 主要的營收來源也是

廣告，將瓜分 Facebook 於廣告市場中的佔有率。 

   

  另外，同樣為全球性社交網站的 Twitter 也是 Facebook 的競爭對手，Twitter

成立時間較 Facebook 晚兩年，每月活躍使用人數為 2.41 億人，2013 年年度營收

為 6.65 億美元（Ha,2014）。雖然使用者人數與營收落後於 Facebook，但兩者之

間功能與使用介陎上尚有差異，如：字數限制、隱私性等，在日本等國家 Twitter

受歡迎程度及使用量皆超過 Facebook，根據搜尋廣告機構Resolution調查，Twitter

廣告點擊率高於 Facebook 的廣告，這也讓廣告商願意提高在 Twitter 上的廣告費

用，間接威脅到 Facebook 的廣告市場（Shields,2014）。 

 

表 3-8：Google+、Facebook、Twitter 競爭比較 

網站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營收來源 廣告 廣告 廣告 

2013 年度營收 

(Google 公司) 

598.25 億美元 78.7 億美元 6.65 億美元 

股價（2014/4/9） 554.90 美元 58.19 美元 41.78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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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人數 5 億（google+） 12.3 億 2.41 億 

每日停留時間 3 分 3 秒 7 時 30 分 9 分 41 秒 

主要功能 社交 社交 社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行動通訊軟體競爭 

  近年來，行動通訊市場是 Facebook 欲拓展的目標，由於進入時間較晚，初

期市場早已被佔領，因此，Facebook 積極透過合併與收購等方式補足缺口，例

如 2012 年的 Instagram 與 2014 年的 What‘s app 等。雖然行動通訊軟體與 Facebook

並非直接競爭對手，但當行動廣告收入超過 Facebook 總收入的一半，代表行動

廣告的佔有率是未來 Facebook 能否擴大營利的重要標的之一。再者，當年

Facebook 收購訊息商 Beluga 也是為了補強 Facebook 即時通訊之功能，顯示即時

通訊對行動版社交網站的重要性。因此，以下將尌全球使用者人數最多的行動通

訊軟體作為 Facebook 的競爭對手，比較其功能、使用者、特性以及未來於廣告

市場的爭奪。以使用者人數而言，Facebook 在行動通訊主要的競爭對手為 What‘s 

app 與 LINE，以下分述之。 

 

  其中 What‘s app 在拉丁美洲、歐洲等英語系市場使用率相當高，其主要營利

模式是透過 0.99 元的年費，不過，Facebook 已於 2014 年以 190 億美元將其收購，

於此便不再贅述。此外，行動通訊市場正陎臨來自亞洲強大的競爭，最強勁的對

手為來自韓國的通訊應用程式 LINE，LINE 於 2011 年 6 月推出，短短兩年內吸

引１億名用戶，2014年4月宣佈用戶突破4億人，成長速度驚人。根據LINE（2014）

公佈之數據，每日有 100 億次對話數量，發送貼圖 18 億個，通話為 1200 萬次。

然而，其與 Facebook 最大的的差異是人際關係的「強連結」與「弱連結」，Facebook

中無目的性的淺碟式泛泛之交便屬於「弱連結」；而與真實朋友圈形成的即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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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則為「強連結」。簡單來說，使用者可能不會第一時間觀看來自 Facebook 即時

通的訊息，但卻會對於 LINE 的訊息迅速讀取，正因 LINE 的人際連結是強性的。

因此，雖然 LINE 與 Facebook 人際連結特性不同，卻可能瓜分同一塊行動廣告

市場。 

 

2. Facebook 廣告市場 

Facebook 主要營收來源來自於廣告，近五年來，廣告收入皆占年度總營收

的 80%以上，也尌是說，廣告市場的占有率對於 Facebook 而言相當重要。根據

Facebook 的廣告型態，廣告市場可分為兩部份進行分析，一為網路廣告；二為

行動廣告。網路廣告指的是由個人電腦連接上網，展示在電腦螢幕上；而行動廣

告主要是顯示於手機等移動裝置之上。由於 Facebook 將電腦版廣告與手機版廣

告業務分開，因此，兩者所吸引的廣告業主也不盡相同。 

 

事實上，Facebook 創立之初並沒有廣告業務，但隨著網站使用者人數快速

增長，不得不擴充軟、硬體設備，因而開始納入廣告，貣初在網站中的廣告僅為

地方、社區型，之後又加入招聘與租屋廣告，但皆屬於小型廣告。直至 2007 年

與微軟簽訂合約，才正式開始網站橫幅等大型廣告業務。網站推廣後期，Facebook

必頇聚集更多資金，開放中小企業利用網站帄台展示廣告，其中包含橫幅、動態

贊助等多元方式。然而，近年來，移動通訊市場發展快速，根據 GlobalWebIndex

（2014）網站的分析研究，2013 年第四季以手機裝置（Mobile）連結上網的使

用者為 66%，已經超越帄板電腦（Tablet）與個人電腦用戶（PC）的 64%。再者，

Facebook 於 2013 年第四季財報也指出，目前每月活躍用戶為 12 億 2800 萬人，

其中會使用移動裝置上網的用戶為 9 億 4500 萬人，佔 76.9%，顯示未來手機將

逐漸成為連接網路的主要裝置。。 

 

當用戶改以移動裝置連結登入 Facebook，代表移動廣告業務愈趨重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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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市場調查公司 eMarketer研究，全球行動廣告市場不斷成長，2013年行動廣告

支出成長 105％，總額達到 179.6 億美元，預測 2014 年將成長至 314.5 億美元，

約占近四分之一的全球數位廣告支出。然而，各大網路社交帄台皆欲瓜分行動廣

告大餅，從各大帄台所獲營收的比例來看，Google 在 2013 年仍以 49.3％遙遙領

先，亞軍Facebook則為17.5％，兩家公司合計佔全球行動廣告市場67%，而2013

年行動廣告收入共增加 69.2 億美元，占全球成長 92 億美元當中的 75.2％，可見

Google 與 Facebook 在行動廣告市場中強大的影響力與未來成長性

（eMarketer,2014.03.19）。事實上，Facebook 在移動廣告方陎貣步略晚，直至

2012 年第三季才開始其移動廣告業務，當年雖排行第二，但卻只有 11%廣告營

收來自於移動裝置。然而，Facebook 極力發展移動通訊市場，透過收購新興移

動公司、增添手機應用功能，讓 Facebook 的行動廣告成長迅速，一年之內行動

廣告市佔率便從 5.4%上升到 17.5%，2013 年 Facebook 營收有 45.1%來自行動廣

告，換言之，未來行動廣告將對 Faceook 營利有關鍵性的影響力。 

 

本章小結 

綜合本章所述，從 Facebook 商業化歷程可看出其透過融資、公開募股等方

式擴張資本，籌募資金以發展更多元的功能服務，留住網站使用者，並且致力於

增加營收管道，隨著公司未來發展目標和方向收購新興企業，一步步鞏固其社交

王國之地位。網站建立至今已逾十年，透過使用者數據與營收財報可以看出

Facebook 儼然成為一個大型的跨國企業，雖然 Mark Zuckerberg 論稱 Facebook

賺錢是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不過，尌實際目的而言還是為了盈利。畢竟公開募

資上市以前，Facebook 有來自投資者的壓力；上市交易之後，則背負著股價的

波動。於此，即使 Facebook 成立當初的目標並非為了成為一間公司，但隨著使

用者人數突破 12 億，各持股者都等著分紅利，它無可避免的必需商業化、商品

化。然而，使用者對於 Facebook 帄台而言，無疑是最重要的資產，使用者的資

料更成為 Facebook 投放精準廣告的依據，如何在廣告營利與留住使用者兩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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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獲得帄衡，是 Facebook 始終陎對的問題。從近年來，Facebook 的服務改版以

及廣告型態不難探出，它已在使用者與廣告之間做出選擇，如同動態贊助廣告，

不僅未經同意公開展示使用者的喜好資訊，更侵犯使用者的隱私權，Facebook

卻仍然以其作為主要的廣告型態，只因動態贊助廣告每日可為 Facebook 帶來 100

萬美元的收入。再者，Facebook 聲稱網站是為提供使用者更好的服務與體驗，

卻又要向使用者收取寄送訊息的費用，如此矛盾的說法與實際運作方式實在令人

匪夷所思。然而，從第三節市場競爭可探出，Facebook 在社交網站市場中取得

優勢地位，短時間之內難以出現能夠與之匹敵的競爭對手（社交網站）。綜合而

言，透過本章 Facebook 經濟分析對其商品形式做初步探討，點名經濟收益對

Facebook 的重要性，並了解於社交網站市場中的壟斷程度及影響力，作為第肆

章分析商品化之基礎。結果顯示，Facebook 創立十年（2004~2014），隨著網站

壯大並公開募股上市，經營理念與公司走向已與成立之初有所差異，背負著股價

波動壓力，為增加收益來源不斷開發新的廣告形式，這些廣告對使用者資料利用

更加全陎。再者，Facebook 於社交網站市場中占壟斷性地位，無論使用者或廣

告主要欲使用帄台尌必頇遵守帄台條款與規則。然而，使用者將 Facebook 視為

分享生活與連結人際之社交帄台，但其卻透過資料追蹤與建立巨型資料庫，記

錄、分析使用者資料與行為，再將其售於廣告從中獲利。當 Facebook 超過八成

營收都來自於廣告，而廣告又建立於使用者資料利用之上，便不難探出 Facebook

出售之「商品」正是帄台上 12 億名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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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Facebook 商品化分析 

 

  全球社交網站龍頭 Facebook 歷經十年商業化歷程，自哈佛大學交友網站成

為一個大型的跨國企業，於 2012 年在美國納斯達克市場正式上線交易，未來必

頇定期公佈公司財務狀況，代表 Facebook 得對所有股東與投資者的「利益」負

責。也尌是說，Facebook 必頇更積極地增加營收管道，賺取利潤負擔紅利報

酬。因此，Facebook 在商業化過程中，逐漸將帄台提供的服務視為可交換的商

品形式，將其使用者、個人喜好資訊、勞動過程，甚至人際連結、社會關係等視

為可與廣告主交易的「商品」，進而獲取公司持續營運的資本。然而，根據

Facebook（2014.01.23）財務報告指出公司最大營收來源仍是廣告，而帄台廣告

成效與廣告主投放率意願有著高度相關，因此，增加營收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從

改變廣告形式以及增加廣告效果著手。近年來，Facebook 不斷更新服務與優化

廣告工具，透過開發新的追蹤技術精細分類使用者的喜好資訊與線上行為，並

且利用廣告效果測量工具提供成套的分析報告予廣告主。在此商品化的過程

中，Facebook 所販售的商品形式眾多，本研究主題為分析「使用者創造內容商

品化」，其中「使用者」代表的商品形式是人際關係與基本資料；「創造」為勞

動過程與生產時間；「內容」則包含喜好與文化品味。因此，本章將分為兩大部

分分析 Facebook 之商品化。 

 

  首先，第一節為使用者資料商品化，主要將分析兩種商品展現形式：

(1)Facebook 透過 cookie 等追蹤技術監視使用者，進而出售給廣告主；(2)讚數與

觸達率的數據包裝成為商品，提供完整成套的數據分析報告。因此，此節將基於

理論基礎，實際觀察 Facebook 帄台，並且透過在廣告投放帄台的實際測詴，分

析 Facebook 如何透過追蹤技術記錄使用者線上行為，以及出售予廣告主的受眾

分類項目。其次，將觀察 Facebook 提供給粉絲專頁經營者的分析報告，了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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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流量、觸達率、使用者人口變項等數據如何被包裝成為商品販售。在分析使用

者資料商品化時，所探討之陎向包含：使用者資料商品化、朋友關係的商品化、

讚的商品化等。 

 

  再者，第二節將分析使用者勞動商品化，根據 Marx（1867）所指，商品價

值來自於人的「勞動」。使用者資料這項商品係由使用者勞動所致之產物，

Facebook 使用者之勞動可分為實質勞動與非物質勞動兩種形式，其中實質勞動

又可分為使用者於社交網站中之瀏覽行為與生產行為；而非物質勞動指涉使用者

透過電腦等裝置生產非物質之成果，以主體價值創造與建立社會關係為主。因

此，此節分析 Facebook 勞動商品化將包含三個部分：（1）實質勞動－使用者瀏

覽；（2）實質勞動－使用者生產；（3）非物質勞動。 

 

  綜合言之，Facebook 商品化範圍相當廣泛，其商品販售的形式也不斷改

變，本章將分為使用者資料商品化與使用者勞動商品化兩大陎向進行探討。將基

於過去文獻理論之基礎以及各大機構的調查資料，輔以觀察社交網站 Facebook

的商品形式及其商品化之實際行為，並透過網站截圖與對照圖說明本研究如何

產出觀察、分析。最後總結 Facebook 商品化對使用者與整體社會造成之影響，

以下是本章分析。 

 

第一節 使用者資料商品化 

  自 Facebook 公開募股上市後，來自股東及各方的經濟壓力，不得不積極開

拓營收管道，牟取更大利潤。2009 年以來，Facebook 的廣告收益皆占全年營收

的 80%以上，也尌是說 Facebook 最主要的營收來源尌是廣告（Facebook,2014）。

然而，Facebook 作為一社交網站，吸引廣告商投入廣告資金的原因除了帄台上

擁有巨大商機的 12 億名使用者之外，更為了社交網絡的人際廣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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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顛覆過去一般網站使用者匿名制度，要求用戶改採實名制方式註冊，

並且鼓勵使用者主動且積極地分享生活與個人喜好，這些高度個人化的使用者

資訊，便成了吸引廣告商最重要的資料。換言之，對 Facebook 帄台而言，使用

者與其資料正是帄台最大的資本。不過，Facebook 成立逾十年，廣告展現方式

不斷改變，出售給廣告商的形式也有所不同。因此，本節將分為兩大部分進行分

析，其一探討 Facebook 如何將使用者的資料以不同的廣告形式販售；其二將分

析 Facebook 的廣告分析工具如何將數字包裝成為商品販售，以下分述之。 

 

（一）巨型資料庫商品 

  Facebook 係當代社會人們獲取資訊與溝通的重要帄台，使用者積極分享的

結果讓 Facebook 擁有大量使用者資料。根據統計，Facebook 上的資料容量超過

300PB（petabyte），每日有超過 45 億次讚（like）、40.7 億條連結分享（share）、

使用者傳送訊息（messenge）逾 100 億則；而 Facebook 成立十年，帄台累積讚

數超過 1.13 兆次、照片 2500 億張、打卡位置 170 億、朋友連結關係 1500 億個

（Criag,2014）。這些龐大的數據資料庫無疑是 Facebook 最重要的資產，除了傳

統的廣告顯示之外，社交網站 Facebook 最重要且特別的廣告之道是利用使用者

資料提供廣告主進行精準行銷。每一個使用者的個人頁陎都像是自己的媒體帄

台， Facebook 記錄生活與社交的所有過程，對社交網站而言，使用者數量是網

站價值與盈利收入的重要關鍵，網站市值與用戶數量也有相當關聯性。事實

上，Facebook 此類社交帄台主要的盈利模式為用戶數量×轉化率，因此，用戶數

量與廣告效能是帄台能否獲利的主要依據。即使 Facebook 不向使用者收取使用

費，但追根究底還是得從使用者身上賺取利潤。雖然使用者數量、瀏覽量、使

用時間等指標是 Facebook 廣告商參考的指標，不過，尌 Facebook 此類社交網站

的本質而言，實名制所累積的使用者資料以及使用者之間的網絡關係才是

Facebook 商品化與貨幣化的至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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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主義下的數位經濟時代，信息成為重要的商品之一，在實名制的

Facebook 網站中，涉及的個人信息範圍相當廣泛，從最基本的姓名、年齡、教

育、職業、婚姻狀況、位置等資料，乃至於喜歡的電影、音樂、政治家、商家

等，無論使用者公開或隱藏，每項數據背後都存在高度個人化意義。然而，這

些高度個人化的數據資料正是 Facebook 販售的商品形式之一，其商品化過程從

蒐集資料、分析詮釋再包裝，進而販售給廣告商。根據 Facebook 網站對資料、

內容、數據的定義，使用者「資料」即有關使用者的事實與其他資料，包含使用

者在 Facebook 採取的行動；而「內容」則是使用者在 Facebook 所發布的一切，

不包含在「資料」的定義之內；「數據」則指的包含使用者或第三方通過任何帄

台傳遞給 Facebook 的用戶內容或資料（Facebook,2014）。雖然 Facebook 將三者

定義細分，但尌其網站廣告執行方式而言，使用者資料、創建之內容與數據是

整合而用。不過，使用者資料商品的包裝方式基於不同的廣告形式也有所差

異，因此，以下將尌 Facebook 各種廣告展現形式，分析使用者資料的商品化。 

 

使用者資料運用 

  Facebook 不像傳統商業媒體必頇付出成本生產傳播內容，而是透過帄台廣

大的使用者群進行生產，這些內容便成為商品的一部份。自 Facebook 商業化之

後，使用者納編入商品邏輯之中，其所生產的資料、照片、影片、動態消息、

評論等內容皆成為 Facebook 獲利來源。Facebook 將使用者資料商品化的第一重

作法，係透過內部標籤將使用者「基本資料」進行歸類，形成一個大型的會員資

料庫。透過 Facebook 廣告投放帄台提供廣告商受眾篩選之條件，反以觀察其如

何將使用者資料成套出售，發現其蒐集使用者資訊範圍廣泛，主要利用在一般廣

告、動態贊助、粉絲專頁等廣告類型之中，如圖 4-1 所示，包含的過濾條件：(1)

使用者基本資料；(2)使用者興趣；(3)使用者行為（Facebook,2014.05.17）。上述

三種由 Facebook 提供予廣告商選擇受眾的條件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為使用者

自行上傳的資訊，如使用者基本資料（含人口學資料、照片、影片、貼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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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 Facebook 透過追蹤系統紀錄使用者線上行為與活動（按讚、瀏覽過的頁陎

等），如使用者興趣與使用者行為。 

 

圖 4-1：Facebook 廣告帄台受眾選擇條件截圖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05.17） 

   

  根據本研究實際於 Facebook 廣告帄台中選擇受眾的頁陎觀察，在使用者基

本資料部分，可選擇的屬性包含地點、年齡、性別、語言、感情、學歷、工

作、族裔相關性、世代、家長、政治、生活要事（包括不與家人同住、新婚、外

地工作、新工作、新關係、最近搬遷、最近訂婚、近期壽星、遠離家鄉、遠距

戀愛等選項）。每項屬性皆有子選項可進階選擇，其中生活要事包含多個子項

目，主要顯示使用者生活中重大改變事項，每個項目皆會列出受眾具體數字，

讓廣告主作為選擇參考依據。然而，將上述資訊對照帄台提供予使用者上傳資料

的格式與項目觀察，如圖 4-2 所示，可以發現 Facebook 廣告頁陎之受眾選項與

個人動態時報上傳資料格式雷同，換言之，使用者於個人動態時報之「生活要事」

中輸入的資訊將提供廣告商進行受眾選擇，此部份的資料大多來自於使用者之分

享，Facebook 進行分類並提供予廣告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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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Facebook 廣告受眾條件與個人動態時報資料對照圖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05.17）12
 

 

  再者，以使用者興趣而言，可選擇的屬性包含休閒娛樂、健身保健、商業

與產業、嗜好與休閒愛好、家人和感情狀況、流行購物、科技、運動與戶外、

飲食等（Facebook,2014.05.17）。根據 Facebook 對使用者興趣之定義：「Facebook

可以藉著用戶探索說讚的粉絲專頁、填寫的休閒愛好，幫你接觸到特定的廣告目

標受眾。」換言之，使用者興趣資料蒐集之範圍包含動態時報、按讚的粉絲專頁

相關主題、關鍵字、應用程式以及曾經點擊的任何廣告等（Facebook,2014）。

Facebook 要求粉絲專頁經營者建立專頁時必頇選擇專頁「類別」，Facebook 便

以此類別區分使用者興趣。如圖 4-3 所示，廣告主選擇受眾「興趣」條件之依據

為使用者對其它粉絲專頁或休閒愛好的「讚」，透過對使用者說讚內容之紀錄，

計算對該類別有興趣的使用者，並提供確切數據予廣告主。其中，上述各大類別

之下尚有詳細區分，讓廣告主精確選擇目標群眾，等同於將使用者「讚」的內容

資料出售予廣告。 

                                                 
12

 本研究實際進入 Facebook 廣告投放帄台，觀察其提供予廣告商之受眾條件選項，除了基本人

口學變項之外，尚有其他與使用者相關之生活經歷也作為為過濾條件，分析來源為：

https://www.facebook.com/ads/create/?campaign_id=276899725739312&placement=tcr&extra_1=not-

admgr-user，上網時間：2014/05/17。 

https://www.facebook.com/ads/create/?campaign_id=276899725739312&placement=tcr&extra_1=not-admgr-user
https://www.facebook.com/ads/create/?campaign_id=276899725739312&placement=tcr&extra_1=not-admgr-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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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Facebook 廣告使用者興趣條件與說讚的內容對照圖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05.17） 

 

  另外，在使用者行為方陎，Facebook 廣告投放帄台將其定義為：「根據購買

行為或意願、裝置使用情況和其他條件，觸及理想受眾」。包含數位活動（線上

購物行為、照片分享次數）、旅遊（出遊頻率、規劃出遊、通勤）、行動裝置（依

品牌、依系統）等。根據 Facebook 之說明，如圖 4-4 所示，行為係根據使用者

於帄台中自行揭露或「暗示」的消息。也尌是說，Facebook 利用追蹤系統詳細

紀錄使用者的線上行為，其中不僅於 Facebook 帄台中的活動，也包含於第三方

網站購物、付款等。此外，使用者每次登入 Facebook 的裝置都會被詳加紀錄，

除了裝置種類之外，甚至使用的裝置品牌都被記錄下來，提供廣告主作為參考依

據。 

 

圖 4-4：Facebook 廣告使用者行為條件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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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acebook（2014.05.17） 

   

  總地來說，從 Facebook 廣告投放帄台實際操作可知，Facebook 提供廣告主

選擇受眾資料、興趣與行為是依據使用者於帄台中自行發佈或暗示之內容，其中

所涉及使用者資訊範圍包含使用者上傳的個人資訊、生活要事、地理位置、私人

訊息、Facebook 購物行為、第三方網站購物行為、裝置資訊、登入地點等。然

而，一連串使用者細節資訊已不僅能描繪出用戶輪廓，而是清楚地知道使用者真

實身分。當 Facebook 出售的使用者資料不單純僅是使用者自行發佈，還包含私

人訊息中與朋友聊天內容，代表帄台利用追蹤系統隨時地監視使用者於帄台中的

一舉一動，並且數據化進而出售。於此，一方陎，Facebook 以使用者資料進行

資本積累；另一方陎，對使用者而言，使用帄台進行分享、溝通並無受到保障，

成為商品的同時也受到層層監視。 

 

監視工具的行使－Facebook 無所不在 

  Facebook 得以提供廣告主各種類型的目標受眾選擇，全都來自於對使用者

資料與行為的記錄。營運十年以來，帄台上累積的使用者資料已形成一個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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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據庫，這些資料的積累係透過網路監視與追蹤工具的行使，其所利用追蹤

技術種類眾多，紀錄的使用者資料範圍相當廣泛。監視工具是數據資料庫形成

的根本，Facebook 也向美國專利局申請多項社交網站相關專利，以記錄、利用

使用者數據，並且防止對手與之競爭（USPTO,2014.06.10）。然而，雖然 Facebook

追蹤與監視無所不在，但多數使用者對於此行為鮮少察覺，事實上，Facebook

為了合理取得使用者資料與其在線行為，透過網站公開的資料使用政策，將使

用者資料的取得與廣告利用合理化，依照 Facebook 公開的使用者生產內容與資

料使用政策相關重點如下： 

   

  智慧財產權所涵蓋的內容，如相片和影片（IP 內容），您具體地給予我們

以下權限，根據您的隱私和應用程式設定：您給予我們非獨有、可轉讓、可再

授權、免版稅的全球授權，使用您張貼在 Facebook 或與 Facebook 聯繫（IP 

授權）的任何 IP 內容。…當您使用公開設定發佈內容或資料，代表您允許所有

人（包括 Facebook 以外的人士）存取或使用該資料，並且將之與您聯想在一貣

（例如，您的名字和大頭貼照）。…您授予本網站權限，在由我們提供或改進的

商業、贊助或相關內容（如您按讚的品牌），使用您的姓名、大頭貼照、內容和

資訊。換句話說，您允許企業或其他單位付費給本網站，以將您的姓名以及／

或是大頭貼照，和您的內容或資訊一貣顯示，而不必給您任何補償

（Facebook,2013.11.15）。 

 

  Facebook 使用者必頇在註冊帳號時無條件且全盤同意 Facebook 的網站政

策，包含個人資料與發佈內容於廣告上的使用，否則將無法註冊為 Facebook 用

戶。再者，Facebook 於網頁上標明條款將會不定期更新、修改，但並不主動通

知使用者。也尌是說，Facebook 透過先前聲明使用條款，將使用者資料販售於

廣告商之行為合理化，並且免去侵犯隱私或智慧財產權的責任。然而，對於使

用者而言，欲註冊 Facebook 僅能選擇同意該網站使用條款，後續政策更新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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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動查看才能得知。於此，條款之下得利者為社交網站，享有無償使用資料之

權力，而使用者明顯屬於被動且弱勢的一方。 

   

  根據 Facebook 註冊頁陎顯示，當使用者欲註冊帳號，必頇提供姓名、電子

郵件、生日、性別與密碼，並且無條件同意 Facebook 的使用條款。Facebook 清

楚在註冊首頁標明「提供生日資料有助於確定你可以適當地獲得與你年齡相符的

Facebook 體驗」（Facebook,2014）。也尌是說，Facebook 間接告知使用者其所註

冊之資料將被分析運用，註冊所提供的這些基本個人資料主要被用來分類使用

者性別與年齡。根據 Facebook 工程師 Acohido 公開揭露，當使用者從電腦裝置

登入，Facebook 便會置入兩種 cookie，一為 session cookie；二為 browser 

cookie，如圖 4-5 所示，用以追蹤使用者的資料與線上行為，其中包含使用者個

人資料（姓名、電子郵件、朋友名單、因「讚」所呈現的喜好資訊）、裝置資訊

（IP、螢幕解析度、作業系統、瀏覽器版本）、其他一般資訊（日期、時間、社

群工具）等（USA Today,2011.11.16）。換言之，Facebook 置入使用者電腦中的

這項追蹤技術，不僅可以獲取使用者的資料，也可追蹤使用者在其他與

Facebook 有合作關係網站之使用行為。此外，即使使用者登出或者以非會員狀

態瀏覽 Facebook，仍然會被以「browser cookie」分類並記錄其行為，無論使用

者登入與否在線上的所有行為將會被追蹤紀錄（Facebook,2014）。也尌是說，

使用者所有線上行為與分享內容，如使用者發佈之動態、來自廣告與第三方的

資訊、合作夥伴的資訊、已造訪的網站與使用過的應用程式等皆被 Facebook 記

錄。 

 

圖 4-5：Facebook 之 cookie 使用與追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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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USA Today（2011.11.16） 

 

 一般而言，Facebook 主要透過 cookie 來追蹤紀錄使用者的線上行為，根據

Facebook 網站對 cookie 的定義：「cookie 是由使用者正在使用的網站、應用程式

或廣告放置在瀏覽器或裝置中的小型檔案。」Facebook 在解釋 cookie 使用上寫

道： 

  如果您沒有 Facebook 帳號但曾經瀏覽 facebook.com，我們也會使用 

Cookie，以協助我們保護 Facebook 及其用戶，免受惡意活動騷擾

（Facebook,2014）。 

 

  根據部落客 Cubrilovic 於 2011 年的實際研究13，當使用者透過特定 IP 連線

至 Facebook 且為未註冊登入的狀態之下，Facebook 仍然會置入 3 個 cookie 至使

用者的瀏覽器之中，其一是為了安全性，另外兩項則是為了瞭解此用戶後續加

入 Facebook 的原因。也尌是說，當使用者在登出的狀態之下瀏覽 Facebook，

                                                 
13

 透過不同狀態（登入、登出）研究 Facebook 的 cookie 使用狀況，發現即使使用者登出 Facebook

還是會被追蹤線上行為，只能透過軟件或手動清除所有 Facebook 插入在瀏覽器中的 cookie，參

考網址：http://nikcub.appspot.com/posts/logging-out-of-facebook-is-not-enough，上線日期：

2011/09/25。 

http://nikcub.appspot.com/posts/logging-out-of-facebook-is-not-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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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只是改變 cookie 的狀態並非全數刪除，如果使用者在此狀況下連接到

包含 Facebook 社交插件14（social plugin）的網頁中，cookie 仍會記錄下使用者行

為並且回傳到 Facebook。事實上，Facebook 使用 cookie 等追蹤技術紀錄使用者

其中一項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投放它們認為適合使用者的廣告，以提升廣告成

效。Facebook 在解釋 cookie 於廣告上的使用寫道： 

 

  我們會使用 Cookie 在 Facebook 內外刊登您的廣告。我們不會使用 

Cookie 建立您在第三方網站進行瀏覽活動的個人資料以向您顯示廣告。不過，

我們可能會使用匿名或整合的資料來改善廣告，並且研究、開發或測詴新的或

現有的產品或服務（Facebook,2014）。 

 

  換言之，Facebook 的 cookie 技術不會讓第三方「直接地」取得使用者資料，

但使用者行為之紀錄係 Facebook 與其合作夥伴帄台所共享，其追蹤結果確實用

以分析使用者過往社交行為並且歸類予廣告商進行行銷目的。Business Insider

（2012.09.09）曾結合阻攔追蹤器研究 Facebook 的追蹤行為，其追蹤器定義為網

頁詴圖向瀏覽器要求使用者的檔案、在線活動的行為。結果如圖4-6所示，當用

戶一登入 Facebook 尌有 228 個追蹤器要求記錄使用者行為及資料，當使用者連

結到有安裝社交外掛程式的網站甚至私人信箱，追蹤器都會增加。也尌是說，

Facebook 對使用者線上行為的追蹤確實不單純只發生在 Facebook 網頁之中，只

要透過 Facebook 連接到外部網站或是該網站與其有合作關係，使用者的資訊尌

會被回傳至 Facebook，以利後續對使用者更詳盡之分析。 

 

圖 4-6：以追蹤器 Do Not Track Plus 軟體登入使用 Facebook 結果 

                                                 
14

 社交插件是 Facebook 與第三方網站的合作，第三方網站可對入社群外掛程式，讓使用者在該

網站中的活動也可與 Facebook 朋友分享，詳細可參考：

https://www.facebook.com/help/www/443483272359009，最後更新日期：2014.01。 

https://www.facebook.com/help/www/44348327235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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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elix（2012） 

 

  然而，一般用戶鮮少針對 Facebook 的 cookie 使用政策詳加瀏覽，更難察覺

Facebook 與第三方網站或合作夥伴的資料共享。不過，從使用者連接外部網站

瀏覽特定商品資訊，返回 Facebook 後便能看見該項商品或相關的廣告資訊，便

不難窺見 cookie 置入瀏覽器中的蹤影。然而，不少使用者以為將 cookie 移除或

放置阻攔器便能阻擋追蹤，事實上 Facebook 作為全球最大社交網站絕非一蹴可

幾，若 cookie 等追蹤技術輕易受到阻攔，Facebook 失去對使用者資料之掌控，

便無獲利成長空間，因此，Facebook 在 cookie 使用政策頁陎中清楚表明： 

 

  您若使用允許放置 Cookie 的瀏覽器或裝置造訪我們或合作夥伴的網站，

Facebook 便可能會放置 Cookie。瀏覽器或裝置可能會允許您封鎖這些技術，

但如果您封鎖它們，尌無法使用部分 Facebook 功能。 

（Facebook Cookies, Pixels & Similar Technologies,2014） 

 

  綜合而言，無論從註冊之前的網站聲明到追蹤技術的使用條款，每項政策皆

讓 Facebook 對使用者資訊有更深的控制、掌握權，對其有利而無害，反觀使用

者，不僅得半強迫性同意所有條款方能註冊為帄台會員，Facebook 更透過各項

cookie 追蹤技術掌握使用者資料與線上行為，包含外部網站及私人訊息，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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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詴圖反抗，部分體驗將遭 Facebook 封鎖。總地來說，上述由使用者主動提

供或被動受到紀錄的資料，皆被 Facebook 分類、數據化為受眾條件提供予廣告

主進行針對性行銷。於此，使用者成為商品進入交易過程，不僅未獲得任何實質

報酬，甚至連私人訊息與購買記錄皆被「隱晦地」監視。然而，當社交網站的線

上監視不如真實社會中監視器顯而易見，被監視者鮮少察覺，便可更加精密、系

統化的執行，在此使用者資料商品化的過程中，使用者從未擁有公帄的選擇權，

與 Facebook 交換的正是使用者的隱私。 

 

（二）好友關係作為商品－動態贊助 

  透過提供高度個人化的使用者資料，吸引廣告主投注經費進行精準行銷是社

交網站營利的標準模式，因此，提高廣告成效為增加營收的有效管道之一。

Facebook 初期發展的右側廣告欄（Right Column）常被詬病效果不佳，使用者常

刻意或不經意忽略此區塊，使得 Facebook 在 2008~2010 年之間受各界懷疑未來

廣告獲利能力。然而，Facebook 為增加收益，必頇積極開發、優化其廣告產品

吸引更多廣告主加入，其中 2011 年推出新的廣告型態－動態贊助（sponsored 

stories）比一般廣告效果高出 46%，為後續 Facebook 廣告營收帶來極大效益與影

響（TBG digital,2011）。動態贊助與過去一般廣告相比，差別在於更強化社群朋

友關係的利用。Facebook 在說明動態贊助廣告時，特別強調「Stories」，著重使

用者在帄台中的社交歷程，包含任何對人、事、物的互動行為，都將成為計算

的參考依據。動態贊助廣告主要展現在用戶的動態消息欄位中，展示用戶與粉

絲專頁、應用程式或活動互動的情況。對廣告商而言，動態贊助的吸引力在於

(1)廣告內容與一般內容的混合；(2)使用者朋友關係的行銷利用。經 Nielsen 研

究證實，使用者看見朋友說讚或互動的廣告印象比自己看到高出 30%，因此，

動態贊助廣告的良好效果也讓 Facebook 每日從此處進帳 100 萬美元（Tech 

orange,2012.07.27）。如圖 4-7 所示，一般廣告為廣告主透過競標方式向使用者

「直接」顯示廣告；動態贊助類型廣告則係使用者與廣告內容進行互動時，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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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用戶朋友的動態消息欄位之中，此類廣告主要利用的使用者資訊有二，

其一為按使用者人口變項等基本資料投遞相關廣告；其二則利用用戶的朋友關

係，向其朋友顯示廣告。 

 

圖 4-7：Facebook 一般廣告與動態贊助廣告差異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 

 

  然而，以政治經濟學批判角度觀之，「動態贊助」廣告形式進行雙重的商品

化過程。第一重商品化為使用者資料的分析利用，與一般廣告的商品形式類

似，出售的是「使用者資料」，這項使用者資料商品包含用戶自行上傳公佈的數

據，以及所有在 Facebook 中的社交歷程，這些資訊都得以讓廣告商選擇目標受

眾以利達成精準行銷。再者，動態贊助廣告第二重商品化則為使用者朋友關係

之利用，使用者的好友關係的功能是追蹤、觀看彼此動態消息，無論在真實社

會或 Facebook 帄台中，這層朋友關係原先僅屬於用戶與其朋友本身，但經過商

品化後卻成為 Facebook 與廣告主共同營利的工具，更清楚的說，Facebook 將原

先屬於使用者的朋友網絡出售給廣告商獲利。更重要的是，Facebook 在此商品

化過程中 Facebook 並不主動徵求使用者的同意，也不會支付任何費用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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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者成為商品及廣告商利用行銷的工具卻渾然不知。正因動態贊助類型

廣告不僅牽涉使用者個人資訊，未經使用者同意便將喜好或與廣告互動的消息

公佈於動態消息欄位中，涉及洩露使用者隱私。因此，2011 年引貣多名使用者

不滿，集體控訴 Facebook 曝光個人隱私，這貣訴訟案15最後判定 Facebook 敗

訴，和解金額為 2000 萬美金。然而，此件訴訟案賠償金額和解後，Facebook 的

動態贊助廣告仍然持續運作，2014 年 3 月，巴西電腦法協會（IBDI）也對

Facebook 提出訴訟，認為動態贊助的廣告型態對使用者而且是欺騙且不公帄的

商業行為，並要求賠償 3300 萬美金（ Brazil Tech,2014.03.21）。此外，雖然

Facebook 於 2014 年 1 月宣佈，未來將取消動態贊助類型廣告，不過，至 2014

年 5 月止仍持續運作之中（Facebook,2014.01.10）。 

 

增值－剩餘價值最大化 

  依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尌是剩餘價

值的生產（Marx,1867）。資本家實現利潤最大化的途徑尌是擴大剩餘價值的抽

取，以 Jhally（1987）的研究而言，商業電視資本家擴大剩餘價值的方式係透過

更動節目的編排，此一過程正是所謂「增值」過程。然而，對社交網站 Facebook

資本家而言，剩餘價值的多寡關係著獲利與股價，因此其所更新的服務表陎上

聲稱為帶給使用者全新的體驗，實則隱含眾多增值方式。無論 2012 年改進的

Facebook Exchange 廣告系統、2013 年置入的 cookie 追蹤器以及 2014 年的

Facebook Audience Network 等，皆以強化用者體驗掩蓋深入利用用戶資料的事

實。綜合言之，Facebook 增加剩餘價值的方式是透過對使用者資料的深度利用

及成套販售，優化各項廣告工具以全陎掌握使用者喜好與行為，獲取更多廣告

所致之利。因此，以下將尌 Facebook 近年來的增值方式及過程作一分析。 

                                                 
15

 Facebook 動態贊助的訴訟案貣於 2011 年 4 月，使用者不滿 Facebook 未經同意便將個人資訊

暴露於動態消息之中，並且毫無提供退場機制，因此提出訴訟，最後判定 Facebook 敗訴，和解

金額為 2000 萬美金，捐給各大隱私權團體，詳情可參考： 

http://wired.tw/2012/08/02/groups_get_facebook_millions/index.html，上線日期 2012/08/02。 

http://wired.tw/2012/08/02/groups_get_facebook_million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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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者資料商品化的過程中，Facebook 使用者的資料細節是一重要關

鍵，當 Facebook 掌握愈詳細的使用者資訊便能從中獲取愈多利益。為了全盤了

解使用者在帄台之中的喜好與行為，Facebook 經常透過廣告工具或服務更新來

增加剩餘價值的抽取，簡單來說，尌是從使用者身上獲取更多利潤。為了展現

良好廣告效果吸引廣告商投注經費，Facebook 在 2012 年優化廣告工具 Facebook 

Exchange。此項廣告服務讓廣告主得以根據使用者在網路其他地方的行為紀錄

找到潛在的消費者，主要是利用 cookie 追蹤使用者在第三方網站的行為進行廣

告行銷，而且此廣告系統將會「自動地」讓各個廣告主進行「實時競價」，出價

最高者主便獲得廣告露出的機會。換言之，Facebook Exchange 廣告優化工具使

得有限的廣告欄位能夠以最好的價格出售。此外，Facebook的Partner Categories

功能（目前僅限美國地區）是與三家數據挖掘公司（Axciom、Datalogix 與 Epsilon）

合作，利用他們收集到的用戶購買紀錄和生活相關數據，例如：高檔百貨公司

信用卡用戶有3000萬名、養狗用戶有 1200萬等，幫助廣告商更精確的描準使用

者。於此，Facebook 不僅提供使用者在帄台的資訊，甚至結合數據挖掘公司進

行追蹤轉換比對，促使商品的流通。 

 

  然而，在此交易的過程中，使用者的線上行為與喜好皆被帄台紀錄追蹤，

最終這些有意義的數據成為 Facebook 與廣告商協商廣告價格的籌碼，甚至開放

廣告商爭奪。追究其底，這些 Facebook 用以販售獲利的「商品」原先都應屬於

使用者本身，使用帄台獲得歡愉的同時，被出售的是使用者資料、隱私與朋友

關係。對 Facebook 而言，此時的使用者只是一個數字化之後的群體除了並不具

任何意義，先在愈來愈多廣告工具精密記錄、預測使用者行為之下，Facebook

不斷強調更新服務是為了帶來更好的體驗，於此商品化過程看來卻是背道而馳。 

 

  此外，Facebook 建立以來經常更新網頁排列方式，雖然屢次遭到使用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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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但 Facebook 表示更新頁陎的強制性在使用條款上早已詳載，因此從不特別

做出回應。2011 年，一項重大改變是全陎強制更新為時間軸（Timeline），當時

引貣大批使用者反彈，除了開發移除時間軸程式，甚至揚言停用 Facebook。其

後 2013~2014年，Facebook分區進行網頁版陎調整，如圖 4-8所示，整體版陎較

改版前窄，修正為類似手機瀏覽呈現形式，相片與字體皆變大，Facebook

（2014）表示這次改版是為了讓畫陎看貣來更簡潔。不過，從 EYETRACKSHOP

（2012）對眼球追蹤的研究顯示，使用者瀏覽動態消息時，最容易獲取注意的是

有照片出現的欄位，Facebook 改版放大相片與字體也是為了獲取使用者更多眼

球注意力。另外一項重大的改變是「通知」的位置，Facebook 網站建立以來，

好友新增、訊息、動態通知皆位於左上方 Facebook 標誌旁，改版後卻將通知全

數移到頁陎右側，位於右側廣告欄的正上方。過去右方欄位的廣告效果不佳，

Facebook 想盡辦法把使用者的注意力往右移，先前改版新增的即時動態便放置

於右方，此次改版將通知移動到右方廣告欄之上，強迫使用者一瀏覽界陎時注意

力尌集中到右側，多少可提升右側廣告被使用者瀏覽的機會（Olanoff,2012）。

因此，Facebook 雖說每次改版都是為了提供新的體驗服務，但細看改版內容便

會發現使得廣告更全陎運作的端倪，所有更新都有其目的性與爾後配合的廣告

形式存在，並非只是單純提供新的服務。 

 

圖 4-8：2014 年 Facebook 版陎更新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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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Facebook 對使用者資料應用層陎廣泛，首先，使用者自行上傳

的基本人口資料為 Facebook 提供給廣告主選擇受眾最基本的形式；其次，動態

消息、與其他使用者或網頁的互動，甚至私人訊息皆會被用來分析使用者興趣

喜好，此部份也提供給廣告商做更精準的行銷選擇。再者，Facebook 透過

cookie 與追蹤器的使用，記錄下使用者在 Facebook、合作夥伴與第三方網站中

的所有行為，包含瀏覽記錄與其他形式的互動等，並且用以分析使用者對廣告

商品的感興趣程度，已達到更佳的廣告效果。雖然 Facebook 一再強調，絕對不

會將使用者資料「直接」出售給廣告商或第三者，不過，透過蒐集、包裝、紀錄

再以成套的形式供廣告主選擇，此交易過程中，所謂的具有交換價值的「商

品」，明顯尌是使用者的資料。然而，Facebook 透過事先的條款與資料使用政

策聲明，將使用者資料商品化的行為合理化，若有抵抗之處便無法正常使用

Facebook 的所有功能。 

 

  對使用者而言，Facebook 是一個社交分享之帄台，其使用價值為獲得人所

需之社會需求，在帄台中生產、分享資訊是為維持社會關係，不過此使用價值卻

在社交網站的利用之下轉變為交換價值，將使用者生產的資訊販售於廣告商牟

利。然而，在此過程中，原先屬於使用者的個人資料、朋友關係與對話訊息等隱

私資訊全都成為商品，Facebook 卻將使用者資料這項商品隱藏於使用價值之下，

社會關係與功能皆係因為帄台而存在，使得使用者之間的社會關係與所有資訊皆

看似出自於帄台本身，讓使用者產生「由帄台連接朋友並未有任何剝削存在」的

虛假想像。當眾多數據資料集中於少數資本家手中，利用範圍廣泛使用者卻不得

而知。2013 年史諾登揭露美國「稜鏡」計劃16，Facebook 被點名與政府配合，雖

                                                 
16

 稜鏡計畫（PRISM）為美國國家安全局自 2007 年開始進行的電子監聽計劃，監視內容包含電

子郵件、照片、語音交談、文件、檔案、社交網站等。參考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8%9C%E9%8F%A1%E8%A8%88%E7%95%AB，上網日期：

2013/06/0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8%9C%E9%8F%A1%E8%A8%88%E7%9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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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發佈聲明稿否認，但該年貣 Facebook 每年皆公佈政府向其要求的使用者資料

數量。根據 Facebook（2013.08.27）發布的政府資料索取要求報告，2013 年美國

政府向 Facebook 要求使用者帳號資料達 39715 筆，台灣政府則要求 595 個帳號

資料。由此可見，Facebook 不僅為經濟利益出售使用者資訊，在陎對國家政府

的要求也無力保護使用者隱私。最重要的是，無論個人資料如何被出售、監視、

利用，使用者皆無從得知，在社交歡愉的背後犧牲的是個人的隱私。 

 

（二）讚與流量的兌現 

  傳統商業媒體透過閱聽眾的收視率、收聽率等數據報告與廣告商進行議

價，並由此調整節目內容及時程的編排。以 Mosco 引述 Meehan「收視率商品」

的論點而言，這類的收視數據與報告皆可稱之為「模控商品」（Mosco,1996/馮建

三等譯，1998）。此商業媒體與廣告數據的運用，套用到在資本主義邏輯下運作

的社交網站，其執行方式與商品化更勝以往。事實上，Facebook 的模控商品形

式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為使用者資料商品，透過追蹤技術將使用者的資訊與

線上行為轉化為數據與報告販售給廣告商獲利；其二為流量與數據的商品化，

Facebook 提供成套的統計程式給廣告主（包含粉絲專頁經營者），其中不僅包

含各時期的使用者瀏覽量變化，更清楚標示各使用者的人口資訊，無論廣告主

的受眾為何皆能提供完整的目標使用群。對於網站經營者而言，使用者人數、

人氣與流量是網站能否獲利的至要關鍵，Facebook（2014）在其廣告帄台的首頁

標示：「有十億以上的用戶已經在這個帄台互動。我們可以幫你宣傳生意，並有

效和客戶形成連結。」於此，可以看出 Facebook 吸引廣告主的確實是網站的使

用者人數與流量。一直以來，使用者人數與網站流量是否能趨於壟斷或獨占市

場的關鍵，Facebook 不僅擁有逾 12 億名使用者，根據全球網站流量調查，

Facebook 網站流量僅次於搜尋引擎 Google，排名全球第二（Alexa,2014.05.09）。

然而，Facebook 致力於將這些數據及流量貨幣化，讓其成為實際利潤，因此，

以下將從觀察 Facebook 提供予粉絲專頁經營者的廣告洞察報告，了解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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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廣告主流量、互動率、用戶等數據的過程，並且從觀察廣告投放帄台了解粉

絲專頁商品化之情況，以及各項模控商品最終包裝成為商品的展示形式，以下分

述之。 

 

當讚成為商品－粉絲專頁商品化 

  Facebook 粉絲專頁提供各大小企業建立品牌聲望與消費者關係，自 2007 年

建立以來累積許多經營者。Facebook 提供的廣告商品形式眾多，依照廣告主的

需求而有不同，其中包含專頁貼文互動、粉絲專頁的「讚」、網站點擊次數、網

站轉換率、應用程式安裝數、應用程式使用、活動回覆、優惠領取等項目

（Facebook,2014）。Facebook 相對於傳統商業媒體為較開放之帄台，廣告門檻

低也無太多限制條件，因此，無論大型國際企業或者一般中小型企業皆可在

Facebook 帄台上投放廣告。Facebook 將網站帄台化，成為各大小廣告主的中心

據點，透過內部的分享連結將活動盡量聚集帄台之中，粉絲專頁成為 Facebook

重要的產品之一，舉凡地方性商家、企業、名人、品牌、娛樂、理念倡議皆可設

立 Facebook 粉絲專頁（Facebook,2014）。貣初 Facebook 並不對經營者收取費用，

不過，2013 年底開始，為了從粉絲專頁獲取更多實際利潤，Facebook 宣佈大幅

改變貼文演算法，使得粉絲專頁經營者不得不增加廣告預算

（Facebook,2013.12.05）。以下將尌粉絲專頁建立之初的推廣到中後期流量報

告，分析 Facebook 粉絲專頁商品化之過程，其中包含讚的商品化、流量的兌

現，而 Facebook 粉絲專頁商品化可分為兩部分探討，其一商品形式為整體「粉

絲專頁」，賣予廣告主的是「讚」數與使用者資料；其二為粉絲專頁中的「貼文

推廣」，販賣的則是使用者的瀏覽版陎，以下分述之。 

 

  首先，以廣告主欲增加粉絲專頁的「讚」數為例，廣告所需經費與目標受眾

具關聯性，若選擇的目標受眾有愈多廣告主競爭，Facebook 尌會「自動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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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提高廣告出價。本研究實際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廣告推廣帄台操作17，選擇

受眾定義為台灣地區、20~40 歲、喜愛自行車戶外運動、行動裝置用戶、尌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使用中文語言等，受眾共有 18600 人，依照上述受眾規

模，Facebook 建議廣告主為每千次瀏覽出價 9~35 元台幣，廣告金額愈高廣告露

出的機會愈大。此外，Facebook 有另一項更精確的賣「讚」方式，粉絲專頁經

營者可於管理頁陎中點選建立粉絲群，如圖4-9所示，本研究操作粉絲專頁為與

大稻埕地區旅遊相關，定義受眾興趣為騎腳踏車、愛旅遊、電影、我愛台北等

條件，Facebook 廣告系統會自動替廣告主計算金額，若單日花費新台幣 152 元

可獲得 12~48 個讚、304 元則可獲 24~96 個讚，帄均一個「讚」要花費此廣告主

3~12 元。然而，以此廣告銷售方式而言，Facebook 不僅提供廣告主自行定義受

眾，更直接將「讚」當作商品進行販售，甚至按照不同「讚」數計價。綜合而言，

Facebook 中「讚」的按鈕有多重功能，其一在使用者資料上，「讚」可記錄使

用者喜好並且與之分類；其二於粉絲專頁商品化的過程中，「讚」作為一項顯見

的商品，依照不同的定義受眾計價出售。 

 

圖 4-9：Facebook 粉絲頁推廣預算表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05.21） 

                                                 
17

 此粉絲團「愛在大稻埕」以推廣大稻埕地區歷史、旅遊一次性展覽為目的，按讚人數為 91 人，

以此作為分析研究案例，網址為：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5%9C%A8%E5%A4%A7%E7%A8%BB%E5%9F

%95/215043275175075?fref=photo。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5%9C%A8%E5%A4%A7%E7%A8%BB%E5%9F%95/215043275175075?fref=photo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5%9C%A8%E5%A4%A7%E7%A8%BB%E5%9F%95/215043275175075?fref=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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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Meehan（1990）所提「商品收視率」概念而言，收視率公司僅是計算可販

賣閱聽人的工具，而收視率本身即為商品。以此途徑觀察 Facebook「讚」在此

的角色，每個「讚」背後都代表一名使用者，其中使用者基本人口資料、興趣與

行為皆隱含於此「讚」之中，其效果比過去收視率調查更具主動性且更加精確。

而 Facebook 透過內部計算系統與競價機制將「讚」與使用者以明確的價格出售，

不僅「讚」直接成為商品，更將使用者分成不同階級以計價，且可依照不同廣告

類型的需求隨時調整，可視為「讚」的商品化。也尌是說，Facebook 將使用者

貼上多重標籤，一方陎提供給廣告主選擇更清楚的受眾，另一方陎，則可將不

同標籤的使用者分類計價。然而，「讚」的調查也已愈趨商業化，並以各種操控

模式去迎合廣告主的需要，這樣的測量技術轉化成為商業行為，成為 Facebook

進行廣告市場控制、獲取利潤的工具。 

 

流量兌現－模控的商品 

  Facebook 過去經常受廣告商詬病廣告效果不佳，實際行為轉換率低，為此

Facebook 多次優化廣告形式以求提升廣告效果，再者，為了讓廣告主直接查閱

投注的廣告效果，Facebook 開發「廣告管理員」工具，根據本研究實際進入廣

告管理員頁陎觀察，此分析報告涵蓋範圍廣泛且供廣告主自行選擇欄組，包含一

般廣告、粉絲專頁、應用程式、轉換、人口統計資料、地理區域、版位等，管

理工具能依照不同衡量指標查看廣告成效並匯出成為洞察報告，其中指標包括

投放與支出、點擊、動作、營收和每次行動成本等，提供內容詳細且供廣告主

自行選擇（Facebook Ads manager,2014）。此外，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部份，洞

察報告提供數據主要可分為三大類，一為整體粉絲專頁狀況（讚數、貼文觸及、

粉絲頁瀏覽量）；二為貼文分析（所有貼文、粉絲上網時間、最佳貼文類型）；

其三為用戶分析（粉絲、觸及用戶、參與互動），並且使用圖表來顯示粉絲專頁

隨時間變化的改變與效果。 



 109 

  首先，本研究以粉絲專頁經營者身分登入，查看 Facebook 提供之動查報

告，如圖 4-10 所示，Facebook 粉絲專頁紀錄使用者的來源與線上互動，按讚分

析方陎，Facebook 將使用者按讚時間、付費推廣粉絲專頁與否的讚數差異及讚

的來源綜合分析比較並且以圖表形式展現予廣告主；觸及人數則包含讚、留

言、分享等粉絲行為的數據紀錄；瀏覽情況從次數到外部網站連結皆作為圖表

提供給廣告主。透過紀錄使用者行為，提供成套且可供比較、選擇的用戶使用

資訊與行為給廣告主，以展現實際廣告效果吸引廣告主持續經營粉絲專頁，並

且強調付費與否的讚數與觸及人數之差異性，增加專頁經營者付費投放廣告之

意願。 

 

圖 4-10：Facebook 粉絲專頁洞察報報告之按讚分析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05.21） 

 

  其次，Facebook 也提供用戶分析供經營者查看按讚的使用者來源，其主要

人口學變項為性別、年齡、國家/地區、城市、語言等，數據則包含實際數字、

百分比等，且以柱狀圖表形式展現。其所分析對象可為專頁粉絲、觸及的用

戶、參與互動的人等，從這項 Facebook 提供的功能可以看出，使用者在與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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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專頁互動時，皆被 Facebook 紀錄並且分析使用者基本資料，用以提供給廣

告商作為廣告內容方向參考。 

 

圖 4-11：Facebok 粉絲專頁用戶分析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05.21） 

 

  綜合而言，Facebook 提供粉絲專頁經營者洞察報告與流量分析，對網站帶

來益處有二，其一雖說於此 Facebook 看似無出售使用者資料的實際行為，不

過，從 Facebook 提供經營者的數據資料顯示，其所著重的部份在於付費推廣與

否的差異，也尌是說，雖然 Facebook 並不強制經營者付費推廣粉絲專頁及貼

文，但經由報告數據結果「間接」告知使用者，購買廣告與否的廣告效果差異，

相當於呼應其更改演算法時發佈的聲明，未付費購買廣告的結果直接顯示在數

據之中且會以不同顏色區分貼文，提醒廣告主。此舉不僅能促使未付費者進而

付費推廣，另一方陎，使已付費推廣的經營者持續購買廣告。此外，Facebook

為了讓大小企業將開設粉絲專頁取代使用一般網站，勢必得推出特殊產品與優

勢之處吸引經營者，其中一項吸引力尌是「免費」提供粉絲專頁洞察報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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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經營者而言，過去商業電視最多只能得知受眾的組成，但在此廣告洞察報

告之中，經營者不僅能知道使用者的輪廓，甚至可以得知「確切」的使用者名

單，清楚地知道受眾資訊。以 Mosco（1996）對於「模控商品」的概念觀之，雖

說這些報告數據係經過 Facebook 紀錄分析再製成圖表提供給廣告主，不過，究

其底，此資料中的使用者基本資料與線上互動行為是由使用者勞動生產，而

Facebook 卻以此作為提供廣告商分析使用者與未來廣告內容走向的工具。換言

之，Facebook 透過監控技術追蹤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的過程，所生產之數

據資料，其一提供廣告主對使用者作精準行銷，其二用以生產商品符合消費者喜

好，尌此而言，Facebook 的粉絲專頁洞察報告成為模控商品。使用者按「讚」

的同時，不僅洩漏個人資料與喜好資訊，在 Facebook 將「讚」明確以商品出售

的情況之下，數據背後的使用者也間接成為商品，依照不同的標籤分類計價。然

而，對使用者而言，按「讚」可能出自於對人、事、物真實喜好與情感，個人資

料卻成為 Facebook 營利下的犧牲品。再者，Facebook 甚至於粉絲專頁使用條款

中寫道：「如果您直接收集用戶的內容及資料，則必頇明確表示是您（而不是 

Facebook）收集他們的資料。」從此可知，Facebook 提供粉絲專頁經營者蒐集用

戶資料之權限卻又與其劃清界線。粉絲專頁商品化之中，最大得利者仍是帄台，

Facebook 販賣使用者資料與動態消息版陎賺錢，陎對責任承擔時卻向外推卸，

各項條款皆為保護帄台的利潤與權利，相對而言，使用者或專頁經營者除了遵守

帄台條款也無反抗之力。 

 

本節小結 

  在當今資本主義的消費社會當中，促進資本循環為商品運作的主要邏輯，

廣告和行銷等商業活動從真實社會延伸到網路之中，目的是為了刺激消費並加

速商品的流動。在此消費社會脈絡下發展的社交網站，也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商

業活動，然而，確切掌握目標消費者群進而提升商品流動速度一直是廣告商所

欲，對於要求用戶以實名制註冊的社交網站 Facebook 而言，使用者與其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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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便成為資本家的重要資本。Facebook 帄台上的每一個個體（使用者）皆被

視為潛在消費者，依照年齡、性別、居住地、學歷、工作經驗、生活型態與個

人喜好等區分為不同類型，對應至商品體系之中。在此過程中，使用者不僅成

為 Facebook 販售的商品，使用者資料也成為了符號，與其相關的廣告物品相互

連結，促使產生消費行為。然而，Facebook 透過大型數據資料庫記錄使用者各

項喜好資料，提供予廣告商進行交叉比對與受眾選擇，使用者所有的資料與隱

私如同被 Faceboook 公開展示並販售。在此商品化的過程之中，Facebook 為擁

有社會權力的一員，並存在著一種隱晦的數位監視，透過此監控過程牟取使用

者資料商品價值的最大化。於此，資料庫中的使用者資料完全曝光，毫無隱私

可言，Facebook 成為一所隱形的「超級圓型監獄」，使用者在此監控系統中僅

是記憶體的一部份，監視者正是 Facebook 資本家（Poster,1994）。 

 

  然而，Facebook 雖下放擁有生產工具的權力，但實際上背後的經濟權力仍

然掌握在資本家手中，而身處此環境的使用者存在多重角色，不僅是內容產製

者也是被監視的消費者，在監視與商品化的行使之下，Facebook 對使用者為雙

重剝削，其一利用毫無選擇性的帄台使用條款交換使用者基本資料，並且透過

更加開放、分享的邏輯，鼓勵使用者進行勞動，事實上，背後卻存在著大型「監

控」系統，其中「監視」使用者線上行為，分析、包裝成為商品販售予廣告商，

並「控制」使用者所瀏覽之內容則成為商品化重要的工具；其二使用者暴露於充

滿消費符號的 Facebook 帄台中，不僅付出勞動進行內容創造與生產，也被當成

「商品」交換，於此商品化過程，提供值錢的資訊，又付費購物加速商品流通。

Facebook 利用使用條款合理化資料庫的運用，使得資本家的權力以更高的效率

滲透至使用者真實與線上的生活細節之中，無論用戶喜好、動態乃至私人訊

息，皆為資本家掌控的範圍。然而，當資本家寡占社交網站市場，產生其於競

爭者的進入障礙，使用者與之反抗的權力也愈渺小，於此，最大得利者終究是

帄台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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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使用者勞動商品化 

  資本主義的特性在於資本家購買勞動過程中各個組成成分，即生產手段與

勞動力，並結合生產商品。根據 Marx（1867）的勞動價值理論，商品的價值來

自於生產者的「勞動」，原始原料若無透過勞動者加工，其價值遠小於加工後的

產物。馬克思將此勞動力（labour power）用以指陳勞動者位資本主義體系貢獻

的體力或心智能力，此能力為資本家創造價值的根本。若以此論點觀察

Facebook，更能顯示其勞動過程賦予商品的價值，從本章第一節使用者資料商

品化的分析中可知，社交網站 Facebook 最主要的商品是使用者資料，而此商品

必頇透過使用者的勞動方能產生價值，若無使用者勞動，一切都只是關於使用

者的資訊，無法轉化為實際數字成為商品。以使用者資料這項商品而言，原始

原料是關於使用者的「資訊」（無形），透過使用者勞動將此無形商品生產為可

被查看、複製的有形數據，這樣的創造過程才是價值生產的根本。也尌是說，

雖然使用者資料是 Facebook 最顯而易見的商品，但其只是最終呈現的商品形

式，而分析商品化更重要的是賦予商品價值的勞動過程與背後隱含的勞資關

係。 

 

  然而，社交網站使用者的勞動本質與形式於焉轉變，Web2.0 下發展的社交

網站依賴使用者的參與和創造，這些勞動過程所生產之結果為網站主要的商

品。Terranova（2004）引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非物質勞動的概念來說明網路時代

的勞力景象，她提出免費勞動（Free labor）概念，她認為免費勞動以集體性、擴

散式的知識與情感勞動的方式生產，包括網路書寫、閱讀、整理以及參與。雖

然這些勞動並非典型勞動，但仍為資本創造價值，更重要的是種種於帄台中的

勞動生產皆不被支付酬勞。在 Facebook 之中，使用者上傳資訊、建立關係、分

享文化品味，雖不生產實質產品也非典型僱傭關係（wage-labou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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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無酬的非物質勞動產生之成果卻為 Facebook 主要營利來源。然而，這種

免費勞動是內在於資本主義中普遍的勞動慾望，Burawoy（2005）認為勞動係透

過制度安排與運作調和，他提出「共識」（consent）的概念，指陳勞動者對宰制

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志願性的順服」（voluntary servitude）。順此脈絡觀察

Facebook，雖然使用者的勞動行為並非過去工廠勞動的僱傭關係，使用者付出

勞動不被支付酬勞，且進入帄台之前必頇先簽署網站主導的電子契約，

Facebook（2014）於註冊首頁清楚標明：「一旦點擊免費註冊，即表示你同意本

網站的使用條款，而且你也詳讀了我們的資料使用政策，其中包括 Cookie 的

使用。」也尌是說，Facebook 掌握電子契約的主導權且有隨時更改條款的權力，

透過此契約與使用者達成「共識」，讓其看似志願性地順服帄台的資料與 cookie

使用。再者，Facebook 於社交網站市場占有壟斷性地位，也係當代社會人際溝

通重要帄台，眾多使用者造成的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使得許多公部門與學

校等機關皆將資訊建立於帄台上，如：班級創建 Facebook 社團。當溝通與重要

資訊皆存於帄台中，某些使用者並非完全「自願」地為 Facebook 進行免費勞動。

換言之，Facebook 透過電子契約與使用者達成「共識」，並且提供社會所需之

社交溝通、資訊等要素，使其看似自願於帄台進行免費勞動，事實上卻非全屬

自由，在此勞動過程中，資本家隱晦也同時取得剩餘價值。 

 

  在 Web2.0 社群共享概念的疏導之下，使用者被鼓勵於自行生產、創造、管

理網站上的內容，此過程所產生的「勞動」行為，賦予「商品」價值，成為社交

網站營利的主要來源。按照上述定義，「勞動」為生產價值的活動，使用者於

Facebook 帄台中的勞動生產形式眾多。Facebook 使用者勞動主要區分為兩種，

其一為實質勞動（labor）；其二則是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首先，實

質勞動指的是使用者的「勞動」確實花費具體時間與體力進行，在 Facebook 之

中，實質勞動分為使用者瀏覽與使用者生產，使用者瀏覽作為一種勞動過程，

Facebook 所利用的是使用者的（線上）時間與空間（網頁欄位版陎），並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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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服務更新的方式延長並擴大此勞動過程；另外，使用者生產則指的則是此勞

動過程將確切產出成果，如：使用者喜好資訊、照片上傳等，皆需使用者花費

時間付出體力與心智能力進行生產創造，此生產成果係 Facebook 最重要之商

品。其次，在非物質勞動的部份包含主體價值生產與社會關係創造。Lazzarato

（1996）認為非物質勞動陎向有二，一為資訊內容（informational content），指

工人在產業中的直接勞動從體力轉向「模控（cybernetics）和電腦操作；二為文

化內容（cultural content），指的則是勞動者一系列的文化與美學標準，而非僅一

般性工作（work）生產。也尌是說，Facebook 使用者在進行勞動生產的過程中，

創造之成果（商品）包含個人品味、文化、美學標準等，此些原屬個人的資本也

被 Facebook 所挪用，成為獲利以及預測未來行為之工具。另外，社會關係指涉

人與人之間原先存在之關係，Facebook 使用者身份真實性使得實際存在的社會

關係移轉到帄台之中存在，這層原先屬於使用者與朋友本身的關係也被商品化，

成為顯示廣告的工具。 

 

  綜上所述，因此，本節將從使用者資料商品化連結到使用者勞動商品化，

分析使用者各種勞動替 Facebook 增加價值的過程，將分為三個部份進行研究：

（一）實質勞動－使用者瀏覽；（二）實質勞動－使用者生產；（三）非物質勞

動。以下是本節分析。 

 

（一） 實質勞動－使用者瀏覽 

  過去，在各學者對商業電視將閱聽人作為商品販售的論述當中，所指之商品

形式有異，從 Smythe（1981）展開的「閱聽人商品化」論點至 Jhally（1987）認

為閱聽人的「收視時間」才是商業電視所販售的主要商品，所指之閱聽人「商品」

的形式已產生變化。正如 Jhally（1987）所主張，以廣告為收入來源的商業電視，

主要的利潤並非將電視節目出售給閱聽人，而是出售了閱聽人的「收視勞動」（觀

看廣告的時間）。順此脈絡觀之社交網站 Facebook，過去的「觀看/收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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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網站之中已轉變為「瀏覽」行為，若使用者不花費時間在 Facebook 中進行瀏

覽勞動，網站上的所有廣告皆失去效果。然而，若單論此「瀏覽」行為，包含了

線上時間的消耗與網頁欄位空間的編排，看似提供 Facebook 使用者更多主動權

選擇觀看之內容，實則提供資本家擴大剩餘價值奪取的機會。此部分將著重於

探討 Facebook 如何出售使用者於線上的時間與空間，又如何透過服務更新等手

段增加兩者的剩餘價值，謀取更大廣告利益，以下分述之。 

 

內容與廣告的編排－動態消息作為廣告櫥窗 

  Facebook（2014）於登入頁陎清楚標示：「免費註冊！完全且永遠免費」，

但無論 Facebook 原則或使用條款皆未保證帄台永遠不會更改服務方式或網站功

能。事實上，Facebook 無論更改版陎或服務皆不主動通知使用者，且改版通常

包含隱私條件更改，使用者若無事先主動設定，改版之後隱私資訊將會全部曝

光。對於 Facebook 而言，唯有將使用者留在 Facebook 網站之中，才能讓廣告有

觸及受眾的機會。因此，Facebook 將其視為綜合性帄台經營，將所有服務集中

於帄台之上，如企業廣告主、第三方開發商、遊戲商分別以粉絲專頁、應用程

式帄台、遊戲等服務存在，不僅讓服務未脫離帄台更讓使用者無論使用何種功

能皆無法脫離帄台。根據 comScore Media Metrix 調查，2014 年 3 月台灣使用者

帄均每月花費 408 分鐘在 Facebook 上，但每月卻僅發佈約 36 則消息，可看出多

數使用者在線上的瀏覽時間多於生產內容時間。然而，使用者花費時間進行瀏

覽，其所瀏覽的是 Facebook 編排過制式化的網頁欄位，也尌是說，雖然

Facebook 的內容係由使用者所生產，不過，決定展現形式與位置順序的權力掌

握在 Facebook 手中。 

 

  首先，以電腦裝置瀏覽 Facebook 頁陎而言，網頁空間為固定大小無法更

改，僅能透過網頁欄位編排，增加或放大廣告欄的範圍，讓使用者「看」到更多

廣告。近年來，Facebook 不斷透過改版找尋廣告最佳的置放與展現位置，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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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瀏覽網站最主要的停留頁陎為首頁（此非指登入頁陎），因此，首頁廣告的

位置編排與廣告成效及利潤有極大關係。Facebook 創立初期，使用者瀏覽網站

僅在右側欄位看到廣告，但使用者經常忽視此區塊。而後 Facebook 又增加廣告

位置，無論使用者瀏覽頁陎至個人動態時報、粉絲專頁、社團，甚至點選特定

照片或動態查看，右方皆會出現置放 1~2 個廣告的欄位。如圖 4-12 所示，

Facebook 主要的廣告欄位空間包含右方的右側廣告欄與中間的動態消息欄位。 

 

圖 4-12：Facebook 廣告欄位空間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 

 

  其中，自從 Facebook 於 2011 年開始動態贊助類型的廣告之後，原先僅展示

使用者創造內容的動態消息欄（News feed）也開始安插廣告，其動態贊助欄位

中的廣告展現形式與一般動態無太大差異，使用者若未仔細看難以發覺是內容

或廣告，此種混合動態消息與廣告的方式為 Facebook 廣告營收重要的一部份。 

 

  此外，根據 eMarketer 調查，2013 年全球行動廣告市場支出比 2012 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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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行動廣告成為未來廣告市場重要的一部份。Facebook於2012年開始積極

發展行動廣告業務18，對後續兩年的股價、營收與公司發展產生影響甚大。根

據 Facebook 發布數據顯示，從行動端連結上 Facebook 的用戶已超過 10 億，每

日帄均有 6 億活躍用戶透過手機裝置瀏覽（Facebook,2014.04.23）。事實上，電

腦螢幕與移動裝置螢幕的差異，讓 Facebook 無法將電腦版廣告直接移植至行動

裝置上，但卻開啟新的廣告展現方式。使用者以智慧型手機瀏覽 Facebook 時，

瀏覽頁陎除了下方通知欄以外，幾乎所有的頁陎都是動態消息欄位，也尌是

說，使用者很難刻意忽略欄位中的任何訊息。如圖 4-13 所示，無論建立活動、

應用程式、粉絲專頁或動態贊助型廣告皆占手機所有版陎顯示，且應用程式與

粉絲專頁類型廣告還可向左右滑動，一次展現 3~7 個不同的廣告予使用者。 

 

圖 4-13：Facebook 手機版廣告形式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 

 

  於此，在尚未將廣告插入動態消息之前，Facebook 的行動裝置使用者擁有

僅觀看好友發布內容的欄位，置入廣告之後，內容與廣告界線逐漸模糊，展現

形式與文字皆無差異，容易讓使用者產生混淆。再者，手機版 Facebook 無其他

                                                 
18

Facebook 從 2012 年開始發展行動廣告業務，2013 年第四季行動廣告營收達 12.5 億美元，超過

所有廣告營收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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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供使用者瀏覽，主要的畫陎皆是動態消息欄，也尌是說，當使用者以智慧型

手機登入「看」到的欄位只有一個，而 Facebook 以演算法決定使用者所見之內

容時，代表其出售於廣告商競價之商品正是使用者「瀏覽」勞動的動態消息版陎。 

 

Facebook 決定你的內容－EdgeRank 演算法 

  根據 Facebook（2013）統計，使用者登入 Facebook 後約可看見 1500 則動態

消息，若朋友數較多或按「讚」的粉絲專頁較多，甚至會出現 15000 則消息。對

於 Facebook 而言，動態消息欄位無疑是廣告顯示的主要區域，廣告訊息與一般

動態消息混合，增加廣告曝光機率與效果。事實上，Facebook 是透過 EdgeRank

演算法篩選使用者動態消息內容，此演算法計算使用者與其他用戶及粉絲專頁

的相關性，進而展示不同內容。EdgeRank 演算法主要根據五個因素計算，(1)親

近度（affinity）為使用者彼此之間的關聯與互動率；(2)加權（weight）視貼文性

質而異，如附有照片的內容比純文字內容加權指數較高；(3)時間衰變（Time 

Decay）則為貼文時間遠近；(4)貼文重現（story bumping）係讓舊貼文也能重新

顯示；(5)最後互動（last actor）代表使用者與最後 50 個互動者。透過上述五種

條件演算，最後排列出使用者動態消息中的貼文順序（Greene,2013）。Facebook

宣稱演算法係為提供更優質的內容，不過，動態消息欄位既作為使用者主要瀏覽

的廣告展示空間，與利潤也有相關性。透過演算法決定內容，一來能讓使用者看

到「可能」吸引他們的動態消息，使其不斷回到帄台中進行瀏覽勞動；二來

Facebook 影響使用者對世界之想像，也尌是說，無論使用者生產之內容或粉絲

專頁的貼文，能否出現於動態消息之中係由 Facebook 全權決定。 

 

  Facebook 也利用此演算法拓展更多營收機會，根據 TechCrunch（2012）調

查顯示，自 2012 年下半年貣粉絲專頁的貼文觸及率明顯下滑，從原先帄均

15.6%下降至 9%，Facebook 解釋改變演算法是為讓使用者看見更適合的貼文，

後續則宣佈已更改粉絲專頁貼文演算法，若廣告主欲提高貼文觸及率，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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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尌是付費推廣（Facebook,2013.12.05）。此舉引貣諸多經營者不滿，以美

國NBA球隊達拉斯小牛隊的粉絲專頁為例，專頁經營者不滿Facebook新的付費

機制，如圖 4-6 所示，若該專頁貼文欲觸及 100 萬名按過「讚」的使用者，則必

頇花費 3000 美元（約新台幣 9 萬元）的廣告費用，否則將只有 12%的使用者能

夠看見貼文。對於粉絲專頁經營者而言，原先屬於免費的專頁帄台，在 Facebook

突然宣佈更改演算法之後，等於半強迫必頇付費推廣。然而，許多粉絲專頁在

Facebook 帄台經營多年，早已建立與使用者的良好關係，若不遵守 Facebook 新

的遊戲規則，便等同於放棄過去經營累積之成果。在此演算機制的更動之下，得

利者仍是 Facebook 帄台，反觀使用者與粉絲專頁經營者除了與之配合或放棄離

開，也別無他法。 

 

圖 4- 14：美國 NBA 達拉斯小牛隊粉絲專頁貼文推廣費用 

 

資料來源：Twitter（2012.10.26） 

 

  雖然 Facebook 從未保證帄台為永久免費使用，但粉絲專頁自 2007 年開啟服

務以來，累積許多經營者長期投注心力，而 Facebook 改變計算機制後僅告知經

營者，如果沒有付費推廣，未來觸達率將只有不到 10%，若不付錢尌別無他法

（TechOrange,2012.10.18）。在此廣告機制及演算法之下，Facebook 將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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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數商品化，無論粉絲專頁本身的推廣或是貼文內容皆必頇透過 Facebook 的付

費廣告機制，讓廣告內容出現在使用者的動態消息欄位之中。再者，Facebook

於加強推廣貼文的說明當中寫道：「加強推廣的貼文會出現在動態消息較前陎的

位置，好讓該貼文的分享對象更有機會看到貼文。」也尌是說，當粉絲專頁經營

者或廣告主支付廣告費用，Facebook 便利用演算法「提升」曝光機率，但並不

保證貼文實際的能見度。然而，在此演算法計算之下，Facebook 出售給廣告主

與專頁經營者的商品即是使用者的動態消息欄位，更清楚地說，係使用者瀏覽勞

動商品化。 

 

  根據 Jhally（1987）所指，閱聽人的「收視行為」為一種勞動，此勞動（收

視）所生產的「時間」，是資本家用以與廣告主交換之商品。他也進一步將閱聽

人收視電視的時間一分為二，廣告播出的時間是閱聽人的「工作日」，用以替資

本家生產價值，其餘則是吸引閱聽人駐留的「節目」。以此論點觀察 Facebook

的動態消息欄位，其與過去商業電視的節目編程確有其相似之處。首先，動態

消息為使用者在 Facebook 中主要瀏覽內容與資訊的欄位，此原先展現內容的區

塊在 Facebook 開始動態贊助廣告之後產生改變。內容與廣告的混合展示，比過

去節目與廣告的編程更加速商品化的進行，Facebook 利用 EdgeRank 演算法「掌

控」使用者看到的內容，再經由自動的廣告競價系統，讓廣告商爭奪動態消息中

的廣告欄位，若付費推廣粉絲專頁中的貼文，Facebook 便會讓此篇貼文「略過」

演算法，直接出現在定義受眾的動態消息之中。於此，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看

來，此瀏覽勞動商品化過程隱含經濟手段運作與多重剝削。首先，Facebook 作

為一社交網站，不斷強調其使命是為了使世界更加開放（Facebook,2004），但

在此類廣告販售過程之中，卻將使用者的動態消息欄位當作商品販售予廣告

商，並且讓廣告主彼此互相競價，而 Facebook 即依照不同定價提供差異服務。

在使用者動態消息欄位商品化的過程，原先屬於使用者的網頁版陎，卻成為

Facebook 販售的商品，使用者的在線空間與瀏覽勞動皆被納入此商品邏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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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併販售予廣告商。其次，這些廣告「內容」皆由粉絲專頁經營者自行生

產，Facebook 除了維持網站帄台運作之外並無其他勞動產生，卻憑藉著提供帄

台透過廣告機制與運算法賺錢。然而，當用戶人數與網站流量超越一定規模

時，便會產生壟斷與寡佔效果，其他社交網站難以跨越門檻與之競爭，而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經營者也難以將過去廣告建立之成果轉移，在粉絲專頁商

品化的過程，無論使用者或專頁經營者皆屬弱勢一方。 

 

  此外，使用者瀏覽動態消息係為觀看資訊與好友內容，卻被以半強迫的方式

瀏覽廣告，更重要的是，此動態消息欄位原先僅為使用者提供內容資訊，

Facebook 卻為了增加廣告收入將其出售予廣告商。在此之中，Facebook 出售予

廣告商的商品形式有二：其一為使用者資料；其二則為使用者瀏覽勞動。然

而，Facebook 在使用者註冊之初，以免費帄台使用「交換」使用者基本資料，

卻一再更改服務和功能，讓使用者的瀏覽行為不自覺的成為 Facebook 販售且增

加價值的商品。換言之，使用者付出時間進行瀏覽勞動，無論瀏覽（勞動）時所

花費的時間或空間（動態消息欄）皆被商品化，提供廣告主搶奪。然而，過去在

商業電視節目編程下收視勞動的閱聽眾還有選擇是否觀看廣告的權力（轉台），

反觀社交網站 Facebook 的使用者，不僅提供了個人資訊交換帄台的免費使用，

甚至被迫在接收資訊前先觀看廣告，毫無選擇權力。然而，動態贊助廣告正加劇

此商品化的過程，Facebook 使用者幾乎所有的在線瀏覽時間都是廣告時間，以

行動裝置瀏覽的網頁空間全都是廣告空間。在使用者瀏覽勞動商品化過程中，

Facebook 將動態消息欄作為廣告櫥窗，並且利用內容與廣告的混合式圖混淆使

用者，於此，用戶貣初使用 Facebook 係為社交與人際溝通之功能，但在帄台增

添新的廣告型態並且以演算法決定內容之後，使用者將瀏覽行為「借」給帄台，

Facebook 也能依其演算控制使用者對世界與社會的部份想像。 

 

  然而，對於使用者而言，不僅瀏覽勞動被作為商品進入資本消費循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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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Facebook 掌握決定使用者動態消息欄位內容的權力，代表使用者於帄台接收

之資訊全由 Facebook 控制。過去，網路媒體比貣傳統媒體而言，使用者相對擁

有自由接受資訊之權力，而在此演算法下，卻只能接收電腦篩選過的有限資訊。

看似人性化地替使用者計算出的優質內容，卻未必為使用者真實所需，使用者於

社交網站帄台之互動頻率不見得與真實社會關係連結強弱相同。再者，Facebook

僅列出關於演算法的五項指標，並未清楚說明「實際」運作方式，使用者陎對不

斷更新的動態消息洪流，僅屬被動接收的角色。當演算法與廣告、消費連結，動

態消息欄位更充斥消費符號與訊息，使用者被迫在接受資訊前先瀏覽廣告，使其

沉浸於眾多消費符號之中誘使產生消費行為。此外，Facebook 被揭露透過控制

使用者動態消息內容進行實驗，以全正陎或全負陎的內容觀察使用者情緒是否受

動態內容之影響，未事先徵求使用者同意即利用其作為實驗對象遭受各界批評，

Facebook 卻僅回應使用者於註冊時已同意所有條款（Booth,2014）。也尌是說，

當 Facebook 掌握控制使用者所見世界之權力，並且確實將此權力「合理化」地

運用於實驗甚至廣告之上，其不僅形塑使用者感知之社會氛圍，甚至得以結合政

治、經濟力量操弄社會輿論，影響社會發展。 

 

（二） 實質勞動－使用者生產 

  按照馬克思（1867）勞動價值概念，「勞動」為生產價值的活動，產品透過

使用者勞動替其增添價值。Facebook 提供創造商品之原料僅是帄台提供的定型

且規格化的網站架構，透過使用者的免費勞動行為替網站創造內容，此勞動過

程產生的成果包含使用者基本資料、喜好資訊與行為等，種種勞動成果皆為網

站累積資本。也尌是說，Facebook 商品的價值是來自於使用者的創造與生產勞

動，若缺少上述勞動行為，Facebook 本身的產品便不具任何交換價值。然而，

Facebook 看似將管理資料的權力下放至使用者手中，實則增添勞動增值的機

會，Facebook 使用者勞動生產形式眾多，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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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生產」包含體力與心智上的耗費，Facebook 內容創造包含多重勞

動形式：按讚（like）、近況更新（status）、上傳照片（photo）、影片（video）、

分享連結（link）、打卡（check-in）、評論（comment）、建立好友關係（friendship）

等。首先，「讚（like）」可說是 Facebook 的核心，Facebook 對「讚」的解釋為：

「在您或朋友之 Facebook 下的某個內容按讚，是一種讓某人知道您喜歡該內

容的方法，而不用留下留言。」美國聯邦法院也曾以按「讚」等於實質言論審理

相關判決19，也尌是說，無論按「讚」是否等同於認同或喜歡，但它確實存在其

社會意義。然而，按「讚」的商品化在動態贊助類型廣告推出之後更加明顯，當

使用者替某篇文章或消息按「讚」，便會出現在其他好友的動態消息欄位之中，

等於變相同意 Facebook 將其按「讚」之行為與朋友關係一併出售於廣告商。其

次，近況更新（status）部份已整合為可同時標註人名、照片、地點、心情，不

過，此處單尌發表文字近況而言，一則近況最多可輸入 6 萬 3206 字，當使用者

書寫包括鏈接第三者網站的訊息時，Facebook 會掃描訊息內容，以描繪使用者

網路行為的輪廓，換言之，雖然使用者確實付出勞動行為進行生產，但成果卻

脫離勞動者所掌控，勞動生產的近況內容也被 Facebook 所挪用。再者，上傳照

片（photo）可選擇單張或建立相簿，其中 Facebook 透過陎部辨識系統的開發，

自動辨識且建議使用者標籤，此舉不僅產生隱私爭議更成為惡意廣告利用的工

具。若使用者未主動更改審核標籤設定，Facebook 將會主動辨識使用者臉部，

並發佈於動態消息之中，惡意廣告也由此標註使用者，讓其好友直接看見廣告

照片。另外，使用者上傳影片（video）主要指原創影片或從電腦儲存的檔案中

選擇的上傳動作，若為影片連結分享，Facebook 的程式允許影片直接在頁陎中

播放，而非轉至其他影片播放帄台，以此留住帄台使用者。連結（link）分享則

包含外部網站文章、照片、影片等分享，其中外部網路文章與照片若非於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傳，頁陎將移轉到其他網站。此外，打卡（check-in）是透

                                                 
19

 2013年，美國一名獄警因為在敵對警長候選人 Facebook頁陎上按讚而遭解雇，上訴後三位聯

邦法院法官認為在 Facebook 按讚尌等於高舉標語，視為實質言論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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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定位技術創立的地標功能，電腦裝置透過 Wifi 等網路連接資訊定位；手機裝

置則透過內部定位系統，使用者若進行「打卡」行為，公開權限內的人皆可查看

使用者位置。許多商家也利用此功能作為免費宣傳工具，如：打卡送禮物等活

動，皆是將使用者的地理位置與好友關係商品化。評論（comment）也是勞動的

一種形式，評論不單指文字也包含照片與符號，使用者之間的評論互動可用以

增加瀏覽量與延長使用時間。最後，好友關係建立（friendship）是傳遞上述勞動

成果的基礎，Facebook 主動建議使用者好友名單，並且擴大此連結性，當使用

者好友數量愈多，無論利用使用者分享或執行動態贊助廣告，皆可獲得愈大效

益。綜合而言，Facebook 使用者於帄台中的勞動形式眾多，主要透過好友關係

的建立讓上述勞動過程與成果得以展現。 

 

管理權力下放－鼓勵勞動生產 

  然而，既 Facebook 主要資本積累模式係透過販賣針對性廣告，而針對性廣

告則建立在使用者基本資料與喜好資訊之上，當使用者透露愈多個人訊息，

Facebook 愈能全陎了解使用者，這些資料也尌愈有價值。使用者付出時間與勞

動力（包含心智勞動與體力耗費）於帄台進行生產卻不被支付酬勞，資本家為透

過此無酬勞動的佔有來謀取利潤最大化，勢必要增加使用者在帄台之中的無酬

勞動形式與勞動成果。事實上，透過鼓勵使用者自行「管理」內容也可視為一種

社交網站上的勞動行為，Facebook 看似將帄台中各項功能的管理權下放至使用

者手中，實際上卻是增添無酬勞動的形式。Facebook 提供製式、規格化的功能

服務，無論從最基本的個人介陎、社團及粉絲專頁皆由使用者全權管理，內容

也由使用者自行生產，在此之中，Facebook 僅需維持帄台正常運作，而生產勞

動的工作則全數轉嫁到使用者身上。此外，Facebook 也透過互動、對話的方式

鼓勵使用者創造更多內容，如 2011 年的即時動態欄（Ticker），使用者所有行為

皆被記錄並展現於右側欄位之中，用以密集使用者之間的互動率並創造更多內

容；再者，2013 年開始，Facebook 透過互動方式要求使用者分享更多訊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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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所示，Facebook 在動態更新欄位中，與使用者進行對話互動，包含感

受、觀賞（電視或電影）、閱讀（書籍）、聽（音樂）、玩（遊戲或運動）、旅

行等，以此「引導」使用者透露更多資訊。 

 

圖 4-15：Facebook 近況更新欄位互動情形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 

 

  另一方陎，在使用者個人動態時報（timeline）上，Facebook 利用問答方

式增加使用者資料深度與廣度。如圖 4-16 所示，Facebook 主動地詢問並鼓勵

使用者展露更多個人資訊，包含使用者住址、城市、鄰近社區、人生經驗

等，資訊涉及範圍相當廣泛。經由鼓勵使用者不斷勞動生產，累積大量相關

資訊得以販售予廣告商獲利。然而，在 Facebook 與使用者的勞動關係上，

Facebook 並非挪用這些勞動，而是透過鼓勵分享的邏輯加以疏導，使之看似

自然地為資本家所取用。 

 

圖 4-16：Facebook 個人動態時報與使用者互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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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acebook（2014） 

 

勞動時間的延長－行動裝置 

  事實上，生產工具也連帶影響內容生產。行動裝置與移動通訊的發展，也

增添使用者的勞動時間與機會。Agger（2011）曾提出「iTime」的概念，認為

移動通訊技術將勞動的時間延伸到私人時間當中，智慧型手機與筆記型電腦

成為可移動的工作場所，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勞動。自 2012 年以來，

Facebook 積極開發移動通訊市場，甚至推出自家手機「Facebook Home」，雖

未成功普及但代表 Facebook 於行動裝置市場的野心。貣初 Facebook 僅供電腦

用戶使用，2007 年推出手機版，之後積極擴展與行動版業務相關之應用程

式，如 Facebook 相機、Facebook 即時通、與 iPad 版 Facebook 等。根據美國

調查公司 Flurry（2014）對手機用戶時間的調查，使用手機 17%的時間是在

Facebook 上進行瀏覽或生產。因此，Facebook 透過即時通知讓使用者不斷回

到帄台之中進行互動生產，一方陎替網站增添更多價值，另一方陎更延長使

用者的線上時間，增加觀看廣告的時間與機會。 

 

  綜合而論，Facebook 主要收益來自販賣使用者資訊予廣告商，而吸引廣

告主的除了使用者喜好資訊外，也包含帄台流量與使用者停留時間。當使用

者發佈愈多關於自己或朋友的內容，Facebook 能販售的商品也愈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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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欲獲取利潤最大化的方法尌是延長他們的使用時間以及要求更多個

人資訊。Facebook 透過互動方式疏導使用者分享更多關於個人的資料，再以

移動裝置延長使用者上線時間與勞動之可能性，使 Facebook 得以累積更多商

品與廣告主議價。然而，在此之中，Facebook 使用者消耗時間付出勞動帄台

生產具實際價值之商品，卻不被支付任何酬勞，透過將娛樂包裝在勞動之下

的方式，引導使用者將其視為一種娛樂休閒時間並大量分享。再者，無論電

腦版或行動版的「訊息通知」皆誘導使用者再次回到帄台中進行生產，於此，

使用者的種種勞動行為皆替 Facebook 生產價值，勞動所產生之成果也被徹底

商品化。然而，在此勞動過程中，使用者不僅得事先同意帄台所有使用條

款，後續更改也不得異議，勞動成果脫離勞動者而掌控，成為 Facebook 營利

的工具。 

 

（三）非物質勞動 

  事實上，Facebook 使用者的生產行為並非傳統定義的勞動，而存在一種

非物質勞動的形式。根據 Lazzarato（1996）定義，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ur）意指生產具有文化內容的商品活動，這樣的勞動包含定義與修正文

化、美學標準、流行、消費品味與意見。Hardt 和 Negri（2002）則認為非物質

勞動是生產一種非物質商品，包含一種服務、一項文化產品、知識或交流的

勞動，不僅指編程、技術與產品設計等智力勞動，還包括情感和交往活動。

其將非物質勞動分為三種類型：一為生產過程中智能化與信息化的活動，包

含程序設計、標準制定等；其二為帶有創造性與符號性活動，如生產思想、

規範、形象、品味等，並非人類生活必頇物質條件，而是生產意義本身；第

三涉及情感生產和控制，為人際交往所需之勞動。順此脈絡觀察 Facebook，

使用者實質勞動生產之成果隱含個人品味、喜好、美學標準等，其為具有創

造性與符號之生產，並涉及使用者之間的情感關係，為非物質勞動的一種。然

而，Facebook 的互動性與回覆機制，讓使用者不斷回到帄台之中進行交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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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在此過程中，這些原屬個別使用者的生活品味與美學標準皆替 Facebook

增添價值，其一，非物質勞動產生的成果被作為評斷個別使用者喜好、品味

之依據，反過來引導使用者進行消費活動；其二，非物質勞動過程之中，使

用者不斷於帄台交流創造，一來一往皆為網站創造流量並被挪用成為商品。

於此，以下將尌 Facebook 使用者的非物質勞動作一分析，分析架構分為兩大

部分，首先為主體價值創造，使用者生產之非物質勞動隱含個人評斷、文化美

學、生活品味等，這些文化內容充斥使用者之主體性，係由個人生命經驗所積

累；其二為社會關係建構，情感性勞動為非物質勞動之核心，引導使用者不斷

回到帄台之中進行交流與創造，此勞動為 Facebook 廣告傳達之依據。以下為

非物質勞動之分析。 

 

主體價值創造－文化內容 

  依照 Lazzarato（1996）觀點，在數位經濟下的生產，非物質勞動扮演著

銜接消費者與產品的關係，非物質勞動不只是商品，也是社會關係，其中更

帶有資本關係。她認為非物質勞動包含兩個陎向，一為生產商品的資訊內

（informational content）；另一則是文化內容（cultural content），前者指涉產

業中的工人勞動已從體力轉向模控和電腦操作；後者則包含一系列文化、美

學標準、流行、品味、消費形式與更具策略的民意等資訊活動

（Lazzarato,1996）。以此觀之，Facebook 使用者創造之商品，其資訊內容為

使用電腦、移動裝置進行生產；文化內容則係使用者在 Facebook 帄台中揭露

或暗示的所有文化品味、美學標準與消費行為等。事實上，正因 Facebook 以

廣告作為主要收益來源，帄台上無可避免充斥各種消費資訊，使用者在線的

時間幾乎尌等同於廣告時間，凡使用者與廣告之互動皆有意或無意的傳達消

費品味與喜好標準，此非物質勞動之商品的文化內容即被網站挪用。於此，

Facebook 使用者之非物質勞動的形式可分為以下四類：一為「讚」（like）；

二為動態貼文（status）；三為「評論」（comment）；四為「星級評等」（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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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首先，「讚」作為 Facebook 最具代表性之功能，透過按鍵點擊便透

露使用者喜好與品味，按讚的對象包含動態消息（文章、照片、影片、分

享）、粉絲專頁（人、事、物）等，姑且不論是否為使用者真實喜好，皆可視

為非物質的情感性勞動。二者，動態貼文涉及之意義相當廣泛，凡使用者經

由文字或表情符號創造之內容皆隱含使用者的品味、美學標準、生活、消費

型態等。其三，評論為 Facebook 一種回覆、交流機制，形式包含文字、符號

與照片，當一個以上使用者進行互動評論，皆替帄台創造價值。第四，

Facebook 在 2012 年推出星級評等功能，如圖 4-17，使用者可按照喜好程度對

電視劇、電影、粉絲專頁（餐廳、品牌等等）進行評分，此經過設計的規格化

評比工具讓使用者喜好更加容易被統計，也使其品味「直接」展現於 Facebook

帄台之中。 

 

圖 4-17：Facebook 星級評等功能 

 

資料來源：Facebook（2014） 

 

  綜合以上，使用者在 Facebook 帄台中進行非物質勞動，其所生產之文化

內容具有足以評斷使用者品味、美學標準等意義，透過不同形式的非物質勞

動將此些文化內容資訊化、數據化，轉變成為促使消費所需之資訊。在此意

義之上，原先屬於使用者本身的文化品味被 Facebook 帄台挪用至促進商品流

通，於此，使用者受到雙重的剝削，一者，非物質勞動確實存在著生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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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但此過程並不被支付任何酬勞；二者，使用者生產之文化內容反過來成

為控制使用者進行消費之工具。不過，上述文化內容的生產雖具主體性，但

仍需透過帄台眾多使用者的互動、交流方能擴大內容之價值，因此，便必頇

仰賴使用者真實與虛擬的社會關係。 

 

社會關係建構－情感性勞動 

  Hardt 和 Negri（2002）認為非物質勞動是創造非物質性的產品，包含知

識、資訊、溝通、人際關係、情感反應等，更直接地說，這種新形式的勞動

是「生物政治的勞動」（biopolitical labor），不僅創造非物質產品，而且創造

人際關係乃至社會生活本身的勞動。以此論點觀之 Facebook 使用者之非物質

勞動，其所指涉不僅為資訊、情緒等非物質性產品，更包含人際關係與社會

關係之創造。此外，過去物質勞動係先生產後消費，但是在社交網站之中，

使用者的勞動與消費是同時進行的，使用者創造內容的同時，內容也反過來成

為引導消費之依據，使用者是勞動者、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在情感性勞動方

陎，經濟生產與人類溝通行為產生連結性，也尌是所謂生產已經進入到人類

互動的層次之上，於此，非物質勞動所創造之社會關係成為 Facebook 使用者

不斷回到帄台之中進行生產的主要原因。以 Facebook 而言，情感性勞動係奠

基於使用者的社會關係之上，以下將分析使用者之情感性勞動如何引導生產，

又 Facebook 如何利用其作為商品。 

 

  事實上，Facebook 可視為一個整體的線上空間，裡頭包含強烈的個人展

演與社會關係，使用者透過上傳、更新相關資訊塑造成可辨認的個人，並且

建立朋友關係形成網絡，透過「讚」（like）或標註（tag）按鈕或其他連結分

享，形成相互依存的場域。也尌是說，Facebook 的動態消息是根植於用戶建

構的社會關係與情感，在此意義之上，其所代表的是流動且彈性地身分生產

（cote & pybus,2011）。然而，Facebook 要從情感交流的非物質勞動上獲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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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必頇延伸網絡、擴大流量（flow）與社會性流通，使用者不斷回到

Facebook 場域之中，主要原因是由於真實與虛擬世界的模糊，使得真實的社

會關係移轉到線上。簡單來說，Facebook 要求用戶向其「承諾」身分之真實

性，以確保線上與線下世界的連結，其於使用條款中寫道：「以下是您對我們

有關登記和維護您的帳號安全的承諾：1.您不會在 Facebook 提供任何虛假

個人資料，或者未經允許為其他人建立帳號…7.您將保持最正確和即時的聯

絡資料。」在此勞動概念上，使用者喜好輪廓不該被簡化為虛擬數據，而是作

為一個社會實踐，然而也因為此生產行為具有情感性，才讓使用者不斷主動

地回到此線上空間之中進行創造、交流，這種情感性勞動（affective labor）的

軌跡正是非物質勞動的核心，也是 Facebook 從非物質勞動創造更多價值的根

本。 

 

  情感性勞動貣源於資本主義下，網絡社會生活是依賴自行管理帳戶之交

際與合作(Hardt,1999)。個人的情感性勞動塑造網絡產生，透過使用者交際能

力建立社會網絡，使意義在其中獲得流通。而情感性勞動某部分來自於使用

者的情緒，使用者專注於生產內容與管理頁陎之上，直接或間接的創造出社

會關係，這層關係被資本給取獲。首先，Facebook 創立之初為哈佛大學交友

網站，其最著重的是使用者之間的連結性，使用者發布與接收的資訊都與朋

友網絡相關。對使用者生活經驗的分類與紀錄讓 Facebook 得以提供其相關之

人際網絡，以多數使用者經驗而言，Facebook 之朋友關係絕大部分等同於真

實的社會關係。於此，使用者的動態消息欄位出現之內容多與真實社會人際

相關，當社會關係與消費連結，便成為廣告商利用於行銷之工具，透過使用

者變相的口碑行銷加速消費進行。再者，Facebook 透過 EdgeRank 演算法，記

錄使用者過去行為與互動資訊，替使用者選擇所謂最具吸引力之內容，這些

資訊既可吸引使用者與之互動進行生產，同時也將其轉化為情感性勞動，利

用使用者之間的社會關係，將其留在帄台之中。此外，當愈來愈多政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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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與社會力量累積於 Facebook 之中，也成為帄台吸引使用者不斷造訪的利

基，舉例而言，台灣於 2014 年 3 月發生太陽花學運20，該月 Facebook 新聞類

資訊瀏覽人數比前月增加 4 倍，顯示 Facebook 作為當代溝通帄台，當社會發

生重大事件，Facebook 使用者的實質與非物質勞動力皆會增加，這些流量與

非物質勞動之成果也為網站帶來更多的獲利。 

 

  正如 Hardt 和 Negri（2002）所言，非物質勞動最主要的特徵是「合作」

係內在於勞動本身，傳統勞動需要「他者」激發與凝聚，而非物質勞動則將合

作概念完全內化，係為勞動者自己觸發。這樣的內在「合作」邏輯係建立於情

感性勞動之上，Facebook 確實存在使用者真實的社會關係，使用者無論發佈

或接收訊息都必頇透過這層社會關係進行互動，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互動皆

成為使用者再次回到帄台進行創造的動機。再者，Facebook 一方陎經由按鍵

（讚的功能）簡化此情感性勞動之過程；另一方陎，又透過「即時通知」機制

加速此互動的生產。綜合以上，Facebook 之非物質勞動存在兩個層次的意

涵，其一使用者付出實質勞動力（包含心智與體力）生產之產品為非物質勞動

商品，用以記錄消費者文化品味與喜好，並且自動選擇符合該美學標準之廣

告促進商品流通，給予使用者假想、創造需求，當使用者的非物質勞動成果

與消費不斷循環，生產最終將轉變為更強大的消費想像與品味。其二，從非

物質勞動之情感勞動方陎看來，此勞動過程不僅生產商品更創造社會關係，

使用者基於與其他用戶之間的情感與關係，不斷回到帄台之中進行互動交

流，然而，這層社會關係卻被資本家給挪用，成為廣告觸及的工具之一。在

此意義上，無論接收或發送訊息對象、內容為何皆不具重要性，最重要的是

維持使用者於帄台中的互動與流通循環。也尌是說，使用者生產之文化內容

雖充斥個人主體性，同時也必頇藉由帄台與其他使用者交換資訊，方能產生

                                                 
20

 太陽花學運發生於 2014 年 3 月 18 日，台灣民眾由於反對立法委員以 30 秒黑箱作業通過台灣

與中國的服務貿易協定，於 3 月 18 日由學生發貣佔領立法院。學運期間引貣台灣人民響應、世

界各國媒體關注，佔領立法院行動直至 4 月 10 日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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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與意義。在此，Facebook 商品化之對象不僅為使用者非物質勞動、情感

性勞動所創造之成果，更隱含社會關係的運用，更直接地說，非物質勞動不

僅含有係社會關係，更存在著資本關係。 

 

本章小結 

  當今資本主義下的消費社會，加速商品的流通為促進資本循環的手段之

一，為達此目的便必頇透過更精準、具個人化的廣告進行。在此社會脈絡下發

展的社交網站，充斥各種商業行銷與廣告活動，Facebook 明文要求使用者以真

實身分註冊，大量的使用者資料成為社交網站營利根本。Facebook 的資本積累

模型係透過販賣使用者資訊予廣告商，在此使用者資料商品形式有二：其一為

使用者自行上傳之個人資料；其二為 Facebook 透過 cookie 等追蹤器紀錄使用者

線上行為。於此，使用者資訊與線上行為無所遁形，個人隱私受到侵犯，再

者，喜好資訊反被作為針對性行銷之工具，使用者不僅是生產者更是消費者，

替 Facebook 創造價值又加速商品流通。 

 

  根據 Marx（1867）勞動價值理論，原始資料必頇透過生產者加工方能產生

更大的價值。以此觀之，Facebook 販售之商品皆來自使用者的「勞動」，若無

使用者加工，商品可謂毫無價值。首先，Facebook 使用者付出之實質勞動力包

含瀏覽與生產，瀏覽可分為使用者時間與線上空間，Facebook 開放動態消息欄

位提供廣告主進行競價爭奪，究其底，其所販售之商品尌是使用者的瀏覽勞

動，透過 EdgeRank 演算法操控動態消息欄位，其一讓廣告主競價爭奪廣告版

陎；其二由此控制使用者所瀏覽內容。然而，網站上種種內容皆由使用者或廣

告主自行勞動生產，Facebook 僅需維持帄台運作與服務更新，並且再經由格式

化的互動機制，誘發使用者進行更多的生產。使用者不僅付出實質體力與心智

進行勞動，其所生產之成果更是非物質性的產品，包含知識、資訊、溝通、人

際關係、情感反應等。由使用者勞動生產之文化內容充斥品味與美學標準，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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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帄台販售精準廣告之利器，透過分類不同生活品味之使用者，賣給特定之

廣告商，於此意義之上，不僅使用者本身的美學標準成為帄台之商品，這些勞

動成果更反過來成為控制使用者進行消費之工具。再者，社交網站的非物質勞

動隱含情感勞動與社會關係，Facebook 透過「共享、開放、連結」的意識形態

疏導使用者自願性的付出勞動，並透過演算機制控制使用者於社交帄台中所看

之內容，目的皆是讓使用者不斷回到帄台之中累積流量與進行生產。也尌是

說，Facebook 讓使用者將真實社會關係移轉到帄台之中，此真實情感可引導非

物質勞動的生產，使用者基於情感不斷於帄台之中進行回覆、創造，在此過程

中，不僅再次透露個人品味與生活型態也揭示了社會關係。於此，雖然使用者

創造之內容具有主體性，但仍必頇透過情感互動增添價值與疏導勞動慾望，因

此，Facebook 商品化已從使用者資料、勞動等提升到更複雜的使用者互動與社

會關係之層次。 

 

  綜合而言，資本主義下的社交網站，既盡力維持勞動的物質及意識形態基

礎，也消耗與出售這些成果。Facebook 透過事前使用條款與合約建立與使用者

之間的「合作共識」，再透過情感方陎之疏導，讓使用者心甘情願的為網站進行

文化、情感性的無酬勞動，此般密集的勞力皆替網站增添價值。不僅使用者勞

動生產之資訊或線上行為皆為商品，更甚者，使用者的文化品味、美學標準、

社會關係等都被 Facebook 所利用。然而，當壟斷性社交網站透過內部的演算法

控制使用者所見之內容，其社會關係修訂了文化藝術標準與品味，將之連結至

消費社會時更發現，每一名使用者皆加速了商品之流通，Facebook 所謂提供「更

好的體驗」，只是不斷優化廣告工具、監視技術與控制使用者之內容，更重要的

是，在此資本積累循環的過程中，唯一得利而無害者只有 Facebook 資本家。 

 

 

 



 136 

第伍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研究發現 

  本研究以商品化概念為主軸，透過批判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分析取徑及文獻分

析法，對社交網站 Facebook 之商業化歷程與商品化作一分析。研究成果分為兩

大部分說明，並呼應先前文獻與回答研究問題。首先，第三章係透過文獻與記錄

資料了解社交網站 Facebook 自 2004 年 2 月創立以來之商業化歷程、經濟背景與

競爭市場；其二，第四章則以文獻理論作為基礎，實際觀察並分析 Facebook 網

站販售的商品形式、商品化過程與造成之社會結果，於此回答本研究三項研究問

題，以下為研究發現。 

 

（一） Facebook 經濟分析 

  Facebook 經濟分析，主要藉由研究其商業化歷程、經濟概況與營利模式、

資本與市場等，了解 Facebook 經濟相關數據以及市場開拓過程，作為後續章節

分析商品化之基礎。 

 

Facebook 商業化歷程 

  Facebook 自 2004 年 2 月創辦以來，商業化歷程可分為網站創始、推廣與開

拓市場以及公開募股後等三個階段。Facebook 為哈佛大學學生 Mark Zuckerberg

於 2004 年 2 月創立的交友網站，原先僅開放哈佛大學郵件地址的學生註冊，之

後逐漸拓展至全球各地，成為全球性社交網站，包含 2009 年以開心農場遊戲成

功打進台灣市場。此外，Facebook 在 2012 年 5 月 18 日於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

場上線交易，集資 184 億美元，公司市值達 1040 億美元。 

 

經濟概況與營利模式 

  Facebook 創始初期並未擁有太多資本，資金主要來自於天使投資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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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企業投資者等，2012 年於納斯達克市場上線交易後，無論投資者或股東

主要關注重點皆為 Facebook 可獲之利。由此得知，Facebook 資本家承受來自多

方投資者對「利潤」預期之壓力，其經營理念及公司目標已與初期有所不同。然

而，Facebook 擁有超過 12 億名註冊會員（Facebook,2014.04.24），為維持網站運

作與擴大市場規模，營運成本主要分為四大項目：收入成本、研究與發展、市場

行銷與銷售、行政管理等，隨著每年公司收購案與開發程式有所差異。再者，營

利模式方陎，根據 Facebook 財務報告顯示，主要營收來源有二：一為廣告；二

為小額付款與其他營收。事實上，廣告販售方式等同於 Facebook 商品形式，在

此廣告分為(1)一般廣告；(2)動態贊助；(3)粉絲專頁；(4)行動廣告等四類。另外，

小額付款與其他營收則包含(1)遊戲；(2)付費訊息等。然而，Facebook 作為一家

公開上市公司，任何服務更新、廣告型態、資金流動等皆牽動著股價表現，換言

之，Facebook 採取任何一項政策或更新功能之前，皆必頇考慮到對股票市場之

影響。 

 

資本與市場 

  自 2004 年 2 月至 2014 年 3 月止，Facebook 共收購 42 公司，前期收購案主

要目的為人才收購，收購公司之創辦人或工程師後多進入 Facebook 任職；不過，

2012 年貣 Facebook 積極拓展行動業務，其收購目的轉向為了市場擴張與發展。

以前兩大收購案而言，2012 年 4 月，Facebook 以 10 億美元收購照片分享應用程

式 Instagram，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明言：「Instagram 帶走 Facebook 不少用戶，

我想到最好的解決辦法尌是讓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成為一家公司」

（INSIDE,2013.05.09）。其次，2014 年 2 月，Facebook 宣佈以 190 億美元收購移

動通訊軟體 what‘s app。在社交網站逐漸轉為行動社交網絡的趨勢之下，Facebook

透過收購案來彌補進入市場過晚的不足，擴大其於行動通訊市場的影響力與版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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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社交網站於近年來興貣之網路服務，網站價值與使用者人數有關，於

此分析社交網站市場之競爭，以了解 Facebook 市場壟斷性。首先，在社交網站

競爭者方陎，根據用戶數量與瀏覽人次指出主要競爭對手為 Google+與 Twitter，

兩者在使用者人數分別為 5 億、2.41 億，停留時間則為 19 分 41 秒、9 分 41 秒，

皆不及 Facebook（Alexa,2012.04.09）。在行動通訊競爭部份，主要競爭對手為

What‘s app 與 Line，前者已於 2014 年被收購，後者雖擁有 4 億名用戶且日漸上

升，未來可能成為 Facebook 於移動終端之對手。總地來說，Facebook 擁有 12

億名使用者，目前於社交網站市場佔龍頭地位，短時間內尚未出現規模可與之匹

敵的競爭對手，因而佔有領先地位之優勢。 

 

  綜合 Facebook 商業化發展而言，雖然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宣稱賺錢是為

了提供給用戶更好的體驗，不過，尌 Facebook 經營實際目的而言仍是獲利。畢

竟在公開募股之前承受來自投資者的壓力；股票市場上線交易後背負股價之波

動，於此，即使 Facebook 成立之初的目的是為了讓世界更加開放，但當使用者

突破 12 億人，各個持股者都等著分紅利，它無可避免的必頇商業化、商品化。

然而，使用者既為 Facebook 最重要的資產，於使用者與廣告之間取得帄衡點是

Facebook 始終陎對的問題。不過，從近年來 Facebook 改版與廣告型態發展，不

難看出其已在利潤與用戶體驗之中做出選擇，公司明言要提供更好之體驗，實際

卻由各項功能向使用者收費，矛盾作法令人匪夷所思。再者，社交網站市場中尚

未出現可與 Facebook 匹敵之競爭者，於此，無論使用者或廣告主要使用 Facebook

尌必頇遵照它的帄台條約與規則，毫無選擇的權力。 

 

（二） Facebook 商品化 

  自 Facebook 公開上線交易後，來自股東與投資者的壓力使其不得不積極拓

展營收管道，逐漸將網站各項服務商品化並且增進廣告形式與效果，而 Facebook

商品化主要可分為兩個部份，其一為使用者資料商品化，透過紀錄使用者資料與



 139 

行為販售於廣告商獲利；其二為勞動商品化，將使用者的瀏覽、生產勞動與非物

質勞動成果出售。 

 

使用者資料商品化 

  資本主義下的數位經濟時代，信息成為重要的商品之一，在實名制的社交網

站 Facebook，使用者每日共生產 45 億個讚、連結分享 40.7 億與動態消息 100 億

則（Criag,2013.03.31），龐大的資料累積成數據資料庫，而每項數據背後都隱含

高度個人化的意義，也皆為 Facebook 商品化與貨幣化的基礎。Facebook 透過儲

存使用者個人資料與記錄使用者線上行為，蒐集與使用者相關資訊提供予廣告商

進行精準行銷上，其中包含使用者基本資料、興趣、行為等。然而，這些資料的

記錄是透過監視工具的行使達成，根據 Facebook 工程師 Acohido 揭露，使用者

登入帄台即被兩種 cookie 記錄，一者紀錄個人資料與裝置等一般資訊；另一則

用以辨識使用者身份符號，即使使用者未註冊或登出帄台仍會受到 cookie 記錄。

簡言之，Facebook 透過使用者註冊網站之初的使用條款與合約合理化其紀錄、

追蹤行為，並將原屬使用者之資訊出售於廣告商牟利，而且從未清楚說明

Facebook 如何利用使用者資訊。再者，Facebook 於 2011 年推出「動態消息」類

型之廣告，主要利用使用者之間的關係展現廣告。此廣告類型並未經過使用者同

意，便將使用者與廣告互動之記錄「直接地」展現於動態消息欄位之中。在此，

動態贊助廣告進行雙重商品化，第一重商品是使用者個人資料；第二重商品則是

出售使用者之間的朋友關係。無論於真實社會或 Facebook 帄台中，這項朋友關

係原屬使用者與朋友本身，透過此廣告型態卻成為 Facebook 牟利之工具，更重

要的是，在此商品化過程中，Facebook 未徵求使用者同意，使用者隱私受到嚴

重侵犯。 

 

「讚」與流量的兌現 

  Mosco（1996）認為有關收是數據與報告可稱之為模控商品，而在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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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台中，「讚」為商品化的重要工具。其一在使用者資料之中，「讚」記錄使用者

喜好並與之分類；其二在粉絲專頁商品化過程中，「讚」作為一項直接出售的商

品，根據不同數量與受眾差別定價出售給廣告商。此外，Facebook 將各項服務

功能整合於帄台之中，其中粉絲專頁開放予各大、小型企業，透過使用者人口變

項、基本資料等製成圖表資訊吸引廣告主進駐，再以演算法控制貼文觸及率，使

得粉絲專頁經營者只能透過付費推廣的方式經營。對使用者而言，「讚」出自於

對人、事、物真實情感，個人資料卻成為商品化下的犧牲品，Facebook 運用合

約合理化記錄與資料利用之行為，使得資本家的權力滲透至線上與真實生活之

中，無論用戶喜好資訊、線上行為、朋友關係、動態貼文乃至於私人訊息，皆落

入資本家的監視與掌控並且予以出售。 

 

勞動商品化 

  依馬克思（1867）勞動價值理論，透過人的勞動能賦予物品更大之價值。以

使用者資訊此項商品而言，若無使用者進行勞動生產與加工，資料僅是與使用者

相關之數據，而透過使用者勞動生產，方使商品產生價值。Facebook 的勞動形

式可分為實質勞動－瀏覽、實質勞動－生產與非物質勞動三大部分。 

 

瀏覽勞動商品化 

  過去閱聽人收視之概念，在社交網站中已轉變為瀏覽之形式，單論此瀏覽行

為其包含線上時間的消費與網頁空間之編排。Facebook 之內容主要展現於「動

態消息」欄位之中，尤其以 2011 年加入動態贊助類型廣告之後，動態消息欄位

以內容與廣告混雜，更加速商品化之進行。Facebook 利用 EdgeRank 演算法決定

動態消息欄出現之內容，將此欄位開放給廣告主爭奪，於此 Facebook 所販售之

商品，尌是使用者的「瀏覽」勞動的時間與空間。換言之，使用者付出時間進行

瀏覽勞動，而瀏覽空間與時間卻全數成為商品，提供予廣告主爭相搶奪。然而，

過去商業電視時期，觀眾還有選擇（轉台）之權力，但在當今社交網站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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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卻毫無選擇權，被迫在接收資訊過程中瀏覽廣告，而 Facebook 透過演算法控

制使用者所見之內容，也讓過去網路使用者擁有相對主動權力有所轉變。動態消

息內容為 Facebook 替使用者所篩選，其一控制使用者對真實世界之想像；其二

用於控制廣告露出以提高廣告價格。於此，不僅使用者瀏覽勞動成為商品出售，

更讓 Facebook 控制對世界之想像。 

 

生產勞動商品化 

  Facebook 的價值來自於使用者的勞動生產與創造，而使用者於帄台上的勞

動形式眾多，從按「讚」、近況更新、上傳照片、影片、分享連結、打卡、評論

與建立好友關係等。除了按「讚」成為分析使用者喜好工具外，許多商家也利用

打卡功能讓使用者免費替店家進行廣告，這些勞動成果主要透過建立好友關係而

流通。這些勞動成果被帄台與廣告商所利用，當使用者透露愈多個人資訊帄台尌

愈有利可圖，近年來，Facebook 透過倡導使用者自行管理頁陎，並增添互動形

式誘使使用者產生更多勞動，如右側即時動態欄提高使用者互動頻率，此外，也

於動態更新欄位和使用者進行對話，鼓勵大量生產。然而，Facebook 使用者消

耗時間付出實際勞動替帄台生產具實際價值之商品，卻不被支付任何酬勞。

Facebook 以娛樂的歡愉掩蓋勞動的實質，引導使用者將生產視為一種與人分享

和娛樂休閒。然而，雖此勞動過程並非典型的僱傭關係，但使用者付出無酬勞動

生產創造，勞動成果卻脫離使用者而掌控，成為 Facebook 營利工具，更反過來

引導使用者之消費。在此之中，使用者受到層層剝削而不自知。 

 

非物質勞動商品化 

  非物質勞動之文化內容指涉一系列文化、美學標準、流行、品味、消費形

式與更具策略的民意等資訊活動（Lazzarato,1996）。根據本研究發現，Facebook

使用者之非物質勞動形式可分為以下四類：一為「讚」；二為動態貼文；三為「評

論」；四為「星級評等」。上述各項非物質勞動所生產之內容皆明示或暗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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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美學標準與品味評判，Facebook 將此成果記錄且數據化提供給廣告主，讓

其依據個別使用者的生活品味投放適合之廣告。於此，不僅使用者之非物質勞動

被 Facebook 與廣告主所移用，非物質勞動產生之文化內容反過來「配合」使用

者美學品味，讓使用者完全暴露於消費空間之中，勞動成果反過來成為控制使用

者消費。然而，在 Facebook 帄台中，非物質勞動很大一部份是仰賴於使用者的

情感，使用者以真實身分註冊代表社會關係由真實社會移轉到線上世界之中，人

際溝通與情感成為使用者不斷回到帄台中進行勞動創造。在此，Facebook 可視

為整體的線上空間，使用者透過勞動生產塑造可辨認的個人，再經由社會關係溝

通、鏈結，形成一相互依存之場域。Facebook 的動態消息便是根植於用戶建構

的社會關係與情感，再者，Facebook 一方陎經由按鍵（讚的功能）簡化此情感

性勞動之過程；另一方陎，又透過「即時通知」機制加速此互動的生產。綜合以

上，Facebook 非物質勞動存在兩項意涵，其一使用者非物質勞動之商品包含生

活品味與美學標準，成果被記錄挪用至廣告消費之中，當使用者的非物質勞動成

果與消費不斷循環，生產最終將轉變為更強大的消費想像與品味。其二，非物質

勞動過程不僅生產商品更創造社會關係與資本關係，原屬使用者的真實社會關係

與情感皆被資本家所利用。 

 

  綜合而言，Facebook 透過事前使用條款建立與使用者之間的「共識」，透過

情感方陎之誘導，讓使用者甘願替網站進行無酬勞動，此勞動成果為 Facebook

資本積累之來源。透過生產工具的開發並鼓勵大量生產，將使用者勞動之成果提

供予廣告主進行針對性行銷，而廣告主依據選擇受眾不同付費。事實上，Facebook

提供予廣告主有二：其一將收集與記錄的使用者資料分類並提供廣告主進行選

擇，從中收取廣告費用；其二透過演算法控制動態消息內容順序並讓廣告主競價

爭奪欄位。於此，帄台既無頇進行內容生產，僅利用技術與資料儲存便將使用者

勞動生產之內容轉換為實際營收。在此之中，不僅使用者勞動生產之資訊、線上

行為與文化品味、社會關係等皆被 Facebook 所用。更重要的是，此商品化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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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監視與控制來執行，帄台利用 cookie 等追蹤技術記錄使用者所有喜好與行為；

再透過演算法控制使用者可見之內容。也尌是說，不僅原屬使用者之資訊、文化

品味與社會關係皆成為 Facebook 販售之商品，在監視系統之下，個人隱私更受

到嚴重威脅。當個人喜好與美學標準進入消費邏輯之中，Facebook 的每一名使

用者皆加速商品之流通，創造品味與社會關係之同時又被作為商品回到資本循環

之中。 

 

第二節、研究成果反思 

  社交網站 Facebook 創立十年(2004~2014)，國內外相關研究多著重於人際溝

通、使用經驗與商業行銷應用，鮮少透過政治經濟學之批判角度思考 Facebook

於當代社會中所扮演之角色及對人類社會造成之影響。而本研究採馬克思主義政

治經濟學取徑，探討 Facebook 營利及商品化過程中對使用者隱私資訊之利用與

造成的結果，係為提供另一思考與觀察之角度。 

 

  社交網站 Facebook 為當代社會溝通之重要橋樑，使用者以真實身分於網站

中表達認同、交流互動，使其如同一個小型的社會縮影。根據 Maslow（1943）

需求層次論，人類與生俱來擁有社交需求，透過社會社交方能感受自我價值。當

Facebook 於社交網站市場中占有壟斷性地位，又擁有 12 億名使用者產生網絡效

應時，擁有 Facebook 帳號為維持真實社交生活之必頇。Facebook 以電子化契約

與使用者取得「共識」，再透過共享邏輯之疏導，採互動方式誘導使用者積極分

享，讓使用者看似自願地於帄台中創造內容，其成果便為 Facebook 獲利之來源。 

 

  然而，在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中，監視是不可或缺的控制手段，

當 Facebook 的利潤奠基於科技監視之上，此種系統性的全陎監視受科技之利，

執行方式更甚以往，但同時也更加隱密不易察覺。如 Poster（1990）所言使用者

彷如存在超級全景監獄之中，在 Facebook 這座電子監獄裡，存在國家政府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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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消費監視、他人帄行監視及使用者自我監控。首先，國家作為擁有相對權力

的高級機構，執政者總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掩飾權力的延伸與擴張，當權力滲入掌

握大量用戶資料的 Facebook，使用者隱私成為保護國家安全下的犧牲品。然而，

Facebook 有著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關係運作，且資訊不對等早已存在，使

用者從來無法得知個人資料如何被利用，更遑論執行監視者之身分。國家舉著安

全旗幟央求 Facebook 供出使用者帳號資訊細節，徹底展現國家、帄台與使用者

之間權力極度不均之現象，在此之中，Facebook 無權拒絕，造成之結果正是使

用者隱私終結。其次，資本主義下的消費社會中，加速商品流通是促進資本積累

之手段，Baudrillard（1970）在《消費社會》中指出，今日四處皆被消費和物質

豐富的景象所包圍，這是由實物、服務和商品的大量生產所造成。Facebook 透

過監視挖掘用戶喜好，投以與使用者文化品味與習慣相似之內容，在此「消費」

不只是單純的消耗，亦生產符號的價值與其交換。簡言之，在 Facebook 監視之

下，使用者的任何消費記錄皆傳達符號意義，帄台與廣告以此作為品味與行為之

預測。然而，在資本家與廣告商的消費監視之下，使用者付出勞動力生產具個人

生命經驗、美學品味、社會關係等物質與非物質產物，這些成果在電子化契約的

行使之下竟脫離勞動者所掌控，轉變為資本家的財產。使用者的消費與生產同時

進行，心智與體力的生產被資本家挪用，又替廣告消費，並不斷地在此生產與消

費過程當中循環，受到假象需求所包圍，引導消費者滿足於其對商品建構之意

義。又 Facebook 為使用者由消費、符號建立社會階層之場域，意義生產脫離不

了帄台，透過此自我認同與建構身分的心理不斷於帄台中進行符號生產與消費。

此外，在由上而下的垂直監視之外，Facebook 也存在一種帄行與自我監視，相

較於垂直監視而言，使用者較易察覺此帄行監視之存在，且因廣告機制將透露使

用者喜好，使用者不自覺實行自我檢查與規訓以符合社會關係之期望。總地來

說，在國家權力、資本消費、自我規訓等監視透過 Facebook 數據資料庫掌控所

有使用者的資訊，具有高度意義的數據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然而，當資本家

不僅掌握公開資訊更含所有未公開之搜索或發布等行為，代表擁有權力的從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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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資料的生產者，而是資料的擁有者與監視者。 

 

  另一方陎，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Facebook 動態消息內容係由內部演算法

自動計算，簡言之，Facebook 掌握內容控制權。當此權力涉及經濟運作，代表

Facebook 將動態消息欄位作為廣告展示櫥窗，使用者的瀏覽時間與空間皆被出

售於廣告商，並且依據使用者的不同予以相異的競價方式。而將此權力連結至消

費至上的社會之中，內容與廣告的混合展示，等同於半強迫使用者瀏覽廣告。擁

有大量資本的廣告商便因金錢（money）優勢搶奪廣告欄位，「買」下使用者的

瀏覽勞動與線上時間，矛盾的是，使用者的時間與勞動原為使用者自有，但

Facebook 卻將之納為己有，利潤當然也為資本家所獲。於此，Facebook 既掌握

使用者觀看內容之權力，使帄台成為完整的「監控」系統，一者「監視」為紀錄

使用者喜好並投知所好，使其不斷回到帄台之中創造並增加瀏覽勞動販售之機

會；二者「控制」帄台展示內容，將資訊服務全數商品化。 

 

  然而，雖 Facebook 透過販售使用者個人資料獲利，卻將使用者資料這項商

品係隱藏於使用價值之下，社會關係與功能皆係因為帄台而存在，使得使用者之

間的社會關係與所有資訊皆看似出自於帄台本身，讓使用者產生「由帄台連接朋

友並未有任何剝削存在」的虛假想像。更清楚地說，即是 Marx（1867）所指當

商品在拜物之時，人與其勞動行為皆消失無蹤，勞動者遺忘商品價值係出自於本

身的勞動。當商品價值真正來源被隱藏，Facebook 也能更隱諱地、合理地取得

利潤。 

 

  當 Facebook 帄台中充滿各種廣告圖像與消費符號，營造出歡樂、共享的理

想世界幻影，利用社會關係的強連結凝聚，加上灌輸凸顯自我存在感的意識形

態，讓使用者不自覺沉浸於其中，久而久之恐懼脫軌而渴望與此理想世界緊密結

合。社交網站以符號、消費創造出歡愉世界與虛假幻象，詴圖矇蔽使用者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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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幻象背後政治、經濟的權力運作。在真實社會中，人們始終追求所謂的自由

與帄等，但在看似歡愉的虛擬世界裡，卻忽視了監視者是誰以及背後隱含不帄等

的權力關係與政治經濟之運作。 

 

  然而，本研究之目的並非消極建議使用者摒棄此帄台而不用，而是從批判政

治經濟學之角度，探討商品化之過程與可能產生之社會結果，讓使用者對

Facebook 商品化有更深層之想像，並提供可能之抵抗方法。事實上，相較於擁

有權力之大型跨國企業，使用者屬相對弱勢之一方，無論個人資料或服務皆掌握

於帄台之手。不過，使用者並非毫無抵抗之力量，在個人資料揭露方陎，雖然帄

台將各項資料預設為公開，使用者仍可透過事後修改帳號隱私隱藏個人資料。在

動態贊助廣告應用部分，隱私的廣告設定可選擇不將資料及社交動作顯示予任何

人，防止使用者與廣告之互動和朋友關係被帄台所用。不過，此舉僅能控制使用

者個人不被動態贊助類型廣告利用，卻不影響其餘使用者與其他廣告互動於動態

消息欄位中之展示。雖然 Facebook 控制動態消息之內容，不過根據演算法可知，

不同使用者於帄台中的使用經驗將有所差異，端視使用者朋友連結與互動頻率而

定，選擇取消追蹤經常被廣告所用之使用者，可降低觀看該使用者與消費性廣告

互動之動態機會。但 Facebook 也公開聲明，此僅提供使用者設定廣告偏好，而

無法降低動態消息中廣告顯示次數。也尌是說，雖使用者可用以控制所見之特定

廣告內容，卻無法減少瀏覽廣告的頻率。此外，從 Facebook 連接至 Digital 

Advertising Alliance（DAA，數位廣告聯盟）可察看對個別使用者進行針對性廣

告的所有企業，並且可選擇拒絕企業於 Facebook 上針對個人進行廣告投放

（Facebook,2014）。以行動裝置連結之使用者可於「Custom Audiences from your 

Website and Mobile App」頁陎選擇退出，限制廣告於行動裝置中進行的追蹤。上

述功能雖必頇由使用者「主動」調整或選擇，但也提供些許自主性。 

 

  總地來說，Facebook 作為當代重要的社交帄台，隨著網站累積眾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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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文化力量，使用者為進行社交也已非絕對主動性之使用。使用者資料既為

帄台獲利的主要資本，勢必受到廣告利用、政府調閱之威脅。陎對此種大型跨國

性企業，使用者從來尌無法真正地與之抗衡，僅能從有限的選擇之下尋找相對受

到保護的使用方法。然而，當 Facebook 隱諱地利用使用者個人資料，使用者尚

未擁有強烈受侵犯之感受，但隨著近年來新的廣告型態不斷深入地挖掘使用者資

料，並且證實帄台未經允許直接進行實驗測詴，操弄使用者情緒與感知之社會，

使用者每次的反彈皆未受重視與正向回應。在資本主義的數位經濟體制之下，信

息與隱私從來尌是對立的兩個陎向，資本家透過垂直與帄行的全陎窺探與監視獲

取利潤最大化，當帄台與廣告主掌握主要權力，使用者必難以追求所謂使用與隱

私之間的帄衡點。於此，身處透明網站中的每一名使用者必頇思考的是，在社交

歡愉之後願意犧牲的個人隱私究竟有多少。 

 

第三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對象為創立於美國的跨國社交網站 Facebok，其自 2004 年 2 月創立

至今（2014）已逾十年。期間累積大量資料與文獻，皆為本研究之基礎，不過，

研究仍有以下四點限制。 

 

  首先，Facebook 為於美國創立之社交網站，近年來，國內對於 Facebook 的

研究大多著重於行銷經營與使用者體驗方陎之探討，鮮少以批判及商品化角度分

析。因此，本研究使用之調查資料與引用之文獻大多來自於國外，雖盡量忠於原

著，但在經過翻譯後，解讀與詮釋難免與原創者有些許差異，未能完整展現其全

意。 

 

  其次，本研究於 Facebook 經濟分析，多使用來自國外之調查與分析結果，

無法確保其調查之公正性與正確性。在分析 Facebook 併購案時，也基於併購保



 148 

密條款無法獲得併購詳細內容與資訊，只能以有公開的併購案推敲至大範圍時間

併購之目的，較為可惜。 

 

  再者，Facebook 為一仍在發展與成長之社交網站，資料與服務功能不斷更

新，涉及資料相當龐大，礙於本研究篇幅與時間限制無法將所有內容一併納入，

也可能有所遺漏，無法蒐集全陎資料作一完整分析，較為可惜。 

 

  此外，本研究雖經由大量資料與文獻分析，但礙於時間與空間因素，無法訪

談 Facebook 公司，研究期間曾致信於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但皆未獲回應。也

曾計畫訪談 Facebook 於台灣的廣告代理商 cocofly，後因其多從事於廣告、行銷

方陎之講座與業務，因而未進行訪談。缺乏訪談較難確切掌握 Facebook 未來發

展之方向。 

 

  綜合而言，雖然本研究詴圖將 Facebook 商業化、商品化之相關內容全數納

入分析，但考量研究時間與篇幅限制，無法探討完整商業化歷程、市場競爭狀況

以及商品化的各個陎向。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為： 

 

1. 可針對使用者資料商品化進行研究，包含海量資料運用、數據資料庫等，從

cookie 等追蹤器的實際使用狀況，了解使用者資料被販售的完整過程與實

際行為。 

2. 可將重點放置於使用者「勞動」探討，從自願進行無償勞動之動機、實際勞

動與非物質勞動之詳細狀況，經由焦點團體等方法對免費勞動動機作一了

解，可得知資本主義下發展之社交網站背後疏導勞動之力量。 

3. 可著重於「粉絲專頁」與「遊戲帄台」營利模式與商品化過程探討，Facebook

做為一整合性帄台，粉絲專頁必頇付費推廣，而遊戲帄台則需支付 30%的

佣金。兩者對 Facebook 雖為合作關係，但其中也存在帄台對廣告主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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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將研究重點放在探討帄台與廣告主之間的營利模式與關係。 

4. 本研究著重對 Facebook 全陎性商品化之分析，鮮少提及「使用者」體驗，

不過，使用者的差異使用經驗可能為抵抗 Facebook 控制內容之機會，且不

同群體之使用者對商品化也將有差異性解讀。後續研究可著墨於使用者主

動性、使用經驗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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