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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21 世紀的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成員並在全球經濟

市場扮演關鍵角色。回顧中國大陸最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歷程，90 年代後

受到西方國家資訊全球化影響而展開的資訊化建設對於實體經濟發生重

要影響，與此同時，資訊化建設也支撐起中國大陸資訊產業迅速發展，例

如網際網路、移動式通訊等並且加快資訊社會興起。儘管中國大陸的資訊

社會發展基礎來自於西方資訊全球化的運作邏輯，然而最後卻發展出不同

於西方國家的「中國化」資訊社會，其特徵除了與西方國家相似的網絡化、

高度商業化以及媒體集中等趨勢外，更有別於其他國家的是中國大陸政府

強勢主導資訊化發展方向以及其特殊的網路管制政策，因而也形成其一邊

發展資訊經濟、一邊嚴格管制網路的特殊景象。經濟發展帶動中國大陸社

會進步，人民權利思想萌發，公民社會也逐漸展現活力。90 年代後期網路

興起後不僅加速公民社會發展也促使網路公民社會形成。網路公民社會並

非是全新概念，其應視為公民社會的延伸，藉著網路新科技，公民們在網

路上傳播公民意識、關懷公共事務甚至基於公共利益展開動員，藉由網路

進行公民運動。而此發展趨勢不僅衝擊大陸當局傳統的威權統治模式，對

於長久以來弱勢的公民社會發展更具有全然不同的意義。 
 

網路科技不但成為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媒介，網路本身也形

成新型態電子式公民社會，這即是本研究所指「網路公民社會」。本研究

主要目的在討論資訊全球化發展背景下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的興起與

發展，而研究範圍是從 90 年代因應資訊全球化浪潮至 21 世紀進入網路時

代後的社會變化，研究焦點在觀察網路公民社會借助「資訊化」力量進而

從公民社會、國家治理與經濟市場三者互動中得到發展空間，而基於「互

動」觀點，本研究也關注網路公民社會如何反向影響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

展、影響國家治理權威以及影響經濟市場發展發生變化。另方面，網路公

民與國家權力競合過程中將對公民社會地位提升以及「國家─社會」互動

關係產生何種變化？而此種發展對於中國大陸推向民主化又將產生何種

驅動力也成為本研究討論重點。 
 

為了解網路科技、公民社會、國家治理與經濟市場間的互動關係，本

研究採取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作為研究途徑，在制度框架下探討國家治理如

何在日漸興起的公民社會以及利益可觀的網路經濟市場雙重壓力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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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管制政策調控的理性選擇，而此也讓網路公民社會得到發展機會與空

間。本研究同時藉由三個發生在 2011 年的網路個案分析、文獻討論以及

透過訪談學者專家，論證網路公民社會興起與影響，而最後研究發現如

下：一、中國大陸以建設「中國化資訊社會」來回應以西方國家為主力的

「資訊全球化」；二、網路與公民社會互動結果不僅有助於強化公民社會

進步，同時也促成網路公民社會快速發展；三、國家網路管制政策逐漸出

現彈性調整,此也使得網路公民社會得到發展空間並且具備正當性；四、網

路經濟市場快速發展對於網路公民社會也產生正面影響，同時網路企業為

維持網站高點閱率，某些時候也選擇遊走在管制邊緣，保持網路論壇上的

喧嘩狀態；五、網路公民社會同時在國家治理、經濟市場與公民社會三方

勢力互動中成長，並且同時與三者保持互動關係；六、網路公民社會發展

對中國大陸民主化產生推進作用但仍受到制度與環境因素限制。 
 

本研究透過網路個案與訪談專家學者論證網路公民社會確實在國

家、社會與經濟市場三者交互影響下形成發展，並且在與國家權力博奕中

不斷進步，雖然至今網路公民社會發展並未能改變「強國家」與「弱社會」

政治格局，但事實上，網路科技卻促使中國大陸「弱社會」正迅速進步，

同時網路公民們也透過一次又一次成功的網路事件累積了對抗政府的社

會資本與經驗，公共理性與公民意識快速凝聚，對於推動中國大陸基層民

主化產生實質幫助。網路公民社會是中國大陸在資訊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

的新型態電子式公民社會，象徵資訊時代下公民透過網路科技獲得對資訊

流通的掌控權力，即使是在威權體制國家，社會仍可藉由網路科技得到發

展機會。本研究對於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仍持樂觀態度，很重要的

原因在於觀察到大陸當局對網路治理的思維正在改變，網路管制政策也隨

著網路影響力日漸顯著而且呈現出靈活彈性的漸歇式特徵，然而數位落

差、網路素養及網路過度商業化等問題仍使得網路公民社會發展持續面臨

批評與挑戰。 
 
【關鍵字】網路公民社會、資訊社會理論、資訊全球化、網路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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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nl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mber of 
global economic system and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ic market. 
In retrospect of the latest 20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the period after the 1990s was affected by the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unfolde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have resulted i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hysical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lso supports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industries, 
including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that promote the rise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lthough the developing found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 mainland China originated from the operating logistics of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which eventually develops into a “Sinicized” 
information society different than that of Western countries; its characteristics 
differ from the strong dominance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direction of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special network control polic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apart from trends in network, highly commercialization 
and media centralization similar to Western countries. Consequently, the result 
is special phenomenon of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economics on one hand 
and rigorous internet control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et technology not only becomes an important medi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mainland China, the internet itself forms a new 
model of electronic civil society, known as the “Online Civil Society.” The 
study mainly aims to discus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online civil society in 
mainland China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The 
research scope covers the development in response to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in the 1990s to the social changes in post-interne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esearch focus observes online civil society with assistance of “information” 
power and thereby to acquire developing space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civil 
society, State policies and economic marke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the study also focuses on how online civil societ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the State governance and authority result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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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n economic market development using 
reverse effects. On the other hand, what kind of changes will result from the 
upgrade of Co-Opetition process of online civil and State powers to the status 
of civil society and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 The kinds of driving power 
resulted i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mainland China from such development also 
become the key discussion of the study.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et technology, civil society, 
State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market, the study adopts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study path, exploring into how State governance  
conducts rational choice of adjustment in network control policies in response 
to the dual pressure from the rise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network market with 
substantial interests,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so that the online civil 
society will acquire the opportunities and space for development. The study 
applies three internet case studi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in 2011 in addition to 
cross-demonstrate the rise and impact of online civil society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with scholars and experts. Finally the study discovers the following: 
1. Mainland China builds a “Chinese information society” in response to the 
major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promoted by Western countries. 2. The 
resul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not only facilitate 
the strengthening of progress in civil society but concurrently promote fast 
development in online civil society. 3. A gradually developed flexible 
adjustment to State network control policies result in development space with 
legitimacy to online civil society. 4.  Highly developed economic market of 
internet will also produce positive influence on online civil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o maintain high CTR rate on the website, enterprises online also walk on 
the end of control at times by keeping an active status on the internet forum. 5. 
Online civil society grows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ree forces, namely State 
governance, market economy and civil society, while maintaining interaction 
with the three. 6.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civil society produces propulsive 
effects o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mainland China; however it is still subject to 
limitat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Keywords】 Online Civil Society;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y;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Network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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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踏上改革開放道路，三十年來以市場導向發展路

徑確實在經濟發展方面得到重大成就。1978 年，當時中國大陸經濟總量的

比重僅占全球經濟總量的 1.8%，平均人民所得也只有 190 美元，這是其他

國家水準的十分之一。然而到了 2010 年，中國大陸結合周邊國家形成的

大中華經濟圈，其經濟總量已占全球約 34%；而 2011 年根據國家統計局

公布的平均人民所得更已達到 5541美元且以每年高達 9.7%的GDP成長率

持續發展，2011 年中國大陸 GDP 總值也已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至此，毫無疑問的，今日中國大陸已完全脫離貧窮落

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形象，取而代之的是高經濟成長、高儲蓄率、繁榮社會

樣貌與驚人的消費力，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成員並且

「中國崛起」也成為近幾年全球矚目的熱門話題。 

 

而回顧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與其積極投入資訊化建

設發展有密切關係。80 年代中國大陸受到資訊全球化刺激影響也加入世界

各國資訊建設競賽，一方面是為了抗衡西方先進國家，保持其國際競爭實

力；另方面則是從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中得知，發展資訊科技除了有助於

提升國際地位，從經濟面考量還有利可圖，因此大陸當局積極以戰略思維

進行資訊化建設的規劃佈局，而如何利用後發優勢（Last-Developing 

Advantage）迎頭趕上歐美國家的資訊化建設成為中國大陸 80 年代後最重

要的國家發展任務目標。 

 

然而出乎政府預料的是當大陸當局積極推動資訊化建設的同時，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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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助長了社會轉型發展，尤其當 90 年代後期網際網路快速普及並且以

驚人的速度影響中國大陸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層領域都發生了明

顯變化。最常被研究者提及的是人們在網路空間中可以自由地蒐集資訊、

暢所欲言以及互相溝通辯論，這種「真實地參與感」不僅提高了人們對公

共議題的關注興趣與能力，同時各種新興的網路媒介具備即時、迅速且永

不停止的科技特質也賦予人們對訊息的控制權力，這不僅讓網路使用者樂

於參與公共討論，對於網路資訊的「掌控權力」也越來越認為是理所當然，

此對於中國大陸公民社會擴張也產生了實質幫助（李凡，2010：228）。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資訊化建設發展在近 20 年受到資訊全球化刺激

影響下出現以下三個重要特徵：其一是分階段逐步達成資訊社會建設目

標。自從美國在 1993 年起大力推動建造國家級、全球性的資訊基礎架構

工程，中國大陸也很快的選擇加入這波資訊建設行列，由國務院領導政府

相關部門與企業共同推動建設「金關」、「金卡」和「金橋」為代表的三金

工程，成為中國大陸的資訊基礎建設初始。而此後依照資訊政策發展的任

務與目標，可區分成 1993 年前的「準備階段」；1993 年正式啟動三金工程

的「啟動階段」；1997 年正式提出國家資訊理論的「探索階段」；以及 2000

年資訊化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大陸當局以明確的目標導向，分階

段快速進行資訊建設發展，從三金工程到國民經濟資訊化，最後是擴大經

濟和社會的資訊化發展深度與範圍（游五洋、陶青，2003:130-131）。 

 

第二項特徵是國家以戰略觀點，強力主導資訊科技發展。這與其他國

家在推動資訊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盡量隱身幕後的做法十分不同，大陸

當局從籌劃基礎建設、設定發展目標以及擴大資訊社會應用範圍等，處處

可見政府主導軌跡，無論是硬體建設或是資訊管制法規的制定與修正，甚

至是對外國企業的投資管制等，國家都握有主控權，在國務院總理級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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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下佈署出資訊基礎建設的戰略方向。90 年代後期網際網路隨著資訊化建

設快速發展，大陸當局即使深知網路經濟市場商機無限、經濟利益可觀，

但有別於其他國家的是其對於網路管制從未鬆手，因此也出現中國大陸資

訊社會發展的特殊現象－網路控制與網路經濟發展齊步並進的景象，官方

一方面嚴格實行網路管制但同時又致力推動網路產業技術發展與商業成

長。 

 

第三項特徵是隨著網路使用者人數增加，網路的社會影響力日漸顯

著，網路民意也逐漸受到官方重視。1999 年在網路企業提供免費電子信箱

和免費個人首頁的吸引下，中國大陸網路使用者快速增加到 400 萬人，網

路使用者也開始熟悉資料搜尋等各種網路工具性功能。而數年後大陸當局

開放商用網站，網路論壇逐漸成為民眾交換意見、相互討論時事的平台，

同時也提供個人免費發表意見。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

發布的第 29 次報告顯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大陸的網路使用者人數已

達 5.13 億人；利用手機上網的人數也高達 3.56 億人；有登記的網站也超

過 229.6 萬個，均位居世界第一1。跟隨而來的變化是越來越多的網路使用

者將網路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無論上班或下班後的生活幾乎都離不開

網路使用，網路不僅是搜尋資訊的工具，同時成為人際互動的重要管道。

另方面，網路輿論也發生變化，網路上的熱門討論話題已不再只有民族情

感的相關議題，更多時候是關懷民生消費、環境保護甚至是開始關心政治

事務，這從近年來網路事件多半與政府治理或官員行為等有關即可見一般

（胡泳，2012;喻國民，2011:25-26）。而值得關注的是在部分網路事件中，

網路使用者不只參與線上討論、發表意見而已，人們也開始把線上（on-line）

的不滿轉化成線下（off-line）的實際行動，透過網路號召組織或參與某些

網路社群，並且以實際行動清楚地向政府表達訴求，網路的社會影響力逐

                                                       
1 參考〈第 29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統計發展報告〉，2012 年 1 月，頁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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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顯現（李長剛，2009:48-53）。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過去長期無聲的公民社會也開始展現活

動力並且有逐漸擴大發展的趨勢，學界認為這與經濟快速發展下新興出現

的中產階級有直接關係（李凡，2010:165）。一般來說，中產階級的特點在

於其經歷過思想解放洗禮，高學歷且獨立自主，除了擁有創造財富的工作

能力外，中產階級也較一般百姓更具有權利概念，他們是帶動新中國朝向

「權利社會」發展的重要角色（李凡，2010：184-185）。90 年代網際網路

興起後使得中產階級開始常態化的關注網路上的社會事件或政治議題，某

些時候中產階級甚至扮演「發動者」的角色，引導網路話題甚至以實際行

動號召網路事件，因此普遍認為中產階級對於網路上公民維權意識的傳播

確實產生深遠影響。而從近幾年網路維權事件的經驗中也不難看出中國大

陸已經不只有中產階級具有較強的公民意識，各地陸續出現農民、工人或

弱勢群體等維權的抗議行動也都說明了中國大陸各階層正發生公民意識

權力萌發的現象（胡泳，2008:305；李凡，2010：248-249）。 

 

簡言之，探討中國大陸公民社會擴大發展的主因，網際網路是不可忽

略的重要因素。近幾年人們透過網路批評時事或批判公共政策早已時有所

聞，然較具有觀察意義的是人們透過網路號召動員所發起的實際抗議與衝

突行動持續不斷，不僅各地案例增加而且事件規模與影響層面也不同以

往。公民們透過網路讓現實社會中的權利意識發揮了更大作用，這也讓大

陸當局明顯感受到網路力量對國家治理威權帶來的衝擊與挑戰（戴東清，

2011:2）。有學者用「戲劇性的變化」來形容網路對大陸官方統治權力的衝

擊，因為網路具備的匿名、迅速、即時等科技特質以及參與的低成本，使

得網路事件本身的變化就充滿戲劇性，而一次又一次的網路事件經驗不僅

迅速累積社會資本，更重要的是強化公民的行動力，因而促使中國大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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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會日漸壯大（李凡，2010:337；胡泳，2012）。在此必須釐清的是網路

科技本身並無法影響公共政策，重要的是網路使用者本身的公民理性思維

使得網路社會開始朝向公民社會型態發展，這是來自於科技與公民意識結

合的結果，越發強化了網路的社會影響力，同時也影響大陸當局重新審視

網路輿論力量和網路管制政策。 

隨著中國大陸網路的社會影響力日漸顯著，近年來也經常可見研究者

以特殊網路事件標誌出中國大陸某時期網路輿論特色的例子，例如學界與

社會觀察家普遍將 2003 年標誌為中國大陸的「網絡輿論年」，意即是網

路輿論開始產生社會影響力。尤其在 2003 年非典（SARS）疫情期間，人

們對傳統電視新聞與報紙報導內容普遍感到懷疑，而此時網路不僅提供民

眾搜尋最新疫情消息，同時還成為人們暢所欲言與發表評論的自由空間，

這相對寬鬆的意見交流管道也很快地展現其影響力而成為社為新興力量2

（胡泳，2008:307）。 

而到了 2007 年從兩會期間大陸當局設計「百萬網民問總理」的網路

民意機制以及包括發生全國著名的「重慶釘子戶」、「廈門 PX 石化廠緩

建事件」等網路事件，一系列網路個案都引起成千上萬網友討論與回應，

網路成為最廉價、便利又有效的匯集民意管道，網路民意也漸得到政府正

面回應，因此各界普遍將 2007 年標誌為「網絡民意年」3。2008 年中國大

陸網路個案中許多是針對政府官員失態行為所引起的討論，經常被提及的

包括南京市江寧區房產管理局局長周久耕的「天價菸」事件；湖南衡陽六

名幹部在開會時呼呼大睡的「瞌睡幹部」照片上傳事件；以及深圳官員「猥

褻女童」案，此時期已經多達億萬網民時刻關注官員的一言一行，因而也

                                                       
2 參考新華網（2004 年 11 月 12 日），〈網路輿論：一種新的社會力量〉，2011 年 10 月 12 日下載，

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4-11/12/content_2209269.htm 
3 參考星島網訊（2007 年 12 月 26 日），〈1.6 億網民掀起互聯網政治，2007 年成為網絡民意年〉，

2011 年 12 月 10 日下載，網址：http://www.stnn.cc:82/china/200712/t20071226_700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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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全國各級官員對於自身言行格外謹慎注意。網路發揮監督政府的影響

力也使得 2008 年普遍被標誌為「網絡監督年」4。 

到了 2009 年，從中央到地方多個省市陸續開起「網路問政」系統，

大陸總理溫家寶並且親自嘗試與網友互動交流也被認為是政府高度重視

網路民意的具體表現。而推動網上議政以及官民網路互動等多項政策也使

得 2009 年被標識為「網絡問政元年」5。而進入 2010 年，隨著各種新式網

路媒介的擴大應用，微博與即時通等網路媒介迅速成為人們溝通互動與監

督政府的新利器，2010 年兩會期間甚至在部分地區推出了「網路微博代表」

參與議政，顯見網路問政與網路監督已朝向常態化發展趨勢，而 2010 年

因此也被標誌為「微博發展元年」6。由上述發展可看出中國大陸網路發展

的幾個重要趨勢：其一、網路媒介已逐漸取代傳統媒體地位，不僅深刻影

響社會生活，同時也助長形成一股新的社會力量；其二、網路輿論為民意

之反射。由於網路使用者人數迅速攀升，以及網路開放、自由、互動等特

性，使得網路能在一定時間內真實且迅速的反應公眾意見與看法，而這也

使得網路輿論匯集影響社會的能量，迫使政府不得不重視網路輿論；其

三、網路媒介逐漸成為強勢媒介並且成為人民監督政府最有效的工具，此

也促使大陸當局正視網路媒介影響力且開始推動常態化與制度化的網路

問政制度。 

然而熱門論壇或博客、即時通、微博等億萬人使用的新興網路媒介本

身是無法單獨引發網路事件，倘若缺少現實事件為主體或缺少事件發動

者，僅有網路媒介並無法構成網路事件。也就是說，每個網路事件其實是

                                                       
4 參考新華網（2009 年 2 月 10 日），〈網路監督，助推民間反腐潮〉，2011 年 12 月 10 日下載，

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9-02/10/content_10794033.htm 
5 參考人民網（2010 年 4 月 6 日），〈網絡問政的制度化與常態化〉，2011 年 12 月 10 日下載，網

址：http://www.chinanews.com/it/it-sdpl/news/2010/04-06/2209548.shtml 
6 參考人民網（2010 年 12 月 29 日），〈2010 微博年度報告發佈：微博成為網民爆料方式首選〉，

2011 年 12 月 10 日下載，網址：http://media.people.com.cn/GB/136056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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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有限資源下，人們權力與國家制度或社會結構互為衝突的結果，並

且在網路媒介推波助瀾下放大了事件中的情感因素因而形成網路事件並

且產生事件效果（楊國斌，2009b:59-60）。簡言之，網路事件本身是動態

的，當探討某一網路事件意義時，不僅應關注人們如何使用網路媒介擴大

事件影響力，更應理解人們行動原因與目的，而這也突顯網路事件背後所

隱藏的公民社會與國家權力競合現象。 

 

回顧中國大陸由民眾發起的網路事件，大陸學者彭蘭認為應從 1998

年 5 月印尼發生排華事件為起點，該事件不僅引起全球華人在網路上發起

的抗議印尼政府的行動，中國大陸網友也利用網站簽名連署表達抗議，這

可說是中國大陸最早由網路引發的抗議事件；其後在 1999 年 5 月 9 日發

生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人民網立即架設「抗議論壇」供

民眾留言向北約表達不滿，這也是中國大陸早期的網路抗議事件。而其後

人民網把抗議論壇改名為「強國論壇」，強國論壇從此也成為「中國的超

級聊天室」，每逢重大的國際政治事件發生，強國論壇平均都以超過兩萬

人次的在線人數進行互動討論，而網路論壇上人聲鼎沸的現象也經常引起

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李長剛，2009:193）。 

 

2000 年後網路論壇與各式網路媒介迅速興起，網路事件也不再侷限於

民族情感相關事件而是呈現多元化發展。例如 2000 年 5 月，北京大學一

名女同學回學校途中遭人姦殺案件，但校方卻定調為普通的刑事案件而引

起學生不滿。北大學生透過校內電子佈告欄（BBS）號召學生集結向校方

表達抗議，這是中國大陸首次透過網路號召集結而且抗議成功的網路事件

（李長剛，2009:194）。而最早藉由網路媒介將地方事件擴大成全國焦點案

件，則可以 2003 年的發生在哈爾濱的「寶馬車撞人事件」為案例。該事

件發生在 2003 年 10 月 16 日，哈爾濱菜農代義權與其妻劉忠霞駕著載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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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蔥的拖拉機趕往市場，但途中卻與停靠在路邊的黑色寶馬（BMW）轎

車發生擦撞，身為當地一家私營企業董事長夫人的寶馬車主蘇秀文，在檢

查車損狀況時卻踩了油門，當場撞死代妻及撞傷 12 名路人。本案件在審

理期間即引起網友討論，各大網路論壇也都出現與本案審理相關的討論

帖，而在大批網友關注下，哈爾濱政府審理本案備感壓力，最後法庭以蘇

秀文「操作失誤肇事」判決其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 

 

「哈爾濱寶馬車事件」在網路上引起的討論一直延續到 2005 年，儘

管寶馬案被告已遭到判刑，網路上仍零星可看與該案的相關討論。「哈爾

濱寶馬車事件」之所以經常成為網路研究探討的案例，原因即在於此事件

發展過程讓人們確實感受到網路改變現實的力量，雖然每個人只是在網路

上發表意見、回帖或轉發訊息，但卻因此聚集巨大的民意力量並且成功改

變現狀（胡泳，2008:308）。2003 年後陸續發生的網路事件幾乎也都以類

似模式發展，人們在網路上發送訊息、意見討論、形成輿論壓力最後影響

事件結果，經常被研究者討論的案例不勝枚舉，如 2007 年發生在陝西省

的「華南虎事件」7；2009 年雲南的「躲貓貓事件」8、2009 年湖北省的「鄧

玉嬌案」9以及 2010 年「我爸是李剛」10等案例，這些案例都體現出網路

                                                       
7 2007 年 10 月陝西省鎮坪縣村民周正龍宣稱拍攝到即將絕種的華南虎照片，且立即得到陝西省

林業廳官員證實，然此消息卻在網路上引起民眾質疑，最後在各方網友資料拼湊下發現該照片

確實為某一年畫底片，周正龍因此遭司法判刑，而陝西省政府公信力盡失。參考京華時報（2007
年 12 月 3 日），〈網易公佈華南虎照片鑑定結果，攝影權威認定老虎為假〉，2011 年 12 月 12
日下載，網址：http://www.ce.cn/cysc/tech/07hlw/guonei/200712/03/t20071203_13792018.shtml 

8 2009 年 2 月雲南省晉寧縣看守所 24 歲男子李蕎明受傷送醫四天後不治身亡，因為警方對外稱

其受傷的原因是和獄友玩「躲貓貓」撞在牆上致死，引起輿論譁然。最後在網友輿論壓力下該

看守所當天值班的教導員和兩名值班警員遭到停職。易搜新聞網（2009 年 12 月 19 日），〈網友

指 稱 崑 明 自 殺 事 件 可 能 造 假 〉， 2011 年 12 月 19 日 下 載 ， 網 址 ：

http://news.sohu.com/20091219/n269064127.shtml。 
9 2009 年 5 月發生在湖北省一起賓館女服務員鄧玉嬌因出於正當防衛目的而刺傷企圖強暴的公

職官員事件，此案原本欲以「故意傷害罪」起訴鄧女，但審理過程因為網路熱烈討論而使得檢

方調查與審理備受壓力。整起案件最後一審判決則做出對鄧玉嬌免於刑事處罰的決定且當庭釋

放。新浪新聞網（2009 年 6 月 18 日），〈鄧玉嬌案歷經 37 天始末，當地政府陷入信任危機〉，。

2011 年 12 月 20 日下載，網址：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9/1/1/1171934/1.html 
10 2010 年 10 月李啟銘酒醉駕車在河北大學校園內撞擊兩名女學生陳曉鳳與張晶晶，事後李啟

銘不但毫無悔意且態度囂張，甚至大聲咆哮「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爸是李剛」，事後證實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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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發生由下而上的改變力量，而人們維護自身權益、抗議特權或是伸張

正義等公民意識與公民行動也在網路上得到了實現。 

 

2008 年後中國大陸網路事件有了不同以往的發展，哥倫比亞大學楊國

斌教授指出，無論是在網路上發起的抵制美國 CNN 等西方媒體運動，或

是四川大地震後數以萬計的民眾自發在網路上發起號召救援的公民動員

行動，以及 2009 年後如湖北省的鄧玉嬌刺死官員案、李剛酒醉撞死女大

學生等網路事件中，人們不僅利用新興的網路媒介如博客、微博、時即通

或手機簡訊等傳遞訊息或意見討論，更開始透過網路號召動員、發起簽名

連署等，而這些行動也實質地對公共政策發生影響。楊國斌指出中國大陸

網路上公民理性的表現不僅是構成公民社會的重要基礎，同時網路本身也

正形成虛擬的公民社會狀態（楊國斌，2009a:14-25）。整體觀之，網路興

起為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注入新的力量，僅管部分學者對於公民社會是

否存在仍有懷疑，或是對於在網路事件中所展現的動員能力與公共理性能

否持續感到悲觀，但事實上中國大陸各地湧現越來越多的網路事件都說明

了公民社會力量逐漸增強，不僅是事件本身具有公共性，人們透過網路媒

介捍衛自身權利、積極參與公共治理以及對抗政府的公民行動表現也體現

出網路對公民社會發展確實發揮作用。 

 

2011 年中國大陸各地發生多起群眾維權事件，集結人數從上千人到數

萬人不等，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群眾抗議事件呈現出不同以往的發展趨

勢：其一是抗議的目標從過去與自身相關的土地、房舍或個人權利目標，

轉變成關心公共利益問題；其二是對人權議題的普遍關懷，如聲援弱勢、

                                                                                                                                                           
啟銘的父親的確是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區分局副局長李剛。此事件因權貴子弟囂張行徑

引起網友撻伐，最後依交通肇事審判決李啟銘有期徒刑六年，但仍被網友直指判決過輕，網

路上一度甚傳「他爸果然是李剛」的諷刺短語。家園新聞（2010 年 11 月 10 日），〈震驚海內

外 的 李 剛 案 和 諧 收 場 ， 內 地 媒 體 集 體 禁 聲 〉， 2011 年 12 月 20 日 下 載 ， 網 址 ：

http://www.iask.ca/news/china/2010/1110/448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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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張社會正義或主動支援災區等行動，而這也說明了公民越發具有團結與

參與精神並且具備權力和責任概念。其三是勇於挑戰政府公權力，越多越

多民眾以實際行動要求政府改變政策，甚至在事件過程中不惜選擇與官方

正面對峙，這是過去很少出現的畫面。其四是網路群眾事件產生示範效

應，使得各地民眾越來越懂得透過網路號召，藉由組織化的聚眾抗議行動

來維護利益（戴東清，2011:8-9）。其五是網路科技與維權行動相結合，對

群眾事件產生「放大」效果。如 2011 年 2 月受到北非突尼西亞成功發起的

「茉莉花革命」民主行動的影響，中國大陸也出現民眾在網路上號召集結

的行動，散播要求結束一黨專政、要求新聞自由等訴求等訊息，雖然大陸

當局隨時監控與阻擋網路上有關「茉莉花行動」的消息與討論，但茉莉花

集結行動仍透過網路傳播得到上千名網友支持，並且在 2011 年 2 月至 3

月間成功地進行數次集結向政府表達自由民主的訴求，網路影響力再次成

為中外媒體注意焦點11。接著在 2011 年 8 月發生在遼寧省大連市的市民抗

議 PX 石化廠事件以及 2011 年 9 月發生在廣東省烏崁村村民抗議事件，都

是民眾成功地利用網路號召動員的群體事件或是透過網路進行參與公共

事務的行動，而此也正是網路科技增強公民行動能力、提升公民權利意識

並且藉由網路實踐公共理性的最好說明。 

 

中國大陸網路發展至今尚不到 20 年，但是網路科技與公民社會力量

相輔相成的結果已具體形成一股新興社會力量，其影響力雖然未能動搖政

治體制，但對於中國大陸傳統威權治理帶來的衝擊與挑戰已不言可喻。網

路提供人們自由的公共討論空間，鼓勵長期以來未能參與公共決策或發聲

的公民們盡情地在網路上暢所欲言，而這也使得原本零散的公民力量迅速

                                                       
11 參考 BBC 中文網（2012 年 2 月 20 日），〈京滬民眾響應茉莉花示威，遭警方驅離〉，2012 年 4

月 20 日下載，網址：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1/02/110220_china_jasmine_revolution.shtml。BBC
中文網（2011 年 2 月 21 日），〈日本密切注意中國茉莉花革命〉，2012 年 4 月 20 日下載，網址：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1/02/110221_china_jasmine_rea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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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藉由網路散播公民理性甚至是實現社會動員。至此，促成本研究的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即是觀察近年來中國大陸網路事件發展，對於網路事

件本質轉變以及網路公民力量如何影響國家治理感到興趣，因此選擇以網

路公民社會興起與發展為題進行研究，同時也將探討大陸當局對網路公民

社會的因應態度與管理策略有何變化，藉此描繪出資訊時代下中國大陸社

會與國家互動模式變化的軌跡。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80 年代中國大陸加入資訊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從 1994 年啟動資訊高

速公路硬體建設，到 2000 年在十五計畫中具體提出推動國民經濟與建設

資訊社會等主張，不僅將「建設信息化社會」12列為國家發展重要策略，

更將決策小組的層級提高到總理層級。至此，從西方世界興起的資訊新科

技不但未被大陸當局拒於門外，其龐大經濟利益也深受大陸高層重視並且

信服「資訊力」即是國家競爭力的新概念。而為了展現經濟實力並且與國

際世界接軌，快速發展網路新科技、投資資訊產業成為了中國大陸保持國

際領先地位的必要手段。然而，資訊化建設所帶來的不只有經濟利益與國

家競爭力提升，隨之而來的是社會、政治及文化等各層面快速被西方資訊

主義所覆蓋，這也引起許多研究者探討資訊化社會究竟對傳統中國大陸社

會產生何種影響，其主要觀察的重點除了資訊社會對中國大陸集權統治模

式造成衝擊外，同時也關切網路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影響或是資訊新科技會

否引發文化認同危機等（李英明，1999:115），研究者分別從不同角度觀察

網路對於中國大陸政治、社會、經濟或文化等各層面產生的影響，而此也

                                                       
12 多數探討中國大陸資訊科技發展的相關研究著作或官方文獻等，常見使用「信息化」一詞，

如信息化社會、信息化發展等，然與本文使用「資訊」（information）意義是相同的。為求研

究統一用詞，避免意義混淆，本研究將使用「資訊」一詞代替中國大陸文獻中常見之「信息」

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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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大陸社會轉型研究具有高度參考價值13。 

 

「資訊化」帶給中國大陸社會的衝擊是大陸當局在推動資訊化建設初

期始料未及的，當國家加速各領域資訊化的同時，也使得資訊化以超乎想

像的速度滲透影響社會發展、經濟市場甚至是改變人們思想與意識形態。

進入 21 世紀後，中國大陸網路發展出現明顯變化，在政府持續加強網路

監控情況下，虛擬網路社會不但沒有萎縮反而呈現超乎各界預期的熱鬧喧

嘩且具備政治性（Yang,2009）。有學者觀察近年來中國大陸網路事件經驗

與發展指出，網路上狂歡式的活力使得網路事件影響力更為明顯，中國大

陸網路社會如同「嘉年華會」（carnival）般熱鬧且不間斷（Herold,2011:1-3）。

而網路活力從何而來？同樣成為近年來中國大陸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尤其

關心在政府高壓管制下層出不窮的網路事件所代表的社會變化意義；或有

研究者關心網路事件所建構的公民意識形態以及有學者探究網路發展會

否成為推動大陸民主化之動因等（胡泳，2008；楊國斌，2009b）。而無論

從社會學、政治學或傳播學的角度出發，普遍來說，關心中國大陸網路研

究的結論幾乎都支持這樣的看法：網路對於中國大陸社會轉型與發展的影

響是明顯且深刻的。 

 

網路科技的特點在於變化快速，因此大陸當局的資訊化發展策略與網

路管制政策也在隨時變化。表面上所有的網路管制法令政策都是制式且僵

化的，但官方在實際執行上卻是保持彈性，隨著事件變化而進行調整（李

長剛，2009: 327）。而楊國斌在探討網路對於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的影

響時也呼應了這樣的現象，楊國斌教授指出，過去諸多探討中國大陸網路

影響的相關研究往往偏重單一因素觀察，這也使得研究結論將過度誇大網

                                                       
13 魏澤民(2007:34)整理並歸納各界對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相關研究，將之區分為一、探討網際網

路使用；二、探討網際網路各類影響與效果；三、探討網路對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面向衝

擊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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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技術功能或是政治、市場等影響，楊國斌教授認為網路是公民社會發展

的動力且同時與國家政策、經濟市場、公民社會或全球化等國際因素保持

多元互動關係（楊國斌，2009a:15-16）。而本研究也將依循楊國斌教授的

看法，主張在探討網路公民社會發展時應從「多元互動」的角度進行觀察，

即是論證國家統治、實際公民社會運作及資訊經濟市場三面將以互動關係

存在並且影響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而本研究也同時認為既然是「互動」關

係，則網路公民社會應也會反向作用影響國家、社會與經濟市場，雙方也

應該呈現互動關係。基於上述觀點，為了清楚描繪網路公民社會運作特

徵，本研究將藉由網路個案觀察以及深度訪談論證網路公民社會運作及影

響，藉此描繪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之實況以及其對中國大陸民主化

可能的影響。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一)大陸當局如何回應資訊全球化的衝擊與挑戰？其策略與結果為何？ 

(二)隨著資訊化發展的網際網路對於中國大陸社會變化產生何種影響？ 

(三)近年來各地湧現的網路事件對於社會變化有何意義？而這如何影響大

陸當局網路治理與網路管制策略變化？ 

(四)資訊經濟市場、公民社會與國家治理三者因素如何與網路公民社會發

生交互作用？而網路公民社會又如何反向影響資訊經濟市場、影響公

民社會發展以及影響國家治理模式？ 

(五)網路公民社會發展對於「國家─社會」互動模式產生何種影響？而其對

於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產生何種驅動力？網路公民社會發展限制與挑

戰為何？ 

 

而本研究將以 80 年代資訊全球化為背景，探討中國大陸在資訊全球

化浪潮推進下如何擘劃資訊化建設，尤其將關注資訊社會形成及其對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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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之影響。另方面，本研究也將挑選三個具有代表性的網路案件探討網

路公民社會形成與影響，同時也藉由訪談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解析中國

大陸進入資訊時代後，國家治理、實際公民社會與經濟市場三者如何與網

路公民社會發生互動？而與此同時，網路公民社會發展是否也反向作用於

國家治理，以及對資訊市場經濟、實際公民社會產生拉抬影響？從近年來

許多網路事件經驗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國家統治似乎不再是鐵板一塊，在

「某些時候」國家似乎容許公民分享部分治理權力，且「某些時候」國家

也默許網路上呈現眾聲喧嘩狀態，而這「某些時候」是在何種情況下以及

是何種原因讓國家願意讓出部分社會控制權以及願意承認公民權利？隨

著中國大陸網路使用者人數已超過三分之一，網路公民社會將如何在國家

治理、公民社會與經濟市場三方勢力拉鋸中找到發展壯大的機會？均成為

本研究主要研究問題。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基於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本研究選取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下的理性

選擇觀點來探討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興起經過與結果。新制度主義是對

獨尊行為主義論者之反思，他們反對將行為視作政治分析的唯一要素，而

主張政治行為必須發生在「制度環境」中才有意義。站在新制度主義論者

立場，不只是理解政治行為需要考量制度因素，研究者若要解釋任何政

治、社會或經濟行為變化，也都必須將之置於制度架構下才能完整說明。

對新制度論者而言，制度形成是動態的過程，無論是正式法規制度或非正

式的社會道德準則，各式制度深切影響政治行為者，但同樣的，政治行為

者也反向影響各種制度的形成與變化，兩者之間存在互動關係（薛曉源、

陳家剛，2007：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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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義的核心精神在於將制度列為影響政治行為變化的重要因

素。近數十年來，由於學界不斷延伸新制度主義論述，使得新制度主義相

關理論與研究重心呈現多元複雜面貌，不易找出具體的觀察研究指標（洪

嘉宏，2010:10）。而為突破研究困境，學者也嘗試重新歸納出新制度的研

究步驟，如郭承天認為採用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必須具備的五項觀察指

標分別為：被解釋項、政治行動者、分析政治行動者可用資源、探討各行

為者的互動關係以及評估制度因素對欲解釋項的影響為何（郭承天，

2000:186-187）。 

 

儘管新制度主義論出現不同流派，但仍不影響其對探討制度形成與解

釋制度變化歷程的貢獻。新制度論在過去數十年間，已成為研究者鑽研公

共政策的形成與政策選擇時多採用的研究架構，尤其新制度論強調正式與

非正式規則對於制度形成的侷限性（constraining）與能動（enabling）作用，

更提供研究者探索政治行為的另條路徑，豐富政治學研究領域。本研究旨

在討論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之形成，而制度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究竟網路管理制度如何影響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而網路管制政策有無

變化？與變化原因也都是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因此將採用新制度論者觀

點，運用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探討中國大陸網路管制政策的變化，藉此釐

清中國大陸當局如何因應網路公民社會發展。以下分別先整理新制度主義

研究途徑之意涵與應用。 

 

一、新制度主義意涵與分類 

在討論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前必須先釐清制度之定義。經濟學家廣泛

的將制度定義為「涉及社會、政治與經濟行為的相關規則」，著名的新制

度主義論者諾斯（North）也是從經濟學角度探討制度，他指出「制度是人

們制定來限制、約束人類生活的規則….同時也因為制度，成就了人們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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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動機，包括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等行為都因為制度而發生交換」（劉

瑞華譯，1995:7）。對社會學家來說，制度則單純的指「已經確定的社會秩

序，包括正式的與非正式的規範約束」。總的來說，制度雖然可以區分為

正式規則（formal rules）與非正式規則（informal rules），但建構制度之目

地就在於降低人類生活中的不確定性，無論對國家政府施政或個人的政治

社會生活，一旦缺少制度，不確定性將嚴重影響國家運作，甚至對個人生

活造成不必要的時間、金錢等損耗，諾斯藉此點出了制度存在的重要性，

即是有效性與成本考量。 

 

新制度主義理論對於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貢獻即在於提供一套以經

濟行為鑲嵌入非經濟行為的社會關係立論基礎。1984 年馬奇（March）和

奧爾森（Olsen）發表的〈新制度主義：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論文中指

出 1950 至 1960 年代社會科學界盛行的行為主義，經常過度忽略制度因素

而導致研究偏離了正軌14，新制度主義論者修正了過去行為主義的研究內

涵，將研究焦點從個人行為導向了制度，強調人們的「行為」只有在制度

的框架下才能被充分理解，同時也主張制度的形成是一動態過程，政治行

動與政治行為者所處的環境也存在互動關係，這種關係是雙向發生的，當

人們說政治行動影響社會環境，那麼社會環境也同樣影響政治行動（薛曉

源，陳家剛，2007：2）。簡言之，行為主義主張組織、團體、個人的行為

或偏好會影響制的形成，因此組織、團體、個人的行為等在研究中是屬於

「自變項」，而制度屬於「依變項」。但若站在新制度主義者觀點則剛好相

反，制度可能影響組織、團體或個人行為，因此應該將制度視為研究「自

變項」，而團體、組織與個人行為則是受到制度影響的「依變項」（陳麗春，

2007：24）。 
                                                       
14 新制度主義論者反對把行為確定為政治分析的基礎要素，因為他們不相信光依靠行為就能解

釋所有的政府現象或政治活動，新制度論者主張，行為是發生在制度環境中，因此在理解任

何政治行為時必須要考慮制度因素，否則研究結果將有失偏頗（薛曉源、陳家剛，2007：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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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義興起後，分別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激出研究

火花，相關的討論與應用研究多元，而且不同領域學者採取的觀點、研究

範圍與重點不盡相同，因此 Goodin（1994）認為新制度主義帶給社會科學

的影響是廣泛且巨大的，他整理了新制度主義論在各領域的研究應用並且

回顧相關文獻。一般而言，新制度主義論者反對以行為作為研究分析要

項，他們認為行為只有在制度的架構下才顯得有意義，即使不同領域採用

新制度論的不同觀點，但總歸對於「制度是動態的」以及「在環境因素下

觀察制度形成的過程為重點」則是一致的。 

 

新制度主義論者熱衷發展各式理論，並且嘗試從制度定義、制定變遷

或制度運作方式進行演繹研究，這使得新制度主義發展出現更多元樣貌，

在同一主張脈絡下卻產生分化，典範的分類標準也不一致。第一種分類是

以學科區分，將新制度主義分為政治學、經濟學與社會學三種新制度主義

（Goodin,1994）；第二種分類是以新制度的理論基礎及制度與行動者之間

的互動作為分類依據，區分為理性選擇制度論、社會學制度論、歷史制度

論（Immergut,1998:9-11; Hall & Taylor, 1996:936-957）；第三種分類是站在

政治學角度將新制度主義分成六種，包括規範性、理性選擇、歷史性、實

證性、國際性、社會性等六種不同內涵的制度主義（Peter,1999）。除了上

述三種分類方式，Campbell 和 Pedersen（2001）另外歸納出新制度主義四

種典範：理性選擇制度論、歷史制度論、組織制度論以及論述式制度論，

同時 Campbell 和 Pedersen 也分別從立論基礎、方向意涵、外在環境、制

度變化方式與認識論等角度論析四種不同的新制度主義典範在政治學、經

濟學與社會學等領域之應用。 

 

一般來說，常見的新制度主義典範分類是採用賀爾和泰勒（Hall and 

Taylor,1996）所提出的，將新制度主義分為「社會學制度主義」、「歷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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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主義」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其重點分別說明如下： 

 

(一)社會學制度主義，由馬奇和奧爾森提出，他們認為如果要理解政

治行為，必須也要同時分析這些行為者所處的環境或組織。馬奇和奧爾森

進一步說明組織中人們的行為並不是他們追求的個人效用的極大化，而是

因為環境或組織中存在著規範標準，如果站在這個角度來回答「為什麼人

們會遵循某些規範？」，觀察的重點即在：人們是被環境或組織所制約，

人們的選擇與行動不但是制度約束下的結果，而是更為深廣的環境架構制

約下的結果（劉宜君、陳敦源，2007：11）。社會學制度主義更強調了人的

理性是有條件的，尤其是在面對制度約束時，當人們考量社會關係將對個

人發生影響時，即便知道規範或約束是不理性，人們還是會接受這樣的安

排（李英明，2005：16-8）。 

 

(二)主張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組織最初制定的政策將「不斷持續地」

影響個人行為。制度不只是做為個人策略選擇的背景，制度更是鑲嵌在歷

史脈絡中，個人在歷史制度的實踐中將表現出選擇偏好、利益考量與行動

目標。「路徑依賴」是歷史制度主義者的核心原則，此派論者耗費大量時

間解釋與描述制度產生的路徑，而這往往有助於研究者解釋制度變遷的連

貫性，站在歷史的脈絡釐清制度的形成過程（盧守仁，2004：22）。 

 

(三)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者認為個人與制度之間存在一種計算關係。依

照行動者評估，如果制度與行動者之間是「利益一致」的，則制度僅單純

的成為一待協調的問題，在雙方都能獲利的情況下用協調的方式即可解

決。但若相反的，制度與行為者利益發生衝突時，則將出現複雜的利益賽

局（Olson,1965）。站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觀點，當行為者在有限理性的決

策環境或結構中進行選擇時，其考量皆是由自利的角度出發並且期望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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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極大化（洪嘉宏，2010：20），在此，行為者通常被認為是自利傾向且

帶有機會主義偏好。 

 

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近年來運用新制度主義作為分析途徑的政治學研究數量增加，研究者

們各自根據研究目標採取不同的新制度主義研究典範，而也因流派差異致

使各類新制度主義之典範對於制度定義、研究方向與方法論上均大異其

趣，但最終核心價值是論述出制度與行為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何。其中理

性選擇制度主義更強調當制度變遷發生，必須從政治行動者、權力理念與

歷史時空等因素綜合考量以刻劃出制度變遷樣貌，尤其執政菁英在變與不

變之間如何選擇，更關係到制度生成，對於制度產生與變化具有絕對影響

（林國明，2003）。 

 

本研究討論的焦點在於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而檢閱公民社會

相關 文獻可知，公民社會的成熟與發展與政府態度、外在環境因素與經

濟市場等有所關聯，尤其政府支持更為關鍵。因此當討論到中國大陸網路

公民社會發展時，從網路管制制度的變化便可窺知大陸當局面對資訊化社

會的反應與行動為何。由於新制度主義的核心主張在於：制度影響政治、

經濟及社會行為，而理性選擇制度論者則是強調利用行為者的算計途徑來

解釋制度變化，這與本研究所討論的大陸當局如何評估考量與因應網路公

民社會發展的研究方向較為接近，因此本研究將採用新制度主義中的理性

選擇制度典範作為研究途徑。以下將分別簡要說明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之意

涵與其應用。 

 

（一）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意涵 

新制度主義的理性選擇學派源自於 1937 年寇斯（Ronald H.Coase）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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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主要論點是以研究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行為方式、行為規則及其經

濟影響為特徵，寇斯首先將交易成本的概念帶入經濟學領域，他認為制度

雖然與自由市場中完全競爭的概念是衝突的，但是制度確實存在，且制度

的存在也有助於穩定集體行動，因此他主張制度應該被視為研究人類行為

的固定參數（王躍生，1997：5）。其後研究學者各自延伸寇斯的論點，發

展出理性選擇學派多元觀點，但萬變不離其宗，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主張制

度與人的動機、行為有著密切關聯，任何制度的產生與變化都是行為者以

理性態度，站在自利角度進行損益評估後的後果。 

    

對理性選擇學派論者來說，人們的互動可能因訊息不對等、能力差異

等因素而產生出交易成本，但是卻可以透過固定的制度將生活中的交易成

本減少到最低，同時降低人類互動的不確定性，因此制度一旦建立，同樣

的也就決定了各種機會與交易成本（North,1990）。此派論者同時主張行為

者是完全理性的，為了減少生活中的交易成本，在經過精密算計及考量個

人偏好的極大化後乃建構了制度，雖然理性選擇論者從未建立具體的衡量

指標，但「偏好」、「交易成本」與「策略互動」等是經常被研究者用來討

論的概念（王嘉州，2003：19-21）。至此可發現理性選擇學派的方法論是

建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不僅認為人是理性的，且在面對選擇時會考量各

式成本進行有利於己的選擇。 

 

在理性學派的論點中，制度是幫助人們解決社會問題或行動困境（如

交易成本過高）的方式之一，基於「理性人」的理念，此派論者相信人們

都願意遵守制度規範，好讓他們能獲得更大的利益或減少交易成本。但是

當組織中的個體各自遵循理性行動，追求自身利益的極大化但結果卻造成

集體的非理性時，理性選擇論者還是認為制度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們認

為當個體的理性選擇和集體表現造成矛盾困境時，仍可透過制度的設計解



第一章 緒論 

 21

決此一弔詭關係，制度具備合作與協調的機制，在制度生成的過程中，不

僅是決策菁英的理性考量，也是各式每位行動者經過理性計算之後的結

果，即便此制度將有損個別行動者利益或不符合其偏好但是經過計算後，

個別行動者認為其遵守該制度將致使其投入較少交易成本，那麼即使遵守

該制度並非如預期，但個別行動者仍樂於選擇該制度。如同 Crawford & 

Ostrom（1995）所描述的「當理性人們彼此互動時，隨著其他人（如決策

菁英）的行動，理性人會隨時調整他們當初所預設的立場，直到他們獨自

的行動無法再獲得任何好處的時候，制度就誕生了」。 

 

（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之應用 

當檢視採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進行分析的研究時，可發現此派研究途

徑存在兩種不同研究取向的競爭，其一是強調制度對理性行為者的影響；

其二是認為制度與理性行為者是為相互影響關係（Li,1998:35-38）。而除了

對研究取向產生不同爭議，此派論者對於制度的理性選擇也存在不同論

點，Peters（1999:46）歸納出包括了「制度的委託代理模式」（principal-agent 

models of institutions）、「制度的博奕理論模式」（game-theoretic models of 

institutions）與「制度的規則基礎模式」（rule-base models of institutions）。 

    

儘管因為觀點不同，致使採取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研究途徑也出現多

元 變 化 ， 梳 理 相 關 文 獻 可 歸 納 出 此 學 派 數 項 重 要 指 標 如 下

（Immerget,1998:18；徐斯勤，2001:117-118；王嘉洲，2003:19）： 

(一)行動者的偏好：包括政府決策菁英與個別行動者，其基於理性考量與

成本計算後進行策略選擇，其所選擇的未必是滿足自身利益極大化，

而是考慮其他行動者的策選後選取次佳的均衡。 

(二)行動者的特質：完全理性，具備投機主義與自利性。 

(三)行動者的權力：具有單方面獨立的行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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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目的：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不確定性。 

(五)制度變遷原因：行動者有目地的、有控制性、自發性的選擇，且是行

為者間策略互動後的結果。 

 

對理性選擇制度論者而言，制度能影響個別行動者的選擇，但是卻不

能代為決定之，因為每位行動者都是獨立自主且具理性能力，其行動的目

標就是在追求偏好所帶來的極大化利益，而為了達成這好處，所有行動者

都將有策略的行動、考量各種狀況後進行選擇。至於每位行動者的偏好是

如何產生，端視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與結構而言，有時甚至與其在社會階層

中的位置有關（Dowding & King,1995:2）。綜合來說，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提供研究者觀察制度形成與制度變遷一套動態的解釋路徑，由於在人類社

會中存在諸多因為生產和交換產生的交易成本，但透過制度設計，可提供

組織或個別行動者相關資訊、彼此立定契約甚至建立違背承諾的罰則，藉

此維持社會生活穩定，降低不確定性。制度便是在政治菁英、個別行動者

經過仔細考量與計算後的策略選擇，而當制度不符合現實需求時，菁英與

行動者則再經同樣的計算考量、彼此妥協後形成制度樣貌。 

 

三、新制度主義爭議與應用困境 

起源於對行為主義獨尊個人研究的反思，新制度主義提供了研究者解

釋制度生成、制度變化與制度與個別行動者互動關係的多元研究路徑，因

此也成為數十年來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各領域研究者多採用的研究

途徑，然部分學者也對新制度主義策略選擇提出質疑。Moe（1990:213）

就認為制度本身具有重分配性質，是政治菁英與既得利益者用來維持利

益、追求自己好處的手段；Knight（1992:40）也認為制度根本是有權力者

為了創造自己的利益所衍生出來的，他們犧牲無權力或不懂得自己權力為

何的人的利益，並且建構了制度，藉此得到策略性優勢。在批評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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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義論述中的制度生成根本不是菁英與個別行動者互動之後的結

果，也不是歷史時空因素或社會結構使然，而是既得利益者為了維持自身

好處所創造的。 

 

此外對於新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學派論者主張：透過制度來減少交易成

本與人類生活的不確定性、解決集體社會等問題，部分學者也提出不同看

法。Alt & Shepsle（1998:736）即指出新制度主義論者所說的交易成本，並

非真的來自於社會上的有限資源，如資訊不對等、能力差異等，而是行動

者基於自利考量而有意識、有目的的設計出來的公共選擇機制，且各式的

交易成本均無法精確的計算，如統治成本、議價成本、監督成本與事後的

監督、執行成本等均無法量化，當利用交易成本討價還價的概念進行現象

的解釋分析，也僅能做詮釋性說明，經常遭批評解釋力不足，且易使研究

結論出現爭議（陳敦源，2002:169）。 

 

對於新制度主義在研究制度變遷上的應用困境，Gorges（2001）也完

整的提出方法論上的一些問題，首先他認為新制度主義論者強調制度的生

成與變化過程，但卻忽略了制度崩解毀壞的可能，亦未對此提出說明，而

事實上制度的崩解隨時都在發生。其次，新制度主義論者未能清楚建立制

度變遷的因果關係，Gorges 認為新制度主義或許可以解釋制度變化的原

因，但卻未能交代其中的因果變化，影響了理論價值。再則，新制度主義

論者在解釋制度生成與變化時，多使用外在因素，如環境、歷史時空等非

制度變項來說明制度生成與變化，但這些因素缺乏理論基礎，致使研究受

到挑戰。最後，Gorges 指出制度在新制度主義論者眼中，往往成為社會、

經濟與國家角色之間的中介變項，論者忽視了制度角色的因果關係也經常

使得研究遭受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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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各方批評，新制度主義論者也非完全漠視，他們在解釋制度生成

的過程上加上了「理念」因素做為補充方法論上的缺失。以理性選擇制度

主義而言，當決策菁英或行動者經過考量而做出制度策略時，其不僅考量

自身利益，更重要的是理念的實踐。也就是說，雖然新制度主義論者主張

人是理性的、並且以自利為出發考量，但執政菁英與各式行動者經過計算

後選擇制定或遵守某些制度，即便是犧牲了部分行動者的利益，但大家仍

同意受制於制度規範以維持政治、社會與經濟生活的穩定。理念在此被新

制度主義論者用來解釋成「降低集體行動困境」的因素，而行動者的理念

也會隨著時空、文化或社會結構等因素產生創造更新，如 Douglas（1986）

所言「行動者將會結合本身認知的規範與新的理念融合後，更新出政策與

新式規範理念」，簡言之，理念會改變，此不僅回答了行動者「為什麼要

遵守制度規範」等問題，同時也成為組織或執政菁英推動制度之準則。 

 

而本研究目的主要討論大陸當局如何面對資訊全球化之衝擊與挑

戰，並且討論在中國大陸加速資訊化建設與發展資訊經濟的同時，如何處

理隨之而來的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網路、國家治理、經濟市場與公民社會

如何互動？以及互動結果與效應是本研究關心的焦點，因此本研究選取新

制度主義研究途徑，探討在制度框架下各類行動者（包括國家、網路企業

與網路使用者個人）如何受到資訊化影響？各類行動者可利用（或掌控）

的資源為何？而當網路與公民社會相結合並且衝擊國家治理權威時，大陸

當局如何透過制度回應？另方面，本研究也將討論網路興起對於實體公民

社會與資訊市場經濟如何發生互動？同時本研究也關心大陸當局面對治

理權威、經濟市場與公民社會三者間如何保持平衡？尤其關注網路管制政

策有無因為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而出現政策緊縮或鬆手現象？其如何選擇

又有何考量？都是本研究欲觀察討論的重點。基於此，本研究將採取新制

度主義論中的「理性選擇制度論」（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藉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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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國大陸當局對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的態度與因應政策變化之軌跡。 

 

而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將整合文獻分析法、訪談法及個案研究法，

探討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興起過程，以及在網路公民社會發展歷程中，

國家與公民社會發生權力競逐經過與結果。本研究採用的文獻分析法將整

理中國大陸自 1994 年接通網際網路起，各類與網路發展相關的法規條文、

官方報告、相關學術文獻或媒體報導等，藉此整理中國大陸回應資訊全球

化的政策作為。另方面本研究也將採用個案研究法，選擇在 2011 年受到全

國關注並且具有指標性的三個網路事件作為個案討論，藉此論證網路公民

社會興起與其對政府治理產生之影響。而為了瞭解網路公民社會如何與國

家治理威權、實際公民社會與資訊經濟等面相發生互動，本研究也在 2012

年 2 月間至北京市訪談產、官、學、媒體四種不同角度的專業人士（訪問

名單如下表 1），藉由訪談梳理專家學者眼中的網路公民社會與國家、社會

和經濟市場如何互動與結果，同時本研究也將綜合訪談者對資訊社會發展

以及對中國大陸網路管制政策變化的看法，勾勒出大陸當局面對資訊全球

化衝擊有何因應，以及面對網路社會快速興起，其在制度上出現何種理性

選擇。 

表 1、學者專家訪談名單 

受 訪 者 職 位 

胡 春 铮 北京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 

高 新 民 《中國互聯網協會》副理事長 

李 凡 《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 

王 舒 懷 《人民日報》記者與新聞協調部副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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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架構 

探討資訊科技對社會、經濟或政治領域產生作用力，僅以單一因素是

無法全面解釋其影響力。這也就是說，當討論網路科技所創造的消費市

場，以及驚人的高經濟利益時，這不僅牽涉到經濟市場是否處於開放競

爭、保持自由運作模式等因素，同時也與政府制度、社會支持相互關聯。

因此當進行中國大陸網路發展研究時應跳脫傳統單向的研究框架，而是採

取融合政治、文化、社會與經濟等多面向互動角度觀察網路的影響力（楊

國斌，2009a:17；魏澤民，2007:4）。基於此，本研究選取的研究範圍將以

80 年代資訊全球化為背景，討論資訊全球化發展對中國大陸國家治理、經

濟市場與社會轉型各層次發生何種影響，其次是 90 年代當中國大陸連通

網際網路後，網路發展如何與政治、經濟與社會各領域發生互動，最後則

討論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大陸網路快速普及以及各類網路媒介出出現

與應用，此對於大陸當局威權統治、公民社會與經濟市場又產生何種影

響。據此，以時間序列而言，本研究範圍將從 90 年代大陸當局推動資訊

化建設起，探討 20 年來中國大陸資訊網路科技興起與發展經過，以及近

20 年來網路公民社會如何在國家統治、實體公民社會與經濟市場交互影響

下日漸發揮社會影響力。 

 

本研究選取個案研究法，目的是希望藉由討論網路事件過程與結果說

明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興起與發展，然而近年來網路事件不勝枚舉，為

避免挑選不適當個案而影響整體研究判斷，實有必要說明挑選網路事件個

案之標準與原因。另方面，本文僅從眾多網路事件中挑選三個案進行討

論，其主要考量是：一、避免單一個案無法完整說明網路公民社會興起與

發展狀態，二、避免案例過多致使論文篇幅過於冗長，因此選擇三個較明

顯且具代表性的網路事件作為討論作證。而檢視國內近年來以網路個案探

討中國大陸網路影響力的相關研究，可看出研究者幾乎都以單一個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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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早期如陳英凱（2001）以「法輪功現象」為例，探討網際網路對中國

大陸政治發展之影響；陳奕任（2007）以「天涯社區論壇中的中日關係形

象」，分析中國大陸網路論壇中民族主義之現象；蔡尚哲（2008）以「廈

門 PX 專案為例」，討論中國大陸網路論壇之公民參與等。另僅有王毓莉

（2007）是以三個網路案件在論壇上引起的輿論進行質化分析，並探討中

國大陸網路論壇實踐公共性之研究。其選取之個案包括涵蓋社會司法、媒

體經營以及涉外事件等面向的「哈爾濱寶馬車撞人事件」、「南方都市報編

輯人員被捕事件」及「反日遊行」個案作為研究，而這些案件除了在網路

上引起網友熱烈討論外，更具備全國矚目、影響面廣以及改變原先結果等

特點。  

 

而為符合本研究目的，本研究挑選網路事件盡量符合下列原則為主：

其一，其事件因網路傳播而引起眾多網友關注，該個案不只在網路論壇引

起熱烈討論，且成為全國媒體注意焦點，甚至因此讓該事件成為全國議

題。其二，本研究選取的網路個案以維護權益、彰顯公共理性之事件為主，

因此表現民族情感、批評權貴人士或僅關乎個人之事件即不在本研究選取

範圍。其三，該個案經由網路社群或個人傳播而展開集結行動，且此網路

號召行動最後也成為線下的實際集結、抗議活動。而為表現網路號召力，

本研究挑選之個案的集結行動（或網路上響應該事件訴求的人數）將已超

過萬人的抗議行動為主。其四，透過網路號召行動與網路輿論影響力，最

後也成功改變原先政策、改變事件結果或達成抗議目標。基於上述四原

則，本研究分別選擇發生在 2011 年三起受到全國高度關注的個案，包括：

2011 年 7 月 23 日的「甬台溫鐵路列車追撞事故」；2011 年 8 月 14 日的「大

連市民抗議 PX 石化廠事件」、以及 2011 年 9 月 21 日「廣東省烏崁村村民

抗議事件」三個案，之後將以專章說明三個事件發生經過以及討論個案對

公民社會發展意義及進行該個案能否體現網路公民社會興起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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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研究架構如下圖 1，本研究將以資訊全球化為研究框架，分

別討論經濟面（資訊市場經濟）、社會面（公民社會發展）與政治統治層

面（國家治理）三方面如何受到資訊全球化牽動影響，並且討論網際網路

如何對公民社會、經濟市場與國家治理發生作用力。與此同時，本研究也

將關心政府、經濟市場與公民社會對網路公民社會形成與發展的影響，尤

其是關注大陸當局如何利用制度因素回應網路公民社會。而本研究同樣也

關心的是在政府網路管制因素制約下，網路公民社會如何藉由科技力量反

向影響社會與經濟市場，更重要的是網路公民社會與國家權力競合互動關

係將呈現何種變化也是本研究探討焦點。 

 

 

資訊全球化              資訊全球化 

 

 

 

 

 

 

 

 

 

 圖 1  本研究架構圖1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15 本研究圖示內「箭頭」代表假設之作用力，亦即本研究認為國家治理、經濟市場與公民社會

之間存在互相的影響力；「虛線」意義則代表有待本研究後續應證，而網路公民社會以「虛線」

呈現，亦表示有待研究後續應證其是否存在。 

網路公民社會 

經濟市場 公民社會 

  國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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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界定 

20 世紀 90 年代，美國率先將軍事用途的網際網路導向商業化用途發

展，其後伴隨全球化擴展，網路迅速興起且成為全球流通的網際網路

（World Wide Web,WWW）。網路具備的自由、開放、及時及永無停止的特

質使其成為最有效的資訊傳播工具，除此之外，隨著網路快速普及，影響

遍及政治、社會、文化與經濟各層面，而人們對於網路資訊的依賴程度也

已超過想像，毫無疑問的，網路已成為人們生活必需品。日新月異的科技

力量改變了社會面貌，同時也以驚人的速度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而這也

啟發社會科學家投入網路現象研究，從資訊主義、資訊全球化、資訊社會、

網路政治、網路文化、網路霸權等，相關網路研究議題多元且隨著科技快

速變化，新興的網路研究仍持續出現。然而正因為網路研究議題複雜，中

西方研究文獻時常出現同一意義卻不同名詞使用的情況，這也經常造成研

究者資料解讀的混淆。因此名詞界定將有助於讀者理解研究內容，避免產

生意義混淆等問題，以下將先就本研究中重要名詞進行概念說明與意義界

定。 

 

一、資訊全球化、資訊新科技 

本研究設定之研究背景是資訊全球化，若更精確的形容則是指「資訊

全球化時代」，以區別歷史上之農業時代、工業時代，並突顯本時期以「資

訊」做為國家發展、經濟生產或人類社會生活重心之特徵。追溯以「資訊」

做為人類社會生活重心的論述，早在 1973年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即以提出。當時由於電腦大型計算設備的出現，加速了人類經濟生

產模式從工業轉向以知識技術為主導，貝爾在當時預測了未來社會將轉變

為以技術人員為主的知識型社會，並且以「知識為基礎」的職業將大量取

代過去以製造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貝爾稱之為「後工業時代」（Post-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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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16的來臨（Bell,1973）。廣義而言，貝爾所指的後工業時代即是象

徵資訊時代來臨，其後隨著電腦設備普及，降低了購置資訊設備的成本，

進而加速資訊化社會運作，與此同時人們也更依賴資訊化，資訊應用也更

為層面。 

 

70 年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隱含著無國界擴散的意義而成為

商業界使用來形容跨國經濟生產模式之專門術語，全球化一詞逐漸為人熟

知。而到了 80 年代，全球化更已跳脫經濟領域研究，成為學術界延伸來

討論人們社會、政治、文化或環境因素等如何發生跨國互動（Held et 

al,1999），或是當成描述全球經濟社會環境等發生劇烈變化的形容詞

（Giddens,1999）。全球化做為當代特徵的現象描述，資訊全球化就如同經

濟全球化、社會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等一樣，成為當代全球化時代的現象

之一，資訊全球化不僅是形容全球資訊可自由流通，且資訊隨時可以發生

跨國界的互動與影響，更重要的是牽動各國向資訊國家發展轉型。資訊全

球化帶來的影響是資訊與知識已在當代社會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經濟生

產型態、政治運作、社會生活與文化傳承等無一不受到資訊影響，並且經

常是跨國界的互相牽動（Castells,2000）。 

 

學界觀察資訊全球化的發生，並且研究其對各國經濟、社會等層面之

影響進而提出各式觀點與討論，對於資訊全球化的意涵與範圍，本研究將

在後續第二章深入討論。而同時伴隨資訊全球化出現的相關名詞眾多，例

如資訊主義（informationalism）、資訊資本主義（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17、資訊網絡（informational network）、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等，

                                                       
16 根據貝爾（Bell,1973:4）描述「後工業社會」特徵包括：經濟上從商品生產（goods producing）

為主的經濟模式轉變成以服務業經濟（service economy）為主；職業分布則是以轉業技術人員

為主導；社會的核心則是以知識理論為主，並且成為社會革新與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據來源。 
17 Castells（2000）指出，「資訊主義」乃指將知識與資訊視作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等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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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各界解讀不盡相同，但都一致的強調當代各國發展已深受「資訊化」

力量影響，在全球化與資訊化力量交錯刺激下，不但催動各國組織建制因

而進行調整，對傳統國家職能也造成革命性的變化，更重要的是資訊科技

已成為時代典範，資訊主義意識形態也已成為當代解讀社會生活變遷的關

鍵要素（Parker,1999:36-37）。 

 

另方面，「資訊新科技」或「新資訊科技」是經常見諸於資訊社會或

探討資訊科技影響力相關研究中之名詞。一般來說，「資訊科技」所指為

70 年代電腦等大型資料儲存設備出現，影響與改變了人類經濟生產模式；

80 年代起，電腦設備不僅漸趨普及、降低成本，同時也改變過去單獨的機

械式運作，而是與其他科技互相配合更發揮強大的資訊使用、儲存或傳遞

等功能，如手提電腦問世，使得移動式資訊處理成為可能，而與此同時，

還有電腦、電信與通訊技術的結合發展（Poster,1995:42）。90 年代後，電

腦與電信傳播科技發展技術更加成熟，融合運用的結果成就了網路時代來

臨，而本研究中所指之「資訊新科技」即指此時期 90 年代後日新月異的

網路科技，並且在覆蓋全球的傳播通訊技術與全球化互動影響下具備隨時

快速變化之特徵。 

 

二、資訊社會、網路社會、網路公民社會 

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網路

社會（Internet Society）等經常成為各界使用來描述資訊時代的社會特徵。

三者從字面上看來意義相近，但實際卻有不同意涵。一般說來，資訊社會

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貝爾（Bell,1973）的後工業社會論述，雖然當時

                                                                                                                                                           
基礎要素，而資訊化引導社會發展，且認同資訊技術在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確實存在功能與

作用。伴隨資訊主義而來的「資訊資本主義」則是指資訊科技已促使資本主義發生重組與改

變，資訊成為經濟生產的原料，同時經濟產出也是資訊，資訊資本主義關心的更是如何利用

資訊轉換成財貨與服務，並藉此創造高經濟收益。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與國家權力競合關係之研究 

 32

貝爾對「資訊」（information）定義沒有多所著墨18，但他預測未來的「資

訊社會」發展的相關理念卻影響深遠。其後貝爾在 1979 年出版了〈資訊

社會的社會架構〉（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更明

確清楚地說明資訊如何影響與改變社會，並因此再度預測了知識與資訊將

很快成為當代社會結構的主要特徵（Bell,1979）。儘管對資訊社會的定義莫

衷一是，正如同 Weber 所言，資訊社會的具體內容是必須以實際社會運作

觀察分析，不太可能找出一明確定義（馮建三譯，1999:12-42）19，而本研

究提及之資訊社會內涵主要依照 Castells（2000）所描述的資訊社會特質，

重點包括強調「資訊」在社會運作扮演的關鍵角色，如傳統的社會屬性因

資訊技術運用而改變，透過資訊產生、資訊處理與傳遞的過程而成為生產

力與權力的基礎。Castells 更進一步指出，全球化與資訊化互相作用下，不

但影響經濟生產模式改變，同時促使社會組織朝向網絡化發展，人們生活

方式更彈性、靈活，進而形成一種新型態的社會運作模式形成，Castells

稱之為「網絡社會」。 

 

由此可知，「資訊社會」是描述資訊時代裡，社會以資訊與知識為生

產力與權力基礎的特徵，而「網絡社會」則可說是資訊社會中，人們生活

深受資訊科技作用而轉變的新社會型態。網絡社會不同於傳統社會，其特

徵包括社會轉變由多面向的網絡連結構成，並且彼此互動，促使其形成社

會動態系統，同時具備彈性與高度行動力特色。Castells 使用「網絡」

（Network）而非「網路」（Internet or cyber）來形容新的社會型態，主要

目的就是要突顯社會各領域真實且普遍存在的系絡結構型態，他認為資訊

新科技的出現，成就了資訊化與網絡化互相結合，因而讓資訊力滲透到社

                                                       
18 貝爾的對於「資訊」的定義僅泛指資料儲存、檢索和處理，其討論重視資訊的數量而非資訊

內容（質量），理論偏重探討資訊符號的儲存與傳遞，視之為所有經濟與社會交換的基礎。 
19 Frank Weber 認為各方解讀資訊社會內涵不一，歸納整理可分從技術、經濟、職業、空間與文

化五面向探討資訊社會，研究者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同，但都屬資訊社會的討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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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各領域而形成新型態社會運作，甚至成為全球網絡社會的基礎。 

 

而相較上述 Castells 所稱的網絡社會，學界普遍認為「網路社會」指

的是透過網際網路技術，而在網路空間中的虛擬社會形式。Jordon（1999）

認為網路社會是實際社會的縮影，人們透過了新科技將現實社會搬進了網

路上，在網路社會同樣可實現互動溝通，不同之處在於人們在實際社會中

的接觸、互動可能存在時間空間，甚至是社會階級與結構的限制，但是網

路社會是藉由科技技術造就的虛擬空間，在這空間中沒有時間、空間、距

離，甚至是階級限制，資訊向全球流動且是及時迅速與永不停止的。簡言

之，「網絡社會」強調的是資訊社會中的新社會型態，而「網路社會」則

可視為是實體社會的延伸，透過網路技術架構出的虛擬社會。然而本研究

中所稱之「網路社會」，除了指透過新科技所創造出在網路空間中的虛擬

社會外，同時也認為網路社會將受到實體社會運作影響，其不單只是技術

發展出的網路空間，僅供人們蒐集、處理或傳遞資訊，更重要的是受到實

體資訊化社會的影響，同時讓網路社會成為具備資訊社會與網絡社會特徵

的獨特社會型態，而為避免使用過多名詞造成混淆，本研究僅使用網路社

會做為研究使用名詞。 

 

承續上述對網路社會意義之界定，本研究欲探討的「網路公民社會」

即是指公民將實際社會中公民理性、公民意識與公民行動延伸到網路社會

中，可說是實際公民社會的擴展。一般而言，網路上公民行動的表現與實

際公民社會發展成熟與否有關，但卻不一定形成因果關係，也就是說，成

熟的公民社會將有助於網路上公民理性發展與形成公共領域，但網路本身

具備的科技特質，本來也有利於公共領域形成，即便實際社會上公民社會

聲音微弱，透過網路科技去中心化、反階層與及時迅速等特點仍對形塑公

共領域有正面助益。嚴格來說，學界至今沒有對網絡公民社會界定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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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則嘗試給予網路公民社會之操作行定義，即是：實體公民社會透過

網路平台所發生的具有公共理性的行動，且此網路公民行動同樣具有實體

公民社會之影響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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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整理與文獻討論 

 

第一節  資訊全球化與資訊社會理論 

蒸汽機的出現啟動了工業革命，人類生產方式從依賴人力到機器使

用，大規模工廠化的生產模式也取代個體的手工生產，大型機器的問世讓

生產速度更快、產量更大，此時期的生產特徵在於機器的運用，因此學界

普遍稱此時代為「機器時代」（The Age of Machines）。而 18 世紀的歐洲正

因為運用大量機械化生產，促成經濟貿易快速發展，社會上出現資本雄厚

的商人挾帶大量財富投資工廠，此又更加快資本主義興起，而自由經濟的

意識形態也隨之擴散，一般稱此時代為「工業時代」（The Age of Industry）

（王曾才，2003）。工業時代雖然沒有確切的起始點，但影響人類生活超

過兩百年，不只改變人們的生活形態，同時也影響人類社會、政治與經濟

活動發生劇烈變化（林麗雯譯，1994）。 

 

而如同蒸汽機的出現讓人類歷史從此進入機械化生產的工業時代，電

腦的發明與普及同樣開啟歷史新階段──資訊時代（ the Age of 

information）。進入資訊時代，人們的生活重心跟以往農業或工業社會的最

大差別即在於「向資訊轉向」，過去人們必須花力氣與時間操作機器以獲

取經濟利益，但是在資訊時代，人們只需坐在辦公室使用電腦處理、操縱

資訊便可以得到經過計算後的經濟利益，廣泛而大量的運用資訊所帶給人

類社會生活的影響絕不小於兩百多年前的工業革命。而當電腦與資訊傳播

迅速地改變了社會樣貌，諸多學者將「資訊」標註為當代的特徵，於是資

訊經濟、資訊社會、資訊模式等詞彙紛紛出現，然而「資訊」的內涵是什

麼？資訊化與全球化彼此又有何關聯？在資訊化社會裡，公民與國家互動

模式與傳統有何差異？且資訊化社會對於民主發展又有何影響？上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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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圍繞著資訊化社會與國家發展且與本研究背景相關，因此以下將分別進

行資訊社會理論整理，藉以清楚呈現本研究背景的資訊時代是何種模樣以

及討論資訊社會對於國家發展的影響。 

 

一、資訊全球化興起背景 

1970 年代以降，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商業界經常使用的專業

術語，用來描述無國界式的經濟貿易趨勢，到了 1980 年代，全球化更廣

泛的出現在諸多著作而成為西方政界與學界的熱門語詞。然而對於全球化

的定義，至今因學者論述角度不同而未有統一解釋，例如 David Held 認為，

要了解全球化的進行必須先從觀察人的生活環境著手，全球化的核心在於

體現政治、經濟及文化等互動是如何跨越國界進行移動（Held et al,1999），

Anthony Giddens 則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認為全球化是世界經濟、通訊

科技、貿易、金融等劇變的一種現象（Phenomenon），全球化已從無所存

在變成無所不在（Giddends,1999）。 

 

二十世紀以來，許多學者熱衷全球化研究而且每一專門學科都可由全

球化角度進行探索，也因此累積數量可觀的論述文獻。而綜合各家說法，

大抵上可梳理出全球化基本定義：全球化可說是一種現象；一個歷史發展

的階段，同時也是思潮潮流，其影響橫跨人類生活各層面，甚至擴及國家

治理與國際關係。即便全球各地的反全球化運動從未間斷，但全球化效應

已經被各國高度接受與重視，這點由過去數十年各國紛紛因應全球化而調

整國家內部政策便可得到印證（曹俊漢，2009:3-5）。 

 

在檢閱全球化相關文獻時，經常可見到另外有關全球性（Globalism）

的概念討論，Keohane & Nye（1989:1-41）認為全球化與全球性是兩相對

照的概念，前者僅指一種現象或潮流，後者則是深刻的描述世界各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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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社會或政治等各層次發生關連，以及如何產生相互依存的實際情

況。儘管研究全球化的學者很少區分全球化與全球性，甚至在研究中交互

使用，但依照 Nye 的觀察，全球化與全球性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概念，若要

深入了解全球化的影響，則全球性的概念是不容偏廢的。 

 

根據 Keohane & Nye 指出，全球性意指各國各式互賴關係的現象，包

括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甚至是國防外交等，雖然各國存在地理上的

距離限制，但實際卻發生各個層面相互依賴的網絡狀態，Keohane & Nye

進一步解釋全球性的兩項特質，其一、世界各國非單一項目的聯繫或互相

依賴，而是存在於多元的關係網絡架構（networks of connections multiple 

relationships）。也就是說，當人們說某兩國發生全球性，並不僅指兩國在

軍事或經濟等層面上發生互賴，而是指構成全球性的要素或條件必須同時

發生，才能稱兩國產生全球性。其次是距離變數，全球性通常泛指距離遙

遠的各國所發生的互賴關係，如果只是某一地區或國家內的互動，即不屬

於全球性範疇，如南、北美洲或歐洲英、法、德等國，探討全球性內涵，

其距離意義與討論相鄰近區域內發生的互動關係是不相同的（Keohane & 

Nye,1989:43）。 

 

從上述可知，當人們使用全球化這個語詞或探討全球化現象，實際上

指的正是「全球性作用深淺的過程」20。而根據空間網絡流動型態（types of 

flow）與情感效應（perceptual connection）更可進一步將全球性分為六種

層次：經濟、軍事、環境、社會與文化、政治與法律。其中，經濟全球性

是最早及最受到廣泛討論的概念，其中重要的構成要素包括資本與服務，

以及與市場交換相關的資訊是如何遠距離流動並且發生作用。另外與資訊

                                                       
20 Keohane & Nye 在探討全球化與全球性兩概念時指出「全球化就是一個使全球性日益加深其厚

度的過程」（Globalizat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globalism becomes increasingly th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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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相關的「組織」也是促成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條件，通常在探討經濟全

球化現象時，市場、資本流動與組織三者是無法切割的。當經濟全球化發

生作用後，思想、形象或意識形態等也將跟隨之促使社會文化產生改變

（Meyer et al,1997:144-181）。社會全球化是跟隨經濟全球化而來的，當社

會全球化與其他形式的全球化互相激盪交流，其產生的影響可能超過了政

治或軍事力量，不只影響個人的思想意識，甚至改變人們對社會、文化、

或原先的國家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資訊對於社會或文化造成的影響，

其相關討論原先是屬於在社會全球化的文獻探討範疇，但是隨著電腦出現

與普及，資訊加速了社會全球化的影響力道，其跨越地理與政治邊界迅速

流動，激發人們思想改變也促使意識形態變遷，而網際網路發展更讓資訊

全球化更加獨立於社會全球化的討論範疇，因此「資訊全球化」逐漸與社

會全球化分離，逐漸成為學者重視的另類全球化現象（曹俊漢，2009:48）。 

 

新科技傳播效果遠超過了人們的預期，尤其人類生活因為資訊科技結

合而創造出全新價值，並且開拓研究新視窗，例如過去生物與資訊統計是

完全不同領域，但是透過資訊科技相結合後便促成「生物統計學」的出現

與發展。資訊科技發展與全球化互相呼應，各種不可預測的因素都可能互

相結合、發揮影響，正如同 Giddens 所言，本世紀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全

球化」的時代，而其推進的力量正是資訊科技。部分學者也認為資訊全球

化的力量已超越經濟全球化、社會全球化，主要原因在於資訊的力量已非

是線性（linear）的發展而是非線性（nonlinear）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力量

是無法想像的，甚至能驅使深根柢固的傳統政治體系因此脫胎換骨21。 

然而「資訊」的內涵為何？當檢視相關文獻時，經常見到使用資訊或

資訊化一詞來描述現代社會特徵，例如資訊時代（information age）、資訊

                                                       
21 Giddens 研究認為，蘇聯等東歐的瓦解正是因為科技軟實力（soft power）的力量展現（曹俊

漢:20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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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資訊模式（mode of information）等，但若要

具體描述這些當代社會的特徵之前，必須先釐清資訊的意義為何，方能確

實描繪出資訊全球化的特質與其影響。一般說來，開始使用「資訊」來形

容社會特徵是出現在二十世紀中期後，由於電腦與通訊傳播科技的相互結

合，不但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同時也創造新型態的社會樣貌──透過了資

訊化（informatization）產業創造了經濟價值並且促動資訊社會的出現（汪

琪譯，1995:1）22。站在管理科學角度，資訊一詞所指的是將資料蒐集彙整

後，再依照某一特定目的進行分析並用於決策參考，更進一步說，資訊是

經過分析討論、綜合評估後所產生的，其特徵是有組織、有結構且經思考

後用以傳播的資料（data）（劉京偉，2004:24-28），而管理科學所主張的資

訊概念與 1970 年代社會學者們討論的資訊內涵是大致相同的，如丹尼爾‧

貝爾（Daniel Bell）在其描述的後工業社會理論中，對於資訊的定義就是

泛指資料儲存、檢索和處理，而資訊本身僅被視作符號並不具有太多意

義，貝爾在其理論中花了較大篇幅探討的，是如何透過資訊符號的儲存與

傳遞而成就所有經濟與社會交換的基礎，即使貝爾提出了資訊社會將取代

工業社會的大膽假設，其理論重視的還是資訊的數量而非資訊的質量內容

（Bell,1973:4）。 

 

不過到了 1980 年代，日新月異的新科技不僅使得經濟生產模式發生

改變，同時也影響社會、政治與文化其他領域發生變化。此時資訊的概念

隨著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T）的快速發展也有所轉變，學界

除了使用資訊來描述當代社會特徵外，「資訊」也隱含著權力來源，也就

是說，透過資訊的生產、處理與傳遞，不但能成就經濟生產力，資訊在此

還將成為權力基礎，正如 Schiller 所指出的「在資訊社會裡，誰能掌握資

                                                       
22 日本學者 Tadao Umesao 在 1963 年首次提出資訊化和資訊社會概念，並從資訊化產業的論點

探討資訊新科技發展對日本未來社會發展的影響（汪琪譯，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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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主導權誰便享有權力」（Schiller,1981）。1990 年代後，資訊高速公路的

建造構成了資訊社會數位服務的基礎骨幹，此時網際網路的發展更賦予資

訊全新意涵，資訊不再只是一組符號象徵，其內涵涉及經濟、文化、政治

社會等更多層次，同時在資訊符號的背後也隱藏著權力、支配與控制意義

（Castells,1997）。資訊化與全球化互相連結，其影響不僅促成了新的資訊

經濟體系出現，且資訊全球化以大量化、分權化、分散化、多樣化與異質

化等特質，掀起了大規模的社會變遷，急速改變了過去以空間為基礎的傳

統社會型態。然而新科技只是資訊全球化影響力擴張的其中一因素，經濟

生產模式的改變、資訊市場開放競爭以及各國競相投入資訊系統建設等原

因，都對資訊全球化影響深度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魏澤民，2007:36-37）。 

 

二、資訊全球化特徵 

1990 年代資訊與通訊科技成為全球化經濟市場最有活力的產業，而特

別的是，推動資訊全球化最主要的力量並非來自於國家政府，而是清一色

的由私人企業所主導，尤其是大型的跨國公司，例如時代華納、迪士尼、

微軟、雅虎、Google 與蘋果電腦等跨國大企業，在網路新科技出現後，更

成為掌控資訊全球化產業的巨擘。而在這些跨國企業經營下，資本聚集的

形態也產生變化，全球經濟市場儼然變成以資本主義為主流的龐大的單一

市場，Castells 稱之為「資訊資本主義」的出現（Castells,2000）。在資訊資

本主義推動下，全球競爭是這些跨國企業樂見的，它們主張開放資訊市場

競爭以便創造驚人的經濟獲利，但是在自由開放的背後，卻又存在因原有

社 會 結 構 的 不 平 等 而 加 深 的 資 訊 全 球 化 危 機 ── 資 訊 黑 洞 23

（Castells,2000）。 
                                                       
23 Castells 認為資訊全球化在經濟利益主導下迅速進行，但卻無法排除社會原有結構不平等的問

題，即是社會落後貧窮與不平等現象仍然存在，資訊資本主義的擴展將導致嚴重的數位落差

出現，若用宇宙星球來描述這種現象，資訊黑洞（black holds）正是指這些無法取得或趕上資

訊發展的落後地區或國家，甚至在同一社會也會因為中低階層人們無法近用資訊而形成數位

落差的二元社會（Castell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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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電視和網際網路讓跨國媒體更容易直接接觸到媒介使用者，這也

使得廣告商的傳播內容越來越重要也越具影響力，至此，全球媒體邁向高

度商業化成為了資訊全球化的重要特徵。另外，依循資訊資本主義的邏輯

即是鼓勵企業或集團互相進行整併，因此跨國媒體併購和集團化可以說是

資訊全球化的另一特徵，全球資本因此也越來越集中。再者，新科技突破

傳統的頻道限制，傳統上稀少的廣播電波頻譜漸趨多元，而面對更多媒體

頻道的開放，歐美各國政府紛紛解除原有禁令，漸進式的鬆綁媒體所有權

的管制。回顧 1980 年代，多數國家因應資訊全球化而調整媒體產業制度，

歸納其制度變遷方向大致包括：開放無線電視的商業化和私有化、對衛星

及有線廣電服務採取鬆散的管制、容許外資介入國內的廣電媒體以及終止

了對跨媒體經營的限制（Held et al.,1999:359）。1990 年代後電信、廣播電

視與網際網路產業的相互結合啟動了通訊匯流（multi-play）發展，同時也

再度加速了各國對傳播媒體管制的鬆綁。 

 

僅管在資訊全球化下，世界各國均同意採行鬆綁媒體的管制政策，但

是對於新興的網際網路管理卻仍存在要否鬆綁的爭議。1990 年代當網路完

全開放給大眾使用，其影響力與日俱增，尤其出現挑戰政府治理權威的影

響更讓部分國家統治菁英對網際網路頗具戒心。從網路使用者的角度觀

之，基於維護民主國家言論與思想自由，政府應該明令禁止任何阻礙網路

傳播的障礙設置，或者嚴厲譴責透過不正當的競爭方式牟取或壟斷暴利的

行為。但是另方面，從網路經營者的觀點來看，政府政策應該是要確保網

路經濟效益的極大化，以便能儘快達成資訊規模經濟，回收網路基礎建設

成本（Qstergaard，1998），這兩者之間始終存在矛盾，到今日兩造雙方的

角力仍成為各國政府發展網路產業與管制方面的難題。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與國家權力競合關係之研究 

 42

綜上所述，資訊全球化為全球資訊與通訊產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資本

集中現象，同時也出現媒體高度商業化、集團化及經常性的併購。資訊資

本主義使得國際分工模式重新組合，世界各國傳媒產業演變成由歐、美、

日少數跨國集團所主導的新格局，同時也建立這些國家在資訊全球化下的

競爭優勢。各國政府積極調整國內的傳播政策以因應資訊科技和資訊產業

全球化的快速變化，尤其是對媒體產業私有化、跨領域經營以及跨國投資

的解除管制，更造就了全球大型的跨國傳媒集團的出現，並且進一步催動

全球化資訊社會的形成。 

 

三、資訊社會理論探討 

1990 年代，傳播通訊技術與全球化相輔相成，新科技成為資訊全球化

的基礎，而全球化本身也促成世界各國密切的資訊與技術交流。至此，全

球化資訊社會的概念受到高度重視，除了學術界對此展開熱烈討論外，超

國家組織也紛紛對資訊社會提出政策性的宣示，例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

〈邁向全球資訊社會〉宣言（OECD，1997）、聯合國發展科學與技術委員

會的〈知識社會：永續發展的資訊科技〉報告（Mansell & When，1998）、

以及世界銀行所公佈的〈1998 至 99 年世界發展報告：知識的發展〉（World 

Bank，1999），此類超國家組織提出的報告內容，除了主張資訊社會業已

誕生且是全球既定的發展趨勢外，同時更強調了資訊與知識不只在資訊社

會中佔有決定性的角色，其更是當代經濟生產力與獲利能力的保證。 

 

論及「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一詞的出現，最早可回溯到

1970 年的貝爾（Daniel Bell）在其提出的後工業社會理論中提及。貝爾描

述未來的社會樣貌，將會因為資訊與知識而改變人類生活型態，資訊的力

量不僅影響人們經濟生產，同時對於政治、文化等其他層面社會結構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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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作用。儘管貝爾並沒有對資訊的定義多有著墨24，但其資訊社會的概

念卻深切影響後學，1979 年貝爾再提出〈資訊社會的社會架構〉（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一文，其中就更具體的描寫了資訊社

會是何樣貌，尤其強調資訊將必然成為人類經濟生產模式的核心，包括消

費、交易等都將與資訊有關，人們活動也將以資訊處理和傳播為主

（Jordon,1999）。 

 

貝爾提出資訊社會的相關概念激發諸多學者提出各種角度的討論，且

因為各研究領域的差異，始得各界對資訊社會的定義與討論內容差異甚

大，因此也貢獻數量可觀的文獻。Steinfield & Salvaggio（1989:1-14）綜觀

各家提出的資訊社會相關論述後，提出了界定資訊社會的五方向，即是從

資訊的生產、資訊的消費、資訊設備、批判角度以及綜合面向等五種角度

來定義何謂資訊社會25。而 Frank Weber（1995）在其撰寫的〈資訊社會理

論〉（The information society）一書中則指出不同理論家對資訊社會的論述

可概略區分為開創與沿襲兩派，前者主張資訊社會是為嶄新的概念，跟過

去傳統的工業社會意涵迥異；然而後者則認為資訊社會不過是工業社會關

係的延伸，本質上與過去社會特徵是相同的。Weber 進一步說，學者們不

僅辯論著資訊社會的來源，對於資訊社會特徵也莫衷一是，他歸納各家說

法，認為資訊社會的特徵可從下列五種方向論述，分別是技術性、經濟性、

職業性、空間性與文化性（馮建三譯，1999）。 

                                                       
24 貝爾的對於「資訊」的定義僅泛指資料儲存、檢索和處理，其討論重視資訊的數量而非資訊

內容（質量），理論偏重探討資訊符號的儲存與傳遞，視之為所有經濟與社會交換的基礎。 
25 Steinfield & Salvaggio (1989:1-14)提出界定資訊社會的五種途徑：「資訊生產」途徑來界定資訊

社會主要是從計算資訊與知識產業在經濟生產所占的份量，如達到國民生產毛額之 30~40%或

以上且持續成長，則該社會便可稱為資訊社會。「資訊消費」途徑則是計算資訊流量，包括媒

體市場分布、資訊消費品質等以計算資訊化指數，藉此界定何謂資訊社會。「資訊設備」途徑

指的是計算電腦與電信科技產品與設備的分布數量。至於「資訊批判」途徑，主要論者是批

判資訊科技展後對於社會造成何種影響，批判資訊科技引發的負面問題為主，而「多面向」

途徑則是綜合資訊生產、資訊消費與途徑先對何謂資訊社會進行主觀描述，但也就其對社會

文化影響進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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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 Weber 清楚詳述了 1970 年至 1990 年代中期各領域的資訊社會理

論內容並且提出批判，但 1990 年代晚期資訊社會理論因受到網路興起影

響而出現新的意義。Castells 認為網際網路賦予資訊社會新的面貌，隨著網

際網路迅速擴張，資訊社會的意義與影響已超越學者想像，應該使用「網

絡社會」（Network society）來取代資訊社會，因為這將更貼近網路出現後

的社會變遷狀況。網絡社會涵蓋的面向較資訊社會更為寬廣，從字面上便

可略窺之，網絡社會指的就是資訊的支配功能與支配過程是以網絡的形式

組織起來，因此網絡化與資訊化相互交疊，實質地改變人們的社會生活、

經濟生產方式，甚至是權力表現或文化衝突等也都因此發生。而如同資訊

社會的定義會因為學者們的討論角度不同而呈現多元化，網絡社會的概念

也同樣出現眾多論述，例如 Castells 認為網絡社會的起源在於資訊新科技

迅速的深入社會各階層後產生了擴散作用，社會型態轉變成數個不同的網

絡所組成，而且每個網絡都是動態地運作、彼此影響，各國的網絡社會也

同樣透過網際網路互相牽動，在此情況下，網絡不但改變了傳統的社會實

踐，同時也促使社會結構發生重組。歷史學者 Poster（1995）則指出，當

今的網絡社會得以實踐的重要關鍵便是新資訊科技的典範發生作用。

Poster 認為網際網路等新資訊科技典範不只是構成網絡社會的基礎，也是

網絡社會能發揮作用的主因，雖然在過去的社會中也同樣存在網絡系統，

但卻無法像現今這般擴散與滲透到整體社會結構甚至波及全球影響，原因

就在於資訊新科技的出現。 

網絡社會的存在不單只是指網絡「結構」型態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具

體發生影響。尤其 90 年代後，新科技促使電腦設備與通訊網路相結合，

不但促成了資料處理系統的網絡化，互動電腦、行動電話問世更讓人們的

通訊模式排除了空間限制，形成在社會的任何節點（Nodes）都可以進行

溝通的資訊網絡，至此已完全體現 Poster 所言的「去中心化的網絡社會型

態結」（Poster,1995）。不可否認的，網絡社會已經在資訊新科技的推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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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興起與發展，且資訊的影響力正以無法想像的速度迅速發展，但這不

代表實體的社會結構已經不需要了，相反的，虛擬的資訊力量仍必須依靠

國家與社會的支持才得以發揮作用。簡言之，在網絡社會中，國家角色仍

然是很重要的，儘管對於國家是否因為資訊力量興起而逐漸邊緣化，或著

民族國家是否即將消失，以及對國家角色的弱化等爭議還存在不同論辯，

但國家與制度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這仍是維持實體社會運作的基礎要

件。另方面，網絡社會也無法排除各地原有的社會與文化系統，儘管網絡

社會可能改變了原有社會認同，但在各式網絡整合或向其他國家、乃至於

全球網絡社會連結的過程中，原有社會的價值體系、利益認同、或文化觀

念可能產生變化但卻不會消失，網絡社會並非一體化，全球網絡社會也不

可能只呈現出單一價值，各國資訊化社會特色將融合在網絡社會結構中，

並且各自成為呈現出網絡社會特色（Castells,2000）。 

 

總的來說，今日受到資訊全球化衝擊下的資訊社會理論已經與 1970

年代貝爾提出的資訊社會論述大異其趣，同時也與 1980 年代後與全球化

理論激盪下 Weber 歸納出的各類資訊社會理論概念上有些差異。1990 年代

後，受到資訊全球化衝擊，新形態資訊社會呈現出不同特徵，例如資訊密

集型組織的形成、資訊機構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社會重視資訊的運用以及

學習型社會的到來（Moore，1999）。而資訊化與全球化相輔相成結果也讓

資訊社會迅速朝向網絡化轉型，網絡社會興起並且以資訊新科技典範為實

踐工具。在虛擬與真實同在的網絡社會中，國家與社會的角色仍然重要，

各自成為支持網絡社會運作的基礎，而其中制度典範、社會價值觀、意識

形態或文化認同等要素與虛擬化資訊將同時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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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際網路發展與影響 

一、網路發展、特質與各國網路管制政策 

網際網路起源於冷戰時期，美國為了在軍事科技發展上與蘇聯相互較

勁，1969 年由先進研究計畫局（APRA）設計了電腦網路 ARPANET 並且

在 1972 年公開驗證其數據資訊交換的特殊功能而引發各界關注。雖然

ARPANET 的設計初衷是為了軍事用途，但是美國參與此電腦科技研發並

不只有軍事專家，其中還包括學術界菁英，他們嘗試擴大電腦科技的應用

範圍，使得網際網路發展不只用在軍事科技發展，而延伸到經濟、社會文

化、政治活動等各領域。而網際網路之所以能夠在其他非軍事領域迅速發

展，很重要的原因在於 APRANET 原始設計具備了彈性、去中心化，以及

讓資訊傳遞點擁有高度自主性特質所使然（葉允斌，2003:2）26。 

 

由於網際網路具有特殊的自主性格讓其發展速度超越了電視、報紙、

廣播等傳統媒體，對於社會的影響力更為深遠，其中最重要的來自於網路

呈現自由與共享的特性促使「網路公共領域」形成。Castells 認為網路本身

具有的開放特質正就讓它不斷朝向公共領域的方向進化，網路的優異條件

包括開放性、分權性、分散性與多元化，同時容許變化的共享等原則，都

賦予了創造網路公共領域的良好條件（Castells,2001）。隨著網路逐漸普及

與快速發展，網路公共領域成為所有公民互動聯繫與交換資訊的平台，對

於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也從經濟與社會層面擴及政治層面。另方面，網路

公共領域的出現更催動資訊自由主義典範興起，學者指出 1960 年代網路

駭客（hacker）正是資訊自由主義典範特色的代表。當時的駭客意義與今

日所指稱具有的負面駭客意涵不同，當時的駭客們倡導資訊共享，並且主

                                                       
26 網際網路最初是為軍事用途所設計，而為了擴大軍事科技的應用範圍，其設計上除了具備彈

性特質外，更重要的是消除統一指揮中心（即是去中心化的網路結構）以及提高各節點的自

主性以分散主電腦運用的權力，藉此降低風險（葉允斌，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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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撰寫免費、可供自由下載的軟體讓民眾使用，藉此實現資訊自由流通與

資源共享（P.Himanen,2002:9）主張。這些網路自由論者在網路興起的初期，

即大力推行資訊自由流通的概念，同時也塑造出網路剛出現時帶有高度自

由性的理想狀態。儘管持不同主張的學者也強烈批判網路特質對人們社會

帶來負面影響，但卻無損於網路持續地發揮影響力，由其是網路公共化的

意涵更滲透社會生活、文化、經濟生產與政治活動。 

 

網路從 60 年代興起後，快速地從軍事用途擴展至其他領域，直接而

劇烈的影響社會面貌發生轉變，加速社會結構扁平化，並且迅速朝向網路

化組織發展（Monge & Fulk,1999）27。與此同時，網路自由、不受時空限

制的特性也使其影響力從單一國家向全球擴散，知識與資訊在數位化空間

中加快流動，網路全球化的結果形成新型態的全球資訊社會，這也影響各

國網路使用行為與思想意識，進而全球政治活動、經濟行為與社會運作都

受到網路全球化發展影響而產生革命性的變化（Loader,1998:1-10 ）。 

 

80 年代，受到資訊全球化衝擊迫使各國先後投入資訊系統建設，除了

硬體設施擘畫外，國家功能與組織也必須因應資訊新科技而進行調整。由

於先進國家不斷將資訊科技競爭轉向為經濟或軍事力量的表現，因此帶動

各國在資訊科技研究上互相交流。回顧各國的資訊系統建設，早在 80 年

代晚期即已啟動規劃，同步進行的還包括資訊政策的制定與調整，尤其是

經過先進國家與聯合國組織的多次討論後，大部分國家至此確立了因應資

訊全球化的發展策略（曾淑芬等，2010）。另方面，由於寄望資訊科技對

經濟市場帶來「蛙跳效果」以創造驚人收入，許多國家在此時也提出資訊

                                                       
27 網路化組織三項特性為：組織的資訊通信模式已超越傳統的水平與垂直聯繫，而是依據任務

目的隨時改變傳遞方式，且此種組織通常屬於任務編制而非正式組織；其次，內部網路連結

的範圍已跨越國界；再者，組織內外的連結來自於資訊自由流通與分享的價值規範，組之間

彼此信任成為網路化組織的最大特色，此與傳統的經由官僚行政命令下進行資訊的傳遞或分

享的模式已不同（Monge&Fulk,1999: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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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政策，最早期的如新加坡在 1980 年代即由政府主導提出資訊市

場發展策略目標，而歐美國家也分別在 1990 年代初期起，加速制定或修

正先前的資訊經濟政策以爭取全球經濟市場利益。 

 

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資訊政策方向也不一樣，但世界各國基於維

護資訊安全的立場，必須提出適當的網路管制的理念卻是一致的。儘管在

開放資訊經濟利益競爭與資訊管制之間經常存在爭議，且經常讓各國在制

定資訊政策時面臨挑戰，但普遍來說，各國仍然認同網路監督是必要的，

尤其為了保護兒童與青少年免受網路上色情或不當資訊的影響，確實有必

要建立網路管制審查機制。由於各國政府介入監督網路的態度不同，致使

各國的資訊管制政策略有差異（范傑臣，2002:207-16），但大致而言都遵

循多元化原則，採取被動或消極立場進行網路規範，部分國家甚至同意採

取「使用者自律」的方式代替具體的政策規範（王樂成等，2007:293-5）。 

 

以歐盟為例，因應資訊全球化的首要規劃目標是以 2000 年訂定的里

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為主，該策略主要內容是以建立「高成長、擁

有更多工作機會及更好品質的，並促進包容的資訊社會為主要發展方

向」。歐盟訂定的發展計畫重點雖然是以促進經濟為目標，但對於網路安

全與個人隱私保護也是相當重視，此從歐洲議會二十世紀末的各式出版品

與文件內容中可清楚看出。歐洲議會雖然高度認同網際網路經濟是充滿活

力的，但同時也提醒各國注意網路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問題，例如色情訊息

的傳遞、網路詐欺、駭客或個人資料洩漏等，在部分民間團體催促與期待

下，歐盟在 1999 年與 2004 年出資成立整合性的國際組織─INHOPE 和

INSAFE，聯合各國政府與國際刑警共同合作打擊網路犯罪28。儘管歐洲議

                                                       
28 1999 年歐盟出資設立 INHOPE（internet Hotline Providers in Europe Association）作為整合各國

熱線的國際組織。2004 年歐盟又設立另一國際組織 INFASE（Europe’s Internet Safety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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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仍期待各國採取「由下到上」的方式來解決網路問題，而非採取「由上

到下」的管制政策，但是各國做法仍有不同，例如德國是全球第一個制定

網路成文法的國家，德國政府在 1997 年提出《資訊與通訊服務法案》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ervices Act），限制網路傳播任何違法或

是不良思想等言論或圖片內容。而英國對待網路管制態度最為消極，基本

上以現行法規為主要規範框架，如 1964 年曾經制定《猥褻物出版法案》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以及 1986 年頒布的《公共秩序法》（The Public 

Order Act）等，但即使僅依據現行法規做為網路管制基礎，部分民間團體

仍大聲疾呼網路管制是無效也是沒有必要的29。 

 

自由民主的美國是網際網路發展最早的國家，隨著網路傳遞資訊功能

與範圍的擴展，全球的資訊傳播網絡（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network）

在美國支持與推動下逐漸形成。1993 年美國副總統高爾首先提出建構「全

球資訊高速公路」（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GII）的想法，並且清

楚的指出主要目標在於鼓勵民間投資資訊產業；促進整體電訊傳播市場的

開放競爭；提供開放式的網路基礎建設以及確保對大眾的普遍化服務（楊

忠川，1997:17）。高爾的提議很快獲得各國迴響，擴大保障民眾的言論自

由成為各國資訊傳播政策的原則，即是在致力創造資訊經濟的同時，也必

須確保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網路傳播權利，這包括能自由地透過網路來創

造喜愛的與必要的資訊。而基於上述原則，美國政府向來在資訊管制上採

取開放態度，如提出彈性化的電信傳播法規，以及強調以自律方式進行消

極網路管制等，都是以提供民眾自由的網路空間為主要考量，藉此因應資

                                                                                                                                                           
負責教育與宣導工作。INHOPE 與 INFASE 同時也跟國際刑警、歐洲刑警組織合作，每年定期

舉辦資訊交流，維護歐洲網路社會安全。 
29 1998 年英國的「文化、媒體與運動特別委員會」認為，即便網路傳播功效類似其他大眾媒體，

但不意味著適用相同規範，該委員甚至做出提出具體理由說明「我們完全不相信任何針對網

際網路內容的管制所制定的法令…是可行的」，此也代表民間團體對英國政府管制網路的期待

就是「盡量不需要有任何作為」，除了明確禁止色情訊息傳遞外，對於其他的網路訊息交換等

是否需要進行消極的自我管制，都經常被輿論認為是沒有必要的（王樂成等，200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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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全球化的快速發展。 

 

而亞洲各國多是在 1990 年代後才提出資訊建設策略，整體來說與歐

美發展的方向一致，都是以刺激經濟、促進產業發展為主要目標。以日本

為例，日本政府從 2000 年提出「e-Japan」戰略計畫、2003 年提出「資訊

政策大綱」以建設「實現無所不在的網路」為目標、2004 年提出「u-Japan」

策略，試圖打造「服務隨手可得的社會」（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從

政策變化軌跡不難看出近十年來，日本資訊政策的重心是創造更為便民的

網路系統，使得民眾可以透過資訊科技解決生活問題，與此同時還可創造

經濟利益。日本政府認為高度網路化的社會將可以同步刺激新科技再創

新，累積並且釋放大眾力量，不過如同歐美國家，在制定資訊政策過程中

也必須考量的，是高度網路化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日本是亞洲國家中

最早注意到網路社會的負面問題的國家，2004 年日本政府檢討資訊政策發

展時，便提出包括隱私權保護、資訊安全、有害內容與通訊騷擾等 100 項

網路社會可能發生的負面問題，並且立即優先規劃 21 個必須處理的重要

議題（曾淑芬等，2009：39-40），然而日本政府迄今也未訂定專法執行網

路管制，目前仍以現行法律作為管制的主要依據。 

 

同為亞洲國家的新加坡是世界上網路普及率最高的國家，早在 1980

年代初就開始進行網路基礎工程建設，並且同步提出資訊科技發展計畫。

但不同於歐美國家，新加坡一開始便主張要由政府力量積極地進行網路監

督，尤其強制介入網路內容管制，1996 年 7 月 15 日新加坡政府通過了《網

路管理辦法》，規範所有的網路活動必須受制於國家監督，其後陸續頒布

《網路行為準則》、《網路內容指導原則》等法規，具體限制網路內容，另

外還成立了「資訊通訊發展局」，專門負責執行所有網路產業單位的管理

約束（范傑臣，2002：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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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歐美與亞洲國家因應資訊全球化發展而各自提出不同層次的資

訊科技政策，但是共同點都是以刺激經濟市場、提升資訊產業產值等經濟

利益面為主要考量。然而隨著網路快速普及後衍生的社會問題也同樣受到

各國重視，即便管制網路手段經常遭受批判，但為維持優質網路社會的目

標，無論採用消極的道德勸說、業者自律或是制定專法等，各國政府仍同

意適當的網路管制確實有必要。 

 

二、網路經濟興起與影響 

網際網路做為新型態傳播媒體打造出人類史上空前的全球資訊空間

（global information space），而通訊網路與互動式多媒體的應用，更造成產

業結構與社會關係轉變。資訊社會強調知識經濟體系，其具備有「資訊化」 

（informational）、「全球化」（global）、與「網絡化」（networked）三大特

徵。其中「資訊化」意指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來源是以知識為基礎的資訊；

「全球化」則指生產、消費與通路是以全球的角度來進行佈局；「網絡化」

意指企業組織的運行和互動是在全球網絡中進行（Castells，2000）。 

 

西方國家在 70 年代進入二次大戰後經濟重整的第二階段，而正也是

資訊科技發展起飛時期，諸多商業活動開始藉由傳播新科技進行著，此

時，資本主義成為資訊科技發展的主要動力。企業自由化經營在 80 年代

初期被視為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因素，國家角色退居幕後，僅提供開放場

域與保持市場自由競爭模式，讓企業各自追求利益極大化。站在全球競爭

的角度，先進國家關心的是政府如何協助企業在全球經濟市場保持領先或

佔有一席之地，更有甚著，企業取代政府地位而主導經濟發展，全球自由

市場運作模式致使有了改變，國家與企業互動關係不在是國家主導、企業

聽從，而是相反的以企業為主，國家則處於相對弱勢。隨著資本主義力量

擴大，企業扮演創造高經濟利益的決定性角色，而政府僅負責維持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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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運作，是確保市場開放競爭的秩序維護者。有論者指出，資本主義新

興時期，國家希望藉由企業創造的高經濟收益來成就國家發展目標，因此

政府角色轉變成替企業服務的機器，甘願受制於企業的指揮與操控，而企

業也不只掌控經濟發展方向，甚至在公共政策等政治面上亦居主導地位

（葉允斌，2003:10）。 

 

90 年代網際網路出現後促使資本主義找到新的出路，此以資訊與網路

為經濟生產模式的「資訊資本主義」成形，資本家依循資本主義路徑，不

斷透過合作或整併的方式爭取新興的資訊產業資源並且試圖掌握資訊主

控權。而在資訊資本主義追求經濟利益極大化與迅速累積資本的邏輯運作

下，同時也加速資訊科技發展，如 Schiller 所言，網際網路科技興起於軍

事用途，但最終卻因為服務商業化而受制於企業經濟力量，而隱藏在高科

技發展背後者正是市場經濟（王怡紅譯，1996）。換言之，在資訊全球化

時代下，伴隨資本主義主流思潮，企業漸將網際網路建構成為新型態的商

業競爭管道，但相對的，網際網路特質也影響企業改變傳統的行銷手法，

甚至經營策略都必須調整。當全球資本家與企業致力發展網際網路商業化

之際，同時還必須掌控網路資訊，亦即藉由控制網路資訊內容來創造更高

經濟利益，而這也成就資訊全球化的另一重要特徵：廣告商對於網路傳播

內容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導致網際網路邁向高度商業化時代。 

 

如同傳統媒介在 20 世紀受到商業化宰制而迅速成為私人營利工具，

網際網路興起後隨著民間使用普及也加速網路商業化趨勢，並且逐漸成為

財團或大型跨國企業所掌控。這些跨國企業利用網路特質並且整合其它通

訊媒體以創造更高利潤，網路商業模式成為跨國企業努力的目標，它們重

視網路交易所帶來的高經濟利益，甚至藉此獲得了政治權力。當網際網路

逐漸受到私人財團與資本主義宰制，還能否繼續保持公共性也成為學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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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焦點，部分學者認為，網路商業化趨勢將消滅其公共性質，主要原因

在於無法抵抗資本主義凌駕一切的經濟力量，企業主關心的是如何藉由網

路賺更多的錢而非關心公義，此也造成網路最初打造公共論域的理想至此

消失殆盡。另方面，在網路商業化過程中，企業主藉著控制資訊內容以牟

取利益，當企業把資訊視為具有獲利價值的商品時，資訊便不再具備自由

性與公共性，而是受制商業利益驅動控制，距離當初設計網路時，希望保

持資訊自由的目的已相距更為遙遠（Schiller,1983）。 

 

80 年代網路商業化在全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帶領下更為興盛，網路商

業化與網路私有化幾乎可畫上等號30，企業主建構網路商業化模式，並且

藉由網路經濟發展而掌控資訊與網路使用權。經營者為了經濟利益而可以

隨時調整網路傳播行銷手法（李明哲、唐志宏，2002:259-260），與此同時，

為了網路商業利益，企業主除了隨時提供使用者不同的資訊外，更需要掌

握使用者留下的消費訊息，無論主動或被動的掌控與監視網路訊息已成為

企業獲利的必要方式，唯有掌握消費方向，才能透過廣告吸引更多的使用

者進行網路消費、增加收益。在網路商業化競爭洪流推進下，商業利益超

越了公共利益，網路資訊傳遞的背後是鉅額的利益考量，網路徹底成為私

人營利工具，完全失去最初的公共性意義。如同 Schiller 曾對網際網路商

業化提出之批判，他認為在這些企業主眼中，最在乎的是如何將網路與資

訊發展轉變成符合經濟利益模式的營利工具，網路最終服膺於企業財團安

排的商業利益下運作，資訊發展以商業利益為先，不過相對的，企業至此

也更高度的依賴網路資訊傳遞以謀取利益，兩者事實上將互為影響（馮建

三譯，1999:132）。 

                                                       
30 李明哲等（2002:259-260）將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視為「封地運動」（enclosures movement），

亦即指在資本主義的運作下將許多原本屬於「公共資產」的資源轉變為私人所有，此私有化

的過程也擴展到傳統媒體運作，在 80 年代以後逐漸呈現媒體私有化現象，並且逐步延伸至網

路媒介，依此邏輯，網路商業化便是企業主將網路「私有化」的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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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網際網路受到資訊資本主義影響而逐漸轉向商業化發展並

且具備經濟特徵，但同時也受到嚴厲批判，Bauman（1992）認為網路商業

化導致經濟利益優於公眾利益，其公共性特質更因為經濟力量滲入而趨消

失，此不但影響公民意識凝聚，也不利網路使用者關心公共議題31。另外，

當公民的自主性與批判能力漸受到經濟力量宰制，透過網路資訊的監控掌

握，企業主更可以自由決定要給消費者什麼樣的資訊，網路使用者被動接

受的資訊可能是企業主為了在商業活動中贏取利潤所傳佈的訊息，而非網

路使用者自我創造，因此在網路經濟興盛發展的反面便是網路公共性的消

滅，企業主提供的便捷的資訊流通網路，但背後卻隱含經濟利益與監控，

簡言之，當網路商業化程度越高，網路的公共性意義就越快消損。  

 

三、網路新科技與民主政治 

儘管學者們提出了網路的高度商業化發展將有損其公共性、致使資訊

自由傳遞的優勢消失等論點，但對於網路促進民主發展的觀點仍是被眾多

學者所肯定，尤其資通訊科技（ICTs）發展後，創造了低成本與高效率的

傳播模式，不但增加公民與政府之間互動，同時也提高公民對參與公共決

策討論的興趣（Grossman,1995;Scavo & Shi,1999），同時，政府也將因為公

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提升，相對的提高了政府治理的責任感（Hague & 

Loader,1999 ）。 

 

網路新科技帶動政府與公民社會互動關係改變，這讓提倡實踐「審議

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學者們再度充滿信心。二十世紀末，

當研究民主化的學者們熱烈討論著自由民主是否為唯一道路，成就「歷史

                                                       
31 Zygmunt Bauman（1992:11-34）曾批判網路商業化對公民意識的影響，他認為在網路高度商業

化後，企業監控資訊流通將導致網路使用者行為上受到經濟力量制約，進而無法自我行動。

更甚者將影響公民意志消沉，成為「沒有能力成為自由的人」(楚東平譯，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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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終結」議題時32，部分研究者則將民主研究的焦點從政治機關轉到公民

本身，進而提出審議式民主的概念。審議式民主主要的精神在於公民參與

集體決策的體現，並且在這決策的過程中，公民們能平等的獲得資訊、審

慎思量且充分地進行討論，如此得到的決策才能廣泛包含各類意見，具備

合法正當性，對於提升民主政治品質有實質幫助（Button & Ryfe,2005）。

Weeks（2000）指出審議式民主具備有廣泛的公眾參與、公平的審議機會、

公民具備有充分的資訊供判斷決策偏好以及結果可信等四項重要特質，且

經由審議式民意過程所形成的決策，其與民主真意是最為接近的，也因此

審議式民主被學界認為是最理想的民主政治模式。 

 

然而，儘管各界高度認同審議式民主對於解決社會衝突、提高政治品

質以及強化政策合法性有實質助益，但回到現實的操作面卻是困難重重。

由於審議式民主制度的重要關鍵在於廣泛的公民參與政策討論，而且公民

本身必須平等的得到可供判斷偏好的資訊，但是這些要件的執行必須花費

高額成本且效率低落，致使諸多民主國家望之卻步，真正能實踐公民廣泛

討論而形成政策的國家幾乎寥寥無幾。另外，不只成本考量，實踐審議式

民主理念與執行落差原因還包括了排他性、衝突性以及公民能否真正公平

的獲得資訊與進行對話等，都成為審議式民主的發展困境。但網路興起

後，科技特質似乎為審議式民主的困境帶來一線希望，網路開放、迅速、

低成本、即時性與傳播高效率等性質讓公民們進入公共決策圈成為可能，

而且公民透過網路上公共資訊自由傳遞，不僅可以讓更多人接受到政策內

容，同時也增加對公共事務的關心注意，這讓公民們得以藉由網路得到足

夠訊息以判斷政策偏好。再則，新科技帶來了便利的資訊傳播功能，吸引

更多公民透過網路收集資訊並且提高對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而此些特點

                                                       
32 Fukuyama（1992）指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讓民主政治發展產生轉折，隨著蘇聯解體東歐變天，

也象徵民主制度才是最佳政治模式，Fukuyama 稱自由民主制度為人類歷史的最終型態（the 
final form of huma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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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推動審議式民主也有實質助益，Grossman 即認為網路不只改變代議政

治的政府治理型態，拜新科技之賜更可以使民主國家政治發展很容易地重

新回到直接民主時代（Grossman,1995）。 

 

網際網路發展影響所及，不只是私人財團或企業主期望藉著新科技力

量獲取經濟利益，各國政府也積極思量如何運用新科技來改善行政效率與

提升公共服務品質，電子化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應運而生並且成

為各國資訊政策的發展重點。透過資訊化建置，不僅加速跨政府之間的合

作聯繫，同時經由網路快速、即時、自由等傳遞特性更落實政府對民眾和

企業的服務。Moon（2002:425）認為網路傳送的多元訊息可以讓公眾具備

做出好決策的能力，相對地也促進數位民主（digital democracy）發展，而

隨著網路快速發展，網路對於深化民主的功能也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重

視。 

歸納電子化政府的相關討論，可以將之區分為「E 化行政的建制與執

行績效探討」以及「E 化民主推動成果」等兩方面論析33，然而對於 E 化

行政與 E 化民主之間能否明確區隔一直是學界爭論焦點，多數抱持階段論

的學者認為，必須先循序漸進的推動行政體系 E 化，最後階段才是追求 E

化民主的實踐（Sakowicz,2001; Moon,2002;West,2004），但是持反對立場的

學者則指出，政府往往在執行行政 E 化的同時也促進了 E 化民主，兩者並

無誰先誰後而是打破線性模式朝向同步發展（Tolbert et al,2006:300）。一般

來說，網路新科技發展下的 E 化民主、電子化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

主要係指藉由電子投票（E-voting）實踐直接民主的過程，但若進一步論

述電子化民主的重點，理應不只在於發展與執行電子投票，更重要的是政

府如何藉由新科技建構實踐直接民主的各種機制，並且提供更多管道與機

                                                       
33 Huang 等歸納 E 化政府研究下的 E 行政研究範圍包括 E 化近用（E-access）、E 化服務提供與

傳遞以及傳統 E 化政府的管理範圍如 E 化政策、E 化社群等（Huang et al.2002:15-16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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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公民參與，與此同時，政府透過網路給予民眾足夠、公開的政府資訊

也有助於民眾提高判斷政策好壞的能力，（Kakabadse et al,2003:48）。 

 

由上述可知，電子化民主的內涵已經從技術層面延伸到對民眾參與意

願、能力與管道近用等面向，儘管學者對於電子化民主定義、研究範疇等

仍各持己見34，但是對於新科技催動審議式民主的發展，以及幫助喚起冷

漠民眾再次參與政治的熱情則是給予高度肯定。例如 Tsagarousianou

（1998:42）指出，自 80 年代網際網路興起發展後，的確幫助改善工業國

家公民們的政治疏離感，過去公共領域長期被政黨與國家菁英掌控，民眾

缺乏自由討論公共事務的空間因而產生對政治事務冷漠，對參與政治也不

感興趣。但是這種情況在資訊傳播科技興起後有了改變，網際網路建構了

自由無國界的公共論域，公民可以藉由網路，自由地傳遞資訊與關心公共

事務，甚至讓公民在網路空間中自由地組織社群、找到共同利益，因而強

化了公民參與討論公共政策動機。 

 

簡言之，多數學者對於網路興起後有助於民眾參與政治，以及關心公

共事務多持肯定態度（KaKabadse,1999:216；Tsagarousianou,1998:6），網路

空間中自由、無限制的公共領域，具備低成本、高效率、及時、迅速等特

質的確讓公民樂於參與公共事務討論，但是另方面也有學者對於公民參與

提出了警語，其中最常被提到的就是新科技建置受限於地區或資源而產生

的「數位落差」問題，以及新科技迅速發展後造成使用者能力不均等問題。 

                                                       
34 學者對於電子化民主的定義與研究範疇論點多元，如 Kakabadse（2003:48）等學者認為電子

化民主不只著重技術性的電子投票成效，更重要的是如何藉由新科技建置實踐民主的各類機

制；Thomas 與 Streib（2005:261）則將電子化民主定義為「民眾藉由線上獲得資訊並且對公共

議題提出意見與進行溝通」；Norris（2003:6）認為電子化民主是建立在 E 化近用、E 化服務與

資訊提供及政府與公眾之間 E 化互動溝通的平台上，進一步使公民能參與政府治理與決策，

而更具體實踐 E 化民主的作法是讓公民能藉由 E 化途徑進行公職人員選舉或對政府決策表達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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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網路新科技與公民社會 

一、網際權力概念 

當深入探討網際網路為何能對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發生劇烈影

響時，網路本身的重要特質－虛擬性（Virtuality）是關鍵原因。網路空間

中的虛擬社會雖然稱為「虛擬」而與真實社會有所區別，但事實上，虛擬

社會是在網路空間中重新被人們創造出來且可供日常使用的實體空間，透

過科技訊號與電子設備，人們可以在虛擬的網路世界中，進行像在真實社

會一樣的溝通互動（Jordon,1999:1）。隨著新科技發展，虛擬社會深切影響

人們生活，即使是對網路科技從來不熟悉的人，也會不自覺的受到影響，

如銀行提款機、語音電話或手機簡訊等，無論個人願意與否，新科技的虛

擬性已經滲入個人生活，成為社會不可分割的部份。而個人與新科技之間

如何相互依賴或相互合作進而創造網際權力（Cyberpower），則是探討新科

技影響力時不可忽略的重要問題。 

 

權力（power）是政治學研究者再熟悉不過的概念，雖然對權力意涵

的討論多元且分歧，但是若以最基本的權力概念而言，權力是用來描述能

力差異的語詞，同時也隱含行動能力，例如探討誰能做什麼？誰有影響力

等。一般而言，政治學者們多運用權力理論來探討社會本質，或解釋社會

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現象，但若使用權力理論來探討新科技與社會關係，

以及解釋網路空間中個人權力互動，對於釐清網際權力的內涵將有很大幫

助。Jordon（1999）首先運用三種不同角度的權力概念來探討何謂網際權

力意涵，以及解釋網際權力如何發生。其一是韋伯（Max Weber）提出的

「權力是個人所有物」的概念，韋伯的權力理論圍繞在「個人的」面向上，

當個人的意圖或意志有強加於他人的能力時，權力便由此產生。而韋伯也

指出，當個人壓抑或對抗時才會感覺到權力，而當有人施壓又有人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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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權力的宰制體系才會出現。對韋伯來說，權力是透過個人實現的所有

物，屬於個人所有的並且具有可操控性。 

 

Jordon 提出的第二種權力理論來自於英國社會學家巴尼斯（Barry 

Barnes）。巴尼斯主張權力不屬於特定的人或物，而是人們集體持有知識的

結果，權力是透過集體建構出來並非天賦的，權力存在主要目的在維持社

會秩序，讓人們可以在穩定規範的社會中安穩生活，例如人們遵守交通規

則的目的在保持行車通暢，維護行人安全，因此政府爲了保護人們生命不

受傷害，有權力制定各式各樣的交通法規限制行車速度或路線，以確保民

眾行路安全。巴尼斯認為人們會依照日常生活需要建構知識，比如把錢存

在銀行是安全的、遇到紅燈要停車等，個人藉由建構這些知識而得到社會

權力，透過知識的流通與互動，社會於焉誕生（Barnes,1988:56-7）。  

 

Jordon 提出的第三種權力理論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權力

宰制理論。傅柯認為，人們的互動使權力發生效力，當人們在社會各階層

發生互動時，也就表示社會各階層都存在權力關係。在傅柯的權力理論

中，他認為權力並不是所有物而是社會關係的一部份，當社會關係中存在

不平等，權力也出現不平等狀態，有些人有權力，有些人則沒有。傅柯的

權力理論的核心價值在於他指出了權力與壓迫、不平等有關，研究權力便

是探討社會中的宰制與征服的形式，他關心的是權力的施展，在社會關係

中到底誰要聽誰的？為什麼要聽？傅柯認為要深入研究權力就是要探討

在於社會互動中，征服、使人服從、屈服的形式是如何發生的

（Foucault,1983:212）。 

 

上述三種權力理論各有不同論述角度，Jordon 運用三種權力理論來套

用解釋網際權力的生成，則分別找出了在網際空間中屬於個人層次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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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權力面貌，此對於探究在虛擬的網路空間中，網際權力是如何施展

的實有幫助，以下分別簡要敘述： 

 

（一）個人的網際權力 

Miller（1995:55-6）認為在網際的虛擬世界裡要比實際世界更容易實

踐平等主義。個人在網路上的發言不會因為膚色或性別而產生差異，例如

在實體世界中可能因為高音量、性別角色不同而主宰了對話或發言權力，

但這在網路上卻是不可能發生，因為每個人都以打字來進行溝通，在打字

時也無法讓自己的文字是「優先」呈現的，網路消除了個人主宰對話的可

能，任何人在網路世界都是平等的。但是若主張網路空間完全不受到實際

世界中性別、身分或種族等因素影響，部分學者仍持保留態度。Burkhalter

則指出，網路空間並非平等的，事實上也受到實際世界中個人身份或社會

位階高低等影響，只是這些要素用不同的面貌重新組合與呈現，並且與實

際世界中的身分、位階高低產生不同互動（Jordon,1999:93）。換言之，個

人在網路上可以創造出不同的身分、性別、種族等，並且透過化身（avatar）

在網路上活動，網路上的身分不一定與現實世界中類似，甚至可以隱藏實

際世界裡的人格表現。透過身份的自由變動而讓個人在網路上取得更大權

力，任何人都透過網路發表意見，只有網路檢查制度會限制了某些個人的

網際權力，除此之外，網際權力就如韋伯的主張─權力視為個人所有物一

般，毫無阻礙的成為個人行使讓某人或某物服從自己意圖的能力基礎。 

 

對個人而言，創造網際權力的根源除了網路上可隨意變化的身分性格

外，網路上沒有權威與中心階級、資訊流動沒有限制，「反階層」的特質

也對於鞏固個人網際權力有很大幫助。另方面，多對多的傳播模式是網際

空間的運作規則，透過多對多傳播而使得政策的決定過程融入了更多人的

意見，同時消除了在現實生活中，多數人參與決策可能面臨到的空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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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發言時間不夠或階級性等限制。Jordon（1999:113-5）認為網路上多對

多傳播模式，不但有助於促進民眾政治參與，同時也提高民眾搜尋資訊的

意圖，如同 Sproull & Kiesler（1993:108-16）研究顯示，電子通訊的出現

使得詢問型的訊息大量出現，顯示網路發展提高了民眾對一般性的資訊需

求。 

 

資訊在網路上自由流通的特性彌補了網路階級的問題，曾經被政府封

鎖的訊息一旦在網路上被搜尋到，政府便不可能再阻止此類的資訊在網路

上繼續流傳。網際網路具備全球性（Global），而資訊流動空間（Information 

space of flows）的無疆界特徵也使得任何資訊只要放上網路、開始流動，

便具備了及時的、永不停止的特徵。總的來說，諸多的網路特性助長了個

人的科技權力，而個人的網際權力來源是由下列三者交織而成：身分變動

性、反階層以及資訊空間等三要素構，同時也促發了網際政治的出現35。 

 

（二）社會的網際權力 

Jones（1995:19-20）研究發現，個人在網際空間中最重要的行動就是

資訊分享，但誰能分享資訊？或是誰可以接收被分享的訊息？則涉及了超

越個人層次的更廣泛的權力競爭。網路空間可以被視為全新的虛擬社會領

域，個人透過身份變化與網路反階層特性，確實可享有某些網際權力，但

在新的網際空間中並非完全呈現無階級，相反的，在網路上很快的出現新

領導者－－科技菁英。 

 

網路科技本身並不會自動安裝、維修或自發性的傳遞訊息，科技操作

者仍是智慧人類，這也就表示，科技菁英們創造了網路空間，而且藉由研

                                                       
35 Jordon 指出研究網際政治主要從「資源」與「權利」出發，即是關切：國際間網路資源分配

是否平均，以及國內網路使用者是否擁有同樣的近用網路權利（Jordon,1999:1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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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網路空間與操作又網羅了更多科技菁英，多數的科技菁英來自於私人企

業、政府或國家行政體系，他們在現實社會中往往也屬於菁英階層，負責

控制、管理，甚至是掌控經濟生產分配，因此當這群菁英進入網路空間後，

很自然的也成為了網路菁英，透過技術而掌握網路資訊的分享與傳遞

（Perkin,1996:6）。簡言之，網路社會空間是由個人與網路上各類社群組合

而成，雖然不同於現實世界，網路社會空間具有去中心化與無階級的特

性，但是另方面，卻也出現了掌控網路資訊傳遞的網路菁英。這群人不但

可以隨時擴張或修改程式指令碼來改變網路傳遞，更可以新增或取消網路

軟體而影響了網路使用者的選擇，由此可知，社會層面的網際權力可說是

由科技權力所組成，而掌握科技權力者又主宰了網路空間。一般而言，此

類科技權力由擁有科技專業知識的菁英所掌控，例如程式設計師、網路管

理者者等都擁有不容小覷的科技權力且在企業或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不可否認的，網路對現實社會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在網路的虛擬社

會中，新科技重置了現實社會中的政治、經濟甚至是消費行動。例如以政

治轉變而言，新科技將政府執政權從獨裁集權者的手中轉移到多數公民手

上，從少數人掌控數十億人的通訊內容的情況，變成了每個公民都可以任

意 的 向 其 他 公 民 傳 播 訊 息 ， 而 有 助 於 提 升 民 主 政 治 發 展

（Rheingold,1994:14）。然而當學者們樂觀地提出網路將解放資訊，並且終

將解放現實世界的想法時，卻很快的經由事實證明網際網路並無法造成政

府重組，甚至是創造完全的數位國家，理由在於：當網路空間中的力量直

逼當權者時，現實世界中的政治菁英將會抗拒資訊社會的影響，他們將試

圖影響網路使用者，甚至是限制網路民主化的要求36。也就是說，網際網

                                                       
36 Jordon（1999:222）舉出美國「傳播清流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立法過程為例，

由於現實世界中的當權者，部分也是網路經濟或新科技消費生產的既得利益者，因此當如傳

播清流法案等可能影響獲利的法案出現時，現實世界中的政治菁英將受迫於既得利益者的壓

力，而可能選擇不支持、不表態或根本退居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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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確實促成了人們政治生活改變，但這改變並非是網路使用者促成，而是

科技權力菁英所達成的，網路空間仍與現實世界一樣受到菁英宰制，雖然

網路具備去中心化與反階層特質，但卻無法避免地出現另種虛擬空間中的

階級特徵。 

 

總的來說，網路新科技賦予人們權力，同時人們也會盡可能的捍衛網

際權力，並且使其擴展到其他各領域。但當越來越多人利用網際權力時，

勢必需要解決資訊超載的問題，且網際空間也需要適度的管理，因此促使

擁有網路專業知識的網際菁英出現。當個人越熟悉在網路空間中傳遞資訊

與溝通，就越需要額外的網路功能，當個人的網際權力隨著使用網路的頻

率增加時，同樣的也加快網路菁英權力的上升，個人與菁英的網際權力在

此出現一起擴張的現象（Jordon,1999:278）。換言之，網際空間不斷改變，

當個人的網際權力擴張，也代表網際菁英主導的科技宰制力量快速增加，

且這兩股力量由合作到衝突，呈現出動態變化。一般來說，當個人或社群

在網際空間中的活動足以創造經濟利潤，企業主等網際菁英將樂於與個人

網路使用者合作，已得到信任獲取更多經濟利益；但若個人在網路上發起

抗爭或反對的事物將不利於現實中的企業、政府等菁英們，他們便可化身

網際菁英並且展現威權阻止個人的網際權力擴張，因此衝突便在基層使用

者與網際菁英間上演。 

 

二、網際權力的政治運用 

研究網際網路在政治層面的影響通常可分為兩面向：一是探討網際網

路政治學，即是網路發展過程中受到何種政治因素干擾，無論是國家內部

的政治因素或國際競爭、全球化因素等；另一面向則是探討網際網路出現

後的政治化使用與發展，包括電子化政府的興起、電子化民主、電子投票、

動員或競選等等。由於本研究重點在於探討網路對公民社會興起之影響，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與國家權力競合關係之研究 

 64

因此在本小節則著重討論後者，即是梳理文獻中有關網路發展對公民參與

公共事務之影響。 

 

網路傳播形態不同於其他如報紙、廣播、電視等的傳統媒體，除了具

備「一對一」、「一對多」等較為人熟知的傳播形態外，另具備著「多對多」

與「多對一」的型態也使得網路傳播更為複雜。網路作為一種傳播媒介，

但是卻具備其他各種電子傳播形態，進而發展出融合各種媒體表現、特殊

的網路傳播形式－文本、圖像、影音等融合傳播且具備互動性

（Chadwick,2006:9）。隨著網路普及使用，在當今許多國家裡，網際網路

已經如同水、電、天然氣一般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用品，同時也改變了過

去傳統政治社會運作模式。 

 

網路相對複雜的特質，使得國家欲進行網路管理變得十分困難。過

去，政府對待新媒體的態度通常是透過政策制定、監控內容或掌控基礎設

施等技術性手段來控制媒體，但監控網際網路並非易事，原因在於其多對

多傳遞的複雜特性所使然，這使得政府想要全面監控網路幾乎是不可能

的。再者，監管網路的社會成本過高，也使得部份國家政府寧願選擇消極

的管制方式，甚至是鼓勵業者或使用者以「自律」取代明確的政策規範。

而當政府對網路控制的力量削弱，相對的表示網路使用者的權力增加了。

過去，在公眾事務討論經常缺席的人們可以透過網路發聲，且原本力量不

強大、被邊緣化的社群，也可以藉由網路串聯來提升反抗的力量，而且不

需要花時間在主流媒體上建構自己的身分，或表達對政治事務的不滿，現

在只需要透過網路、藉由網路上的社群討論區塊，人們便可以表達意見、

反應不滿。Mitra（2001:34）認為，在網際空間中資訊快速的流動，讓原

本處於政治邊緣的人群也開始相信他們的意見能夠被納入到主要的政治

議程討論。同時，這群原本對政治冷漠的民眾也開始在網路上討論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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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批評公共政策，更重要的是，他們相信這樣的批評是有效果的。網

際網路讓政治傳播的範圍、規模以及影響力都超過以往，當越多人相信與

使用網路的政治傳播功能，政府、企業或過去主流媒體的權威地位即相對

的快速弱化（Kellner，1999:103）。 

 

網路的出現不僅改變過去人們對政治活動的冷感，網路參與的低成本

也引發人們對公共事務討論的興趣，Chadwick 更進一步指出了兩個與網路

政治應用相關的概念－社會資本與公共領域，並且認為網際網路因此成就

了公民社會的基礎。依據 Putnam（1995:66）對社會資本的定義，係指社

會組織的特徵，如關係網絡、社會規範或人際信任等，而人們為了維持民

主社會的穩定運作，基於互利原則，上述特徵必須隨時保持協調與合作。

不過學者們發現，在歐美國家人們參與公協會的意願越來越低，對於政治

事務也漠不關心，顯示社會資本正在衰退，這樣的情況並不利於民主發

展，且對於維持政治社會進步也是相對困難。但是網路的出現提供了社會

資本衰退的良方，Chadwick（2006:115）指出，網路提供了一個「絕佳的

地方」，如同以前人們會聚集討論政治事務或公共議題的咖啡廳、酒吧或

美容院，這些開放式或半開放式的空間讓人們可以自由的暢所欲言。網路

空間取代了上述的實體的地方空間，而且沒有時間限制，人們即使在三更

半夜也可以在網路上發表訊息與討論，這也鼓勵了人們隨時交換意見與相

互討論，再次強化了社會資本，促進民主社會運作又回到了穩定的局面。 

 

在探討網路對深化民主的影響力時，除了社會資本的提升外，公共領

域是最常被提到概念。許多學者從哈伯瑪斯（Habermas）提出的公共領域

概念延伸運用來探討網路如何促進民主，儘管各方對公共領域意義的論述

不同，但是其核心重點在於：公民能在自由地、不受國家政府、企業主、

媒體侵犯的領域中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自由的表達意見並且不受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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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不平等的影響（Chadwick，2006:117）。網路新科技帶來了相對自發性

的、彈性且不受時間、地點約束的平台，人們在網路空間中，以符合公共

領域的原則進行公共事務討論，不受現實世界社會階級影響。不過網路並

不是無條件的促進民主深化，Dahlgren（2000）利用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

框架，探討網路與民主化的互動關係時指出電子化民主必須成立的六個條

件：擺脫國家統治與經濟權力而自治；網路批判是有理由的推理而非斷

言；自我反省；理想的角色扮演；真心誠意；平等的融入參與。 

 

當多數研究者認同了網路發展的確提高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對

於網路高度滲入人們政治社會運作及促動民主化等也保持高度信心時，卻

有學者提出了另一值得網路研究者注意的面向－網路與現實世界的互動

影響（Wellman et al.,2003:9）。Wellman 認為網路已經被證明是人們維持社

會活動與人際交流最好的方式，但是在人們透過網路保持社會關係的同

時，他們同樣會把政治或其他利益帶入網路內，換言之，人們將會把網路

上的新體驗、新知識、新訊息與新觀點等，同樣的在他們離線之後帶入現

實世界中。因此，網路與現實世界生活互動的結果，不只改變政治活動內

容、範圍與提高人們參與興趣，同樣的，政治活動也反向的改變了網路使

用者。 

 

隨著網路普及發展，利益團體也開始運用網路來影響政治事務，如社

會運動集會或政治動員等，網路動員的特色在於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在

網路空間中可以創造出永久的社會運動網絡系統，且可以進行跨國動員，

成為一種新的政治存在形式，大幅度減弱了政府的控制力度

（Castells,2001:154）。Chadwick（2006:178-88）更進一步整理了網路政治

動員的優勢，包括提高動員的靈活性；結合新舊媒體，提高動員效果；融

合政治與文化的動員優勢；減少集體行動的成本等因素，增強了利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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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員與遊說力量，甚至對政府治理造成威脅。 

 

利益團體網路動員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各國政府紛紛提出因應策略，

如發展電子政府（E-government），擴展網路政治的應用層面，藉由網際網

路建立民意疏通管道。學界對於電子政府有諸多討論，有些學者認為電子

政府的定義在於「政府爲改善治理，而透過運用新科技改善公共服務品

質，提高選民政治參與意願」（Jaeger,2003:324），但如 Seifert（2003:2）則

把電子政府定義為「使用網路新科技改善治理機構的效能、效率與服務品

質」。由於新科技隨時變化，致使各界很難對電子政府提出準確意涵，但

是各國政府願意支持發展電子政府已成為了共識。Jaeger（2003:323-324）

研究歸納出各國願意發展電子政府的主要原因有下列： 

（一） 擴展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跨部會或各級政府之間互動聯繫。 

（二） 降低行政成本，節省行政人員重複工作的時間，提高工作效率 

（三） 透過民眾意見反應與網路投票等，可減少政府職能腐化現象。 

（四） 讓企業與政府雙贏。電子政務將使得企業增加與政府合作的機會，

並且在履約過程中降低成本與提高效率，另方面政府也可在採購過

程中同樣的降低成本。 

（五） 大量且捶手可得的訊息讓公民社會蓬勃發展，電子政務增加了官

員、政府與公民社會溝通的機會，以新的方式提供公民參與管道。 

 

簡言之，民主國家支持發展電子政府的主要原因在於因應網路快速發

展，網路使用者以倍數成長的情況下，傳統的公共政策與行政管理思維必

須改變，而借力使力的策略便是發展電子政府，不僅可以讓民意有流暢的

疏通管道、提高公民參與，同時運用新科技也幫助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

高行政管理效率（Chadwick，2006:250-69）。不過電子政府是否完美無缺？

答案仍是有爭議的。學者提醒，現實社會中存在的階級不平等問題同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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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在虛擬的網路空間，即是公共官僚體系中存在的階級與權力關係，並

不會因為發展電子政府而獲得改善，而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平等，也在虛擬

的電子政府中繼續存在（Gillmor,2004:66）。 

 

網路新科技在政治應用上範圍深遠，目前而言包括電子化民主

（E-democracy）、網路社會動員（E-mobilization）、電子化競選（E-election）

以及電子政府（E-government）等四大面向都已隨著新科技而快速興起發

展且隨時變化。但若要預測未來會否有更多的網路上的政治應用卻是有困

難的，因為新科技變化迅速，很難判斷未來網路新科技會否對政治制度與

政治應用產生影響，且此與政府態度、人們意願都有直接關連。但無論如

何，網路發展迄今，從政府治理的角度或個人使用者的角度來說，網路已

高度牽動著政治社會運作，即使學者不斷提出網路政治應用的挑戰－－如

建立全球資訊社會的必要性；有關各國網路治理、個人隱私保護、網路安

全的爭議；國家與企業對網路內容監視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以及對網路政

治經濟發展的憂心（Chadwick，2006:438-40），但仍無法抹滅網路對政治

應用提供了更多元、彈性的功能，實質的活絡了各國的公民政治參與行動。   

 

三、公民社會與網路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civic society）經常被與市民社會、民間社會等名詞混淆使

用，雖然三者的英文同樣都是 civic society，但是中文涵義卻不盡相同。一

般說來，市民社會一詞出現自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中譯本，通常泛指資

產階級社會，多少帶有貶抑的感覺；而民間社會則多用來描述社會民間組

織。不過在歐洲歷史文獻中，市民社會則又與公民社會意義相近，泛指受

到貴族迫害的市民們，為了維護自身權利不受到國家侵犯而逐漸組織的民

間力量。在歐洲歷史發展中，市民社會象徵與國王貴族抗爭的中產階級，

為了保障權力並且爭取自由空間，市民組織起來並且聯合教會對抗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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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國家與社會是對立衝突的，市民社會的意義即在於把國家（王權）掌

控的權利拿回來（李凡，2010:339）。然而公民社會概念在美國歷史發展中

則呈現與歐洲截然不同的內涵，原因在於美國建國之初即是由多元團體協

議產生，且憲法中清楚明白揭示個人權利，因此公民不需要再與國家抗爭

權利，這是他們本來就擁有的。由此可知，公民社會意涵在美國社會則泛

指介於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中介組織」（mediating structure），包括教會、

協會甚至家庭都屬於公民社會範圍。 

 

由於對公民社會意義解讀不同，因此相關公民社會發展與影響的討論

十分多元，有些學者認為公民社會應該是非營利（NPOs）與非政府組織

（NGOs）的基層公民構成的公共社群，它們是獨立於國家、市場、企業

等領域以外的公共領域（楊國斌，2009a:14）。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公民社

會應該是相對獨立於國家政府以外的所有民間組織總和，這塊公共領域空

間不屬於官方政治領域或市場經濟領域，而是介於官方與市場之間的第三

部門（The third sector），其組成者是各種非政府、非企業的民間組織，這

些成員是基於保護或促進本身利益而自發性的結合，並且享有對國家政府

事務的自主權（俞可平，2002:196）。從各類的公民組織的相關研究也可以

發現，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政治學研究者開始強調公民社會的政治層面意

義，即是把公民社會當成動詞而不是名詞或形容詞，強調公民的公共參與

力量以及對國家權力的制約行動（俞可平，2002:202-4）。 

 

隨著全球化發展，民主政治的議題越來越多元，從各國治理的實務經

驗來看，都可發現政府組織已經不再是解決公眾問題的唯一制度性機制，

當人民對政府治理要求增加而政府無法單獨應付社會所需時，很自然的必

須依靠民間力量，即是採取「公私協力」的策略來因應政府治理能力的不

足。除了彌補政府欠缺之治理能力外，公民社會興起的另種原因在於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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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社群有感於自身的利益與需求經常遭到政府忽略，且對於民主政治運作

中私利興盛、個人主義大行其道的不滿意，公民則將自發性結合成社群，

並且藉由參與討論公共事務向政府表達需求與期待，若政府無法給予正面

回應，則公民社群可能再發動群眾力量來挑戰政府治理權威（江明修、曾

冠球，2010:4-5）。 

 

公民社會興起的意義，除了補足政府供給與社會大眾需求之間的落差

外，更重要的是訓練公民意識，落實民主國家人民為先的原則。公民意識

係指公民關心與自身有關的公共事務並且擁有主動參與的權利，同時也以

發起行動結合其他公民，對於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務參與影響。1990 年代後

各國的民間組織蓬勃發展，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呈現出既合作又對

抗，此種複雜關係來自於彼此對政策的目標與執行方式的共識，兩者的互

動關係未能一概而論。儘管對於公民社會發展是否有助於提升國家治理能

力的討論尚有爭議，但隨著全球化影響，推動建立全球公民社會的行動已

得到多數國家支持，「公民參與世界聯盟」（ World Alliance for 

Citizen,CIVICUS）並且積極的進行對各國公民社會發展的跨國研究，試圖

描繪出公民社會應有的樣貌以及建立公民社會指標（Civic Society 

Index,CSI），其目的就在於提升全球公民社會的優勢，並且強化公民意識，

傳承公民社會知識（陳秋政，2010）。 

 

基於上述理念，「公民參與世界聯盟」（ World Alliance for 

Citizen,CIVICUS）根據 1999 年 CIVICS 在馬尼拉舉辦的「全球公民社會」

年會的結論共識，提出了建構公民社會的發展指標，並且分為結構面

（structure）、環境面（environment）、價值面（values）與影響面（impact）

等四面向討論，並再細分發展成 25 個次項目，以及 74 個細部指標做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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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會的分析架構37。其後在 2008 年，公民參與世界聯盟又再根據各國實

際操作的結果修改了公民指標分析架構，成為以下五個構成面向，包括38： 

（一）公民投入（civics engagement）：意指「個人對與社會大眾相關的政

策事務之投入程度」。 

（二）組織層次（level of organization）：意指「公民社會組織化的程度」。 

（三）價值實務（practice of values）：意指「公民社會實踐其核心價值的

程度」。 

（四）已知影響（perceived impact）：意指「根據內外部可觀測之現象，評

估公民社會實際影響公共政策的程度」。 

（五）外部環境（external environment）：意指「公民社會在包括政治、社

會、文化、經濟等外部環境因素中如何受運作以及受到干擾或影響

的程度」。 

而根據實際研究執行需要，上述五大公民社會構成面再具體化成可操

作之指標整理如下表 2： 

 

表 2：2008 年「公民參與世界聯盟」提出修正後的公民社會發展指標 

主面向 內涵 測量指標 
公民投入 個人對與社會大眾相關的政策

事務之投入程度。 

組織層次 公民社會組織化的程度。 

1.公民參與的廣度 
2.公民參與的深度 
3.公民社會參與者的多樣性 
4.組織架構 
5.相互關係 
6.社會資源 

價值實務 公民社會實踐其核心價值程度。 1.政治環境 
2.人權 
3.社會經濟環境 
4.社會文化環境 

                                                       
37「公民參與世界聯盟」（World Alliance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CIVICS）之組織背景以及供民指

標建立的詳細計畫內容可參閱 CIVICS 網站 http://www.civics.org/csi/csi-background 
38 2008 年度 CSI 修改架構與內容可參閱 CVICS 網站 http://www.civics.org/csi/csi-whats-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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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律環境 
6.政府與公民社會關係 
7.私部門與公民社會關係 

已知影響 根據內外部可觀測之現象，評估

公民社會實際影響公共政策的

程度為何。 

1.民主 
2.透明 
3.寬容 
4.非暴力 
5.性別平等 
6.消除貧困 
7.環境保護 

外部環境 公民社會在政治、社會、文化、

經濟等外部環境因素中如何運

作，以及受到干擾或影響的程度

為何。 

1.影響公共政策 
2.政府與企業的課責 
3.回應社會利益 
4.賦權公民 
5.滿足社會需求 

資料來源：CIVICS 網站整理，http://www.civics.org/csi/csi-whats-new；陳定銘（2007）； 
陳秋政（2010）。 

 

儘管學界採用上述指標探究各國公民社會發展程度時，各自選取與強

調的重點不完全相同，但綜合來說，成熟的公民社會必須要具備有健全的

公民組織，且自願的參與公共事務，更重要的是公民本身要體認身為公民

的權益與責任為何，如此才能展現公民參與的深度及廣度，建立公私協力

的治理關係（陳秋政，2010:57-59）。 

 

在公民社會發展過程中，每一步驟與階段都深受到外界制度因素影

響。以新制度主義論者的主張，制度是包括正式的法規制度與非正式的社

會約束等，而無論正式法規如憲法、法律或各式行政規範，或是非正式的

制度性約束如傳統的道德觀、社會上約定成俗的行為準則等，都直接或間

接地影響公民社會發展。俞可平認為，東、西方國家的公民社會發展受到

制度因素影響頗深，這些制度性因素影響著公民社會裡民間組織的定位、

成立登記或註冊等規定。另外，對於民間組織的分類與管理措施；政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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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組織的管理、掌控；對其資助、干預或扶持等措施，制度因素皆是重

要關鍵。但是無可避免的，制度因素有時也成為限制公民社會發展的瓶

頸，尤其當公民組織與公民行動嚴重挑戰政府治理權威時，國家經常祭出

制度手段限制公民行動，進而也限制公民社會發展（俞可平，2002:198）。 

 

90 年代網路興起後，對於上述公民社會發展困境似乎得到紓緩。在現

實世界，公民們可以採取集會遊行、組織抗爭或演講方式對政治議題表達

看法或表達對政府政策的不滿，同樣的，政府也可利用正式法規取締或壓

制公民行動，但當公民社會的集體行動發生在網路上時，公民們在網路虛

擬空間中進行對話、批評，甚至大量散布訊息，不僅同樣可以達到影響現

實政治的效果，且相對來說，政府要用正式法規管制網路上的言論自由卻

是十分困難的。 

 

總的來說，網際網路問世被視為科技賦予個人自由表達與自由言論的

象徵，這不僅改變個人與政治社會的互動模式，更重要的是協助解決當代

民主政治發展危機39（Coleman & Blumler,2009）。而隨著各國網路社群參

與或影響公共事務的比例增加，網路公民社會的研究也開始受到關注。嚴

格來說，網路公民社會並非是一個新的概念，而應視為公民社會發展的一

部份，主要係指在網路上集合社群、展開公民行動的個人或團體（楊國斌，

2009a:14）。 

   

公民社會是指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等民間機構所組成，或為自發

性社群之集合，他們關懷某些議題且具有影響公共政策之能力。而同樣

                                                       
39 Coleman & Blumler（2009）認為當代民主的三項弱點為一、距離、時間與參與規模的障礙；

二、民眾公共參與能力的限；三、代議政治家與選民之間脫節。這些民主的弱點不僅讓年輕

人對政治缺少熱情，同時也導致公民政治參與感低落，但是 Coleman & Blumler 指出網際網路

的出現創造了虛擬公共領域，這提供當代民主新的機遇，改善政府與公民溝通，讓民主運作

更為落實，同時建立的公民網絡可以有效解決上述的民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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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公民社會的型態，包括在各類開放式的網路空間中所有的網路社

群，如利用網路論壇、聊天室、社區網絡等各式平台集合並展開公民言論

或行動。另外各式非政府組織（NGOs）、非營利組織（NPOs）或民間社團

等架設之網站或網絡系統等，也都屬於網路公民社會之組成型態，透過網

路平台集結動員並且對公共議題造成影響，網路公民社會已成為新式公民

社會型態，雖然部分學者對於網路公民社會的影響力存疑，認為網路上集

結的公民力量仍然無法與實體公民社會相比，但近幾年，各國越來越多的

網路公民串連事件，不僅影響公共議題，也成功的迫使政府調整政策，諸

多事件顯示網路公民集體行動日漸頻繁，而網路社群也確實發揮動員作用

（戴東清，2011:12）。 

 

然而必須釐清的是，並非所有網路上的公民集結行為，或網路社群型

態都屬於網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核心意義在於公民組織或個人為了爭

取公民利益、維護權益而行動，而網路公民行動亦是如此，個人在網路上

發送電子郵件並不算是網路公民行為，但是為了某項符合公民意義的集結

行動而發送電子郵件的行為，即屬於網路公民行動。同樣的，利用網路散

佈資訊、集結進行犯罪等行為也不屬於網路公民行為，網路公民社會的義

涵必需符合公民性，網路公民了解如何透過網路力量達到監督政府的目

的，同時也知曉如何利用網路保護公民利益、抗拒政府迫害，並且在適當

時候影響政府決策。楊國斌更進一步指出，研究公民社會並不能只關心公

民行動的多寡，任何現代國家的公民社會發展必然是經過與政府的一番對

抗，但如同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權力與自由，同樣的，世界上沒有完全獨立

於國家與市場的公民社會，他認為研究公民社會必須將之放置於國家發展

的歷史脈絡下，公民社會與國家、市場的發展是呈現著動態互動、彼此影

響（楊國斌，2009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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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公民社會的核心意涵在於公民透過網路集結並且展開公民行

動，在此公民網路行動並非僅為個人私利，而是偏向為了爭取公眾利益或

維護他人權益而行動，成熟的網路公民社會將更關注於人權問題，同時敢

於向公部門挑戰，甚至試圖以公民行動影響政府決策（戴東清，2011:13）。

然而，如同實體的公民社會要成熟發展，首要條件便是公民必須熟知自身

權利，了解公民的責任與義務，方能實現公民社會之運作。網路公民社會

的發展也遭遇同樣問題，並非所有的網路使用者都稱之為網路公民，網路

公民必須具備對公民權利的了解，才能透過網路展開公民行動、影響公共

決策。影響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的因素，除了上述的網路使用者對公民權的

認知外，其他如網路普及率、政府態度、經濟市場支持與否以及全球化等

因素都影響著網路公民社會的成熟發展（楊國斌，2009a: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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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訊全球化下中國大陸資訊社會發展現況 

 

從 1970 年中期至 1990 年代，資訊科技已成為各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

主要動因，與此同時資訊化與全球化力量相輔相乘，以「閃電般的速度」

影響各國經濟生產與管理、社會型態、政治組織、政治制度甚至是文化與

思想意識型態都因資訊全球化發生變化（Castells,2000:102-106）。80 年代

起，「資訊化」（informational）成為人們經常用來形容各領域特徵的熱門語

詞，例如資訊化經濟、資訊化社會、資訊化生產管理、資訊化組織等，資

訊化的概念不僅逐漸為人熟知而且越來越受到重視，原因即在於資訊化的

力量不但具備生產及應用等功能，更重要的是資訊化本身也已成為國家發

展與社會進步的根源，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都必須依靠資訊技術才得以快

速擴展。 

 

有感於資訊化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從 80 年代起各國紛紛提出資訊

社會發展策略，試圖藉由科技力量累積國際資本，同時也順應資訊資本主

義運作邏輯，追求經濟利益極大化。而在西方國家領軍的資訊全球化衝擊

下，大陸當局幾經權衡也明確選擇發展資訊社會，而與此同時也使得改革

開放內涵必須有所調整，不僅要適應資訊全球化運作模式、熟悉資訊資本

主義的操作邏輯，更重要的還是必須維持社會主義意識型態。而如何在兼

顧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等多方面考量下達成資訊化社會建設是本章主要

探討焦點，以下將先討論中國大陸資訊社會發展的背景、策略與成果；接

著討論資訊社會發展核心：網際網路社會，並且討論網路社會在中國大陸

的興起、發展與影響；第三小節則討論爭議許久的網路管制政策，除了整

理網路管制相關法令外，本研究也將探討近年來中國大陸網路管制政策的

影響與變化。最後則綜合前述提出本研究對中國大陸資訊社會變化觀察。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與國家權力競合關係之研究 

 78

第一節 中國大陸資訊社會發展策略與成果 

本小節主要分成三部分，包括討論中國大陸資訊化建設背景、啟動規

劃的階段與策略以及資訊社會發展成果，藉此呈現今日中國大陸資訊社會

型態與特點。 

 

一、發展背景：受到資訊全球化刺激影響 

站在人類發展歷史角度，資訊科技的出現不只是改變勞動型態，讓人

們經濟生產的主力從機器轉向知識，更具意義的是經由科技與社會結構複

雜的互動，使資訊力量的影響遍及經濟、社會、政治、組織制度等，並且

與全球化力量相融合，促使全球朝向更扁平化發展。在資訊時代，國際分

工與全球經濟生產模式重新組合，資訊本身成為最重要的經濟資本且與資

本主義互為影響，資訊資本主義以更彈性化、網路化等複雜特性深遠影響

各國發展（Castells,2000）。至此，資訊科技不只是推動人類文明演進的力

量，也成為各國社會變遷主要動力與意識型態。 

 

當資訊科技成為變革的基礎，知識做為新型態社會發展的本質，人們

不得不加快學習以適應資訊社會文化。因此 80 年代開始，各國在全球資

訊化發展競爭壓力下，各自提出資訊基礎建設藍圖與目標，試圖在資訊全

球化潮流找出國家發展優勢。而最早提出國家級資訊建設計畫是 1993 年 9

月由美國柯林頓政府提出的建造「國家資訊基礎建設計畫」（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又稱「資訊高速公路計畫」（Information 

Speed-Highway）。而用「高速公路」形容此計畫的原因在於美國政府嘗試

要建造一個通往「全國各地」的資訊網絡系統（Network System），每個人

只要透過這個體系就可以連結到學校、公司、金融企業、醫院、政府機關

等，將生活中所需要使用的資訊全部進行連結，並且透過資訊高路公路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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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得到大量又正確的訊息。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也規劃將各類電子產品

與電腦網路相結合，藉此降低資訊高速公路服務成本、擴大服務範圍，讓

全國民眾都能享有便利的資訊高速公路服務（楊忠川，1997:16-19）。 

    

資訊科技帶來的是不只是生活型態 E 化，透過科技的協助也縮短了企

業交易聯繫時間，不但降低商業交易成本，同時也帶來可觀收入。另方面，

對政府治理而言，資訊科技增加了政府與民眾溝通管道，不僅改善公共服

務品質，也提高行政效率。總的來說，發展資訊科技無論從經濟成長、政

府治理，或是國家利益或國家安全考量都是正面效益居多，因此受到美國

提出「資訊高訊公路計畫」的刺激影響，90 年代起包括歐盟、法國、德國

以及亞洲國家如新加坡、南韓、日本等也跟進提出資訊政策，並且投入大

量的人力、資源成立專責機構進行資訊科技發展研究，積極將「資訊化」

視為各國最重要的戰略資源（曾淑芬，2010）。美國政府的「資訊高速公

路計畫」不但影響美國社會與經濟發展，更擴及影響到其他國家，因此 1994

年美國政府更進一步提出「全球基礎建設」（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GII）的概念計畫，也就是整合各國的資訊高速公路建設，組成一個全球大

規模的「全球資訊高速公路」，讓各國資訊順暢流通並且提倡資源共享40，

資訊全球化至此更為名符其實。 

 

而探討美國當年積極推動資訊全球化的目的，部分觀察家認為這是基

於政治、經濟等國家利益因素的考量（Nye,1996）。美國在冷戰過後，為維

持世界強權地位，便積極投入發展資訊科技，試圖藉由掌握全球資訊權力

以保持國際領先地位。Nye 即指出，美國主導資訊權力的好處不但可幫助

                                                       
40 1995 年 2 月美國政府籌組「全球資訊基礎設施委員會」（The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ommission: GIIC）以因應推動「全球資訊高速公路」計畫，此委員會集合了各國專業領域專

家作為聯繫窗口，共同推動各國資訊流通與通訊科技在各產業之應用，更重要的藉此平台分

享資源並且促進發展中國家加快資訊化進程（游五洋、陶青，2003: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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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國家實施民主轉型，協助民主體質較弱的國家面臨民主崩潰危

機，更可以在預防與解決區域衝突、對抗國際恐怖組織、打擊犯罪等方面

發揮功能，擔任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角色（Nye,1996:20-25）。然而，換個

角度來說，當美國掌握資訊權力並且主導全球資訊高速公路計畫，也就象

徵美國將位居資訊全球化中樞位置，藉著主宰全球資訊交流而實質展開對

外擴張，除了通訊管理規範、法令成為各國制定相關政策的參考範本外，

其他如資訊設備規格標準、軟體作業系統等也都以美國設計為先驅，透過

技術壟斷與移植，快速地建構其全球「資訊霸權」地位（汪向

東,1998:34-38）。 

 

從上述可知，美國從推動國家資訊高速公路到發展全球資訊高速公

路，其掌握資訊全球化主導地位已是毫無疑問，與此同時，美國政府與日

本、歐洲等強權大國藉由跨國組織結盟合作控制著全球資訊市場，使得美

日與歐洲國家在全球化資訊競爭上佔有絕對優勢。另方面，美國政府也藉

由對資訊技術與資源的壟斷，控制發展中國家的資訊經濟市場，此影響也

包括經歷改革的中國大陸。80 年代起資訊全球化帶給中國大陸的衝擊不只

是經濟市場被迫開放與國際接軌，無可避面的還有接受全球資訊主義邏輯

影響，社會領域轉向「資訊化」發展，然而設備落後、缺乏資訊化觀念卻

成為中國大陸發展資訊科技初期的嚴重阻礙。回顧 80 年代，當時的中國

大陸仍處於致力於提高國民經濟改革的初期階段，工業化尚未完成，此時

要推動資訊化建設形同雙重壓力，另外伴隨資訊化社會而可能帶來的社會

結構變化、資本累積不易以及人民心態適應等問題，也都成為大陸推動資

訊建設的劣勢條件41（張新紅，2004）。 

                                                       
41 張新紅（2004）指出中國大陸推動資訊化建設必須面對與解決的主要問題有八方面：人口眾

多；資源相對不足；經濟發展不平衡；人民所得收入低；面臨資訊化與工業化雙重壓力；實

施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同時兼顧經濟發展、社會平衡與資訊化建設成為難題；經濟市場剛起

步運作，管理基礎薄弱，資源分配機制仍有待加強，特有的傳統文化與資訊化衝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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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儘管面臨資訊發展的不利環境，但考量資訊建設對國家發展的重要

影響，且此也是推動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必要途徑，因此從 1978 年開始，

中國大陸國務院便已嘗試將電腦、通訊衛星列為科技發展的重點項目，之

後跟隨美國在 1993 年提出的國家資訊高速公路建設計畫（NII），以及其後

的建造全球資訊高速公路（GII）訴求，中國大陸均未缺席，在黨中央與國

務院大力支持下快速進行資訊化建設。1993 年底，大陸當局正式成立「國

家經濟信息化聯席會議」並陸續提出推動一系列「金」字工程，例如「金

橋工程」，發展重點在於推動基礎資訊設施，建設以光纖、衛星、無線等

多種方式為主連成一體的網路結構；「金關工程」主要為推動電子數據交

換系統，建造便利的經濟貿易資訊網路；「金卡工程」發展重點在於推動

建設電子貨幣網路，以及加速金融電子化，增加商業資訊流通。而除了上

述三金系列外，國務院又陸續頒布各領域的「金」系列資訊建設計畫42，

積極地啟動中國大陸「資訊高速公路建設」（吳愛明，2004:352-385）。 

 

二、啟動發展：由國家全面主導，分階段完成建設 

90 年代在國家政策主導下，資訊化影響日漸深遠，資訊化建設也漸趨

完善，而其資訊化發展特徵與階段可分成以下四時期（周宏仁，2011）： 

 

（一）宣示啟動期 

面對資訊全球化挑戰，大陸官方從 1993 年由國家強力主導，正式宣

告啟動資訊化建設，並且將發展資訊化建設定位為邁向現代化國家的必要

歷程。1996 年 5 月，官方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次會議中首次將「加

快國民經濟信息化進程」列為戰略任務，會中並且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

                                                       
42從 1993 年起，大陸官方除了提出推動「金橋工程」、「金關工程」與「金卡工程」外，陸續推

出的還有與教育科學研究相關的「金智工程」、與企業資訊流通相關的「金企工程」、與稅務

資訊流通相關的「金稅工程」、與交通資訊相關的「金通工程」、與農業生產資訊相關的「金

農工程」與圖書館業務資訊相關的「金圖工程」以及與人民醫療衛生資訊相關的「金衛工程」

（吳愛明，2004:35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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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九五計畫」（九五計畫），這是大陸首次提出以資訊科技促進國民經濟

成長的任務，且明確規劃要使用先進技術設備進行資訊化建設。 

 

（二）發展高峰期 

1997 年至 2000 年是中國大陸推動資訊化建設的高峰，1997 年 4 月國

務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規劃將網際網路納入國家資訊化基礎建設工

程，並且立即啟動相關硬體建設，而同年 10 月，「中國公用計算機互聯網」

（CHINANET）、中國科技網（CSTNET）、科研計算機網（CERNET）、中

國金僑信息網（CHINAGBN）已經連線成功。其後於 1998 年 3 月，因應

多項資訊建設發展，大陸官方在第九屆人民代表會中通過成立「信息產業

部」，主管全國信息產品製造產業以及監管經濟社會信息化建設服務。1999

年元月正式開通官方網路，主站 www.gov.cn 正式運行，而 2000 年 9 月國

務院正式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約》，正式完成電信業務的法制化

流程，開啟資訊建設新階段。 

 

（三）全面建設期 

2000 年起，中國大陸在國家政策主導下提出全面的資訊化建設體系，

並且將發展資訊科技提升至國家利益層級，此從 2000 年 10 月，官方國家

資訊領導小組所公佈的建設「國家資訊化體系」目標與內容即可看出。根

據官方「國家信息化評測中心」（CECA）所整理的資訊化體系內容，包括

有提升資訊技術應用面；開發資訊資源與利用；全面架設資訊網路；全力

推動資訊技術與產業發展；培育資訊人才；制定資訊化政策法規與完善設

備規範（魏澤民，2007:46）等各面向。而由於發展時間較晚，為了加速資

訊化腳步，所有資訊體系內的任務均是同時啟動，並且依照國家指導方針

積極執行。2003 年溫家寶總理主持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時指

出，「信息化建設既要加快步伐，又要從實際出發，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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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至此可大致看出中國

大陸 90 年代後資訊化發展歷程：從三金系列的基礎建設工程，到以資訊

化帶動工業化及最後確定發展方向為推動國民經濟和社會資訊化，而最終

目標在於實現國家資訊化、社會現代化（張新紅，2004）。 

 

（四）尋求特色期 

2005 年，有鑑於資訊化已成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徵，而為了

加入全球經濟競爭並且找出發展利基，大陸國務院在 2005 年 11 月通過提

出《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2006-2020）》，其中明確提出到了 2020 年的資

訊化建設戰略目標為「普及信息基礎設施；增強技術創新能力；全面發展

信息產業；提升國家信息保障；加速國民經濟與社會信息化發展；確立新

型工業化發展模式；建制完善的制度與信息化體制；加強國民信息技術應

用能力，為邁向信息社會奠定堅實基礎」。此份官方提出長達 15 年的資訊

化建設規劃藍圖，最重要的意義是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資訊社會」，

並且確定經濟發展方向將轉向「資訊化經濟」，廣泛的應用資訊技術提升

傳統產業本質，但與此同時又必須加強技術創新、維持國家特色，並且在

資訊全球化中保持領先地位。 

 

總的來說，相較於美歐日等資訊建設先進國家，中國大陸不僅是建設

落後，同時也缺乏相關資源，如何發揮後發優勢（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積極追趕美日歐等強權大國，並且同時進行資訊化與工業

化、加快資訊化經濟發展等壓力，確實讓大陸官方面臨挑戰。但後發優勢

發揮作用，經過比較與選擇途徑節省了有限資源與時間，有效促成資訊化

建設成功發展。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 Gerchenkron 提出的後發優勢概念，

主要用以描述落後國家如何利用有限資源追趕上先進國家的經濟成長規

模，最重要的關鍵是落後國家透過學習、吸取經驗等方式縮短了發展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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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時間，從先進國家的技術與經驗中挑選對自身有利的方式，因此節省

不必要的「走錯路」發展成本（Gerchenkron,1962:12-18）。學者歸納出後

發優勢的三種表現型態：其一是技術型後發優勢，即指落後國家向先進國

家學習技術，或模仿或改進，從而節省技術研發時間；其二是學習型後發

優勢，即指落後國家學習先進國家成功經驗，或從中選擇學習對自身發展

有利之經驗，吸取教訓避免失敗；其三是動力型後發優勢，指的是落後國

家以先進國家當作發展目標，因而凝聚民族情感，強大的向心力同時也成

為推動國家發展的關鍵力量，並且使得發展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利益衝突、

種族、社會紛擾等問題獲得紓解，節省解決衝突的時間成本（王海，2005:17;

呂愛權，2005:197-198）。 

 

而回顧中國大陸資訊化發展歷程，可說是融合上述三種型式的後發優

勢，在技術層面，其不僅快速的模仿與學習先進國家的資訊科技，同時也

准許跨國資訊科技公司進入中國投資設廠，如 IBM、惠普（HP）、英特爾

（Intel）等紛紛設立研究中心並且與大陸研究機構進行技術交流，這些都

促成大陸資訊建設在技術研發上快速進步（郭信，1998:85）。2001 年中國

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WTO），首先取消跨國電信業者的投資限制，

同時也大幅度放寬外資進入網路交換資料傳輸業務的投資比例與區域，藉

此吸引更多資訊科技企業前往中國大陸駐點投資，外資與技術大量進入大

陸市場更有助資訊化建設，無論硬體設施或軟體技術內容不斷推陳出新，

成為中國大陸發展資訊化社會的骨幹基礎。然而，隨著資訊化建設覆蓋率

提高，接下來要解決的便是擴大應用的問題，否則光有基礎設施卻未能普

及使用，一樣無法達成資訊社會發展目標。因此在 2005 年通過的《國家

信息化發展戰略（2006-2020）》 規劃藍圖中也將「擴大資訊化社會應用範

圍」列為重點項目，其包括「推進國民經濟信息化」、「推行電子政務」、「建

設先進網絡文化」、「推進社會信息化」、「完善綜合信息基礎設施」、「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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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提高信息產業競爭力」、「建設國家信息安全保障

體系」、「提高國民信息技術應用能力，造就信息化人才隊伍」，各項重點

任務目標整理如下表 3： 
 
   表 3 《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2006-2020）》重點項目與執行計畫 

戰略目標 重點任務 

推進國民經濟信息化  推進「三農」信息服務 

 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 

 加快服務業信息化 

 鼓勵具備條件的地方率先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 

推行電子政務  改善公共服務 

 加強社會管理 

 強化綜合監管 

 完善宏觀調控 

建設先進網絡文化  加強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網上傳播 

 改善公共文化信息服務 

 加強互聯網對外宣傳和文化交流 

 積極建設健康的網絡文化 

推進社會信息化  加快教育科研信息化步伐 

 加強醫療衛生信息化建設 

 完善就業和社會保障信息服務體系 

 推進社區信息化 

完善綜合信息基礎設施  推動網絡融合，實現項下一代網絡的轉型 

 建立和完善普遍服務制度 

加強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  建立和完善信息資源開發利用體系 

 加強全社會信息資源管理 

提高信息產業競爭力  突破核心技術與關鍵技術 

 培育有核心競爭能力的信息產業 

建設國家信息安全保障體系  全面加強國家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建設 

 大力增強國家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提高國民信息技術應用能

力，造就信息化人才隊伍 

 提高國民信息技術應用能力 

 培養信息化人才 

資料來源：依據 2005 年提出《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2006-2020）》重點項目與執行計畫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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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成果：變化與成長快速的資訊社會 

儘管中國大陸面臨先天地理環境不佳、資源不足、人口眾多等不利條

件，但後發優勢策略奏效，使得中國大陸在短短數十年間即完成國內重大

資訊化基礎工程，也成功推展國民經濟與社會資訊化工程。然而資訊科技

變化快速，加上大陸官方堅持社會主義發展路線，這也使得中國大陸在實

現資訊化建設歷程中不斷遭遇多項挑戰。在 2005 年提出的《國家信息化

發展戰略（2006-2020）》報告計畫書中，大陸當局很具體地描述發展資訊

化建設亟待解決的幾項重要問題，包括其一、國民對資訊化的認識不深

刻，影響資訊社會的全面推動效果；其二、資訊自主研發技術尚未成熟，

創新能力不足，造成僅能跟隨西方國家設備標準與規模；其三、整體觀之，

資訊化應用範圍不足，在部份領域與區域，資訊化尚未發揮效果；其四、

資訊安全保障不足，網路病毒、垃圾郵件以及網路犯罪違法事件頻傳，顯

見國家資訊化系統仍有缺漏；其五、資訊數位落差有擴大趨勢，與其他國

家相比較，大陸不同區域、不同行業領域以及不同網路使社群之間的資訊

落差大，資訊發展嚴重不均衡也影響整體建設成果；其六、資訊化管理體

制尚未完善，電信、網路監管系統仍需加強，各種監管政策盡快法制化，

避免資訊系統漏洞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甚至對國家安全造成不利影響。 

 

上述問題是 2005 年由官方提出中國大陸發展資訊社會歷程中所遭遇

的困難與問題，但歷經六年努力，隨著資訊化建設越趨普及、資訊化應用

層面漸趨深廣以及創新技術快速進步，儘管各地區資訊數位落差、網路管

制仍經常是爭論焦點，但是毫無疑問的，2012 年的中國大陸資訊社會已貫

徹先前訂定的「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發展任務目標並且在全球資訊經濟

市場位居領先地位。以下分別整理就其資訊基礎建設與創新技術方面的發

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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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化基礎設施 

1.電信建設：從 2006 年起中國大陸積極發展電腦、通訊電信與廣播電

視媒體等「三網融合」政策，並且加速移動通訊系統建設與網路化應用，

與此同時，網際網路商用化發展也攀向高峰。而為累積資訊化建設所需資

金，官方也選擇鬆綁法規，開放外資進入大陸資訊市場，而此也成為中國

大陸電信建設飛快進步的重要關鍵43。2009 年 1 月，中國大陸開放第三代

移動通信（3G）使用牌照，至 2011 年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三

家基礎電信企業共同投資了 941 億人民幣完成全國 3G 專用設施建設基

礎，而此也象徵中國大陸正式進入 3G 時代。到了 2011 年底，中國大陸 3G

網路已經覆蓋全國各鄉鎮，3G 傳輸站共有 792 萬個，用戶數達到 11873

萬戶（如下圖 2） 

 

    

 

 

                                                       
43 參考 2009 年 5 月國務院頒布《關於 2009 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報告書中提出要

加快研究鼓勵國外內資源進入電信領域相關政策。 

圖 2  2009-2011 年第三代移動通信（3G）用戶數統計（單位：萬戶）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2011 年 12 月 26），〈3G 進入規模化發展統計分析〉，2012 年 2 月

6 日下載，網址：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4132/n12858447/14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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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 2006 年至 2009 年，中國大陸建設光纖線路的總長度也從 404.9

萬公里，增加到 826.7 萬公里，根據工業與信息部 2011 年 1 月發佈的「全

國電信業統計公報」，至 2010 年底，大陸地區光纖線路長度又較前一年增

加 166 萬公里，總長度達到 995 萬公里，成長幅度明顯（如下圖 3）。另外，

基礎電信企業網路寬頻入口端從 2009 年 13592.4 萬個至 2010 年底達到

18760 萬個；全國國際網路寬頻從 2009 年 866367Mbps 至 2011 年初底到

達 1389529Mbps，至 2010 年底，中國大陸已有 99.3%的鄉鎮和 91.5%的行

政村接通了網際網路，同時全國 96%的鄉鎮連結了寬頻網路（成長幅度見

下圖 4）。 

 

   

 

  圖 3   2006-2010 年中國大陸光纖線路總長度（單位：萬公里） 
資料來源：全國電信業統計公報（2010），2012 年 2 月 6 日下載，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 n11294132/n12858447/13578942.html 



第三章  資訊全球化下中國大陸資訊社會發展現況 

 89

256,696
368927

640,287

866,367

1098957

1389529

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

1,400,000

1,600,000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圖 4  2006-2010 年 中國大陸國際寬頻網路成長（單位：Mbps） 

資料來源：〈第 29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發展報告〉，2012 年 1 月，頁數 23。 

 

 

2.行動通訊發展：隨著電信建設快速成長，行動電話也日漸普及。根

據工業與信息部 2011 年 1 月發佈的「全國電信業統計公報」，從 2006 年至

2010 年行動電話用戶數增加快速，至 2010 年底全國行動電話用戶數已達

85900 萬戶，這佔全國電話用戶總數的比例高達 74.5%。與此同時，使用

IP 電話通話秒數也明顯增加，雖然與 2009 年度相比，利用 IP 撥號通話的

秒數比例是下降的，但比較從 2006 年至 2010 年，可以看出使用 IP 電話通

話秒數已遠遠超過固定電話（見下圖 5）。而由於 2009 年起移動式通訊科

技快速發展，相關的移動通訊產業不僅熱銷也帶動通訊經濟利益倍增，根

據中國大陸「全國電信業統計」報告，2010 年大陸電信業營收累計約 8988

億人民幣，其中移動式通訊服務產業收入約 6282 億人民幣，佔所有電信

業營收比例高達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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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廣播電視發展：資訊化建設同步提升了全國廣播電視覆蓋率，根據

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統計顯示，2009 年全國廣播覆蓋率已達到 96.31%，

電視覆蓋率達到 97.23%，而 2010 年廣播覆蓋率達到 96.78%，電視覆蓋率

達到 97.62%（見下圖 6）。資訊建設不僅加快全國電視覆蓋率，同時也加

速數位影音傳遞技術提升，數位電視用戶也迅速增加中，2009 年有線廣播

電視用戶數達 1.75 億戶，其中數位電視用戶達 6199 萬戶，佔全國有線電

視用戶數的 35.63%，而 2010 年數位電視用戶數增加至 8798 萬戶，佔全國

1.87 億萬戶的 47%。與此同時，廣播電視內容的數位化也迅速發展，至 2009

年大陸已有超過 163 個城市完成數位內容轉換，且迄今有 300 個城市完成

了數位電視的頻率規劃，而大陸官方預計在 2015 年於全國範圍關閉類比

訊號，因此積極推動在 2015 年以前即要完成所有數位內容建置與轉換工

程44 

                                                       
44 中國信息年鑑（2009），〈中國信息化發展概況報告〉，2012 年 2 月 6 日下載，網址：

  圖 5  2006-2010 年中國大陸固定電話與 IP 電話發話秒數統計 (單位：億秒鐘)
 
資料來源 : 全國電信業統計公報（2010），2012 年 2 月 6 日下載，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 
n11294132/n12858447/135789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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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網際網路發展：1994 年中國大陸首次接通網際網路，在資訊全球化

推進下網路迅速普及。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統計，

1997 年網路使用人數僅 62 萬人，然至 2005 年已突破 1 億人，而 2012 年

1 月發佈的「第 29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大陸網路使

用者人數已達 5.13 億人，網路普及率達 38.3%（見下圖 7）。值得注意的是

調查中顯示，經常使用手機上網者人數已達 3.55 億人，此佔全體網路使用

者比例達到 65.5%，顯示行動上網已成趨勢（見下圖 8） 

 

                                                                                                                                                           
http://www.cia.org.cn/subject/subject_10_xxhzt_2.html 

圖 6  2005-2010 年中國大陸廣播電視覆蓋率 

資料來源：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統計公報（2010），2012 年 2 月 6 日下載，網址： 
http://gdtj.chinasarft.gov.cn/showtiaomu. aspx?ID=c2768f9c-4c4a-4357-8977-aa82700f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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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06-2011 年中國大陸網路普及率與使用者人數（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第 29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發展報告〉，2012 年 1 月，頁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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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中國大陸手機上網使用者人數增規模（單位: 萬人） 

資料來源：〈第 29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發展報告〉，2012 年 1 月，頁數 15。 

 

5.農村資訊化建設：資訊落差問題一直是中國大陸推動資訊化建設的

難題挑戰，尤其原本就存在的城鄉資源差距問題，也影響資訊化發展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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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而如何改善鄉村資訊化建設不足問題，提升農村資訊化應用，即

成為大陸資訊建設發展重要目標。2006 年 3 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計畫，其中將農村資訊

化列為重點發展項目，並且以「村村通電話、鄉鄉能上網、行政村與各鄉

鎮內電話、網際網路都能 100%暢通」為主要目標。而根據 2010 年「全國

電信業統計公報」，至 2009 年底，中國大陸已經有 99.86%的行政村完成電

話與網路開通工程，99.3%的鄉鎮連接網際網路，其中全國鄉鎮寬頻連結

工程也達到 98%45。另外農村衛星電視設備安裝也積極進行，以維持全國

廣播電視覆蓋率成果。同時由中國電信、中國移動與中國聯通共同架設的

「農信通」、「信息田園」、「金農通」等綜合類資訊平台也覆蓋全國，提供

農民各類政府資訊與提供便民訊息服務46。 

 

上述重要的資訊基礎建設成果顯示中國大陸已邁向全面資訊化社會

體系，然而，相較其他國家，目前大陸寬頻用戶普及率卻僅有 9.6%，尚大

幅落後 OECD 調查全球寬頻用戶平均普及率 24.3%；而中國大陸連接寬頻

的平均速率為 1.38Mbps，也明顯落後全球平均的 5.6Mbps，寬頻競爭力不

足、資費過高、網路連結品質等問題仍有有待解決與改善。 

 

（二）軟實力：技術創新 

因應資訊化全球化發展，大陸官方體認到「學習」西方國家的發展經

驗是可行的，但全盤「複製」其他國家資訊政策，或是接收其設備規模並

不全然適合中國大陸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如何在資訊全球化壓力下

創新發展，走出屬於「中國化」的資訊建設道路，成為 90 年代初期中國

                                                       
45

參 考 全 國 電 信 業 統 計 公 報 （ 2010 ）， 2012 年 2 月 6 日 下 載 ，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 n11294132/n12858447/13578942.html 

46  參考中國信息年鑑（2009），〈中國信息化發展概況報告〉，2012 年 2 月 6 日下載，
http://www.cia.org.cn/subject/subject_10_xxhzt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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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推動資訊化發展的重要課題。為了支持自主創新與資訊技術研發，大

陸官方陸續提出多項支持措施，積極創造有利技術發展與資訊產業升級的

政策環境。如 2009 年 4 月，國務院通過了「電子信息產業調整和振興規

劃」，主要目標即在於「提高軟件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培育信息服務

的新模式與新型態」，並且同步提出各種鼓勵政策以帶動各地方政府加強

資訊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而根據官方統計，截至 2009 年底，中國大陸在於資訊技術領域申請

專利總量已超過一百萬件而且在技術研發方面亦不斷突破（周宏仁，

2011）。2009 年國防系統研發出「天河一號」是為大陸第一台超過千萬億

次高性能計算機，其峰值速度每秒達 1206 萬億次，這是大陸在大型基礎

科技裝備研發領域上的重要創新成果，象徵中國大陸已經具備超級計算基

自主研發能力，這也使得中國大陸成為繼美國之後，世界上第二個能自行

研發生產出千億次運作的超級計算機國家，此成果也將中國大陸推向全球

資訊科技領域重要位置47。2009 年 9 月，中科院計算機研究所也成功研發

出 64 位龍蕊 3A 四核高性能通用處理器，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具有完全自

主研發的四核 CPU，其資訊科技研發能力再次受到全球肯定。目前在大陸

市場的三大 3G 運作規模中，由中國自行研發的設備佔有率已達到 75%以

上，實現了使用國產資訊基礎設備超越進口的目標48。與此同時，大陸研

發的資訊科技設備也國際高度重視，2009 年閃聯標準（igrs）基礎協議以

及其他 2 項資訊框架標準同時通過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以及國際電工

委員會（IEC）委員會投票通過而成為國際標準，這也是中國大陸資訊化

自主創新的重大突破。2009 年 10 月，中國大陸向 ITU 提出 4G

                                                       
47 參考 Now News（2010 年 10 月 29 日），〈世界最強超級電腦，中國天河一號稱王〉，2012 年 3

月 7 日下載，網址： http://www.nownews.com/2010/10/29/11490-2659455.htm 
48 參考中新網（2010 年 4 月 22 日），〈龍蕊 3A：國產億萬次高性能計算機研制成功〉，2012 年 3

月 7 日下載，網址：http://bbs.tiexue.net/post2_4209674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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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Advanced）方案，充分表現大陸通信產業在寬頻無線移動式通信領

域的自主創新成果49。 

  

隨著技術進步，創新能力提升，近年來中國大陸無論在集成電路（如

電腦設備中央處理器）、資訊設備軟體系統、關鍵應用系統、可自主控制

的資訊裝置設備等朝向國際化的規格研究發展，不僅投入大量資金與人

力，同時也成立專責單位負責研究科技技術，目的除了提高資訊經濟產

值，更重要的是掌握國家對資訊科技領導地位。而近十年間，除了網際網

路、數位電視等發展迅速外，移動式通信、雲端科技與物聯網的加速研究

應用，也是大陸當局規畫下一個十年積極發展的重點項目。 

 

第二節 中國大陸網際網路建設與應用 

中國大陸資訊化建設成果讓網際網路更迅速普及，網路從人們不熟悉

的系統作業工具快速轉變成今日最重要的人際互動溝通媒介。雖然網際網

路發展是屬於資訊化建設範疇，但因其深遠影響社會、經濟甚至是國家治

理與意識型態，因此本小節將專篇探討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應用及其

影響。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網路公民社會興起與發展，網路科技特質與網

路社會特性與其對公民社會發展有何重要性亦是本研究關注重點。以下分

別說明中國大陸網路發展的背景歷程以及討論網際網路的應用範圍，最後

則總結中國大陸網路社會發展特徵與挑戰。 

 

一、網際網路建設發展歷程 

80 年代中後期，資訊科技已被許多國家視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主

                                                       
49 參考中國信息年鑑（2009），〈中國信息化發展概況報告〉，2012 年 2 月 6 日下載，

http://www.cia.org.cn/subject/subject_10_xxhzt_2.html 
Business Wire （2011 年 7 月 6 日），〈HD-PLC 聯盟與 IGRS 攜手針對中國市場推廣聯合認證
計畫〉，2012 年 3 月 14 日下載，網址：http://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10706005552/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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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動力，因此積極加入國際資訊化建設競爭行列，與此同時各國也快速發

展網際網路。大陸當局從 1992 年起，多次向國際網際網路年會提出接入

國際網路的要求，但都基於政治因素屢遭拒絕，一直到 1994 年 4 月，在

美國華盛頓召開中美科技合作委員會會議期間，大陸官方終於與美國國家

科學基金會達成共識，同意由美國提出技術協助接通上網，而 1994 年 4

月 20 日，北京中關村地區教育與科研示範網（NCFC）與國際網路連線的

64K 專線開通，此也象徵中國大陸網路時代正式來臨。 

 

隨著國際網路連線開通，大陸當局立即展開網際網路發展與建設。

1994 年 9 月，郵電部電信總局與美國商務部簽訂國際網路合作協議，由美

國技術協助中國大陸啟動建設「中國公用計算機網路」（CHINANET）；1995

年 1 月，郵電部電信總局在北京、上海開通 64K 網路專線，正式向民間社

會提供網路服務，而同年 5 月中國電信籌建「中國公用計算機網路」

（CHINANET）的全國骨幹架構並且很快地於 1996 年 1 月正式開通提供

服務。1996 年 9 月 6 日，中國大陸架設的「中國金橋信息網」（CHINAGBN）

開通並且與美國 256K 專線連結，不只提供大型集團用戶網路使用，也提

供個人用戶的上網服務，當時大陸網際網路的使用者尚不到 60 萬人50。 

 

1997 年起隨著政府積極推動網際網路相關政策，網路資訊應用範圍擴

展，使用者人數也快速增加。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

調查，1997 年 10 月上網用戶數為 62 萬人，到了 1999 年 1 月，使用者人

數已成長到 210 萬人，無論是採用專線上網或撥接上網的人數都以倍數成

長。而政府擴大推動網路應用範圍也有助於民眾接觸與熟悉使用網路，如

1999 年 8 月大陸試辦網路招生，六個省、市內的兩百多所高校使用在

                                                       
50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0 年 6 月 8 日），〈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2012 年 3 月

15 日下載，網址：http://www.gov.cn/zwgk/2010-06/08/content_16228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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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ET 的「全國高校招生系統」成功的進行招生；1999 年 9 月招商銀行

在政府支持下先行試辦網路銀行，全面啟動「一網通」網路服務。而電子

郵件、即時通訊等網路系統擴大，也帶動更多民眾利用網路搜尋資料、傳

遞訊息，此也刺激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同時也帶動電信、通訊與各項與網

路相關產業快速成長。在 2004 年，中國大陸民眾電子信箱申請數已經突

破 1.3 億人，產值規模超過 10 億人民幣，而中國移動與中國通信同時開啟

網路短訊服務，一條短訊雖然只需要 0.1 元人民幣，但整體卻創造出上百

億人民幣商機。而迅速崛起的網路企業也在 1999 至 2000 年間表現亮眼，

如新浪網、搜狐網是第一波宣布在美國納斯達克公開發行股票的中國大陸

網路企業51，而緊接著在 2006 年，隨著網路發展進入 Web2.0 起飛時期，

更多網路公司前進美國上市，此也吸引美國市場對中國大陸網路企業投資

的熱潮。而 2010 年隨著中國大陸擴張經濟影響力，更多知名網路企業在

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上市，尤其是電子商務型網站以及即時通等社

群網站最受到國際關注52。 

 

受到資訊全球化影響，中國大陸網路發展方向除了快速朝向商業化，

同時政府和企業也將網路使用視做為節省管理成本與提高工作效率的最

佳工具。1999 年 1 月 22 日，國家經貿委經濟信息中心與中國電信合作，

聯合全國各地信息主管部門正式宣布啟動「政府上網工程」，當天政府網

路主站 www.gov.cn 也同步開通並且陸續啟動電子化政府政策。至 2009 年

底統計，大陸政府入口網站數已達到 4.5 萬個，其中 75 個中央和國家級機

關、32 個省級政府、333 個地方政府以及 80%以上的縣級政府完成政府資

訊上網工程，建立的政府網站不只提供民眾各類公共資訊，也提供民眾生

                                                       
51 達州科創網絡文化傳媒有線公司（2008 年 12 月 10 日），〈中國互聯網的發展歷程〉，2012 年 3

月 15 日下載，網址：http://www.e818.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35 
52 鄭緯筌（2011 年 8 月 5 日），〈社交、電子商務拼美國上市構築中國網路主旋律〉，2012 年 3

月 16 日，數位周刊電子報，網址：http://mag.chinatimes.com/mag-cnt.aspx?artid=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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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所需的線上服務，而完成電子化政府建置便民、提高行政效率外，更重

要的促使政府資訊公開53。 

 

2008 年，官方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其中

第 15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當將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通過政府公報、政

府網站、新聞發佈會以及報刊、廣播、電視等便於公眾知曉的方式公開」。

除了主動公布政府訊息，並且隨時向大眾介紹政府相關政策執行狀況外，

中央政府也要求各級政府因應資訊公開建立配套措施，如建立新聞發言

人，隨時關心公眾議題、即時回應，並且加快政府網路應用，尤其隨時公

佈政府最新消息。另方面為擴大網路宣傳政府理念，國務院開放傳統媒體

興設網站，並於 2000 年 12 月首先同意人民網、新華網、中國網、中央電

視台國際網、國際在線網、中國日報網、中青網等官方色彩媒體可於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批准後登載新聞。其後各式網路媒體迅速登場，至 2008 年

底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批准轉載新聞的網站已達 150 家，而網路媒體也逐漸

取代傳統媒體成為傳播主流媒介。 

 

2000 年，國家信息產業部積極推動「企業上網工程」，透過中國電信

集團協助鼓勵全國企業開通網路，進行資訊分享與交流。而與企業上網同

步發展的還有網路商業化，而此也是網路興起最重要的貢獻，帶動實體經

濟市場迅速發展。根據官方統計，網路興起後促進資訊產業以每年平均26%

成長率向前推進，資訊產業從過去佔全國生產總值量不到 1%到了 2010 年

網路產業已佔全國生產總值的 10%，顯見網路經濟已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發

展重要指標。而網路經濟市場除了傳統工業、製造業經過資訊化歷程後帶

來的可觀經濟利益外，更重要的是資訊創新與研發能力的提升也帶動了網

                                                       
5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0 年 6 月 8 日），〈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2012 年 3 月

15 日下載，網址：http://www.gov.cn/zwgk/2010-06/08/content_16228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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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經濟產值。2008 年網路產業規模已達 6500 億元人民幣，而其中有關網

路製造業的銷售規模即高達 5000 億元，相當於大陸國內生產總值的 1/60，

佔全球網路製造業總額的 1/10。同步進展的還包括電子商務發展，大型企

業透過網路進行銷售、採購等商務營收逐漸成長，2010 年大陸利用電子商

務系統交易的企業已超過半數，其透過網路尋找通路商、供應商、從事銷

售等使得電子商務市場漸具規模。目前大陸曾在網上購物的用戶已超過 1

億人，至 2009 年底統計大陸電子商務交易金額也已超過 3.6 億人民幣，進

一步推動網路交易、認證，甚至物流配送等電子商務應用54。 

 

網路技術與應用範圍的擴展加速網路影響力，到 2012 年 1 月的最新

統計，中國大陸網路使用人口已超過 5 億人，是全世界網路使用者最多的

國家，而大陸當局也把發展網路視為推動現代化的重要過程。從 1994 年

接通國際網路開始，大陸政府陸續提出一系列政策規劃並且也明確訂出網

路發展的方向與行動戰略，除了開創網路經濟市場外，同時也催生完善的

網路社會。而檢視過去研究中國大陸網路發展歷程的相關文獻，研究者對

於網路發展階段有不同看法，有些學者將大陸網路發展分為兩階段討論，

有些研究則以三階段探討55，但相同的是研究者幾乎以 2000 年做為網路發

展階段的最後起點。 

 

然而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經濟持續快速成長，從 2000 年至今不僅經

濟成就已超越日本而成為次居於美國的世界經濟大國，同時中國大陸網路

                                                       
5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0 年 6 月 8 日），〈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2012 年 3 月

15 日下載，網址：http://www.gov.cn/zwgk/2010-06/08/content_1622866.htm 
55 如早期 1996 年余紹逖、陳嘉政將中國大陸網路發展分成 1987-1993 的「前導期」與 1994 年

後的「起飛期」；1998 年汪向東、歐陽新宜將大陸網路發展分為「萌芽時期」、「非商用時期」
與「開通全功能服務」等三階段；2004 年賈丹華研究大陸網路發展中的公共政策選擇，將網
路發展分成 1993 年以前的「萌芽時期」、1995-1997 年的「網路發展初期」，以及 1997 年後的
「網路成長期」。2007 年魏澤民將大陸網路發展分為 1985-1993 年的「啟蒙探索階段」、
1994-1998 年的「啟蒙階段」、1998-2000 年「發展快速階段」以及 2001 以後的「全面性發展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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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技術與網路社會的快速變化已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實有必要將 2000

年以後中國大陸網路發展歷程再重新區分以反映實際情況。基於此，本研

究將中國大陸網路發展歷程區重新以發展特徵劃分為以下四階段：第一階

段是 1994 年以前的探索階段；第二階段是 1994-2006 年全面成長階段；第

三階段是 2006 年網路社會快速發展階段；第四階段是 2010 年以後網路影

響力逐漸擴張階段（見表 4）。各階段特徵整理如下： 

 

（一）第一階段探索時期為 1994 年以前，此時中國大陸尚未與國際網路

連結，僅是科學研究機構與高等校院的技術研究，而這階段的網路應用規

模也僅是小範圍的、侷限於研究機構之間實驗性質的電子郵件傳遞服務。 

 

（二）第二階段從 1994 年成功與國際網路 CPT/IP 連線起，中國大陸正式

啟動網路全面發展時期。在美國技術支援下，CHINANET、CERNET、

CSTNET、CHINAGBNET 等大型入口網站先後開通連線並迅速影響公眾

生活。1997 年國務院制定頒布《國家信息化「九五」規劃和 2010 年遠景

目標》，不僅將網際網路列入國家資訊化基礎建設的重點項目，同時也提

出全力發展網路產業，推動網際經濟市場成長的目標。2002 年，國務院頒

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畫信息化專業規劃》，確立了接下

來網路發展的重點項目包括電子化政府、電子商務、網路產業與加強網路

技術創新研發。此時期商業網站也迅速發展，2004 年新浪網、搜狐網與網

易公布最新營收狀況，其分別創造了 3100 萬美元、3900 萬美元以及 2600

萬美元的全年度淨利潤，這是中國大陸商用網站成立以來首次全年度盈

利，同時也引發全球投資中國網路產業的熱潮56。由於全球網路影響力日

漸顯著，中國大陸國務院在 2005 年年底制訂並頒布了《國家信息化發展

                                                       
56 人民網（2004 年 10 月 22 日），〈中國互聯網發展論壇報導〉，2012 年 3 月 19 日下載，網址：

http://www.people.com.cn/BIG5/it/8219/3968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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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2006-2020 年)》戰略報告書，不僅確立網路長期發展方向與任務目

標，尤其將發展網路經濟、推動網路社會發展列為重點項目57。 

 

（三）大陸網路發展的第三階段從 2006 年後，圍繞以發展「網際經濟」、

建造「網路社會」為主要任務目標，而網際網路迅速普更有助於網路社會

興起。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統計報告，2006 年初大陸

上網使用者人數已突破 1 億人，國內網站數約有 69 萬 4200 個，國際寬頻

達 136,106Mbps。而 2009 年底上網使用者人數已達 3.84 億人，國內網站

數成長至 323.18 萬個，國際寬頻達 866,367 Mbps58。網路使用人數迅速增

加，Web2.0 應用規模擴展，網路與民眾日常生活更緊密相連，經濟、社會、

教育文化、政府管理、組織制度等多面向的網路應用與發展迅速，而隨著

網路基礎建設不斷完善，加深各領域網路服務功能，至此完整的網路社會

模式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6 年 3 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計畫，在國家大力支持下推

動整合電信、廣播電視傳統媒體與網際網路「三網融合」計畫，也開啟網

路應用新階段。但由於技術、政策無法突破，致使三網融合計畫發展緩慢，

直到 2009 年政策融冰，技術、試用點、發展目標與方向確立後才能算是

實質啟動（豐家衛、姜飛，2011:69-70）。 

 

（四）2010 年被認為是中國大陸網路發展最具意義的一年，隨著網路使用

者人數增加，各項網路服務規模與應用快速擴展，網路的社會影響力逐漸

顯現。2012 年 1 月中國大陸網路使用者已突破 5 億人，這表示中國大陸有

超過三分之一的民眾是經常使用網路的上網，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

手機用戶在 2011 年底攀升到 8.9 億戶，是全球手機用戶最多的國家，加上

                                                       
5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06 年 5 月 8 日），〈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2006-2020 年》

發展報告〉，2012 年 3 月 19 日下載，網址：http://www.gov.cn/test/2009-09/24/content_1425447.htm 
58 參考〈第 25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統計發展報告〉，2010 年 1 月，頁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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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積極推動移動式通訊（3G）與「三網融合」政策均帶動中國大陸網路

經濟站上高峰（尹韵公、劉瑞生，2011:3）。除了網路經濟成就外，由於傳

統媒體全面網路化，以及隨著 Web2.0 新型態應用模式出現，更多元以及

容易使用的網路媒介不僅有助於喚起沉默大眾對社會事件的關心，同時讓

更多民眾可以藉由網路實現公共參與。截至 2010 年底統計，中國大陸網

路論壇的註冊人數已超過 1.48 億人，而 2007 年才出現的微博系統，到了

2010 年底統計，全國微博用戶也已超過 6000 萬人，到了 2011 年更已經突

破上億，平均每天有近 300 萬條訊息同時在網路上流通（尹韵公、劉瑞生，

2011:5-6），網路媒介不僅成為社會新興力量，同時對於公民社會發展也有

正面幫助。 

 

2010 年至今除了上述網路應用的快速擴張外，更重要的現象是網路本

身也開始產生本質變化，其除了提供聯繫、社交與溝通的工具性角色外，

網路同時也開始發揮改變社會的功能，這從近年來頻繁的網路事件經驗即

可有所體認。藉由網路引起的社會衝突事件不只是數量增加了，事件規

模、影響程度也越來越大，部分網路事件結果甚至改變原有政府決策，形

同正面挑戰中國大陸威權治理模式。李凡教授即認為今日中國大陸網路社

會已成為有別於實體社會的另一重要公共領域，而且具備匯集民意、小規

模動員甚至是提供改革與建設力量的來源（李凡，2010）。 

 

表 4 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階段與重要特徵 

發展階段/時間起訖 階 段 特 徵 

第一階段：探索階段 

1994 年以前 

 此時期尚未與國際網路連線，網路服務停留在科學

研究機構與高校內實驗階段。 

 1987 年北京計算機應用技術研究所成功發出第一

封國際電子郵件，內容為「越過長城，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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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此封信以 300bps 的速度由北京傳至

德國卡爾斯魯厄大學。 

 大陸官方不斷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提出

加入國際網路連線要求，並且在 1994 年 4 月 20

日開通連入了國際網路，至此中國大陸也正式被國

際承認為擁有網路連線的國家。 

第二階段：全面成長階段 

1994~2006 年 

 1994 年底 CHINANET 等大型網站陸續啟動連線，

促使網路迅速普及且漸深入民間社會應用。 

 政府陸續提出網路發展重大政策規劃。1997 年《國

家信息化「九五」規劃和 2010 年遠景目標》、2002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畫信息化專

業規劃》等均明確規劃網際網路發展方向，且以「信

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兩化並進

的原則，積極發展網路基礎規模與擴大應用。 

 2005 年 11 月國務院制定頒布《國家信息化戰略

（2006-2010 年）》其中更明確將網路發展重點任

務聚焦為推進網路經濟與建構完善網路社會。 

第三階段：網路社會快速

發展階段 

2006~2010 年 

 2005 年 Web2.0 引入中國大陸並快速發展，網路互

動平台提升不但提升民眾網路使用率，且影響改變

社會發展。 

 2006 年政策確立以發展網路經濟、完善網路社會

為重點任務。 

 網路迅速與民眾日常生活結合，經濟、社會、教育

文化、政府組織、制度革新等都與網路相關，網路

已成為促進國家社會前進改變的最大根源。 

 隨著網路功能與影響力擴展，網路社會更具活力，

民眾已漸習慣使用網路搜尋資料與互動聯繫，甚至

在網上進行時政討論，網路輿論引發的事件數量漸

增。 

第四階段：網路社會穩定

成長階段 

 網路使用者、手機上網者人數快速增加，成為全球

網路媒體使用第一大國。與此同時進步的包括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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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至今~ 經濟規模已佔全球關鍵地位，網路研究技術也與先

進國家等同齊步。 

 網路公民意識強化，網路事件數量增多、規模擴大

且衝擊威權治理模式發生變化。 

 網路論壇、博客、微博等互動系統使用者人數增

多，刺激新型態網路社會出現，人人都是傳播者，

網路輿論力量顯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網際網路應用與影響 

中國大陸從 90 年中後期起發展網際網路，至今網路建設規模龐大，

應用範圍越漸深遠。然而網路具備雙向互動特性，政策影響網路發展，網

路發展也同樣影響政策制定，本研究受訪者指出59，大陸當局最早調整與

鬆綁法規是基於網路技術研發考量，同時也希望藉此促進網路經濟效益，

但是沒有預料到的是網路的自由、快速等特質也同樣對民意發展起了作

用，進而促進網路輿論力量快速變化。訊息的力量影響到人民對政府治理

能力的要求，當人們可以掌控更多的政府訊息，並且在去中心化、無階級

也無威權的網路社會中尋求自我認同，很快地也學習將網路社會的平等特

質帶入現實社會，甚至是促使官方讓出過去從未實現的公民治權60。總的

來說，大陸網路社會發展應用可以從「創造經濟成長」、「推動電子化政府」

與「實現網路社會」三方面進行討論： 

 

（一）經濟發展 

資訊全球化將網路經濟發展推向高峰，而中國大陸在 1994 年接通國

                                                       
59 依據受訪者要求在研究中引述其言論需採匿名方式，因此僅標識「受訪者」而不具體指名。

文章後亦同。 
60 2007 年 10 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提示了「公民四權」，即知情權、參與權、表

達權與監督權。隨著網路普及，官方也越重視網路民意對政治影響，除了開設政府網站、落

實資訊公開，更要求政府透過網路蒐集民意或啟動網絡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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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網路後也致力於發展資訊網路經濟並且得到顯著成果。根據「2011 年中

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統計，至 2010 年大陸媒體產業總產值達到 5808 億

元人民幣，而其中半數是來自網路經濟市場（尹韵公、劉瑞生，2011:9）。

中國大陸發展電子商務的具體策略最早見諸於 2005 年頒布的《國家信息

化發展戰略（2006-2010）》報告，其中也清楚確立電子商務發展的策略以

「營造環境、完善政策、發揮企業主體作用」為先，而「以信息化為基礎，

以大型重點企業為先，通過供應鍊、客戶關係管理等具體行動，引導中小

型企業積極參與發展電子商務」。最終目標將以加速建立網路商業支付、

認證、現代化物流等建設，並且積極與國際網路經濟市場接軌，發展設施

完善、制度完整、多元化的電子商務系統。 

 

一般來說，電子商務（Electronic Business）係指透過網路電子化工具

進行的所有商業活動，包括企業內的商務活動以及企業對外的採購、銷

售、客戶關係維持與管理等，而依照交易主體可將電子商務區分為四種模

式：企業對企業（Business - Business,B2B）；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 - 

Consumer,B2C）；消費者對消費者（Consumer - Consumer,C2C）以及企業─

企業─消費者（Business – Business-Consumer,2BC），而近年來成長最快速

的即是企業對消費者（B2C）的電子商務應用。根據大陸易觀網智庫公布

「2011 年第 4 季中國 B2C 市場季度監測」報告，2011 年第 4 季中國大陸

網路經濟 B2C 市場交易規模已高達 764.1 億人民幣，而 2011 年整體觀之，

大陸網路 B2C 市場交易已達到 2400 億人民幣61。本研究其中一位受訪者

認為，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的快速成長原因主要來自四方面：其一是大陸網

站成長的幅度太快，互相競爭的結果就是衝出了海量的廣告訂單，此也刺

激網路市場消費激增；其二是傳統企業與網路相結合，大幅度提升網路交

                                                       
61 參考鳳凰科技網（2012 年 2 月 13 日），〈易觀：國內 B2C 市場交易規模第四季達 764 億元〉，

2012 年 3 月 19 日下載，網址：http://shop.oeeee.com/article-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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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內容與品質，消費者選擇更多元化，同樣也帶動消費量增加；其三是將

網路市場細緻分類策略發生效果，網路購物的分類如同便利商店，提供各

式商品並且在網站上分門別類，消費者可依照需求上網購物；其四是大型

網路商城的帶動消費，如近年來網路上熱門的「天貓商城」，2011 年整體

網路交易量達 800 億人民幣：東京商城、QQ 網購等業也都創下年收入超

過 300 億人民幣的高額商機，拉抬網路消費市場迅速成長62。受訪者也強

調「對於網路使用者來說，網路購物是全新的消費行為，民眾只需要坐在

電腦前面按按滑鼠就等於在逛商場，加上大陸地方廣大，買東西不像台灣

這麼方便，而這也是網路商機快速成長的原因」。 

 

網路使用者人數是電子商務發展的主要動力，不僅刺激網路企業擴大

電子商務發展規模，同時快速推出新型態的服務應用並且與傳統產業、傳

統媒體競相結合，民眾在網站中可以同時享有多樣服務，除了溝通功能還

可以下載各式軟體與視聽檔案，這也使得大型網站平均都有上億用戶的網

站註冊量，而同一時間在線上瀏覽的人數平均也是以萬人計算（郭志法，

2011:102）。根據 2009 年「中國網絡信息中心」（CNNIN）調查報告，2009

年利用網路購物的人數超過了 1.08 億人，在 2011 年 12 月底統計，網路購

物用戶規模更成長到 1.94 億人，此龐大商機催促更多企業加入網路購物平

台的建設行列，「中國網絡信息中」（CNNIN）調查報告同時指出，2011

年網路購物市場交易金額達到 7566 億人民幣，此佔全國消費品交易總額

的 4.2%，顯見中國大陸網路交易市場蓬勃發展63。 

 

綜上所述，大陸電子商務不僅交易量迅速成長，規模與範圍也同步擴

展。而影響所及是刺激了國內經濟需求，同時也提升大陸電子商務全球影

                                                       
62 參考新浪科技（2012 年 1 月 19 日），〈2011 年中國 B2C 交易規模達 2401 億元〉，2012 年 3 月

19 日下載，網址：http://www.isc.org.cn/zxzx/sjbg/listinfo-18440.html 
63 參考〈第 29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2 年 1 月，頁數 46-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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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並且帶動外資投入中國網路市場的熱潮。2010 年「噹噹網」和「優

酷網」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股價表現優異，評論家認為「這是國際看好

中國大陸網路市場的發展前景，同時也將會吸引更多外資進入中國網路，

中國網路也會因此更有力量」（閔大洪，2011:130）。而在競爭激烈的網路

消費市場，更多創新式的電子商務模式陸續出現，如 2010 年 3 月大陸出

現第一家 Groupon 式團購網，開啟了新式消費者對企業（Customer to 

Business,C2B）商務模式64，結合 Web2.0 互動應用讓網路使用者進行不同

以往的網路購物模式，藉由團體力量掌控價格的主導權，快速的改變過去

傳統的消費模式。另外，行動購物系統的服務漸擴大，民眾只要透過手機

或無線上網即可隨時瀏覽商品資訊、進行網路購物消費，2009 年大陸行動

式網路市場消費額成長達 148.8 億人民幣，而行動電子商務總體收入達

5500 萬元人民幣65，增加速度之快也成為電子商務下一波發展重心。 

 

（二）政府治理 

在中國大陸網路發展歷程中，加速政府資訊化應用是與發展網路經濟

同等重要。原因在於網路快速的深入影響社會、經濟各領域，而為了加強

社會管理、強化綜合監管目的，官方在 2005 年頒布的《國家信息化發展

戰略（2006-2010）》報告中即明確訂定政府資訊化、推動電子化政府的發

展策略，除了改善公共服務、擴大政府服務範圍與提升行政管理品質外，

更重要的是整合資源，強化政府管理網路社會的能力。而隨著網路社會快

速發展，政府職能也必須隨之改變，原有的組織編制無法適應新型態網路

社會，無法落實全面管理目標，因此如何促進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加速網

路化，加強各部門資訊化工程並且加強互相聯繫以有效監管網路社會成為

                                                       
64 C2B 為 Consumer To Business，即消費者對企業，是指消費者聚集起來進行集體議價，把價格

主導權從廠商轉移到自身，以便同廠商進行討價還價。這種商業模式等於是由公司提供產品
或服務予消費者的傳統商業模式的 180 度逆轉。 

65 參考中國信息年鑒（2009），〈中國信息化發展概況〉，2012 年 2 月 7 日下載，網址：

http://www.cia.org.cn/subject/subject_10_xxhzt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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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目標。而為了達成上述目的，大陸當局推動電子化政府的做法不只在

完成政府資訊上網或架設政府網站、公開政府資訊等，還擴及中央與地方

政府、政府各部門間的電子化應用（Government-Government, G2G）；政府

對企業管理的電子化（Government –Business,G2B）以及政府對公民社會管

理的電子化應用（Government –Citizen,G2C）。簡言之，推動電子化政府包

括上述三種範圍的電子化，轉型成服務型政府並且強化政府綜合管理網路

社會的能力（吳愛明，2004:149）。 

 

而為了加速建設電子化政府，大陸當局除了陸續提出政策法規，支持

與鼓勵各級地方政府加快政府網路資訊化腳步，同時也不斷強化電子化政

府應用系統的基礎設施，例如 2009 年完成「金稅」、「金土」、「金財」、「金

信」的系統建設，使得電子化政府的應用範圍更為完整並且成效顯著，改

善政府部門工作效率，同時提高公共服務品質。2009 年底隨著電子政務外

網建設一期工程的完成，讓中央政務單位 60 多個部門從此可以互相連線，

同時連結包括 31 個省、自治區與直轄市，同時並進還有 232 個地方州與

1234 個區縣也開通互相連線。換言之，至今透過外網系統已可成功連結

9400 多個各級政府單位部門，連接的終端機將近 40 萬台，這也是大陸建

設規模最大、連結部門最多、覆蓋面積最廣的公務系統66。由於外網建設

成功，各級政務部門都不僅可以資源共享，利用統一的網路平台進行資料

查詢或聯繫，不但有助於提高行政效率，同時也節省了各地政府建設網路

與維護網站的建設經費，實質發揮了經濟與社會效益（習賢德，

2009:16-18）。 

 

與此同時進展的還有各級政府的網站建置。隨著中央要求各級政府加

速網站的興建，並要求各級政府做到即時的訊息公布，政府網站的架設不
                                                       
6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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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數量增加，網站內容、規模與互動機制也逐漸擴大。在 2009 年底，

中國大陸已經完成的政府網站數達到 4.5 萬個，在這些政府網站上可以見

到隨時更新的訊息，並且查詢到各種公開資訊或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相

關資料。而為了提高民眾參與感，政府網站均設置都有民意信箱、投訴舉

報、線上諮詢、留言板等功能，加強政府與民眾互動，也便於政府蒐集民

意。而隨著技術更新，部分政府網站也結合廣電媒體在網路上設置線上訪

問、網路調查等動態影音檔案，同樣提高民眾互動興趣。雖然大陸官方強

力推動政府網站建設，並且在頁面設計、內容規劃與資料庫建立方面力求

完整，但大多數精心設計的政府網站仍以「政策宣導」為主要核心，留言

板、線上諮詢等設計未能做到及時回應，缺乏有效回饋等問題使得與民意

互動效果受到影響。 

 

整理本研究其中兩位受訪者對中國大陸推動電子政務的看法，可歸納

大陸當局推動電子化政府的考量主要有四：其一，發展網路化的政府管

理，推動各級政府資源共享，以符合資訊全球化運作並且與其他國家政府

接軌；其二，發展電子化政府是提升中央與地方執政能力的重要方式，尤

其在網路快速發展時期，若政府無法跟上網路社會發展的速度，對於治理

權威相當不利，因此推動電子化政府的目的也是在加強政府監管網路社會

的能力；其三，資訊化將有效改進政府部門工作效率以及提升公家機關服

務品質；其四，趨使各級政府加強與民互動，民眾可透過政府網站反應意

見，而政府單位也可以公開訊息立即回應，此將有助於政策推動並且隨時

滿足民眾對重大政策了解，甚至是消除官方處理社會事件過程的疑慮。 

 

儘管大陸推動電子化政府已見初步成效，但要做到完全的電子化政府

仍具困難，究其原因包括有觀念阻礙與心態調整問題。例如電子化政府最

終目標將使傳統公文紙張消失，公務作業全面電子化，但這對於龐大複雜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與國家權力競合關係之研究 

 110

的組織與機構來說，不只是官員觀念上得突破，其能否具備網上批公文，

存檔、轉發等網路使用技巧也成為全面推動電子化政府的阻礙。再則，民

眾對政府網站普遍不感興趣，更缺乏上網留言互動的動機，在政府網站上

多是官方制式說法或評估報告，是否能反應事件全貌經常也成為爭議焦

點，且官方無法開放心胸，接受民眾各式批評也是民眾缺乏參與感原因。

另外，技術問題仍需突破，如政府網站資料庫內容不足、使用率低，以及

各級政府網站沒有完全互通互聯，都影響使用者參與意願。而在網路公共

服務方面，上網申辦公務均需要提供個人資料，但電子化政府的網路環境

是否安全穩定，個人資料保護機制不健全也往往成為民眾不願意上使用網

路公辦的主要原因。 

 

（三）社會變化 

除了上述的經濟成就與推動電子化政府，大陸網路發展最明顯的影響

即是資訊化、網絡化的網路社會形成發展。就網路使用目的而言，上網「搜

尋」各類資訊已成為工作或生活最便捷的管道，依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

中心」（CNNIC）調查報告，2011 年大陸使用搜尋引擎的用戶已經達 4 億

人67，可見網路已成為人們最常使用來獲取日常生活資訊的工具。 

而除了蒐集各類資訊，更多使用者是利用網路工具進行溝通交流，網

路即時通等新型態服務吸引更多使用者加入網路，同時網站提供下載軟體

與免付費服務，更讓網路即時訊系統成為溝通主流媒介。根據「中國互聯

網絡信息中心」（CNNIC）調查報告，2010 年使用網路時即通訊用戶達 3.5

億人，而 2011 年則增長到 4.1 億人，成長率 17.7%，這龐大商機也促使網

路企業引進與研發更多功能的即時通工具，2006 年世界上第一個微博網站

（Twitter）在美國因此誕生68。由於微博表達上僅限 100 個英文字母，更

                                                       
67 參考〈第 29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2 年 1 月，頁數 29。 
68 微博即是微型博客（Microblog）簡稱，屬於社交服務網絡的一種，但不同於部落格空間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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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方便、及時的訊息傳遞使得微博（Twitter）迅速發展，2011 年全球

微博（Twitter）用戶超過 2 億人。而模仿美國微博（Twitter）模式，大陸

在 2007 年推出了類似網站，如「飯否」、「騰訊滔滔」等，此類微博網站

不同於傳統的部落格網站，不需撰寫長篇大論的文字，而是限於 140 個字

內的更口語化、碎片式的訊息傳遞與溝通，並且在技術上融合了即時通

訊、社交網站與部落格功能，使用者不僅可以上傳文字，還可以傳送圖片

檔案，其申請使用的人數從 2010 年的 6311 萬快速增加到 2011 年的 2.4 億，

成長率高達 296%69，是最受歡迎的網路新興媒介。以目前大陸微博網站上

最多粉絲的劉翔為例，他的騰訊粉絲團人數已超過一千萬人，這也表示當

劉翔在微博上發送一訊息，即有一千萬人同時收到，足見微博的強大影響

力。 

 

網路科技的進步也帶動新式互動平台陸續出現，各式社群網站、部落

格、微博、論壇等，還有商用網站上的民意討論區塊、時事討論區等，促

使網路社會中的「人際互動」更為密切頻繁。儘管部分學者認為微博等新

興媒體並沒有想像中神奇，真能達到顛覆傳統媒體或改變社會現狀的能力

（周世祿，2011:158），但事實上，微博等新式溝通互動網站數量、使用者

人數快速增加，且其對社會事件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越來越多的人使用

這類即時通工具傳遞訊息，在許多重大事件發生時，透過網路即時現場報

導，新科技讓每位使用者成為新聞記者，不僅可以發佈訊息、照片，甚至

是在第一時間爆料、現場直播或批評，因而促動輿論集合並且使得網路具

備實質的動員能力。而本研究受訪者也認為網路輿論力量是大陸當局在發

展網路之初沒有想到的。隨著各式網路論壇興起，民眾在網上貼文、轉文、

                                                                                                                                                           
篇大論模式，微博可透過手機或電腦發送簡短文字（美國 Twitter 限制 100 個英文字母，大陸

微博限制 140 字母）使用者可隨時發送文字、圖片與影音，在接收訊息的同時也可再轉發，

瞬間複製功能也提高其影響力。 
69 同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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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以及利用個人化博客、微博交互使用，網路意見交流頻繁且活力

十足成為今日大陸網路的最大特點。根據另位本研究受訪者指出，評估目

前大陸網站約已有八成以上都有論壇互動版面的設計，而保守估算網路上

各式論壇也已超過上百萬個。每天民眾透過網站看新聞、發表評論，再利

用博客、微博隨時心得交換，並且也開始嘗試用即時通表達不滿，尤其近

年來很多地方發生官員特權事件、貪腐弊案或司法不公案件，都是透過網

路而引起社會輿論，而這也使得大陸當局不得不關心網路輿論的發展，重

視網路民意實質的發揮監督政府的影響作用。 

 

三、網路社會的特徵與挑戰 

資訊全球化推波助瀾，大陸新興的網路社會已融合政治經濟與社會生

活要素，成為大多數民眾日常生活的重要場域。而隨著網路基礎建設漸完

備、三網融合政策的推動以及資費調降等因素，也加速行動網路的普及使

用，同時擴展網路影響力。2012 年 1 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

調查報告指出，目前大陸手機上網的人數已達到 3.56 億人，並且預測手機

將逐漸取代電腦，成為大陸民眾最主要的上網工具70。利用手機上網最大

的好處在於消除了地點限制，即時可以收取、傳遞訊息的特性大幅提高民

眾使用手機上網意願，利用零碎時間進行碎片式的收發訊息成為網路傳播

新特性71，且透過各式網路互動平台的相互結合，如手機簡訊、即時通、

微博以及各類社群網站的交互作用，碎片式訊息固然有字數限制，但此種

限制反而解放了網路使用，隨時隨地利用網路傳遞所見所聞，而當網路碎

片訊息集結拼貼在一起，往往也呈現更具體全面的事實全貌，發揮強大輿

                                                       
70 劉鑫（2012 年 2 月 12 日），〈手機將成為中國網民最主要的上網設備〉，《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

專題分析文章》，2012 年 3 月 22 日下載，網址：  
http://www.cnnic.cn/research/fxszl/fxswz/201202/t20120210_23751.html 

71 微博、即時通等具備碎片式特性的傳遞模式係指傳送訊息的簡短（微博限制字數在 140 字以
內）、頻繁、快速；同時也指民眾可利用零碎時間如等車、搭車、排隊等短暫空檔即可隨時收
發訊息（閔大洪，20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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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力量，此碎片式訊息也成為大陸網路社會重要特徵之一。 

 

網路除了具備溝通、交流等功能，更重要的也是透過網上「圍觀」事

件的發展，參與各式評論而激發網路使用者吸收公民權利概念，這不僅是

鼓勵了公民參與也激勵公民意識產生，透過參與、表達，對推進實質公民

社會起了示範作用。另方面，網路民意除了達到監督政府作用，隨著網路

輿論引發的事件頻傳，官方也必須回頭調整治理心態，適應網路社會上眾

聲喧嘩的現象與影響力（胡泳，2008）。如同本研究受訪者指出，網路輿

論興起對政府治理絕對有正面積極作用，一方面改善了過去官僚特權習

性，網友只要看到不對、不合理的現象馬上在網上傳訊息，假若電視媒體

再曝光，那麼全國都會知道誰又耍特權了。另一方面也讓政府感受到民意

的重要，讓政府知道哪裡有民怨、民眾對什麼不滿意，現在網路民意是國

家治理很重要的參考，不可能阻止的。 

 

再者，隨著新技術、新服務的擴大應用，網路商業模式也不斷變化，

網路產業迅速與各領域融合發展也對實體經濟發生拉抬作用。網路博客、

微博、論壇等應用系統出現，低成本與簡易的進入門檻，不只助鼓勵民眾

上網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同時也帶動網路商機。越來越多的民眾在網路上

除了觀看新聞、了解時事外，更多時候是尋找消費訊息或嘗試網路購物，

這股商機也刺激網路企業加速網路商業化進程，在激烈的競爭中，必須費

心地跟隨市場需求改變網站內容與功能，因而也催生多層次的網路產業鍊

出現，網路技術商、網路內容提供者與營運商互相合作以滿足使用者需

求，網路展業至此呈現多元化發展，媒體融合、技術商與內容商相互配合，

此也成為網路經營新的模式（郭志法，2011:104）。如 2010 年土豆網與中

國電影集團合作，提供民眾可隨時在網上點選或下載電影，藉此衝高使用

量；而新華網則是集合了網路媒體、搜尋引擎、影音與電子商務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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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豐富網路內容，增加點閱率；另外騰訊 QQ 除了提升基本的即時通訊免

費功能外，更加入影音播放、語音聊天及網上播放影片等功能，增加網路

服務範圍與內容。 

 

總的來說，本研究歸納中國大陸經過近 20 年網路科技衝擊，其網路

社會發展現況有下列五項特點：其一、網路產業規模逐漸擴大且透過產業

間互相合作，更刺激實體經濟，明顯帶動網路經濟市場蓬勃發展。其二、

由政府帶領推動各級政府行政部門電子化與網絡化政策發揮作用，網路公

共服務平台迅速建立，並且在交通、醫療、金融等各領域開通連線，無論

是否達到便民效果，但已將大部分民眾日常所需接觸的領域網路化。其

三、企業網絡化與電子商務迅速發展，網路交易成為消費趨勢，且隨著傳

統產業加入網路商業行列，電子商務網路消費大舉增加。其四、網路不只

成為民眾溝通互動的重要工具，網路輿論力量也成為推動政府改革的重要

動力，同時也發揮監督政府功能。其五、透過網路上「圍觀」效果，激發

公民意識，更重要的是產生示範作用，每發生一次網路事件即強化公民社

會運作並且對實質推進公民社會發展。 

 

網路發展改變了中國大陸社會面貌，新型態社會呈現出高度系統化與

網路化，社會系統、經濟系統與政務系統各自透過網路運作與整合，相互

影響並且成為推進中國大陸現代化的主要動力。然而，在網路社會發展過

程中，仍然必須面對的問題與挑戰不斷湧現，其中最亟需克服的問題包

括：數位落差、網路發展過度商業化、對抗西方意識形態霸權衝擊以及提

升人民網路素質等問題。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化中心」（CNNIC）調

查報告，至 2011 年底網路使用者、網路普及率都有明顯成長，但是各區域

資訊落差問題卻仍未改善，各地區網路普及率相差甚大。如 2011 年北京市

網路普及率已達 70.3%，但是網路普及率較低的雲南、貴州等地卻仍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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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另方面大陸政府強力推動的農民上網工程也成效有限，主要原因在

於硬體設備與軟體無法同步並進，即使農村開通了網路也架設寬頻，但卻

無人教導農民如何上網，無法彰顯網路資訊的重要性，加上缺乏設備都成

為農村地區資訊化發展的困難障礙，2011 年農村上網人數規模約 1.36 億，

是整體網路使用者的 26.5%72，如何縮短城鄉區域、不同年齡層或行業等

數位落差成為了網路社會進步的艱鉅挑戰。 

 

同樣是網路社會發展難題的還有網路過度商業化發展。電子商務固然

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但過度商業化卻大幅增加政府管理負擔，尤其在網

路結合媒體、電信等新型態發展，擴展了服務內容與範圍，使得無論在市

場格局、內容競爭與營利模式上出現激烈競爭。而為了提高點閱率、增加

廣告收入，商業網站相繼祭出的商業手段挑戰著政府管理界限與能力，同

時網路企業競爭糾紛層出不窮，此也成為官方制定各式網路管制政策更具

備正當性73（楊斌艷，2011:99）。起源於美國的資訊全球化影響各國網路建

設朝向「西方化」發展，無論資訊化設備、規格或甚至搜尋引擎等網路功

能，美國幾乎獨佔鰲頭，如 Google 在全球網路佔據的領先地位即可見一

斑，而其壟斷網路市場也被解讀為控制資訊管道、資訊意識形態霸權的表

現（王鳳翔，2011:175-176）。2010 年大陸搜尋引擎使用戶數達到 3.75 億

人，雖然中國大陸已建構出全球第一大非英語的搜尋引擎「百度」，但仍

敵不過 Google 魅力，多數網路使用者仍喜愛使用 Google 找尋各類資訊，

這也成為官方憂慮來源，因此如何推展網路中國化，強化民族意識型態以

對抗美國等西方國家透過網路傳播新思想，也成為中國大陸網路發展的重

要任務（劉瑞生等，2011:19-20）。 

                                                       
72 參考〈第 29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2 年 1 月，頁數 21-26。 
73 如 2010 年 9 月奇虎公司的「360」免付費軟體與騰訊公司的「QQ」免費即時通因為互控對方

不當保護使用者資訊而引起大規模網友參與對抗。此名為「3Q」大戰的網路企業糾紛最後在

政府工信部與公安部協調下平息，但突顯了網路企業競爭白熱化現象（楊斌艷，2011:94-95）。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與國家權力競合關係之研究 

 116

而網路使用者素質教育如何與網路發展速度同步提升也成為難題，根

據「中國新聞報」與「騰訊新聞中心」在 2006 年對於網路社會負面現象

進行訪問調查，結果 62.6%的受訪者認為網路上充斥「主觀上惡意制裁別

人的傾向」；57.4%g 受訪者認為網友經常「出口成『髒』」；44.8%的受訪者

認為網友「盲目跟隨別人的意見」產生網路暴民，威脅網路環境安全74。

而隨著博客、微博以及各類社群網站的迅速發展，網路訊息量暴增且無需

查證即可發送流通，「盲目跟帖」、「製造假事件」等已威脅網路社會穩定，

網友進行「人肉搜索」更破壞個人隱私權利，因此如何在訊息量激增的網

路社會中提升網路媒介素養75，成為網路公共理性實踐的重要關鍵。 

 

第三節 中國大陸網路管制政策 

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與媒

體政策變化造成 80 年代後全球傳媒產業出現新的面貌：商業化、集團化、

產業集中與跨國文化貿易盛行。與此同時，各國政府積極著手調整傳播政

策，因應科技與資訊產業的迅速變化，其中對於媒體私有化、跨國投資經

營與網路管制紛紛解禁也促使全球網路經濟發展達到高峰，並且推進全球

資訊社會形成。然而資訊社會發展歷程中，網路究竟該不該管制？如何管

制？一直爭議不斷，而兩種完全迥異的立場辯論也持續至今。一種觀點是

出自於反權威主義者，他們認為網路空間具備全球性，加上科技本身的即

時、快速、匿名等特質，誰發布的訊息或接收訊息根本是難以掌握的，因

此此派論者主張任何網路管制政策都是無效而是註定失敗的（王樂成等，

2007:289）。不過與此論點對立的，就是主張網路科技越進步，網路環境就

                                                       
74 參考謝小亮（2006 年 9 月 18 日），〈六成多網友認同主觀惡意是網路暴民首要特徵〉，《中國青

年報》。 
75 媒介素養即指人們面對各種媒介訊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價能力、創造

製作的能力、思辯與反應能力。而網路媒介素養教育則是指網路使用者在面對複雜多樣的網

路訊息，所具備正確選擇、準確理解、合理評價等能力（冷治夫，2011: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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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危險，尤其網路如果沒有內容的過濾機制，誰也無法保證網路色情資訊

會否傷害兒童與青少年，同時，利用網路從事恐怖活動、非法犯罪交易甚

至可能威脅國家安全，此派論者因此主張網路管理是必須也是必要的。 

 

而在經濟利益、言論自由與保護網路安全等多方考量，即使外界嚴厲

地批判網路管制作法，但多數國家仍基於維護民眾權益而採取必要的管制

措施。普遍來說，90 年代後，各國大多遵循多元化原則進行網路管理76除

了保護兒童免受色情圖片影響而訂定的網路內容審查制外，幾乎很少見到

由政府強制介入的網路管制政策。假若以政府介入的程度來區分，各國網

路管制政策可分成「訂定專法管制」、「適用現行法律」以及「自律」三種

管制型態。其中介入最深的是直接對網路使用者、傳播內容或網路業者等

制定專門的法規，如德國訂定的《訊息與傳播服務法》，這是最早對網路

危害言論專法進行管制的西方國家；南韓則是在 1995 年通過《電子通信

商務法》，將危險訊息作為管制對象，並且也是最早設立網路審查專門機

構的國家；另外如澳洲、新加坡、中國大陸等也是屬於政府強力介入的網

路管理型態。而第二種適用現行法規來進行網路管理的國家，包括有英

國、加拿大、日本等都是利用原來即有的規定進行網路規範，這種作法也

是較多國家採行的管制方式。而最為消極的網路管制則是屬於如美國採取

的「業者自律」行動，政府介入程度降到最低，除非必要時刻77，否則政

府都是以鼓勵業者與使用者「自己管自己」來取代專法規範管理。 

                                                       
76 湯普森（Thompson,1995:241）認為網路的管制應採用「多元主義的管制原則」，其重點是政

府在制定網路管控相關政策時，僅需針對網路中具備不確定性與高風險的區塊進行限制而非

是全面控制，管控制度的設計必須以捍衛更廣大的言論自由空間為前提，同時保持多樣性與

多元主義觀點進行制度規劃。此派的主張者甚至認為因為網路具備全球特性，網路規範政策

的制定必須在國內、區域甚至全球的層級都需要多元化的做法，遵守多元主義原則。 
77 2001 年美國遭遇「911 事件」後，為了達成國家安全為最高目標，美國國會僅用 45 天時間便

通過了兩部與網路傳播管理相關的規定，其中通過《國土安全法》第 212 款修正，允許電子

通信與電腦系統服務商在保護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向政府提供用戶的電子通信紀錄。而

第 217 款規定，在特殊情況下竊聽電話和電子通信是被允許合法的（李長剛，200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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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即屬於較封閉的政治體制，即使走向改革開放道

路，政治體系仍為保守集中的統治模式，因此網路發展後對於政治社會產

生的衝擊就比其他國家來的更為劇烈。尤其隨著網路影響力越見明顯，對

大陸當局來說，網路管理不再是單純的網路「訊息」管理，而是擴大到對

人民行為（如透過網路的社會動員）或甚至是思想轉變（如網路傳播公民

意識、權力觀念等）的治理回應，因此談論中國大陸網路管制問題，已無

法僅用社會或法律面進行解讀，而是應從政治層面觀察討論，而這也得到

本研究受訪者認同，其認為中國大陸的網路管制本來就是基於政治考量，

如果官方覺得網路對人民沒什麼影響，那就不會管制了。而大陸當局主要

擔心的是什麼？為何管制與如何管制將是本小節討論的焦點。此外，根據

近年來相關文獻與學者專家訪談，本小節也將分析整理近年來大陸網路管

制政策有何變化及其原因。 

 

一、為什麼管？網路管制的理由 

90 年代，中國大陸搭上資訊全球化浪潮，積極加快全國資訊化基礎建

設，而同步進行的還包括各式網路管制的法令。若以新制度主義論者主張

的「制度的生成是雙向且動態的」（薛曉源，陳家剛，2007：2）的觀點來

探討大陸的網路管制則必須同時將環境、歷史或時空因素都納入考量，環

境影響制度生成，同樣的，制度也影響環境改變，因此本研究循著新制度

主義觀點將從 80 年代資訊全球化環境因素的影響下討論中國大陸網路管

制政策的發展與變化。 

 

80 年代當各國相繼加入全球化資訊建設行列，尤其美國在 1994 年主

導推動建立「全球資訊高速公路」（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GII）

更得到各國熱烈迴響，而隨著各國提出的資訊科技發展策略也加速實現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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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全球化。然而，世界各國的資訊競爭無疑對轉型中的中國大陸形成壓力

與挑戰，因此大陸當局很快的決定展開資訊戰略，並且以「後發優勢」加

快資訊化建設，但與此同時還必須解決資訊化發展（尤其是網際網路）所

帶來的衝擊與影響。簡言之，考量國際情勢壓力與國內政權穩定，使得大

陸網路管制行動似乎更具備政治合理性與正當性。以下就國際與國內兩方

面分析中國大陸進行網路管理的主要原因。 

 

（一）國際環境威脅 

1.資訊技術威脅：自 1994 年大陸接通國際網路後，陸續出現由西方技術支

援興起的海外網站，專門提供遭到大陸官方封鎖或限制討論的政治訊息。

到了 2000 年，這些海外網站除了提供新聞資訊外，更成為反權威人士集

合場域，透過各種網站表達對大陸政權批評與不滿，即使官方積極加強封

鎖，並且利用技術屏蔽進行反制，但仍無法做到全面阻擋，海外華語網站

在西方國家支持下不斷突破限制，流傳被列為高度敏感的人權、民運、宗

教或民主運動等訊息。另方面，隨著技術能力提升，海外網站的類型也來

越多元化，除了 24 小時提供新聞動態的網路媒體，如《大紀元》、《明慧

網》、《博訊新聞網》等，另外還包括網路雜誌、網路電子報、網路電視台、

華語廣播等陸續興起，透過技術而提供不同的政治觀點，散佈自由民主思

想、公民權力等概念，此都具體影響大陸當局堅持的威權統治（魏澤民，

2007:88-89）。 

 

2.資訊思想威脅：前述的技術威脅主要係指自由網路管道的提供，不過更

重要的是網路傳播的內容也已劇烈的影響基層民眾思維，並且可能因此造

成由下而上的反動力量。如早在 1989 年，海外異議人士透過網路串連政

治反抗行動，以及其後 1999 年法輪功抗議事件發生，在官方立場即認為

這些是有心人藉由網路發動的擾亂民心事件，而為了消除政府治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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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網路監管絕對是有必要的（李長剛，2009:151）。而另外的壓力來源則

是過去曾流傳「網路將促使中國『和平演變』的說法威脅」78，網路發展

是順應資訊全球化潮流，但如何避免網路成為西方思想滲入且逐步迫使大

陸威權政體瓦解的情況發生，此對於大陸當局而言這是比發展網路經濟更

重要的課題，而同時也使得網路管制具足了政治正當性。 

 

3.資訊殖民主義威脅：隨著資訊全球化快速推進，發展中國家紛紛追隨美

國等西方先進國家的資訊化腳步，無論在資訊硬體或軟體方面均引進西方

技術，然而隱藏在技術背後的卻可能是西方國家意識型態，藉由資訊化設

備、通信網路來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結構與文化，這即是美國學界提出

的「資訊殖民主義」意義（Cyberimperialism）（Ebo &Tong ,2001:110-117）。

由於在資訊技術上的壟斷，美國幾乎掌控全球電信市場，同時也在全球資

訊產業市場中佔有重要位置。面對西方資訊殖民主義的可能威脅，大陸除

了積極提升技術研發與創新能力，更重要的是有效控制網路上的資訊流

動，一方面要積極以資訊民族主義對抗西方的資訊殖民主義威脅79，另方

面則要繼續加強網路上訊息控制，避免任何資訊漏洞威脅國家安全。  

 

（二）國內治理壓力 

1.傳統思維的壓力：民主國家的治理模式是由國家政府、企業經濟與公民

社會三者經常性的互動產生。但是中國大陸長期以來便是屬於強國家、弱

市場的社會結構狀態，公民社會、民間組織、行業協會等規模弱小，根本

無法成為與國家政府抗衡的第三方（李凡，2010）。因此國家長期掌握了

社會中絕大部分的資源配置權，個人或所有組織都必須在國家的制度安排

                                                       
78 由於網路具備無國界、無管理者也無統治者的科技特性，促使外界認為將成為威權政體轉型

的主要動力，以和平漸進的方式撼動大陸一黨領政的統治局面（國安民，2002:86）。 
79 資訊民族主義的具體策略是推動建構符合中國特色的資訊軟體，同步的是開發硬體設備研

發，以此反制長期以來遭到西方國家壟斷的資訊技術與電信產業市場（蔡裕民，2001: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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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得以發展，相對的，個人也必須遵守制度以確保生活穩定安全。而大

陸長久以來便把這種全能國家主義（Totalism）的思維與國家管理、政權

結構緊密相連，因而使得國家意志凌駕於個人本位主義，並且成為限制個

人行動思想的正當理由（邵黨，1994:223）。但是網路發展後卻逐漸弱化了

政府輿論統一的做法，多元化的言論開始在網路上自由流傳，這使得政府

開始擔心若過度放縱網路自由，則真假難辨、危害社會安全或製造政治動

亂的言論可能將危及國家安全甚至挑戰國家統治，因此基於對權力掌控的

慣性使然，以及全能國家「什麼都要管」的思維影響，進行網路管制也就

理所當然。 

 

2.輿論失控的壓力：隨著 Web2.0 系統擴大應用，各類互動式網站急速出現

並且成為民眾喜愛的溝通工具。此外，網路上每個人都同時是接受者也是

傳遞者，任何人可以輕易的將收到的訊息再度轉發，這也使得過去為政府

掌控的訊息發布與控制的權力快速喪失，取而代之的是網路上越來越開放

與多元化的訊息。由於政府意識網路自由言論可能危及政府控制，同時也

抱持對網路社會自行管理的懷疑，因此監管網路成為避免政治災難與社會

動亂的必要手段。大陸學者李長剛認為，大陸急於進行管制網路的考量來

自於避免突如來的政治損害，因此不得不監視任何一個可能實行網路犯罪

的人，他形容政府管制網路也是為了維護網路安全保護個人隱私，但條件

是「你的隱私我可以隨時知道」（李長剛，2009:149）。 

 

3.社會資本高漲的壓力：網路所具備的即時、快速且無地理空間限制的特

性，使得政治行動的網路動員更趨於便利與有效。過去在中國大陸向來被

壓抑的個人政治行動，因為網路興起而得以發展與擴張，網路建構了公民

意見表達的平台，並且也迅速成為虛擬社群集結抗爭與行動的場域。從「社

會資本」（Social capital）概念討論，近年來大陸頻頻發生的網路事件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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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見得網路確實提高了民眾政治參與意願與能力，社會資本提升。而此在

嚴格管制下還能透過網路集體行動的表現多次挑戰官方堅持「穩定勝於一

切」的政治原則，當然也就強化了官方網路管制的意念與行動。 

 

從上述可知，面對網路發展變化，中國大陸同時面臨來自國外與國內

的雙重壓力，為了避免在資訊全球化潮流中被邊緣化，中國大陸選擇加快

資訊化發展進程，積極資訊建設並且與國際接軌，朝向穩定又具影響力的

資訊國家體系發展。但與此同時，反制西方的資訊殖民主義入侵及基於維

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而實施的網路監控，卻是與推動資訊建設同樣重要

的。至此，中國大陸管制網路的政策思維已大致描繪出來，即是在推動資

訊化建設、建立完善網路社會、發展網路經濟的同時，又必須控制網路傳

播範圍與力道，儘可能避免社會失序、危及國家安全。但事實上，又要推

動發展又要管制網路，這兩相衝突的作法卻經常造成網路管制政策困境。 

 

二、管什麼？怎麼管？網路管制的範圍與執行方式 

上述從國內外環境因素解釋了中國大陸管制網路的原因，且由於網路

具有去中心化、無階級等特性，使得大陸官方在制定網路管制政策時，無

法完全將原有的廣電媒體管制相關法令直接套用在網路管制身上，因此從

1994 年開通國際網路後，管制網路的法令與辦法等規範不僅越來越多，而

且隨著網路影響力擴大，網路限制的範圍就更大，官方對網路管制的力道

甚至已超越傳統媒體（胡泳，2010:263）。 

 

1994 年，國務院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保護條例》，

這是第一個網路管制的專門法規，主要核心內容揭示了「任何組織或個

人，不得利用計算機信息系統從事違害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公民合法利

益的活動，不得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的安全」。 而 1997 年推出的「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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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嚴格限制了網

路媒體的內容，主要核心在於「個人與組織都不能利用國際網路從事危害

國家安全，洩露國家秘密，顛覆國家政權或破壞國家統一」等行為80。從

1996 年 2 月，國務院第 195 號令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訊息網絡

國際網管管理暫行規定》內即明訂國際網路必須使用國家公用電信網提供

的通道，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使用其他通道，這也表示大陸官方已經懂

得使用官方設置的資訊埠（information port）來過濾網際網路上的資訊，

而這套體系在全國光纖自動偵測系統完成建制之後更為有效。1998 年大陸

公安部決定展開「金盾工程」，主要目標在管制資訊網路環境安全，金盾

工程耗費大量的人力與資源，整合多項網路監控和過濾技術，其影響層面

擴及對各網站的監控，同時對於網路提供的服務系統，如搜尋引擎、線上

論壇、電子布告欄、社群網站、部落格、電子郵件、或各種免費的即時通

訊等網路傳播活動都在控制的範圍內81。 

 

1994 年當大陸剛開始接通國際網路時，政府與民眾對於網路功能並不

太清楚，普及率也未明顯成長，官方對於管制網路也尚在摸索階段，因此

在網路連通的最初五年（1994~1999），大陸官方對於網路內容或技術層面

上的管制舉措多屬於「一般性規範」，幾乎沒有重大或具體的監管政策，

且此時網路的管理單位既界線模糊，究竟是要管技術、管內容還是管系統

服務往往分不清楚，也因此經常發生監管單位權責不分，管制政策無法落

實的情況。普遍來說，網路剛開通的前幾年，政府對網路管制的態度是比

較被動消極，可說屬於「低度」監管時期（李長剛，2009:119）。 
                                                       
80 參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的第五條、《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

定》的第九條、《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的第十三條、《互聯網信息服務

管理辦法》的第十五條、以及《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辦法》的第十二條。 
81 近年大陸當局還想將網路管制的起點延伸到用戶的計算機。原訂 2009 年 7 月所有在大陸新生

產和銷售的電腦必須安裝名為「綠壩」的網路內容過濾軟體，雖然官方的說法是用以保護未

成年使用者不致接觸到不健康的內容，但消息傳出引起輿論和民意大譁，該政策最終遂胎死

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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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隨著網路使用者人數增加，網路服務與應用功能、內容也快速成

長，此時官方也加速網路管制的腳步，並且逐步擴大管理範圍。2000 年 1

月，國家保密局頒佈了《計算機信息系統國際聯網保密管理規定》，主要

規定如要在網路上開設電子布告欄、聊天室或發佈網路新聞等，應該要經

過保密的相關單位審核同意後才能設置，且不得在網路上討論國家機密，

如發現有洩密消息，網路管理者應該立刻展開取締並且向上級單位呈報。

2000 年 9 月國務院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這是大陸官方第一

部管理電信業務的綜合性法規，也象徵電信管理正式邁入法制化階段，主

要規範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利用電信系統，傳播對國家有害的消息內容。

2000 年，國務院陸續頒佈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站從事

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關於維

護互聯網安全規範》等，全面展開對網路內容與技術的管理，並且擴及其

他範圍，如上網場所、網路文化市場等管理規定也陸續出爐。 

 

從大陸官方陸續通過多項網路管理法規舉措可以看出，2000 年後隨著

網路功能與服務彰顯，官方認識到網路對社會的影響力，因此立即地制定

相關的管理法規，尤其絕大部分的規定是針對網路內容的限制，嚴格監督

網路輿論。而除了管制範圍擴大，網路管理單位也開始整合統一。2000 年

大陸官方成立了「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絡新聞管理局」，並且要求各省、

自治區與直轄市跟進成立網路發展的相應機構，形成由上而下全面的監管

體系。另外，在網路管理的技術層面也越來越進步，2001 年官方利用新式

過濾技術，成功地加強不良網站的屏蔽與過濾網路上惡意關鍵字，這是執

行網路管制的一大突破，使得原本需要靠人工進行網路輿論把關的動作改

成使用自動過濾系統（且關鍵字的設定是由管理單位視實際情況決定）。

另外，官方對於部分論壇還實施「時間管制」，規定從早上八點開放到晚

上十點必須關閉，網路使用者只能觀看卻不能留言，藉此徹底控制網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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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從上述可知，從 2000 年至 2004 年，大陸網路管制的作為從過去的被

動監管模式轉向主動攻防，除了法令齊備之外，管理機構、管理力度與範

圍也逐漸提高，可以說是進入網路管制的「中度」時期（李長剛，

2009:120-122）。 

 

而經過數年的學習以及考量部分管制法規的實際執行成效，2004 年開

始，網路管制又進入另一新階段。此時，不僅是官方主動出擊，透過技術

在各種網路閘口進行不良訊息的過濾攔阻，同時也啟動各類社會資源、加

強地方政府對網路的管理技巧，形成全國多管齊下的網路監管體系，更有

效的監視網路各項活動。在此時期，網路管制政策有幾項重要的特徵，首

先是大量網路內容管理規範出爐，如 2005 年信息產業部通過的《非經營

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審案管理辦法》，規定在大陸境內提供非經營性的網路

訊息服務都應該依法進行審核程序，包括新聞、教育、文化、廣播電視或

出版等都要先經過相關單位批准之後才能公告，而這項規定也嚴格壓縮了

個人網路言論自由，如部落格、個人網站等都必須事前審查才能設置。 

 

另外更重要的是 2005 年 9 月頒佈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

定》，這不但規範了何者能在網路上發佈新聞，以及發佈新聞的事先審查

程序，同時還在法規中增加了禁止利用網路「煽動非法集會、結社、遊行、

示威、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第二項特點是加強對網路應用服務的規範，

如《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等，明文

規定利用網路進行訊息傳遞、視聽傳播、出版、文化或教育等各行動都必

須同時符合其它行政法規，如著作權法、文化條例或視聽廣播電視等規

定，藉此增加網路傳播者的限制與負擔。第三項特點是限制外資進入，在

2005 年 9 月頒佈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中首次明確的規範「任

何組織不得設立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或是外資經營互聯網新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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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務單位」，藉此確保網路管制能有效執行。第四項特點是網路監察員

的設置。雖然官方已經採用了關鍵字自動過濾系統，但為了加強網路言論

管控，官方還是培訓網路評論員加入監管行列。網路評論員使用普通民眾

的身分在網路上監看與發言，不但主動發帖導正網上視聽，同時也積極跟

帖，保持網路上正面評論多過負面批評，並藉此縮小負面輿論破壞政府形

象。 

 

2004 年開始，大陸採行多管道「分類主導」模式，積極進行網路管理，

雖然此種方式經常引來國內外批評，但為了維持國家穩定，大陸當局仍堅

持要有效的掌控網路內容與監控訊息傳遞。而相較於前兩段時期的監管力

度，無論在管理法令範圍與內容上都越見深廣，因此 2004 年後也稱為網

路管制的「高度」時期（李長剛，2009:125-126）。 

 

對於大陸網路管制發展的歷程，各方看法並不一致。如早期的 Tan

（1999）將網路管制區分為 1994 以前的「實驗時期體制」；1994 年至 1998

年的「過渡管理體制」與 1998 年之後的「整合管理體制」。而李長剛（2009）

是從管制思維、技術手法與範圍等將網路管制分為三個時期，如前所述的

包括 1994 年至 1999 年的「低度」監管時期；2000 年至 2004 年的「中度」

監管時期與 2004 年以後的「高度」監管時期：陳華（2011）則依據官方網

路治理思想，將網路管理分為五時期，包括 1997 年至 2000 年的「宏觀指

導」時期；2001 至 2003 年的「加強管理」時期；2004 至 2006 年的「行

政監管」時期；2007 至 2009 年的「社會監督」時期以及 2010 年後的「以

法管理，確保安全」時期。儘管各界討論網路管理的階段分類方式不一，

但最重要的是研究都顯示大陸在網路管理的內容範圍上出現擴大趨勢，管

理技術也越來越進步，管理的力度也越來越加強，而此對於網路輿論也產

生了一定的壓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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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網路管制的內容究竟包括哪些，哪些屬於管制、哪些又是開

放，由於牽涉敏感政治考量，不僅官方文獻少有討論，一般學術研究也很

難確實說明管制的內容為何。而根據官方公開的文獻，有研究者將網路管

制內容分為「技術性」與「非技術性」兩方面討論，其中技術性管制包括

內部網絡管控與防火牆的設置；而非技術性則包括了相關法律規範內容、

規定網路建設與操作條件、規範資訊設備的生產與使用、要求網路使用者

實名登記、限制外資投資、控制資訊相關設備標準等（Tan & Yurcik,1996）。

而另外根據實際的管制內容，北京大學學者胡泳（2010）則區分網路管理

為「網路服務控制」、「傳播內容控制」以及「表達行為控制」三面向；李

長剛（2009）則歸納出大陸網路管制是從「立法」、「技術」與「行政」三

方面同時進行，並且隨著如移動式通訊、三網融合政策等新科技運用，政

府的網路管制技巧也越來越純熟，嚴格過濾網路服務系統與訊息內容。 

 

總的來說，大陸網路管制相關法令多且複雜，並且隨時配合實際需要

進行調整，因此相關管制法規不但數量多而且隨時變化，若欲進行法規整

理並不容易，同時也可能佔據論文過長篇幅，因此本研究參考官方文獻與

相關研究，將大陸網路管理的範圍與管制重點整理如下表 3-3，梳理出網

路管制範圍主要集中在「網路內容與服務管制」、「網路資源與網路安全控

制」以及「網路應用管理」等三方面。以下簡要歸納大陸網路管制政策的

重要特徵： 

 

（一）政府強力介入管制 

由於官方將網路資源視為國家獨有，因此所有的管制原則都是以此為

出發點，無論是網路企業、內容供應商或使用者個人，都必須在國家知情

且同意的情況下使用網路。從 1994 年網路開通至今日，「許可證與報備制」

成為網路管制的特點（胡泳，2010），政府強力控制每一項網路應用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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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對於網路內容傳播更是多管齊下嚴格把關。 

 

（二）加重網路服務供應商（ISP）的社會責任 

為了更有效達到監控網路的目地，官方也明文加重對網路服務商的管

理責任，網路服務商不但要對自己提供的內容負責，更重要的是配合政府

管制政策，對於不良、有害內容主動移除，並且保存紀錄向有關機關回報

82。除此之外，依照《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互聯網

接入服務提供者應當記錄上網用戶的上網時間、用戶帳號、互聯網地址或

域名、主叫電話號碼等訊息，並在國家有關機關依法查辦時，予以提供」，

此也表示網路服務供應商必須「依法」保存每位使用者的上網資訊，藉此

協助政府全面監控網路使用者。 

 

（三）多層次的技術限制 

隨著技術進步，官方對於網路監控方式也越趨成熟，透過多管道、多

層次的管制方式，確實做到全面性的網路監控。其管制技術手法包括從入

口網站的 IP 地址封鎖，以「封網」方式過濾不良網站；另外，透過內容過

濾器主動偵查政府設定的關鍵字，藉此確保危險訊息不會輕易被搜尋到與

傳遞；另外，對於防火牆系統建制技術也越來越精進，當用戶鍵入某一網

址，域名監控系統便會自動核對該網站的對應 IP 位置，一層一層檢查此網

站是否符合規定，是否屬於民眾可造訪的網站，如果符合規定則網路連

通，如不符合規定則網頁將顯示該網站無法連結等字樣。當民眾以為是網

路連線問題導致無法連上網站，但實際上卻是因為域名過濾系統已經完成

偵查之後的結果。 

 
                                                       
82 參考《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電子公告服務提供者發現其系統中出現

明顯屬於違反為害國家安全等九種被禁止信息內容之一的，應該立即刪除，保存有關記錄，

並向國家有關機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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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行政管制 

除了依靠技術來防堵不良網站與惡意訊息流動外，更重要的還是要落

實全國行政監管，例如各地方必須成立網路訊息舉報專線；同時要招募網

路評論員以及培訓設置網路警察，同步監控網路輿論；另外大陸官方也要

求國外科技公司必須配合管制措施，設計監控軟體或在電腦中加裝監控設

備；此外，也藉由擴大興建政府網站，試圖掌控輿論主導權；並且為了避

免民眾過度造訪國外網站，官方也利用提高國際連線價格的方式，降低民

眾搜尋國外資訊的意願。 

 

（五）專項整治 

由於網路社會的影響力已明顯將過去政府集權統治模式衝撞出不小

的缺口，因此加強整頓與監管網路是重要任務。大陸官方第一波清理的是

網路使用者經常聚集的地「網吧」，從 2002 年起中央頒佈一系針對網路上

有害訊息清理與整頓工作，其中整頓網吧列為重要項目，而經過數年的重

新申請、許可與登記，網吧管理也顯出具體成效，除了關閉不合法的網吧，

對於網路使用者在網吧流覽、發言等內容也都為政府掌握。除了網吧外，

其他專項執行的項目還包括打擊違法網站、推動大學校院的電子佈告欄

（BBS）改採實名制等，全面防止不良訊息流傳並且藉著專項整頓加強網

路使用者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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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國大陸網路管制領域與管制內容重點整理 

管制領域 管制內容重點 

網路內容與 

網路服務 

 主要依據為《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執行所有網路內

容專項管制，如在網路上從事新聞傳播、文化傳播與視聽

活動等都必須經過相關單位審批核准。如某商業網站同時

在網路上設置新聞訊息提供、視聽影音下載或論壇互動平

台等，則必須同時向管制新聞發佈的信息辦公室、管理視

聽網路的廣電總局以及管理互動平台的技術部門提出許

可申請。 

 為便利管理，官方對於經營性與非經營性有不同限制。如

經營性網站提供的各項項目都必須通過相關單位許可，新

聞、出版、醫療保健或廣播電影電視等都必須先拿到許可

證才能開啟服務。而對於非經營性網站則實行「報備」制

度，也就是說，個人若在自己的網路部落格轉貼新聞或發

送網路影音檔案也同樣必須先報備核准之後才能啟動。 

網路資源與 

網路安全 

 

 透過技術應用進行網路資訊把關。如對於 IP 地址實行審查

制度；對於域名也嚴格管控，例如.cn 的域名僅能由組織申

請而不允許個人使用。且無論是個人或組織要架設網站都

必須事前經過審查許可後才能開通網站，即使網站開通

後，對於網路使用者也必須嚴格管理並且遵守「先申請先

註冊」的規定，以維護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理由卻執行

嚴密的網路監控。 

 為了限制國內網站與國外網任意進行連線，官方規定任何

電腦端要進入國際網站必須事前提出申請，由郵電部核准

之後，再透過國內公用電信網提供的國際出入口進行連

線，以確保網路安全。此外，要從事國際網路業務者必須

事前提出申請，在許可後才能開通業務。 

 為了維護網路安全，官方也將網路犯罪提高到國家安全層

級，嚴格禁止個人或組織利用網路從事犯罪行為、危害國

家安全或社會穩定，且基於安全考量，官方也明文加強網

路服務業者監管網路言論的責任。 

網路應用  對於網路業者提供的各類應用服務也訂定專法管理，如對

於電子郵件服務者實施郵件服務的 IP 地址實名登記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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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完全掌控發信與收信者資料甚至發信內容。另外因

應電子商務發展，也通過了電子簽名與電子發文的法律效

力，但在此之前所有的電子簽名與認證單位也必須經過許

可。隨著各類網路服務的擴大應用，官方也不斷加強管制

力道，而主要的管制辦法在於「許可制」的實施，所有的

服務系統必須在許可之後才能開通服務，如移動式通訊、

搜尋引擎、電子郵件、網上時即通、影音服務或是免費遊

戲軟體服務等。 

資料來源：參考李長剛（2009:129-130）與本研究整理。 

 

三、緊縮或鬆手？網路管制政策變化 

普遍來說，外界認為大陸網路管制措施有越來嚴格的發展趨勢，這從

幾個重要現象可以略知一二：首先是相關管制的法規涵蓋範圍越來越廣，

而且隨著新科技應用的推出陳新，法令也隨時翻新，例如 2010 年當中國

大陸使用手機上網人數突破 2 億人，在手機應用服務也迅速成長的情況

下，國務院即要求盡快制定《手機媒體服務管理法》，加強手機互動媒體

管理，以及為推行手機實名制提供法源基礎83。其二，政府管理態度越來

越強勢，例如 2009 年為了掃除色情網站而展開城市大規模的整治網路，

其做法是全面斷網清查，此種被學者稱為「一刀切」的作法，等待全部清

查完畢才重新上線開通連線，這是十分罕見的嚴厲方式，尤其經過該次整

頓後，大約關閉了十萬以上的中小型網站（胡泳，2010:273）。另外當發生

緊急突發事件時（如新疆七五事件），政府也立即採用全境斷訊的方式阻

止訊息流通，包括手機與國際通訊都直接阻斷，而此也顯示出大陸官方是

具備足夠能力隨時切斷各種連線，短時間內就可以造成某區域完全隔絕在

網路連線之外。其三是全面整治網路，包括網路入口服務商、電信業者、

網站經營者甚至是域名服務商都納入管理範圍，所有網站的設立也必須符

                                                       
83 參考中國手機上網行為研究報告（2010），2011 年 8 月 29 日下載， 

http://www.cnnic.cn/research/bgxz/ydhlwbg/201108/t20110829_22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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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許可或報備原則，而且網站上的訊息與提供的服務也必須經過政府核准

才能開放，此外，若要提供連結國外網站的服務更需要多管道申請與核

准，未拿到許可證則無法解析網站內容，藉此方式全面整頓網路終端以達

到監控效果。 

 

從上述可知，大陸當局在網路管制技巧與範圍上越來越精進廣泛，但

相對引起國內外反彈批評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例如管理法令太過細碎，經

常出現法令界限不清、發生實際執行困難。例如《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

定》與《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即是如此，前者規定網路服務業者要

進行文化服務時，應先向文化部申請許可後始能為之，但是後者規定網路

服務業者要進行出版服務時，要先經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信息產業部批

准許可後，才能再向國家工商管理部門登記。但若網路服務業者提供屬於

文化出版類型的業務，即不知該適用哪項規定、也不知道該先向誰申請，

過多限制與關卡程序不但容易讓網路業者打退堂鼓，也造成管理單位權責

不清的問題。 

 

此外網路管制也經常與治理退步劃上等號。過去民眾沒有發聲管道，

民怨也無從表達，民意影響力是微不足道。但是網路興起後情況有了改

變，透過網路傳播，立即會有上百萬甚至千萬人看到訊息，對社會的影響

力早已超過其他媒介，而這也讓官方對網路力量感到焦慮，因而有必要限

制網路輿論發展以維持政權穩定，但是壓制民意的做法也經常被外界解讀

是官方對「民怨沸騰」的危機感（胡泳，2010:276）另外更常見的網路管

制爭議是來自於政府要求網路服務商，必須依法主動的過濾不良訊息與屏

蔽不良網站，否則將會遭到罰款或起訴。這對於網路服務商是非常沉重的

負擔，原因在於網路上流通的訊息可以用「海量」來形容，對於龐大的訊

息流量要如何做到逐條檢查，是有實際執行上的困難。因此網路服務商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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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降低服務品質，對於任何可能觸法的訊息加以攔阻或刪除，也不願意放

寬門檻招致處罰，在此情況下，許多合法的訊息被消除了，民眾的輿論自

由也受到壓制，相對的也造成人民對政府更加不信任。 

 

儘管大陸官方很努力地執行網路管制，但網路影響力並沒有因此變小

變弱，反而是成為民眾表達反對意見或用來號召維權抗議的工具平台，這

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網路案例即可有所體認。理論上大陸官方執行鋪天蓋

地式的網路管制政策應該造成民意萎縮，尤其透過設計精良的網路過濾系

統，理應可以阻攔任何有害政府治理、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言論，

但為什麼卻反而出現越來越多經由網路聯繫的抗議事件發生？實際上，大

陸官方也非常明白，要完全做到滴水不漏的監控網路是不可能的，尤其在

資訊全球化時代，技術不斷創新，使用者總是有辦法能突破官方封鎖的限

制找到想要的訊息，並且快速在網路上流傳。在此情況下，要完全掌控網

路、封鎖民意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本研究的受訪者即指出，民意需要

出口，政府不可能阻擋人民的聲音，過去全國只有「一種聲音」的景象已

經不符合現代國家治理，所以政府管控的越多，民眾反彈越大，越不能談

論的卻越是引起民眾興趣。在此情況下，大陸當局為了避免過度尖銳的社

會對立，也為了舒緩網路管制政策的眾多批判，適度的保持管制政策的彈

性、容許網路上的眾聲喧嘩，甚至是順應民意，解決民眾在網上的質疑與

批判成為網路管制的新特點。 

 

也就是說，大陸官方的網路管控並不是緊鎖到底，而是保持了部分彈

性與調整空間，某些時候甚至可以看到官方管制的鬆綁現象。例如在某些

未涉及國家安全的網路事件，可能僅是牽涉人民對維護權益、反抗特權、

表達司法不公平或是對政府治理能力等批判，而基於提高執政品質也保持

政府「開明」形象等考量，官方也願意對於此類網路事件保持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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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民眾討論意見，而某些網路事件甚至因此導致原有結果改變。經常被

網路研究者提及的案例如 2003 年發生在哈爾濱的「寶馬車撞人事件」和

近幾年的「鄧玉嬌事件」、「躲貓貓事件」、「天價菸事件」、或「我爸是李

剛」等事件都是明顯個案。這些案例的特點都是發生在某地區的社會衝突

事件，但因為放上網路討論後立即成為全國熱門話題，甚至引起中央政府

重視與關注。網路扮演公共監督的角色越來越明顯，這也迫使大陸當局某

些時候必須鬆開管制線，讓民意在網路上流動，即使政府對於過度熱烈的

網路討論也不樂見，但整體來說，這類網路維護權益或批評特權爭議等事

件並未影響到國家威權體制，且換個角度來說，如本研究受訪者所指出，

這類事件其實也讓官員有所警惕，對於加快政治改革、改善貪污、包庇、

特權等都有幫助。因此當網路事件未涉及影響國家政權的政治訴求時，基

本上都在政府可以接受與許可的範圍。 

 

簡言之，基於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大陸當局並不允許藉由網路

進行號召集會，但是從某些群眾表達民族情感的網路案例中，這類型藉由

網路號召集會的行動卻也未被強力阻止。早期如 2001 年中美撞機事件即

是此類案例之一，該事件起因於美方軍機未經大陸政府允許擅自飛進中國

大陸領空，且與中方軍用飛機相撞造成中方飛機墜毀，飛行員王偉失蹤。

由於美國不願承認疏失而引起大陸民眾強烈不滿，網友們在各大論壇號召

國人集體攻擊美國政府與大型企業商業網站，據傳當時有八萬多網友加入

此波攻擊行列，破壞了超過 1600 多個美國重要網站。而這場被網友稱為

「刺刀加上思想」網路戰爭，也使得一向被大陸政府嚴密監控的網路論壇

忽然成為民眾宣洩民族情感的場域（李長剛，2009）。許多類似的個案都

顯示如果是以牽涉民族意識形態的事件，大陸官方似乎是有意無意地默許

人們利用網路進行動員，例如 2003 年上萬人透過網路簽名反對京滬高速

鐵路使用日本技術；2005 年網友號召一系列的遊行抗議活動，主要反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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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編撰不實歷史教科書內容，同時也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2006 年尋找「Chinabounder」等事件84等都可看出大陸政府對於帶有民族

情感的網路言論是保持支持與開放態度。 

 

而近幾年人們透過網路集結抗議的事件不僅數量增加，其規模與參與

人數也超過以往，如 2011 年 3 月南京市發生政府為了要建設地鐵而移植

梧桐樹的事件，市民不滿意政府強制作法因此透過網路集結市民向政府抗

議，最後也成功迫使政府改變政策，保留區內梧桐樹85。另外，2011 年 6

月四川民工因為不滿同鄉追討薪資卻遭到暴力傷害，因而砸毀廣東市政府

與派出所的事件，經過網路曝光後立刻引起全國民眾關注，最後在市政府

協調下讓每位民工絲毫不差的得到應有工資後才使得事件落幕，此事件也

引起網路上對於基層民權高度關注與討論86。2011 年 8 月發生在貴州城內

的警察暴力執法事件也是經由網路曝光後竟然出現超過一萬人的集結，共

同向貴州市政府抗議警方不當執法，而這其中還包括來自其他城市的網友

加入抗議87。上述三個網路事件參與抗議的規模都超過萬人，網路上相關

                                                       
84 2006 年 5 月化名「Chinabounder」者開設了「Sex and Shanghai」（慾望上海）部落格並詳細描

述這名自稱教師的外籍人士與女學生的風流韻事。文中除了誇張描繪床第情事外也紀錄作者
對大陸民眾反日情緒的懷疑，甚至提到敏感的新疆獨立、台灣獨立等政治議題。此部落格被
大陸網友發覺後很快地引發謾罵撻伐，此「流氓外教事件」受到媒體大幅報導批評，連國際
媒體也出現相關事件報導。2006 年 8 月 25 日，上海社會科學院心理學教授張結海在部落格
中對此事件發表了「網絡追逐流氓老外大行動」文章，號召國人一起行動將這個老外流氓趕
出中國，而轉貼的各大論壇網站包括天涯網、西祠胡同、新華網等幾天內也出現了數以千計
的網友回應，有網友主動在部落格發起尋找「Chinabounder」行動、甚至提出「應該要對外籍
教師採取恐怖報復行動」等激烈反應，還有網友開設了「Chinabounder 是誰？」的網站專門
提供網友提供線索。正當事件引發的輿論持續擴大，五名自稱行動藝術家者發表聲明表示該
部落格與「chinabounder」都是他們為了測試大陸政府的網路監控行動所設計的，儘管表示是
惡作劇，仍有網友認為「不應該讓此事件罷休」、「讓整件事情過去太可惜」等評論。參考網
易新聞網（2006 年 8 月 30 日），〈上海教授發佈網絡通緝令逐流氓教授〉，2011 年 9 月 10 日
下載，網址：http://news.163.com/06/0830/00/2PO08LN500011229.html；人民網（2006 年 8 月
31 日），〈網絡通緝流氓外教，該人在博客中集盡所能污辱國人〉，2011 年 9 月 10 日下載，網
址：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4765909.html 

85 參考網易新聞（2011 年 3 月 17 日），〈南京因民意反對暫停移植梧桐樹〉，2012 年 3 月 15 日

下載，網址：http://news.163.com/11/0317/16/6VC3HDC300014JB5.html 
86 參考天下城市網（2011 年 1 月 15 日），〈四川民工下跪討薪事件圓滿落幕〉，2012 年 3 月 15

日下載，網址：http://www.hottx.net/city/csht/20111/90376_1.html 
87 參考法訊網（2011 年 5 月 23 日），〈貴州水城警察暴力執法致人死亡，受害人控告無門〉，2012

年 3 月 15 日下載，網址：http://www.fzkx.net/Public/yw/201105/201105231747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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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也不限於發生事件的區域而是引起全國民眾關心，這不但顯示網路在

群眾表達意見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更重要的是看出政府對因應網路輿論

與網路事件態度的改變，政府網路管制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是適度的有條

件的選擇與民意站在同一邊。 

 

網路民意對政府治理像是雙面刃，好的方面是協助政府了解民意，並

且成為行政監督的有效工具，但是另方面網路上的輿論壓力也可能對社會

穩定產生威脅，尤其匿名發言等於不必負責任，各種聳動的假訊息也可能

影響社會失序，造成政府管理壓力。但總的來說，一方面是技術上無法作

到全面控制網路輿論，再者，大陸當局也認知到無法完全堵住民意出口，

於是在權衡權力與利益考量下，不得不調整網路管制政策，而調整的幅度

則是是從政府威權、法令規範、國家利益、治理風險、與民眾互動關係與

治理能力等幾面向進行權衡，多重比大小的結果呈現出某些時候鬆手管理

與保持政策彈性，但是在某些緊急突發或危及國家安全的情況中又可以隨

時拉緊網路管制線的靈活彈性。而這種間歇式、因事制宜的特點也成為大

陸網路管制政策轉變的重要特徵，而此也有助於公民社會興起與發展。 

 

第四節  建設「中國化」特色的資訊社會道路 

從 90 年代中期至今，中國大陸受到資訊全球化刺激而開始資訊化建

設工程，在短短不到二十年時間，資訊化社會發展成果顯著，而與其他國

家最大的不同即在於中國大陸啟動資訊化建設時，仍屬於推動改革開放的

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同步展開資訊化，此對於國家資

訊化發展是一大挑戰。但特殊的就是在國家強力主導下，依戰略分階段完

成目標，其採取「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兩化並進的做法加快資訊化社

會形成，儘管比其他國家起步較晚，但發展卻是十分迅速。經歷數年的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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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大陸當局從 2000 年起將資訊建設的重點由建設轉向經濟市場移動，

主要也是因為觀察到世界各國的資訊發展趨勢，大多以經濟發展為主軸，

因此大陸當局很快的調整戰略，加強推動資訊化經濟與社會發展，並且以

此視為中國邁向現代化國家的重要途徑88。此後無論是資訊化建設指導方

針、重點任務或政策措施等，基本上都採取建設與經濟發展並重，除了貫

徹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之外，更重要的是「以工業化促進資訊化」89，擴

大各領域資訊化建設與應用，加快資訊經濟產業與市場開發。 

 

大陸以資訊化與工業化雙軌並行的發展模式很快的達成社會與經濟

轉型的目標，形成以知識經濟為主的資訊化社會。如同 Castells（1997）所

形容的資訊社會特徵：運用新科技帶動社會核心轉向以知識為基礎，而生

產模式則以服務業為導向、以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流，中國大陸的資訊社

會發展軌跡也是如 Castells 所描述的，擴大資訊技術應用能力、發展資訊

技術並且積極研發、製造與供應國內需求，另方面也盡量開發資訊資源、

培育資訊人才，並且同步完成相關資訊化法規政策制定（小凡，

2002:256-260）。由此可知，大陸的資訊化建設是多目標同時啟動發展，由

於較晚加入全球資訊化行列，為了追上世界各國資訊化成果，大陸當局很

明白沒有太多時間可以慢慢發展，因此採取後發優勢策略，最主要的是吸

取其他國家發展經驗，但又避免全盤接受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而是必須

符合中國大陸實際需要走出自己的特色道路。 

 

2000 年 11 月 15 日中國大陸溫家寶副總理在全國計畫會議中提出「我

們必須走具有中國特色的信息化道路」，這是國家領導人首次明確的指

                                                       
88 參考張新紅(2004)，2000 年 10 月 11 日第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

與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畫的建議》內容。 
89 2003 年 7 月 22 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中提出，強調信息化建設既

要加快步伐，又要從實際出發。總的要求是，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

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與國家權力競合關係之研究 

 138

示，資訊化發展要走出特色，避免過度受到先進國家制約與影響。而如何

在全球化的壓力下發展出「中國化」資訊社會是非常不容易的任務，因此，

大陸當局採取先檢視發展環境狀況，接著找出首要解決的問題，其後選擇

最有效的發展路徑，最後實現特定的發展目標，依此方向推進建設。也就

是說，依照天先發展的條件、擬出需要解決的問題、選擇最有效的方法與

實現特定的目標，可說是大陸當局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資訊社會的主要步

驟（張新紅，2004）。 

 

所謂的先天發展條件，即是要先了解大陸發展資訊化建設的優劣條件

為何，例如論發展的優勢是中國大陸具備有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勞動力成

本低廉、經濟市場潛力大、政府的強勢主導等，但是論發展的劣勢則包括

人口過多、城鄉差距過大、工業化基礎薄弱、缺乏資訊化概念等；而釐清

發展的優、劣勢後則可評估資訊化發展將面臨的特殊問題為何，進而擬出

首要解決的問題有哪些，如產業基礎薄弱、各地方資訊化概念不足等，都

是資訊化發展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再者如何選擇最有效的方式，多管齊

下同時解決問題也是大陸當局努力的目標。大陸幅員廣大、人口多，加上

資訊化建設啟動時間較晚，因此在現時環境壓力與時間壓力下如何用最短

的時間、最低的成本但卻要發揮最大效果與受益面廣，成為大陸資訊化建

設的另一特點，低成本、高效率是必要的建設途徑。最後則是實現特定的

目標，資訊化建設要達成的目標不只一個，但必須要與時俱進、配合實際

狀況設定不同目標，如一開始以完成基礎建設為主要目標，而當基礎設施

建制到一定程度時即調整目標策略往經濟發展前進，與此同時還有社會轉

型、資訊化政府等建設目標。 

 

至此可以看出，大陸當局在啟動資訊建設不久後，即認知到全盤引進

西方國家的資訊基礎建設是不可行的，一方面要避免受到西方國家資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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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制約，另一方面更是要突破困境，發展出屬於「中國式」的資訊建設，

如此才能帶動經濟跳躍式的發展，擠身現代化國家行列。無可否認，大陸

當局確實達到兩化並進目標，成功的以資訊化帶動國內工業化，並且以工

業化再促進資訊化發展，經濟發展成果顯著，也實現全面現代化的目標，

儘管至今資訊發展仍有部份問題需要解決，發展風險依然存在，但是無可

否認的，大陸當局已完成「中國化」的資訊建設道路，而其重要特徵可歸

納以下幾點： 

 

（一）政府主導 

大陸威權治理模式成為快速發展資訊化建設的主要動力，由於政府掌

控資訊化發展的重要資源，因此由政府提出發展政策、重要任務與指導方

針等，帶動各領域的資訊化發展，此與其他國家由政府與企業或民間共同

發展資訊化歷程有很大的不同，大陸當局是完全由政府主導，企業與民間

社會配合的方式進行資訊社會發展。 

 

（二）工業化、資訊化與現代化並進發展 

80 年代面對資訊全球化的壓力，即便中國大陸尚未完成工業化發展，

但仍必須啟動資訊化建設，並且以建設現代化國家為目標。因此在資訊化

發展過程中，大陸當局以特殊的工業化、資訊化與現代化三方面並進推動

發展。而策略上則是遵循多、快、好、省為手段，「多」即是盡量讓更多

人感受到資訊化帶來的好處，藉此帶動資訊化概念成長；「快」即是盡量

縮短資訊化帶動工業化與現代化的發展時間；「好」即是指確實提高資訊

化建設品質與落實各領域資訊化工程；「省」即是指要提高資訊化建設效

益，用最短的時間但卻要發揮最大功效（張新紅，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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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經濟發展成果顯著 

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中國大陸的資訊經濟與產業發展上有長足進

步，不但是硬體資訊設備生產、製造成長速度受到國際重視，更重要的是

突破困境，在資訊科技的創新與研發方面有顯著成果。此外，網路發展後

更對實體經濟發揮拉抬效用，資訊市場經濟已經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

力，且隨著網路使用者人數增加，網路經濟商機龐大更使得中國大陸站在

全球經濟市場中重要地位。 

 

（四）網路興起帶動社會快速轉型 

網路普及與推陳出新的科技應用發揮了加乘效果，新技術、新應用與

新模式不斷藉由網路深化到社會各領域，網路在公共服務領域發揮越來越

重要的作用，且電子政務也改變傳統的行政組織型態與作業流程，更親近

大眾使用。另外，網路具備各式媒體特性而成為「超媒體」，不僅成為民

眾不可缺少的生活工具，更重要的是成就公民社會興起，並且隨著網路輿

論力量擴張，網際網路正成為民意匯集與反應的公共領域。 

 

（五）網路管制與網路發展並進策略 

中國大陸一方面以資訊網路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但一方面卻與其他

國家鬆綁法規、開放網路市場等作法不同，其實行嚴格且全面的網路管制

政策，不僅是利用技術監控網路輿論內容，更有甚者是要求外國資訊軟硬

體公司配合監管政策提供相關技術以易於執行網路內容、服務系統或網路

資源等全面掌控。但值得注意的，其網路管制的原則並未改變，但因網路

的社會影響力超乎預期，致使大陸官方不得不調整管制節奏，若全面限制

民意輿論也不利於國家治理，因此近幾年官方的網路管制漸出現彈性調

整，當網路事件涉及國家安全或有害社會穩定，則管制的手段是立即、嚴

厲且全面的，但若未踩到國家安全的界限，而僅是人民為了維護權益、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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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特權或司法不公平等事件，官方則可能採取彈性、因事制宜的方式放鬆

網管的力道。 

 

上述說明了大陸發展資訊化建設的幾個重要特徵，其中本研究最關心

的是資訊化建設不僅帶動經濟成長，更成為網路社會發展的基礎架構。而

隨著資訊化建設越完備，網路社會發展也越趨完整，由於網路具備多點連

結、即時、開放、互動與自主等科技特性，加上網路社會沒有階級限制更

沒有領導中心，因而使得網路影響力迅速擴張，不僅成為名符其實的「大

眾媒體」（喻國民，2011），更重要的是形成網路公共領域，實現公民自由

交換訊息的權力，此不但有助於公民社會發展，同時也帶動公民意識擴

張。近年來，各類型網路事件突顯網路公民社會的影響力正日漸顯著，同

時網路輿論力量也刺激大陸當局重新檢視權力運作並且在治理方式與心

態上進行調整，而網路公民社會如何與國家治理發生衝撞？以及網路公民

社會對於實際公民社會將有何影響，本研究將藉由三個網路事件進行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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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路公民社會興起例證─三個網路事件討論 

 

回顧網際網路在世界各國的發展歷程幾乎都影響著政府與公民社會

的互動關係產生變化，主要原因在於民間力量很容易透過網路進行聯繫整

合，而且網路公共領域也成為民意匯集平台，與此同時，網路科技特質也

賦 予 公 民 參 與 公 共 事 務 討 論 甚 至 是 影 響 政 府 決 策 的 能 力

（Chadwick,2006）。網路的政治影響力讓提倡「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支持者們重拾信心，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即不斷鼓勵公民

線上行動，儘管審議式民主的實踐仍有其困難，但網路發展確實擴大公民

對公共政策的參與感與影響力，這種影響不只發生在單一國家，更由於資

訊全球化作用而使得網路公民的影響開始跨越國界，在某些全球關注的議

題，如環境保護、人權、宗教等議題上促成無國界的全球公民集體行動。 

 

由於網路無國界的傳播特質，使得 90 年代後西方自由言論、公民社

會等思想風潮隨著資訊全球化而進入中國大陸社會，雖然官方嚴格執行網

路控制，但民眾仍可以透過境外網站接收到來自西方國家民主自由發展的

各種資訊，而這對大陸公民社會發展多少發揮了鼓勵作用。除了來自國外

的資訊刺激，隨著改革開放與經濟成長等各種因素影響也帶動大陸公民社

會迅速發展，從過去半官方性質的民間組織轉變成今日具備動員能力的民

間力量，而網際網路對公民社會發展確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研究受

訪者認為，若沒有網際網路協助，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是無法如此快速的

發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網路科技賦予人們的「權力」是遠遠超過傳統

媒體的，雖然網路與其他傳播媒體一樣受到政府嚴格管制，但是網路科技

本質具備自由特性不但削減政府的網路管制效果，同時也使得人們的言論

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而這也成為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的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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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討論 2011 年三起重大的網路事件經過及事件意義，並以此論證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興起與發展實況；而後從個案經驗、深入訪談與相

關文獻中再具體整理出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場域與特徵，藉此描繪

出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基本樣貌；最後則討論各界對中國大陸網路公民

社會發展的爭議以及提出本研究之觀察。 

 

第一節  中國大陸「網路事件」發展特徵 

「網路事件」、「網路案例」或「網路個案」等都是指在網路上引發的

新型態社會集體行動事件，人們利用網路科技進行各種社會運動的組織與

動員，但此動員主體並非是實際社會上的團體組織，而是以網路社會成員

為主（楊國斌，2009b:59）。由於西方國家較早出現公民透過網路發動社會

運動的案例，因此在 90 年代西方學界即已出版有關於網路運動（online 

activism）的專門研究著作（Gurak,1997）。一般說來，有關網路運動的研

究大致可分成下列兩類：一是將網路科技視作社會運動的媒介，探討社會

運動如何在網路科技支持下動員群眾，並且展現超乎預期的效果。二是探

討直接發生在網路空間中的抗議活動，如網路連署、網上抗議或駭客攻擊

等。而目前西方學界對網路社會運動的研究多屬於前一類型，即是探討社

會運動與網路科技相結合後產生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的特殊效果，如人權

組織、反全球化活動或是綠色環保組織等如何利用網路傳遞資訊與全球動

員（Vegh, 2003）。 

 

社會學家曾經嘗試以社會運動理論的三個核心概念─組織資源、框架

理論、政治機會與網路科技互動結果來探討網路事件的發生原因。從組織

資源方面來看，網路科技大幅降低社會運動參與成本，此不僅有助於群眾

動員，擴大社會運動範圍，同時也有助於建構集體認同。而從框架理論來



第四章  網路公民社會興起例證─三個網路事件討論 

 145

看，在網路科技協助下，社會運動不再需要依靠傳統大眾媒體建構論述框

架，而可輕易地透過網路形成行動的理念框架，並且透過網路迅速、即時

且無國界的傳播特性，使得行動理念框架甚至可以向全球傳播。從政治機

會方面來看，網路科技有助於公民集體行動，在某些議題上甚至可以發揮

全球動員效果，此也明顯地對全球公共政策與國家行為產生影響

（Garrett,2006）。整體觀之，西方學界探討網路事件多從社會學角度出發，

其基本假設是認為網路社會運動的發生與實際社會組織密度有關，即是社

會組織密度越大，網路社會運動越有可能發生（McAdam,McCarthy & 

Zald,1988:703）。但事實上，由於西方國家有歷史悠久與完善民主政治制

度，因此公民們可以透過正式社會組織或大量的非正式組織向國家表達意

見或與政府進行對話，民意傳達的管道是多元且暢通的，而這也是西方國

家並不常見到透過網路號召抗議事件的主要原因。然而對中國大陸來說，

其傳統上就是「弱社會」與「強國家」的政治格局，民意向來不受到重視，

民怨也無法自由紓發，因此網路出現後其所具備的自由又無階級的特質不

僅成為民意匯聚的平台，同時也提供難能可貴的民怨出口，因而也使得在

西方國家已不多見的網路抗議事件在中國大陸聲勢日隆（楊國斌，

2009b:44）。 

 

中國大陸網路事件與網路公民表現密切相關。這些全國關注的網路事

件體現出公民藉由網路媒介進行集體行動，包括線上（on-line）對某社會

事件的討論或發表意見，或是在網路上展開維權連署、反貪污簽名或是賑

災捐款等社會救助行動等，更值得關注的是公民們開始將網路上的不滿轉

化成下線後（off-line）的實際行動，因而形成了網路公民運動線上與線下

同步展開的現象。回顧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發起的網路事件，有學者認為早

期如 1996 年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幾所校園 BBS 上出現由大學生自行

號召的聲援「國際保釣運動」事件；1998 年網路上號召抗議印尼排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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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1999 年網友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等事件均屬於透過網

路號召動員的抗議事件（盧新寧，2000）。但一般來說，2000 年以前的網

路抗議事件多數是與民族情感表達有關，是國家政府默許下的網路民族主

義行動。但是 2000 年後中國大陸網路抗議事件本質起了變化，除了與民

族情感表達的事件外，更多了個人維權、抗議政府決策或批判司法不公等

異議事件，其中經常被提及討論的著名事件如 2003 年的「哈爾濱寶馬車

撞人事件」、2003 年的「孫志剛事件」、2006 年的「鄧玉嬌事件」以及 2007 

年的「華南虎事件」等。 

 

2008 年後中國大陸網路事件發展出現兩個明顯變化特徵，其一是網路

事件議題多與民生問題相關，在網路討論中人們更關心的是孩子喝的奶粉

有沒有毒、餐廳的食用油是否安全，或是石化工廠污染環境等問題，此時

人們對民生議題的關注早已超過打打殺殺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議題（胡

泳，2012）。第二個網路事件的特徵在於網路公民權利彰顯。由於經濟快

速發展帶動中國大陸社會地位提升，而公民社會在網路科技支持下也迅速

成長，無論是中產階級、農民或工人階級都在努力爭取自身公民權，而與

此同時也不斷追求在網路上對資訊的控制與傳播權利，這兩者交織所發揮

的力量雖然尚不至於改變中國大陸政治體制，但卻有利於公民意識傳播，

增進社會資本並且加速公民社會壯大，北京大學學者胡泳（2012）用「網

絡社會力」來形容網路對公民社會發展的明顯作用。而本研究認為當公民

把權利概念帶入網路社會，並且藉由網路科技力量實際地進行社會集體運

動，這已形成新型態的「網路公民社會」，其影響不僅深化參與者的公民

意識，更對社會結構產生轉化作用。有學者即指出中國大陸網路事件將是

促成社會「大轉型」的關鍵因素，並且成為公民社會反抗威權政府的重要

基礎（王紹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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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大陸網路事件不僅數量多而且事件規模越來越龐大，各種

案例不勝枚舉。而本研究主要探討網路公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因此選取

的案例將以 2008 年以後發生且影響層面廣、受到全國關注的網路事件為

主，最後並參考訪談者提供之意見，在諸多網路個案中選擇發生在 2011

年 7 月的「恿台溫鐵路列車追撞事件」、2011 年 8 月的「大連市民抗議 PX

石化工廠事件」、以及從 2011 年 9 月「廣東省烏崁村民抗議事件」作為論

證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的個案。本研究案例討論重點在於事件過程中公

民力量與網路相結合所形成的影響，因此對於事件本身經過僅簡要說明，

而主要聚焦在該事件過程中網路公民社會的表現與影響。 

 

第二節  三個網路事件歷程與分析 

一、甬台溫鐵路列車90追撞事件  

（一）事件經過 

2011 年 7 月 23 日晚間八時三十分左右，一列從北京南站向福州行駛

的 D301 動車與一列由杭州出發開往福州南站的 D3115 動車，在浙江省溫

州市方向的黃龍路段發生嚴重追撞。由於動車平均時速超過 250 公里，以

致於列車駕駛雖已採取緊急減速，但卻未能阻止撞車事故發生，而兩車劇

烈碰撞後，前車 D3115 動車的第 15 節與第 16 節車廂脫軌，後車 D305 動

車的第 1 節至第 3 節車廂脫軌且當場墜落橋下，而第 4 節車廂脫軌懸吊半

空中。由於事故發生在高架橋路段，多節車廂撞毀與脫落場面使得事故現

場格外觸目驚心9192。 

                                                       
90 此事件是發生在溫州甬台溫鐵路（也稱甬溫線）軌道上的列車「追尾」事件，兩列車行駛方

式一致的後車撞上前車事件，媒體或外界多稱此事件為「甬台溫鐵路追尾事件」或「溫州動

車事故」。 
91 參考新華網（2011 年 7 月 23 日），〈杭深線發生列車追尾事故，鐵路及地方有關單位緊急救援〉，

2012 年 4 月 2 日下載，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7/23/c_121711495.htm 
92 參考人民網（2011 年 7 月 23 日），〈直擊溫州動車脫軌事故現場，一車廂斷落成兩節〉，2012

年 4 月 2 日下載，網址：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52295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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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幾小時後，溫州地方媒體與中央新聞台才開始報導列車追撞

事故，但早在兩列車發生追撞不久後，就有列車上乘客利用手機發出微博

訊息，表示動車似乎撞擊與停滯不前，並且描述列車上餐飲人員開始發放

防護罩等訊息。「甬台溫鐵路追尾了」的消息很快地被網友迅速轉發，不

少當地居民、列車乘客或家屬及媒體記者紛紛透過微博得知事故最新消

息，還有民眾發微博尋找搭乘該兩列車的親人93，因此形成網路訊息快過

各家媒體的特殊情況。撞車事故發生後，當地政府立即派出上千民軍警投

入救援行列，晚間十時四十五分鐵道部召開記者會說明事故概況，發言人

王勇平公佈事故死亡人數為 35 人以及 192 人受傷，且說明救援工作仍在

進行，然而網路上普遍認為官方低估了此次事故的傷亡人數94。 

 

另方面，救援工作是否過早結束也引起各方爭論。 24 日凌晨四時，

中央電視台出現「浙江溫州境內的動車追撞事故總共造成 34 人死亡與 191

人受傷。事故現場經過生命探測儀器顯示，兩列車上均已無生命跡象」的

報導，而此時距離事故發生不到八小時95。官方媒體的報導立即引起乘客

家屬與徹夜關心救援行動的民眾不滿，批評官方只為了儘速通車而停止救

援行動，雖然鐵道部立即出面澄清，但卻引發更多現場媒體對此提出質

疑。而隔日早上八時，當搜救人員在軌道上的車廂內救出一名兩歲半的生

還小女孩時，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竟回答媒體「這是一個奇蹟」而再度引

起輿論一片撻伐9697，發言人王勇平也在 8 月 16 日遭到中央免職。 

                                                       
93 參考鳳凰網（2011 年 7 月 23 日），〈杭州至廈門的動車脫軌，傷員滿頭流血撬開車窗爬

出逃命〉，2012 年 4 月 10 日下載，網址：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zdongchetuogui/content-3/detail_2011_07/23/7898811_0.s
html?_from_ralated 

94 參考南昌日報（2011 年 7 月 25 日），〈鐵道部：事故具體原因仍在調查中〉，2012 年 4 月 10
日下載，http://www.ncrbw.cn/html/2011-07/25/content_19526.htm?div=-1 

95 參考人民網（2011 年 7 月 24 日），〈央視：動車追尾事故，生命探測儀顯示列車內無生命跡象〉，

2012 年 4 月 10 日下載，網址：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5231708.html 
96 參考檢察日報（2011 年 7 月 27 日），〈五小時就宣布結束救援太驚人〉，2012 年 4 月 10 日下

載，網址：http://view.news.qq.com/a/20110727/000045.htm 
97 參考新浪網（2011 年 7 月 26 日），〈家屬怒吼：只顧通車不救人〉，2012 年 4 月 10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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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外界對官方處理此次動車事故的批評質疑不斷，中央總書記胡錦

濤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除了立即指派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前往事故現場

指導救援、處理善後外，也要求相關部門「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不惜一

切代價搶救受傷人員」並且指示「全力以赴查明事故原因，做好善後工作」

98。7 月 28 日，大陸總理溫家寶也親自到溫州醫學院探望事故中倖存的小

女孩項煒依與部份事故死傷人員家屬，其後發表簡單談話，再次重申中國

高鐵技術是安全的，政府單位應盡快釐清事故原因，盡快恢復海內外人士

對中國高鐵的信心99。由此可看出大陸當局對此次動車事故處理，一方面

提高處理層級，並且迅速撤換上海鐵路局局長等相關官員以期減輕社會輿

論壓力，但是另方面大陸當局卻也罕見地阻止媒體擴大報導，並且嚴格執

行網路輿論控制。 

 

7 月 25 日，各大媒體都接到大陸中宣部的通知指令，要求「溫州動車

追撞事故，各媒體要及時報導鐵道部發佈的消息，各地媒體不派記者去採

訪，特別是要管好子報、子刊和網站，不要連結高鐵發展相關訊息，不做

反思性報導」100。雖然大部分媒體因此召回採訪記者，也酌減動車事故相

關報導內容，但仍有媒體無視禁令持續追蹤動車事故後續，南方都市報公

開以「我們想知道真相」為標題，要求政府應公佈正確死傷者訊息；而德

國之聲也在報導內指出「在大陸網路上仍有大量有關動車事故的消息在發

                                                                                                                                                           
網址：http://news.sina.com.hk/news/2/1/1/2390643/1.html 

98 參考鳳凰網（2011 年 7 月 24 日），〈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央領導就動車事故做出指示〉，

2012 年 4 月 10 日下載，網址：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zdongchetuogui/content-3/detail_2011_07/24/7899459_0.s
html?_from_ralated 

99 參考中國新聞網（2011 年 7 月 28 日），〈溫家寶看望動車事故獲救小女孩，囑咐醫院好好照顧〉，

2012 年 4 月 10 日下載，網址：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7-28/3217192.shtml 
100 參 RFII（2011 年 7 月 25 日），〈中宣部令媒體招回採訪動車事故記者〉，2012 年 4 月 10

日下載，網址：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10725-%E4%B8%AD%E5%AE%A3
%E9%83%A8%E4%BB%A4%E5%AA%92%E4%BD%93%E5%8F%AC%E5%9B%9E%E9%87
%87%E8%AE%BF%E6%B8%A9%E5%B7%9E%E5%8A%A8%E8%BD%A6%E4%BA%8B%E
6%95%85%E8%AE%B0%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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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與轉載，網友清醒且理性地要求大陸官方公佈動車事件更多相關資訊，

包括事故原因、經過、如何救援與死傷者的後續處理等」101。 

 

而繼 7 月 25 日政府發佈媒體報導禁令卻未能完全阻檔媒體報導後，7

月 29 日晚間中宣部再次透過手機簡訊對溫州動車事故報導發佈第二波禁

令。其寫道「有鑑於 723 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境內外輿情趨於

複雜，各地媒體包括子報、子刊及所屬新聞網站對事故報導要迅速降溫，

除正面報導和威權部門發佈的動態消息外，不再做任何報導，不再發任何

評論」。而此禁令一出，包括新浪、搜狐、網易與各大新聞台網站紛紛撤

下首頁內有關溫州動車的新聞報導，並且在論壇內大幅刪除與動車事故相

關的討論帖102。7 月 30 日一早在各大網站首頁都找不到動車事故的相關報

導，而僅出現版面、標題、大小規格與內容都一樣的「罹難者增加到 40

人，而賠償金額提高至每人 91.5 萬元」的「正確」消息。 

 

表面上，大陸官方控制媒體的策略奏效，此後所有媒體對溫州動車事

故報導幾乎只維持「官方消息」一種聲音，但此舉卻引起國內外媒體公開

對官方禁令表示反感，許多國內記者更持續在網路上發佈消息批評政府與

追究責任。而各大網站為了維持點閱率也不得不游走在網路管制政策邊

緣，紐約時報記者 Michael 和 Sharon 在 7 月 28 日撰寫標題為「面對動車

事故真相，博客磨損了大陸網路審查制度」〈In Baring Facts of Train Crash, 

Blogs Erode Chins Cencorship〉報導內即指出「中國大陸網民依靠博客與微

博媒介不斷進行事故訊息傳遞，並且對鐵道部與政府因應提出質疑，網友

的積極行動與鐵道部逃避責任和無作為不僅形成強烈對比，中國公民在此

                                                       
101 參考德國之聲（2011 年 7 月 25 日），〈中國當局處理 723 動車事故引眾怒〉，2012 年 4 月 10

日下載，網址：http://www.dw.de/dw/article/0,,15263039,00.html 
102 參考博訊新聞網（2011 年 7 月 30 日），〈中央嚴令網站刪除溫州動車追尾有關內容〉，2012

年 4 月 10 日下載，網址：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1/07/201107300203.shtml 



第四章  網路公民社會興起例證─三個網路事件討論 

 151

事故過程中無畏懼地在於網路上與政府展開言論自由的討價還價行動，更

使得動車事件別具意義」。而接受紐約時報記者訪問的北京外語大學教授

展江（Zhan Jiang）甚至認為，這次事件足以稱為「微博革命」（microblogging 

revolution），當各大媒體因政府管制而對動車事故禁聲的同時，人們卻可

以輕易地在微博上看到百萬條的訊息與現場照片103。 

 

（二）事件意義 

本研究其中兩位受訪者都表示在 723 溫州動車事件過程中確實體會到

從微博上得到的訊息要比傳統媒體數量多、速度快，而且「網路內容比電

視台經過官方審查制度後的報導內容更具可信度」。此次溫州動車事故傷

亡人數並未超過過去中國大陸鐵路意外死傷人數的紀錄，事故規模也遠遠

小於四川大地震，但在整起事件過程中，網路媒介功能與公民力量相結

合，實質地對大陸當局資訊控制與限制網路輿論起了反制作用。簡言之，

網路媒介力量使得本次事故對於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具有全然不同的

意義，主要可由下列三方面體現：其一是網路實現了公民訊息傳播權力；

其二是網路實現了公民意見表達與言論自由權利，同時網路公共領域也激

發公民意識擴散；其三是網路公民力量迫使政府正面回應，說明如下： 

 

其一，在此次事件中，民眾自行透過網路快速傳送訊息，不僅突顯公

民社會力量，同時也讓各界確實體認中國大陸網路新興媒體的社會影響

力。根據新浪微博上紀錄顯示，事故發生 4 分鐘後就有微博用戶袁小芫發

出第一條消息（bit.ly/q7wqvO）：「D301 在溫州出事了，突然緊急停車了，

有很強烈的撞擊。還撞了兩次！全部停電了！！！」。這訊息比起其他媒

體，網站上第一條關於「溫州列車脫軌」的相關報導足足早了兩個多小時。

                                                       
103 參考 The New York Times（2011 年 7 月 28 日），< In Baring Facts of Train Crash, Blogs Erode 

Chins Censorship >，2012 年 4 月 10 日下載，網址：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9/world/asia/29china.html?_r=2&pagewanted=1&ref=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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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故發生 13 分鐘後，乘客女學生楊咪以暱稱「羊圈圈羊」在微博上發

出第一條求救訊息（bit.ly/omgWFI）：「求救！動車 D301 現在脫軌，在距

離溫州南站不遠處！現在車廂裡孩子的哭聲一片！沒有一個工作人員出

來！快點來救我們！」。而這訊息很快地在網路上轉發超過 10 萬次，這位

女學生也在兩小時後獲救104，而微博訊息也很快地成為各家媒體報導動車

事故的重要消息來源。 

 

事故發生兩小時後，網友轉發了官方發布的有關號召捐血救人的消

息，並且在短短幾小時內就得到上千名微博網友響應前往官方捐血站捐

血，而現場網友也及時再傳送捐血站實況，此消息轉發量也是突破 10 萬。

在事故發生十小時後，微博上討論消息已突破 220 萬條，其中有關尋找親

人的訊息超過 50 萬條，而當地媒體也不斷利用網路消息發佈尋人新聞快

報與現場實況報導，頓時間，微博使用者似乎成為現場記者，利用與車內

乘客的訊息互動，將最真實的事故現場透過網路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105。

此外在事故發生後，許多當地居民也利用手機拍攝上傳事故現場照片，這

也讓各大媒體跟進報導，事發兩小時內各大網站的最新事故消息與照片幾

乎都來自網友上傳，這也是最真實的現場消息。本研究受訪者表示，當天

晚上非常多人是守在電腦前關心最新消息，而不是像以前坐在電視機前面

看新聞報導，因為網路上隨時有尋親消息、救援進度、醫院救治名單與官

方處理狀況等，這比各家新聞台消息還要快速，而受訪者指出他透過微博

訊息「第一次劇烈地感受到自己是如此接近事故現場」。 

 

                                                       
104 參考大紀元（2011 年 8 月 3 日），〈微博全方位報導溫州撞車，力挑中共審查制〉，2012

年 4 月 12 日下載，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8/3/n3332920p.htm%E5%BE%AE%E5%8D%9A%E5%85%A8
%E6%96%B9%E4%BD%8D%E5%A0%B1%E5%B0%8E%E6%BA%AB%E5%B7%9E%E6%92
%9E%E8%BB%8A-%E5%8A%9B%E6%8C%91%E4%B8%AD%E5%85%B1%E5%AF%A9%E
6%9F%A5%E5%88%B6 

105 參考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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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 48 小時後，新浪微博上相關訊息量已突破 535 萬條，且隨時都

有成千上萬人參與討論政府的處理進度與態度，而相較於官方媒體在四天

後才「低調」的出現對此次事故質疑的相關討論，網路輿論的開放、自由

與互動特性顯然較容易得到民眾信任，並且在此次事故中成為民眾獲取資

訊、意見交流的重要管道。武漢大學教授沈楊認為微博在此次事故中已成

為「網絡人民大會堂」，從救援情況、尋親協助到要求政府公佈事故真相

與課責官員等要求看來，網路公民確實給政府帶來沉重壓力106。而即使事

後中宣部要求各家媒體與網站刪除相關討論帖子，以降低民眾對事故之關

注然而卻未能達到效果，原因之一即在政府要求刪除網路訊息之前，這些

相關訊息早已經過上千次或上萬次的轉發，技術上根本無法做到全面刪

除。而只要討論帖子持續留存，就能繼續引起網友不斷轉發，公民知情權

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訊息轉載中具體實現107。 

 

其二，在本次事件中也明顯感受中國大陸公民意識提升。除了在事故

發生幾小時內，網友自發性轉發呼籲當地民眾投入救援與捐血行列的消息

很快地突破數十萬次轉發量外，事故發生兩天內網路輿論更出現大量對政

府高鐵大躍進政策的批評，以及質疑當局只重視恢復通車而過早停止救援

的行動。每條訊息幾乎都很快得到成千上萬名網友的回應支持，此不僅形

成巨大的網路公民力量，也喚起更多公民加入討論行列。如同紐約時報記

者在報導此次事故過程中所指出，中國大陸網路公民力量已快速興起，此

從大陸知名的網易新聞網所推出的「新聞跟帖」表現就可說明，每篇動車

事故報導幾乎都吸引上千名網友的跟帖討論，而這些龐大的網路輿論內容

                                                       
106 參考新華網（2011 年 7 月 26 日），〈溫州動車追尾輿情解讀：微博成為網絡人民大會堂〉，2012

年 4 月 15 日下載，網址：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1-07/26/c_121722801.htm 

107 參考中央社新聞網（2012 年 1 月 26 日），〈大陸邁向 6 億網民時代〉，2012 年 4 月 15 日下載，

網址： 
http://www.cna.com.tw/Views/Page/Search/hyDetailws.aspx?qid=201201260082&q=%E5%BB%
A3%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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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非常清楚地向政府表達訴求108。網路公民希望政府要以救人為優先考

量，他們同時也質疑高鐵建設品質與政策，更重要的是自發的在網路上形

成救援力量，公民們透過發帖與轉載協助傷亡家屬尋親、要求政府公佈更

多處理細節並且呼籲政府必須對與死傷者家屬合理撫卹。 

 

大陸武漢大學教授沈楊在接受電視專訪時指出，此次動車事件充分顯

示全國各階層民意力量的凝聚，在網路上「圍觀」訊息的民眾少了，多數

民眾對於網路上動車事故的消息是有意識的、有情感共鳴的。這不但喚起

更多網友投身對社會事件關注，同時也激起網友對公民知情權利概念與能

力的提升。簡言之，許多民眾在此次事故中，從網路上被動觀看訊息的民

眾轉變成主動轉載或發帖的參與者，他們有意識的監督政府作為，要求在

事故處理過程中資訊應該公開透明，且認為當局應該與民眾保持密切的訊

息溝通，這些具體關心社會問題、彰顯民眾自保自救意識的行為表現也再

次被認為是公民社會力量登台亮相的重要標誌109。 

 

而在此次事件中，網路媒介除了取代傳統媒體功能，提供更迅速真實

的訊息外，更重要的是同時成為民眾意見表達與互動的平台，因此有觀察

家認為網路上雖然眾聲喧嘩，有怒氣、有不滿但也有懇切要求與冷靜分

析，這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媒體廣場」也是自由的「政治輿論廣場」（彭

曉芸，2011）。在網路上公民意識興起，公民們不但理性地表達訴求並且也

確實影響官方決策。由此可看出網路公民行動的重要變化：說做就做，他

們只要在網路上按下確定鍵就等於意見表達與參與行動，並且不會再瞻前

                                                       
108 參考大紀元（2011 年 12 月 29 日），〈溫州動車報告，陸網站冷處理〉，2012 年 4 月 15 日下載，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2/29/n3471339.htm%E6%BA%AB%E5%B7%9E%E5%8B%9
5%E8%BB%8A%E5%A0%B1%E5%91%8A--%E9%99%B8%E7%B6%B2%E7%AB%99%E5%
86%B7%E8%99%95%E7%90%86%20) 

109 參考 The New York Times（2011 年 7 月 28 日，），< In Baring Facts of Train Crash, Blogs Erode 
Chins Censorship >，2012 年 4 月 17 日下載，網址：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9/world/asia/29china.html?_r=2&pagewanted=1&ref=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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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後的擔心政府網路管制政策等阻礙，而這也使得型態上「虛擬」的網路

公民社會越來越趨向「真實」發展。 

 

其三，此次事件突顯公民理性力量逐漸強大，這不僅讓大陸當局見識

到網路媒介影響力，更重要的是當官方祭出「統刪」網路輿論與「統一」

媒體報導管制手段時，竟然引起各界前所未有的反彈與批判聲浪，迫使大

陸當局不得不面對社會輿論控制是否即將出現失靈狀況110。例如在此次事

故發生的次日上午，當地政府迅速開始清理事故現場，當工人們用鏟車將

墜落車廂的車體支解並且就地掩埋的照片迅速在網路上流傳，立即引起上

千名網友質疑官方要「毀屍滅跡」，認為政府不顧人命而且公然掩埋真相。

而據媒體報導，就在網路批評輿論出現不久後現場處理小組又再把已掩埋

的車廂挖了出來，雖然官方網站聲稱這是政府滿足「許多網友」要求的做

法111，但此舉卻又再度讓當地政府成為網路批判焦點。此外在此次事件

中，大陸當局也面臨言論管制的最大挑戰：即便兩度要求媒體與各大網站

刪除事故的相關報導以使事件迅速降溫，但網路上對此事故的質疑仍是沸

沸揚揚，網友甚至大量轉載「政府禁止討論」的帖子以諷刺政府限制人民

言論自由。在此次事件中，網路上的官方消息是僅供參考的，這與過去「言

論統一」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民眾不再需要依靠官方權威媒體「告知」事

件真相而是可以主動搜尋資訊來拼湊出事件全貌，而當公民藉由網路科技

強化其獲取資訊能力的同時，也正代表著官方輿論控制權威的急速消退。 

2012 年 2 月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發佈了「2011 年度公民社會十

                                                       
110 參考天下雜誌（2011 年 8 月），〈高鐵追撞撞出中共威信危機〉，第 478 期，2012 年 4 月 17

日下載，網址：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1205 
111 參考大紀元（2011 年 8 月 3 日），〈微博全方位報導溫州撞車，力挑中共審查制〉，2012 年 4

月 17 日下載，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8/3/n3332920p.htm%E5%BE%AE%E5%8D%9A%E5%85%A8
%E6%96%B9%E4%BD%8D%E5%A0%B1%E5%B0%8E%E6%BA%AB%E5%B7%9E%E6%92
%9E%E8%BB%8A-%E5%8A%9B%E6%8C%91%E4%B8%AD%E5%85%B1%E5%AF%A9%E
6%9F%A5%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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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其中「溫州動車事故歷程」被評選為公民社會發展的明顯事件。

評選專家指出在該事件中，民間社會充分表現出對生命的敬重以及公民問

政權利的覺醒，而公民們藉助網路平台理性地表達訴求也已成為趨勢112。

不少社會觀察家也認為大陸當局不能再把網路社會運動視作虛擬的政治

抗爭，在動車事故後公民社會力量越來越具體而且公民精神也即將朝向常

態化發展113（彭曉芸，2011；駱亞，2011）。諸如此類的評論使得大陸當局

面對「網路正在改變中國？」再度繃緊神經，尤其面對新型態的網路公民

社會興起，究竟該用壓制方式或是保持彈性？而其界限何在？都將成為大

陸當局社會治理進退兩難的選擇（祝華新，2011）。 

 

二、大連市民抗議 PX114石化工廠事件  

（一）事件經過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民眾對居住環境品質要求逐漸提高，民眾對於政

府興建 PX 等具有毒害人體疑慮的化學工廠越來越反感。而回顧大陸民眾

因反對政府興建 PX 化學廠的群體行動，最早可回溯到 2007 年 5 月間發生

的廈門市民抗議石化 PX 廠事件。該事件主要原因在於廈門市政府支持在

海滄區興建年產 80 萬噸 PX 毒料的化學廠，但是此工廠距離廈門市中心僅

不到 10 公里，遠遠低於國際間提出 PX 工廠應距離城市超過 100 公里距離

的國際安全標準，因此引起廈門居民抗議行動115。而綜觀各界對 2007 年

廈門居民抗議 PX 石化廠事件的討論可大致歸納出該次事件的三個特點：

                                                       
112 參考新京報（2011 年 2 月 18 日），〈北大發佈 2011 年公民社會十大事件〉，2012 年 4 月 18 日

下載，網址：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2/02/18/183193.html 
113 參考新華社（2011 年 7 月 27 日），〈動車事故後，公民精神應更加常態化〉，2012 年 4 月 18

日下載，網址：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rdx/2011-07/27/c_131011520.htm 

114 PX（Para-Xylene）中文稱「對二甲苯」，是種易燃易爆的化學原料。儘管各界其 PX 毒害人體

程度的討論不一，但科學研究已證實 PX 是對人體健康產生影響的化學材料。 
115 參考 BBC 中文網站（2007 年 6 月 3 日），〈抗議建化工廠，廈門民眾上街抗議 〉，2012 年 4

月 19 日下載，網址：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6710000/newsid_6715900/6715965.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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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參與遊行的人數眾多。本事件雖然在民眾表達抗議不到一個月內，

廈門市政府即宣布「緩建」以平息爭議，但廈門民眾仍連續數天聚集在市

政府前廣場遊行抗議，根據當地政府估算此次「非法集會遊行」的人數約

達 5000 人，但實際參與抗議的民眾則指出，若包括陸續出現的聲援民眾，

此次抗議行動的參與者應達 2 萬人之多，這也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因地方建

設爭議而引發聚集抗議人數最多的群眾行動。其二、民眾利用手機與網路

號召動員。廈門民眾在此次事件中廣泛利用手機簡訊與網路訊息動員民眾

參與，而且確實在新科技協助下成功展現出群眾運動成效。在諸多研究中

也認為此次事件象徵中國大陸網路公共領域形成，並且某種程度發揮了網

路公民社會力量（周志杰等，2009）。其三、群眾力量改變政府決策。儘

管在此次事件過程中，無論是網路或媒體報導都受到官方嚴格控制，廈門

市政府也盡可能刪除網路上相關輿論或屏蔽所有網站內關於遊行活動的

報導，但是仍然很難做到「完全」阻擋訊息流傳。而在官方無法全盤控制

輿論的情況下，最後不得不以「暫緩興建」回應市民，避免事件繼續擴大

116，而這結果也被諸多研究者認為是網路公民與政府權力博奕勝利的經典

案例117（洪敬富等，2010）。 

 

在廈門市民成功抗議政府興建 PX 石化廠四年後，2011 年 8 月 14 日

在遼寧省大連市也發生大規模民眾抗議石化廠事件。與廈門 PX 石化廠事

件不同處在於大連市民對石化廠的興建過程與影響並未充分了解但是石

化 PX 廠卻已經完成興建並且運作兩年。而引發爭議的主因是 8 月初大連

市政府因為擔心颱風災情將波及石化廠兩個毒料儲備罐，甚至可能發生毒

料外洩狀況，因而主動協同當地公安、武警與解放軍共同提出包括毒料外

                                                       
116 參考新華網（2007 年 5 月 30 日），〈廈門市政府談緩建 PX 項目〉，2012 年 4 月 19 日下載，

網址: http://news.cctv.com/china/20070530/103436.shtml 
117 參考中國新聞周刊（2007 年 12 月 28 日），〈保衛廈門發起者講述廈門 PX 事件始末〉，2012

年 4 月 19 日下載，網址: http://news.sina.com.cn/c/2007-12-28/1013146221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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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因應措施與民眾疏散的準備案。然而此消息經由媒體曝光後立即引起居

民恐慌與不滿，網路上質疑政府刻意隱瞞民眾、興建有毒石化工廠流言四

起118，民眾怨聲載道。8 月 8 日，又發生中央電視台記者欲進入石化廠採

訪卻遭到工廠員工毆打事件更引起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各大媒體陸續

跟進報導119，而石化廠董事長王義政一句「再放一個記者進入就要你的命」

的威脅員工言論也立刻在與網路上流傳並且引起上萬人批評討論。多方因

素激發大連市民對 PX 石化廠興建政策的強烈反彈，進而引發此次中國大

陸北方繼六四事件之後最大規模的民眾遊行抗議事件120。 

 

儘管大連市政府在 8 月 8 日發生石化廠潰堤事件後，立即連夜召開政

府工作會議討論後續處理方式，並且在 8 月 9 日透過媒體向民眾說明官方

後續安全補強措施121，然而稍早在各大網站論壇已經開始傳送號召大連市

民在 8 月 14 日早上十時出來「散步」的消息。雖然大連市政府很快啟動

網路過濾機制，刪除所有與號召遊行有關的帖子與言論，不過很多民眾早

已收到此訊息並且轉發，同時民眾也透過網路自發地討論遊行細節，如製

作抗議標語牌、布條、面具、T-shirt 等各式道具，媒體評論認為這就像是

一場事前有規劃準備的公民抗議行動122。8 月 14 日早上十時民眾自動發起

的抗議活動正式在人民廣場展開，群眾有組織地集體行動、喊口號與遊行

抗議，藉由各式標語牌向政府表達市民對石化廠毒害危機的不滿與焦慮

                                                       
118 參考京華時報（2007 年 8 月 9 日），〈海浪沖毀防波堤，海水倒灌威脅 PX 儲罐項目〉，2012

年 4 月 19 日下載，網址: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1-08/09/content_688404.htm 
119 參考中央電視台（2011 年 8 月 9 日），〈大連化工企業防潮提潰壩，記者採訪遭圍毆〉，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 
http://www.stnn.cc:82/gate/big5/society.stnn.cc/tufa/201108/t20110809_1623028.html 

120 參考騰訊新聞網（2011 年 8 月 11 日），〈大連 PX 項目董事長被爆曾稱《放記者要員工命》〉，

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http://news.qq.com/a/20110811/000052.htm 
121 參考新華網（2011 年 8 月 11 日），〈大連潰堤事件後 PX 項目搬遷提上議程〉，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 http://news.sina.com.cn/c/2011-08-10/090022966397.shtml 
122 參考自由亞洲電台（2011 年 8 月 14 日）：〈大連 PX 項目引起擔憂，數萬民眾號召聚集抗議〉，

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y-081420111609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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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而大連市政府面對此次抗議行動的態度也不同於過去大陸當局總是採

取高壓制止群眾運動的態度，大連市委書記唐軍選擇在 8 月 14 日親上火

線面對抗議群眾，他爬上警車車頂向民眾公開喊話的照片立即在網路上流

傳，同時他也當場承諾 PX 石化廠將會立即停工並且答應市民盡快進行遷

移 PX 石化廠124，而當日晚間六時，中央電視台也簡要報導了大連市政府

的這項決定。 

 

大連市民抗議 PX 石化廠事件也被媒體稱為大連「八一四」事件，根

據新華社報導當天參與抗議人數約上千人，但大部分媒體估算當日參與遊

行的抗議人數約在一萬兩千人左右125。而此次抗議行動在政府迅速處理下

並未擴大延燒，當日下午多數抗議民眾在得到政府友善回應後隨即解散，

僅有少部份群眾持續抗議到深夜。而隔日也只有出現少部分大學生到石化

廠要求公佈搬遷日期並且呼籲政府嚴懲相關官員的零星事件，整體來說並

未再引起大規模集結抗議活動。儘管各界都認為此事件之所以迅速平息，

應歸功於大連市政府選擇以正面態度面對市民並且順應民意要求，但也有

評論者指出大連市政府在此事件所表現出的退讓行動其實並不令人意

外，原因在於大陸當局已知道如何與網路公民博奕，並且在「維持社會穩

定」的最高指導原則下學會了先妥協再說，然而這不表示政府讓步，而是

盡快解決爭議與平息紛爭的手段126，等事件結束後再來「秋後算帳」。如

                                                       
123 參考 BBC 中文網（2011 年 8 月 14 日），〈民眾示威迫使政府立即關閉 PX 廠〉，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1/08/110814_dalian_demo_closure.shtml 

124 參考開放雜誌（2011 年 9 月 6 日），〈唐軍處理 PX 案官民雙贏〉，2012 年 4 月 24 日下載，網

址：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412 
125 參考 BBC 中文網（2011 年 8 月 14 日），〈大連數千人上街抗議 PX 石化項目〉，2012 年 4 月

20 日下載，網址：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1/08/110814_china_dalian_protests.shtml?
p=%E5%A4%A7%E9%80%A3PX&fr2=sb-top&fr=yfp&pqstr=%E5%A4%A7%E9%80%A3PX 

126 參考 BBC 中文網（2011 年 8 月 14 日），〈民眾示威迫使政府立即關閉 PX 廠〉，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1/08/110814_dalian_demo_closu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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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媒體與觀察家指出，八一四事件後大連市政府不斷加強警力佈署，在

石化廠與人民廣場周邊安排許多便衣員警，隨時盤查可疑份子；同時為了

防止群眾再非法聚集，大連市政府也通令各單位，往後對於私自參加非法

集會者將開除公職，並且要求學校全力宣導禁止學生再參與此類活動。另

外大連市政府對網路傳播與內容監控採取更嚴謹的態度，嚴防再次發生網

路動員事件（楊建立，2011）。大連市政府多項後續行動其實說明了大陸當

局對網路公民行動是採取「剛柔並濟」的兩手策略應對，一方面寬容地與

市民對話，但另方面則加強社會控制，避免類似衝突事件再發生。 

 

（二）事件意義 

儘管各界對於大連市民抗議 PX 石化廠之行動意義有不同解讀，部份

人士批評網路上過度誇張放大 PX 的毒害問題，激化了市民不理性的情緒

與行動；另外也有評論認為此次行動背後充滿政治陰謀論127。但整體來

說，同樣是抗議 PX 石化廠的群眾行動，此次大連市民的遊行與四年前的

廈門市民反對 PX 廠行動相比，很明顯的從參與人數、行動規模與行動目

標三方面體現出公民意識增強、公民社會力量逐漸顯現的特殊意義。在參

與人數方面，媒體估計約有一萬兩千人參與，但卻有現場網友聲稱此次行

動陸續參與者達八萬之多128。而無論確實的人數為何，此已堪稱中國大陸

環保抗議行動中參與人數最多的群眾運動，且更重要的是參與民眾都是自

發基於對維護環境安全的理念而行動，這是公民意識彰顯的具體表現（李

凡，2011）。就行動規模而言，此次群眾行動已呈現出組織化特徵，即是參

與行動者事前藉由網路溝通聯繫，包括抗議流程、標語牌道具製作甚至是

行動訴求等都非常清楚明確，這也使得行動得以順利進行且達成預期目

                                                       
127 參考博訊新聞網（2011 年 8 月 14 日），〈大連抗議 PX 項目遊行示威，軍警封路〉，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1/08/201108141616.shtml 
128 參考新聞周刊（2011 年 8 月 21 日），〈大連近八萬民眾遊行抗議福佳石化 PX 項目，安危意識

起〉，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I9fkYg8bI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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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就行動目標而言，本次活動在沒有明確領袖的情況下，完全靠著公民

自身力量進行組織動員並且清楚明確地提出訴求，要求石化廠立即停工與

遷移。即使事前政府不斷透過媒體要求民眾不要參與此「非法的集會遊

行」，也嚴格監控網路輿論，但卻無法阻止此次的抗議行動。而抗議行動

當天還出現許多志願者免費提供物資，包括食物飲水、喇叭、T-shirt 等也

讓抗議行動更具張力129。總的來說，在中國大陸各地風起雲湧的維權事件

中，此次大連市民抗議 PX 石化廠事件不僅具體表現出公民意識提升，同

時也突顯公民社會具備獨立號召與行動能力，而與此同時，公民們也逐漸

體認憑著公民力量確實可以要求政府改變政策。 

 

除了彰顯公民意識、實現了公共理性，此事件更重要的特點在於大連

市民藉由網路科技的支持強化了公民社會力量，也成功地完成抗議行動的

組織與動員。本研究的受訪者認為，網路科技在這次行動中扮演很重要角

色，其一是網路提供市民自由表達意見與討論的公共空間；其二是網路成

為民眾獲得相關資訊的重要管道，例如 PX 是什麼？對人體的危害是什

麼？為什麼要反對 PX 等，所有的資訊都可以藉由網路搜尋獲得，而知識

也強化了公民對環境安全權利意識。其三是便利的網路通訊使得動員更容

易也更有效果。隨著網路使用者人數增加，網路媒介不斷推陳出新，網路

在群眾運動逐漸成為關鍵角色。由此次大連市民抗議事件與 2007 年廈門

市民反對 PX 石化廠遊行相比較即可發現，新型態的中國大陸群眾運動已

與網路科技相結合，公民們將公共理性植入了虛擬的網路社會中，且不斷

一來一回與實際公民社會再發生互動進而催生出新式公民社會形態：網路

公民社會。也就是說，公民在網路上實現公民理性並且組織虛擬的公民社

會，而此不僅與實際公民社會發生互動，強化社會運動效果，同時也更深

                                                       
129 參考自由亞洲電台（2011 年 8 月 14 日），〈大連 PX 項目引起擔憂，數萬民眾集會抗議〉，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y-081420111609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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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網路公民社會發展。 

 

從媒體報導與各種評論文獻中不難發現網路公民社會在此次大連市

民抗議 PX 石化廠事件過程中確實發揮重要作用。最先是公民們事前透過

網路進行維權理念傳播與號召動員，喚起了大連市民關懷環境的公民意

識。根據亞洲週刊報導，許多大連當地公司職員與學生都在八一四行動前

幾天收到名稱為「關於八月十四日活動的建議書和整合企畫案」的電子郵

件，信件中主要呼籲「請關注大連市民生活健康與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人」

一起參與活動，信件中並且具體寫明活動時間與集合地點。而這封信很快

地被網友張貼在各大社群網站且立即得到上千名網友的支持呼應，網友陸

續在各大論壇上張貼「八一四散步」的帖子，也不斷張貼有關大連 PX 廠

興建的批評與 PX 對人體健康毒害的文章，很快地在網路上對於「不要福

佳 PX 石化廠」、「還我大連碧海藍天」、「PX OUT！」等訴求也得到民眾高

度認同（張倩樺，2011）。再者，許多參與抗議行動的群眾在行動過程中隨

時利用網路媒介傳送現場照片與訊息，也使得網路形同「即時新聞台」，

其傳播如星星之火一傳十、十傳百，從各大論壇、社群網站、微博與 QQ

等網路媒介隨時都能收到來自現場參與者傳送的各式影音檔案、照片與消

息，而這無形中也強化公民社會自發力量，公民們不再需要依靠傳統媒介

傳播消息，網路科技使得公民社會本身就成為訊息匯聚與傳送平台。本研

究受訪者指出，當天點開微博，看到網友上傳數萬人拿標語吶喊以及最後

看到市委書記左手插腰、右手拿麥克風向廣場上成千上萬的民眾公開承諾

的照片，任誰都會感到震撼。而受訪者同時也認為有許多民眾是因為被這

樣的畫面感動而加入行動，這種民眾公開表示「認同」的力量將是公民社

會的最大勝利。 

 

儘管此次大連市民抗議行動在一天內即宣告結束，但在網路上引發的



第四章  網路公民社會興起例證─三個網路事件討論 

 163

討論卻持續數個月。市民們除了透過網路表達對政府當時興建 PX 石化廠

的不滿，更關注石化廠是否繼續運作以及何時搬遷。有媒體報導 2011 年

12 月大連市政府因不堪虧損而將恢復石化廠生產，此消息一出立即在網路

上引起市民批評，甚至出現號召「再遊行」的相關討論130，而各大論壇也

湧現市民批評政府「出爾反爾」的相關評論，例如 2011 年 12 月 30 日在飛

鵝天涯論壇中，網友「坐言起行」對大連 PX 廠將恢復生產的消息寫下這

一段話「身為大連人曾經有的自豪與滿足，今天沒有了。有的是被愚弄的

悲傷與憤怒；有的是身為母親對孩子的擔心；有的是不被尊重的焦躁」131。

諸如此類的訊息在微博上被網友快速轉發，不但受到媒體關注報導也影響

官方罕見地立即回應。大連市政府在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開表示目前確實

有計畫在石化廠安全檢驗達標準的情況下恢復生產，但嚴正駁斥網路上傳

言「收回搬遷石化廠計畫」的說法，市政府官員並表示此搬遷計畫仍在進

行，等待相關單位審批完成就可執行132。然而各大網路論壇上關於此事件

的討論從未間斷，形同網友隨時在監督政府何時進行石化廠搬遷承諾，這

無形中也成為政府壓力，尤其中國大路是全球 PX 最大的生產國與消費

國，至今沿海地區 PX 廠擴張計畫也不斷進行，而如何避免其他區域也發

生相同的抗議事件，成為大陸當局顧及經濟發展的一大挑戰133。部份學者

與社會觀察家認為大連市民 PX 抗議行動讓政府陷入經濟發展與社會控制

兩者兼顧的難題，網路公民們開始向政府爭權，他們透過網路匯集公民力

量最後也成功地鬆動政府政策，這是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大進步，

                                                       
130 參考大紀元（2011 年 12 月 29 日），〈媒體披露神秘公函要求大連政府收回 PX 停工項目〉，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2/29/n3471413.htm%E5%AA%92%E9%AB%94%E6%8A%A
B%E9%9C%B2%E7%A5%9E%E7%A7%98%E3%80%8C%E5%85%AC%E5%87%BD%E3%80
%8D%E5%A4%A7%E9%80%A3%E6%94%B6%E5%9B%9E%E6%90%AC%E9%81%B7PX%
E9%A0%85%E7%9B%AE 

131 參考飛鵝天涯網站「大連的悲傷」帖子。網址：http://www.zszen.com/Content/?free_cdejjbb.html 
132 參考每日經濟新聞（2011 年 12 月 30 日），〈官員證實大連 PX 復產，否認收回搬遷〉，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http://vnetcj.jrj.com.cn/2011/12/30021911943548.shtml 
133 參考工商時報（2011 年 10 月 30 日），〈中國的 PX 之路〉，2012 年 4 月 20 日下載，網址：

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1/08/2011081416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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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全國其他地區的公民行動也帶來鼓勵並且形成示範作用（李凡，2011；

張倩樺，2012）。 

 

三、廣東省烏崁村民抗議事件  

（一）事件經過 

近年來，發生在中國大陸農村的維權運動幾乎都與政府強徵土地或補

償金問題相關。而引發衝突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大陸農村土地名義上是屬

於全體農民所有，但實際上卻經常發生官員利用「開發」名義將土地所有

權託管，藉此賺取補償金，然而讓農民不滿甚至引起抗議的原因即在於民

眾實際得到的金錢往往少之又少，大部分補償金是直接進入了官員口袋

134，2011 年 9 月發生在廣東省陸豐鄉汕尾市烏崁村的村民抗議事件即是屬

於此類的民權運動。事實上，在烏崁村事件發生的前兩年，烏崁村村民代

表即因農村土地遭到變賣問題多次向上級單位反映，但始終未得到官方正

面回覆，村民間流傳村委會成員因盜賣村內三千畝的土地而獲利數億的流

言甚囂塵上，但是近二十年來，村民們僅有得到兩次「徵路費」補償金共

五百五十元，兩者反差強烈激起村民多年不滿的情緒，而得不到官方具體

回應也成為烏崁村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135。 

 

2011 年 9 年 21 日，在陸豐市政府及烏崁村內即將開發的土地區塊等

處聚集兩三千位村民手舉橫標抗議土地遭到官員不法出售，期間村民還一

度圍堵進出村莊的道路，但此舉並未立即得到政府回應。而隔日上午數百

名武警強行進入烏崁村內驅逐聚集群眾，並且與圍堵道路的村民發生嚴重

衝突，多位村民在警方驅離的行動中受傷，尤其 2 名兒童遭打傷更引起更

                                                       
134 參考 FT 中文網（2011 年 12 月 16 日），〈烏崁抗議活動升級〉，2012 年 4 月 16 日下載，網址：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2272 
135 參考亞洲週刊（2011 年 12 月），〈陸豐抗爭模式自發民主反獨裁爭人權〉，第 49 期，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http://shulu.org/node/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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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村民加入抗議行動與警方對峙136，而警方也在行動中逮捕 3 位村民並且

要求烏崁村民立刻停止抗議行動。 

 

事發第 3 天，多數村民還是聚集在烏崁村邊防要求政府應該公開向村

民公開說明徵地與補償金問題，同時也要求警方釋放在驅散行動中逮捕的

村民。事發第 4 天，由全體村民推派出 15 位村民代表與陸豐市政府溝通，

代表們明確提出「清查改革開放以來烏崁村土地買賣的情形」、「清查歷屆

村委選舉情況」以及「公開村務與財務狀況」等三項訴求，而陸豐市常務

副市長邱晉雄也代表市政府具體做出兩點回應：其一，將由市、鎮兩級共

同籌組工作組並於 9 月 26 日進駐烏崁村，立即調查村民代表所提出的問

題，並且每 7 天就要對外公布工作進度。其二，烏崁村代表要全力配合工

作組，不能再有激烈抗爭行為，而村民代表也可派代表監督工作組。為此，

全體村民在 9 月 29 日自動舉辦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除了選出包括楊色

茂、張德家、薛錦波等 13 名臨時代表理事會成員代表村民監督政府工作

組的進度外，也正式通過賦予理事會職責，如公開調查資訊、召集村民大

會與募款等137。 

 

然而陸豐市政府允諾的工作組並未真正進入烏崁村。一個月餘後，村

民等到的是僅有11月1日黨部對引起盜賣土地爭議的村委會成員薛昌與陳

舜意的免職處分，而接著是在 11 月 17 日陸豐市長邱晉雄除了公開表示政

府對於烏崁村民關心的土地問題、財務問題、村委會選舉問題以及環境污

染等問題已全數解決，當日公安部門也以「臨時代表理事會是為『非法組

織』」為理由立即拘捕副會長薛錦波、張建城等五人，而此舉也再度點燃

                                                       
136 參考陽光時務（2011 年 12 月 16 日），〈呼嘯村莊─烏崁的死亡與反抗〉，2012 年 4 月 22 日下

載，網址：http://www.isunaffairs.com/?p=2063 
137 參考南方網（2011 年 9 月 24 日），〈陸豐 921 烏崁事件平息，村民代表終獲滿意答覆〉，2012

年 4 月 24 日下載，網址：http://news.southcn.com/d/2011-09/24/content_303997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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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不滿情緒138。11 月 21 日約有上百名村民聚集在陸豐市政府前抗議並

且張貼「打倒貪官」、「官商勾結」、「扼殺民主」等口號，而後村民自發抗

議行動就未中斷，除了持續在陸豐市政府前與烏崁村內舉牌與布條抗議

外，村民也開始進行罷市罷工等激烈行動。 

 

12 月 9 月，汕尾市人民政府舉行「921 烏崁村事件處置情況」記者發

布會，會中向媒體說明數個月來官方對烏崁村民提出的訴求已全部落實，

陸豐市市長邱晉雄也指出，未來將繼續做好實現村民的合理訴求、耐心做

好村民思想工作、切實維護村內穩定與加強對違法份子的打擊力度等四項

重要目標。而在此次記者會中，官方將烏崁村事件定調為「上訪過激引發

的打砸事件」，並指出「這是某些境外勢力、媒體與烏崁村民結合，刻意

把問題炒的沸沸揚揚，無限放大」的結果139。官方此舉立即引起村民不滿

並且在網路上發出再集會的訊息，而在 12 月 10 日，上百名烏崁村民再度

聚集於陸豐市政府前抗議並且數度與武警發生激烈衝突，此後抗議村民就

未解散，持續與警方對峙。 

 

而在村民與警方衝突越演越烈的情況下，汕尾市政府決定以恢復交通

狀況為由，在 12 月 11 日凌晨起指派上千名武警強行進入烏崁村「清除路

障」並且以催淚彈驅散抗議民眾，直至清晨七時軍警才撤出烏崁村。此次

衝突嚴重，雙方都有人員受傷，但官方報導卻稱此「清理路障」工作取得

良好社會效果，期間沒有警民衝突、無流血情況也無民警或群眾受傷140，

官方說法與網路上一張張流傳的衝突場面照片形成強烈反差，烏崁村民也

                                                       
138 參考南方日報（2011 年 11 月 20 日），〈陸豐迅速妥善處理烏崁村民上訪〉，2012 年 4 月 22 日

下載，網址：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11/22/content_7028389.htm 
139 參考南方網報（2011 年 12 月 9 日），〈汕尾通報 921 烏崁村事件處置結果〉，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http://news.southcn.com/dishi/shanwei/content/2011-12/09/content_34742612.htm 
140 参考汕尾黨政信息網（2011 年 12 月 11 日），〈公安機關展開清除路障，推進烏崁維穩工作〉，

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http://www.shanwei.gov.cn/1634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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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透過微博訊息諷刺官方說法與事實不符141。 

 

12 月 11 日陸豐市政府發出遭逮捕的薛錦波在羈押期間因心臟疾病猝

死的新聞稿，兩天後更傳出家屬質疑薛錦波是遭官方毆打致死的新聞再度

激怒村民142。村民主動聚集悼念薛錦波並且對外表示「現在連廣東省政府

官員都無法相信」、「要求中央政府要介入調查」以及提出「當局應將薛錦

波遺體運回」等訴求，村民並且宣稱不排除將再度展開聚會遊行，警民對

峙再度升溫143。事件經過月餘發展，烏崁村民有組織的集結抗議行動不僅

受到國內媒體注意，國際媒體也進行大篇幅報導，部分外國記者如 BBC、

NHK、紐約時報等甚至進駐村內觀察村民行動與政府態度，而這不僅引起

中央政府關注，同時也使得地方政府承受巨大壓力144。 

 

汕尾市政府為盡快結束此次抗議行動，從 12 月 18 日開始對烏崁村採

取斷水、斷電與斷糧等封村激烈手段，但另方面也指派官方代表進入村內

與村民代表談判。12 月 20 日廣東省副書記朱明國正式成立工作組接手處

理烏崁村事件，他並且公開承認先前被認為是非法組織的「烏崁村臨時理

事會」具有合法地位，同時也不再追究村民激烈抗爭行為，朱明國並且承

諾將釋放先前拘捕的村民，也會盡快送回薛錦波遺體，藉此要求村民撤除

路障，盡快恢復正常生活。官方代表朱明國的友善態度也得到村民取消遊

                                                       
141 參考 BBC 中文網（2011 年 12 月 15 日），〈BBC 記者深入烏崁直擊村民抗議〉，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1/12/111215_wukan_bbc.shtml 

142 參考南方日報（2011 年 12 月 15 日），〈汕尾通報烏崁事件嫌疑人死亡調查結果，排除薛錦波

外力致死可能〉，2012 年 4 月 17 日下載，網址：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12/15/content_7038295.htm 

143 参考 BBC 中文網（2011 年 12 月 18 日），〈存糧有限，廣東烏崁村民繼續與警對峙〉，2012
年 4 月 18 日下載，網址：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1/12/111218_wukan_update.shtml 

144 參考 The Telegraph（2011 年 12 月）〈China’s rebel villagers in WuKan threaten to march on 
government offices 〉，2012 年 4 月 10 日下載，網址：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8963670/Chinas-rebel-villagers-in-Wukan-t
hreaten-to-march-on-government-off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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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回應並在 12 月 21 日撤除路障，結束連續數日與警方的對峙局面145。  

 

其後官方改以積極正面態度處理烏崁村事件，包括 12 月 21 日省副書

記朱明國接見村民代表林祖鑾，並且公開表示引起風波的「陸豐貪官」是

應該要嚴懲的，同時他也認為「烏崁村民的主要訴求是合理的，村民出現

一些不理性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146。而更重要的是朱明國將此次事件重

新定調為因「村內利益糾紛」引起的群眾維權事件，一改數個月前汕尾市

政府所認為的本次事件是「與境外勢力牽扯」的村民過激行動147。2012 年

1 月 15 日，廣東省組織部宣佈在烏崁村成立村黨總支部，並且由民選村民

代表林祖鑾擔任首位村黨總支書記，負責籌備與領導村委會重新進行選舉

工作148。在政府支持與國內外媒體關注下，烏崁村在 2012 年 2 月 1 日由

村民一人一票選出村委會選舉委員會並且在 2 月 11 日選出村民代表共 109

人149，其後在 3 月 3 日及 4 日重新舉行村委會選舉，投票率超過七成五，

最後由林祖鑾高票當選村委會主任、楊色茂當選副主任，而持續數個月的

烏崁事件至此也告一段落150。 

 

（二）事件意義 

2011 年烏崁村事件使得中國大陸受到國際媒體高度關注，短短幾個月

間即有來自全球二十多家媒體與四十多位中外記者擠入廣東省沿海的烏

                                                       
145 參考中國財經日報：〈中國廣東省陸豐市烏崁村事件抗議事件最新進展：達成共識〉，2011 年

12 月 21 日，http://hk.ibtimes.com/articles/7574/20111221/lufengwukan-dacehnggongshi.htm 
146 參考 BBC 中文網：〈中共黨報發表評論為烏崁事件定調〉，2011 年 12 月 22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1/12/111222_china_wukan.shtml 
147 參考南方網報：〈汕尾通報 921 烏崁村事件處置結果〉，2011 年 12 月 9 日， 

http://news.southcn.com/dishi/shanwei/content/2011-12/09/content_34742612.htm 
148 參考新華社：〈廣東烏崁村成立黨總支及村委會重新選舉小組〉，2012 年 1 月 15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1/15/c_111439905.htm 
149 參考南方日報：〈烏崁村推選出村民代表〉，2012 年 2 月 12 日，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02/12/content_7055675.htm 
150 參考公共電視新聞網：〈萬人抗爭終平靜，烏崁村自選村委〉，2012 年 3 月 3 日， 

http://news.pts.org.tw/detail.php?NEENO=20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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崁小農村，共同關心近萬名村民如何在沒有抗爭經驗的情況下，展開高度

組織化的維權運動。這些村民大多未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因痛惡貪官行徑

而自發進行抗爭，他們有紀律的組織行動並且成功地對抗政府、驅逐軍

警，更重要的是完成民主式的地方自治選舉，這在許多社會觀察家眼中認

為烏崁村事件不僅是「廣東奇蹟」，更是中國大陸地方自治邁向民主化發

展的重要指標，而思考「烏崁模式」是否會在中國大陸其他農村複製發生

也成為大陸當局欲持續推動「維穩」治理的嚴肅課題151。 

 

從烏崁村事件經驗中也可看出民間社會對於維權觀念普遍化與常態

化的發展趨勢，尤其在中國大陸這類具有組織與大規模的農民抗爭行動並

不多見，烏崁村事件不僅顯現農民維權意識升高，更突顯長期以來各地因

「徵地」問題導致緊張的官民互動可能出現新型態衝突模式。而許多觀察

家也認為烏崁村事件很可能成為中國數十萬個農村發起維權運動的榜

樣，若如是發展，此將帶給大陸當局政權無法想像的沉重一擊152。而反觀

地方政府對烏崁村事件的處理態度，其最初採取的仍是一貫高壓制止手

段，並且很快地將事件標籤化，對外塑造村民是無理的、與政府敵對等負

面形象以取代正面回應村民訴求，此傳統集權的治理思維與民間社會維權

思想已形成巨大落差。政府僵化的治理手段不僅激化村民情緒更引起各界

輿論批判，最後仍是在媒體、網路輿論與公民社會強大壓力下迫使地方政

府態度軟化順應村民要求，整起事件才得以落幕。烏崁村事件確實讓大陸

當局重新省思地方治理問題，尤其在公民意識高漲時代，即使是對基層農

村管理也必須以「對話」取代「高壓」治理，以更開放、包容、透明且公

平態度治理農村社會，而評論者也認為此象徵中國大陸社會治理將進入民

                                                       
151 參考天下雜誌：〈從烏崁村看廣東奇蹟〉，2012 年 1 月第 489 期，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9578 
152 參考 BBC 中文網：〈民主遭遇現實，烏崁的未來〉，2012 年 3 月 23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fooc/2012/03/120316_fooc_wuka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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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轉型期，若大陸當局繼續用舊式思維治理只會讓社會「越維越不穩」153，

大陸當局需正視公民社會發展的事實，無論城市或農村都漸具足公民社會

能量並且不斷推動國家轉變發展模式。 

 

而在烏崁村事件過程中另一特殊現象是村民透過網路表達訴求，例如

在各大網站論壇、社群網路等都可見到與烏崁村事件相關的討論專區，部

分年輕村民甚至「翻牆」在全球知名的臉書（Facebook）網站上架設「陸

豐市烏崁村關注小組」群組，每日將烏崁村民行動的最新消息與畫面上

傳，同時也利用各種網路媒介即時對外傳送訊息照片，而這使得烏崁村事

件不只是發生在廣東沿海地區的小農村村民維權抗議事件而已，透過網路

傳播而成為全國關心與國際矚目的重大群眾運動事件。反觀大陸當局仍以

「輿論統一」為原則，為避免媒體消息助長衝突事端，在 2011 年 12 月以

前各家新聞媒體播報內容幾乎為政府通稿，未見獨立採訪的新聞內容也沒

有對此事件的相關評論，直到 2011 年 12 月 21 日，人民日報才首次刊出標

題為「『烏崁轉機』提示我們什麼？」的評論文章，文內也直指此事件擴

大的主因在於地方官員沒有正視村民的合理訴求。然而在烏崁村事件中，

官方媒體報導或評論其實已不重要，因為年輕村民利用網路科技主導了整

起事件的傳播訊息權，透過如視頻網站、個人博客與微博系統大量傳播村

民抗議的經歷與衝突過程，甚至是村民抵抗警方鎮壓的照片與畫面幾乎是

同步上傳到網路上，部分畫面也繼續被媒體採用。而村民利用網路提供各

界最真實快速的資訊也得到來自其他地區民眾在網路上的回應支持，簡言

之，網路使得烏崁村事件匯集全國民眾的注意力並且形成強大輿論壓力，

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正視村民訴求以免事件繼續擴大。  

 

                                                       
153  參 考 中 國 台 灣 網 ：〈 中 國 大 陸 社 會 治 理 方 式 面 臨 轉 型 〉， 2012 年 1 月 4 日 ，

http://bbs.chinataiwan.org/thread-22848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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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烏崁村事件參與者部分是未滿三十歲左右的年輕村民，他們有多

年的網路使用經驗並且熟悉網路媒介操作。在行動中，這些年輕公民透過

網路實現了維權意識與行動，讓全世界只要網路連通的地方都可以收到烏

崁村抗議事件相關訊息，甚至也從網路上得到全國民眾的聲援，而此也對

整起事件起了放大效益。如村民張建興與吳吉金將此次抗議行動拍攝剪輯

成一小時十分鐘的「烏崁！烏崁！誓保祖地」影片檔案，不但在各大網站

與論壇出現高點閱率，影片本身也多次成為媒體採用的報導素材。而村民

每日拍攝的集會相片也固定上傳網路供民眾下載或轉發。2012 年烏崁村舉

行的選舉活動前後，村民也利用視頻網站與微博傳送選舉情況與即時結

果，雖然大陸當局持續封鎖各大網站對「烏崁」、「薛錦波」等關鍵字搜尋，

同時也嚴格過濾各網站對事件的報導內容154，但透過各類搜尋引擎仍能夠

找到許多對烏崁村事件的相關消息與各類討論帖子，顯然公民理性在網路

新科技支持下充分發揮了作用，致使中國大陸常見的網路封鎖與輿論壓制

手段在此次烏崁村事件中逐漸失效。 

 

烏崁事件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農村抗議行動特點─網路與公民社會力

量相結合的維權行動，這些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卻懂得利用網路表達訴

求、凝聚民意並且奪回訊息主導權。而事件的結果也是村民成功地迫使廣

東省政府退讓，不僅承認群眾的抗爭行動是合理的，同時也同意重新改選

村委會，而帶領抗爭行動的領導者最後也成為村委會幹部，繼續替村民監

督政府爭取權益。烏崁村事件結果不但突顯中國大陸公民意識從城市到鄉

村的普遍覺醒，更重要的是公民社會運動在網路科技助長下起了擴大效

果，人人都可以成為公民記者，隨時都可以對外傳播真相。而對資訊控制

結構的改變也必然使得公民社會與國家關係陷入經常性緊張，因而加快政

                                                       
154 参考無國界記者：〈烏崁村的抗爭被消聲，微博實名制進一步收緊言論〉，2011 年 12 月 19 日，

http://www.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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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與社會關係發生變化（Yang & Calhoun,2008:9）。 

 

第三節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現況 

本研究從眾多網路事件中選取了上述三個近期發生且具代表性的事

件進行個案討論，儘管在三個網路事件過程中各自出現不同的網路影響

力，但相同的是公民意識與公共理性在網路科技的支持下得到前所未有的

擴展，而公民們也成功的藉由網路平台進行動員與政治行動並且達到公民

行動目的。從上述三個網路個案經驗中確實可發現網路公民社會正迅速發

展，而這與網路科技強化實體公民社會力量也有密切關係，當公民藉由網

路科技實現了公共理性進而擴展公民社會力量之際，公民社會也將反向對

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起了示範作用。以下將依據本研究個案經驗及相關文獻

討論網路科技對實體公民社會的支持作用，且相對的，當公民社會力量越

強大也越有助於網路公民社會發展；接著再描繪出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

發展現況，包括發展場域、媒介與其重要特徵、影響；最後則討論網路公

民社會的發展爭議。 

 

一、網路對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的支持作用 

觀察網際網路興起後對世界各國的影響，除了刺激經濟市場外，最重

要的還是網路對社會變遷的作用力。從網路技術層面來看，網路社會具備

有「無限制容量」的公共領域，在這個沒有政府或市場干預的公共空間，

人們可以自由的交流與傳遞訊息，這對於維護言論自由與新聞傳播都有相

當大的幫助。Larry Diamond 在 2010 年發表的「自由科技」（Liberation 

Technology）一文中指出，隨著網路日漸普及，人們使用網路的成本漸趨

於零，這不但將使得網路交流變得越來越頻繁，對於政治發展也產生重要

作用。Diamond 所指的包括實現電子化政府的理想，提高公共治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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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透過網路進行民主式選舉，不過更重要的是網路將促使封閉的政

治體制因為社會壓力而產生改變，其原因在於網路對一個封閉社會的影響

力要更甚於對專制政府的影響，因而 Diamond 認為網路發展將催生民權意

識覺醒並且推動社會運動出現，這些都將成為迫使專制政府瓦解或是轉型

的主要動力（Diamond,2010:69）。 

 

由於網路上充滿各式各樣的資訊，這些訊息不但是公開的而且隨時可

流傳，這種「自由科技」（Liberation Technology）的特性對於專制國家的

人民發動社會運動是非常有利的。從 2001 年菲律賓反政府示威抗議；2004

年東歐的顏色革命；到 2007 年緬甸人民對獨裁政府的反抗行動等，網際

網路不僅扮演重要的傳播訊息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人們透過網路互動彼此

支持鼓勵，這讓民眾運動規模與影響力越來越強大，網路也成為弱勢人們

反 抗 專 制 獨 裁 政 府 的 最 佳 武 器 （ The weapon of the weak ）

（Lagerkvst,2010:127）。另方面，網路在民主國家裡同樣是扮演維護民權

的利器，對於組織動員或發起社會運動，網路都成為人們重要的訊息交換

中心，並且藉由網路社會中的高度自治，形成新型態的直接民主治理模式

（Diamond, 2010:78）。由此可知，網路發展帶給人類社會的改變不僅是技

術進步而已，更重要的是促使新的社會組織出現、社會結構改變，同時也

產生新型態的政治治理模式。 

 

網路對中國大陸社會產生的影響，部分是與網路影響其他民主國家的

情況是類似的，例如透過資訊交流讓民眾普遍認同社會公平與正義價值，

同時也透過網路傳播功能喚起公民意識，人們不但知道要維護自身權利，

更進一步關心公共權利問題，對於其他人或其他地區發生的不公平社會事

件也開始參與意見表達。就實際觀察，Diamond 所描述的網路「自由技術」

特質，確實也加速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但是中國大陸又與其他國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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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同的是，長期以來網路即由官方主導控制，嚴格的網路管制政策使得

在某些情況下，中國大陸的網際網路更像「局域網」而不是真正隨使用者

偏好自由連線的網際網路。因此「自由技術」到底有多自由？自由技術究

竟能影響大陸威權體制到何種程度？經常也成為各界討論焦點。例如 Yang

（2009:226）認為網際網路對大陸社會最大的影響即是增加線上公民的「革

命式的衝動」（revolutionary impulse），長期看來，是有助於大陸政體朝向

民主化發展。但是 Tai（2006:292）認為只要官方持續的網路管制，公民的

網路線上行動會否對政體造成「深遠影響」（Earthshaking）仍是有待商榷

的。而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大陸官方發展網路的原因，並不是要鼓勵公民社

會或擴大民意基礎，事實上是為了維持政權穩定並且延遲民主化（Kalathil 

& Boas,2003;Brady,2008）。 

 

儘管學界對於網路影響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的看法並不一致，但就

大陸官方意見報告、相關文獻以及本研究訪談結果，綜合來說仍可具體的

描述出網路興起後對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的實質幫助，而這也成為網路公民

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以下簡要說明網路對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的幾個

重要影響： 

 

（一）突破資訊管制封鎖線 

政府對於網路控制的主要辦法是透過「金盾工程」與建立「防火牆」，

目地是嚴格過濾與控制網路內容，從政府的角度決定什麼資訊內容可以讓

人民知道，什麼又不應該讓人民知道。但是由於網路科技突飛猛進，大陸

官方對於全面控制網路資訊的能力已逐漸弱化，這與過去官方嚴格控制電

視、報紙與廣播等傳統媒體有很大的不同，政府越想要完全控制網路內

容，就越引起人們想要「窺探真相」的想法，而對於政府越禁止討論的敏

感議題，或是封鎖、屏蔽各種網站，人們也總是有辦法利用技術開鎖與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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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了解事實真相並且獲得更多資訊（李凡，2010:236-37）。 

 

一般說來，大陸民眾若要得到更多新聞資訊除了透過國內網站外，還

可以連接到海外網站尋找訊息。此種境外網站多數是鼓吹民主自由人士或

網路專欄作家所建立的，他們藉由新科技支援持續在境外發表評論且多數

是透過發行個人電子報的方式，定期利用電子郵件將各種資訊與評論寄給

有興趣的讀者，以此方式突破政府網路封鎖。事實上不只有境外網站會利

用發電子郵件的方式傳遞對政府的批評或意見，國內網站也有類似做法。

本研究受訪者也表示，包括學術界人士或報社記者每天都會從個人網站、

社群網站或其他各式各樣的媒體網站收到海量的訊息，而這些資訊有時候

也成為很重要的消息來源，因為多數的文章都是具名撰寫，且部分意見是

相當具有新聞價值，有時候甚至成為報社意見專欄的素材。近年來許多網

路事件之所以能在短短時間內就能從偏遠鄉村事件演變成全國矚目的焦

點新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著網路的無限轉載，透過電子郵件群組式的

傳送更是普遍且有效率的方式。 

 

國際社會用「防火牆」（the Great Firewall, GFW）或「防火長城」（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GFC）來形容大陸官方嚴密且功能強大的網路監控

系統，但是網路技術越進步，人們也總是更快的能找到方法反制政府進行

網路「翻牆」。另方面，學習與引進國外網站的技術支援，也使得網路上

隨時可以看到最新式突破政府封鎖的技術訊息，例如最普遍的就是透過代

理服務器（Proxy），提供民眾使用設置在境外的 IP 服務，而且連線地址隨

時變化，大幅增加政府管控的困難。另種常見的翻牆方式就是提供 VPN

虛擬網路，藉此躲避政府防火牆的監控而可以搜尋各種被政府禁止或管制

的資訊內容（劉天笙，2010:266）。不斷更新的軟體與技術讓許多民眾靠著

技術「翻牆」得到訊息，本研究的受訪者即指出「他不明白為什麼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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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封鎖 Facebook 、Twitter、YouTube 對大家有何影響？因為一方面大陸

網站上各種類似功能的工具平台太多了，很容易取代外國的 Facebook 、

Twitter、YouTube 等功能，再者大家也不是真的都不能連線，像很多人是

天天造訪 Facebook 與 Twitter，去看看大家關心什麼事情，看大家都在討

論什麼」。由此可知，翻牆幾乎是網路使用者熟悉的技巧，除非政府全面

斷網，否則很難阻止人們透過翻牆出去尋找訊息。而這也與《亞洲周刊》

2010 年 5 月的調查訪問結果類似，周刊指出最近三年開始使用技術翻牆的

網路使用者已達到 52%，幾乎有三分之二的網路使用者天天翻牆，而八成

以上的受訪者指出其翻牆的目的只是為了正常使用 Google 搜尋資訊（李永

峰，2010）。 

 

（二）人人都是記者 

長期以來，廣播電視與報紙內容、報導方式，甚至是新聞播播報的時

間都受到政府控制。隨著改革開放，政府也適度鬆開對新聞媒體的管控，

從中央到地方都解除部分對新聞發佈的限制，新聞的功能除了政令宣導，

更多時候式傳達政府訊息或是報導社會重大事件經過。雖然新聞媒體報導

內容更加多元化，但很多時候因受限於新聞審查制度使得新聞報導內容與

「事實真相」仍然是有些差距。但在網際網路興起後，其「多對多」的傳

播特性讓大陸當局控制新聞內容變得十分困難。近幾年許多地方上發生的

重大事件都是先在網路上出現了照片或影片並且引起網友注意討論，而當

該事件在網路逐漸升溫，各大網站也都顯著的標示該事件時，全國媒體便

不得不跟進報導，本研究的受訪者認為現在已經形成「網路在前、媒體在

後」的現象。以現今的網路技術發展，利用手機拍攝照片、影片並且隨時

上傳到網路已經不是問題，即使網路控制仍在，但無論是網站服務業者或

政府相關單位，對於每天大量湧入的各類資訊都很難做到立即與逐項、逐

條的檢查或刪除網站訊息，因此網路有如虛擬的「新聞發布站」，這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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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地的網路使用者為點，人人都可以是新聞記者，透過手機、電腦與

網路連線，同時可以發送與接受訊息而形成綿密的新聞網絡，把各類事件

的真相透過網路而呈現出來。 

 

（三）加深對政府監督力道 

正因為網路具有呈現社會真相的功能，這對於長期以來政府控制資訊

的治理思維產生劇烈衝擊。尤其過去人們根本無從得知政府或官員都在做

些什麼，即使網路興起後，大陸官方積極推動電子化政府，要求各級政府

公開資訊、建立網路上的民意平台等，但事實上政府公開資訊的模式仍然

跟過去控制新聞發布的想法相同，僅公開政府認為可以公開的，也因此在

政府單位的網站上看到的資訊仍是不完整的，此也影響民眾對公共事務的

全面了解與監督。但隨著網路普及，民眾監督政府官員也不一定要透過政

府資訊，更多時候是直接透過網路輿論壓力，將違法官員的姓名、行徑或

照片放在網路上傳送並且接力般的討論事件經過，而諸多類似案例最後也

都成功迫使官員下台接受調查，甚至改變了政府政策。 本研究受訪者認

為，雖然網路上有些對官員行為的批評不見得都是正確的，但是中央仍非

常重視這些事件，尤其不希望因為少數不法官員傷害政府形象，網路發展

後中央與地方一樣的，應該特別加強對官員行為的要求。另一位受訪者也

指出，網路上對違法官員的糾舉行動對於整治地方官員素質有很大幫助，

他認為現在中國大陸官員的素質良莠不齊，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問題還是

很多，輿論壓力是很重要的改進良方，而網路監督政府的效果，也是過去

大家想像不到的，但確實有效。 

 

網路曝光成為民眾監督政府的重要管道，越來越多民眾在網路上揭發

不法官員的特權行為，相關案例不勝枚舉，一張照片、一段影像或是幾行

簡單的文字，吸引大量的網友轉發與評論，而輿論壓力正是監督政府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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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方式。與此同時，也象徵大陸社會公民意識覺醒，對於社會不公平不

正義事件也表現出強烈反感，不僅對特權官員起了反制作用，對公民社會

發展產生實質幫助。 

 

（四）充分表達心聲、匯集民意 

在大陸政府封閉保守的政治體制運作下，人們是很難享有真正的言論

自由。網路出現後逐漸衝破政府對人們言論自由的藩籬，讓人們在網路公

共空間中得到自由表達意見的機會，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現象。由

於網路上是使用匿名發表，相對鼓勵更多民眾在網路上自由的講話，同時

網路也允許志同道合的個人在網路上組織社群，而且網路社群是虛擬結社

不需要申請登記，但是同時卻又可以發揮與實際結社一樣的功能，因此迅

速成為網路公民互動的重要平台。 

 

整體觀之，大陸著名網站的平均註冊人數目前都在百萬人以上，平均

每小時在線人數也超過一萬人，這表示隨時都有幾十萬的人在網路上瀏覽

或傳遞訊息，對於網路上的熱門議題，也動輒就引起數百萬的回應。儘管

部分網友的回應只有一兩句話，但聚集起來的力量還是相當可觀。本研究

的受訪者認為，民眾上網不見得都會寫意見，很多時候只是「看」別人的

批判，看到最後就可能產生自己的想法，或跟朋友家人討論這些事件而有

了自己的看法。這也就是說，網路上的民意影響力，實際上是遠遠超過會

在網路上留言或表示意見的人數。網路成為民意抒發的管道，每天都有各

式各樣的訊息在網路上流通，網路論壇成為政府官員了解民意的主要來

源。部分地方要求政府官員要每天上網蒐集民意，在某些重大政策推出之

後也要在網上了解民意動態，隨時更新政府資訊與民眾對話（李永剛，

20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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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除了提供民意匯集的場域，更重要的是因此啟發公民的公共理

性，加速社會共識的形成並且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由於網路上的民意是

分散且碎裂的，要發揮民間力量並不容易，但是在某些網路事件中可以發

現當大家都在討論相同的事件並且有一致的意見表達方向，則很容易激發

出公民理性並且形成「共識」，而最後迫使政府政策轉向。例如 2009 年大

陸當局為了要「保護未成年人的網路使用安全」而要求所有在國內生產或

國外進口的電腦軟體都必須在客戶端加裝稱為「綠壩，花季護航」的過濾

軟體，藉此阻擋不良訊息。但這政策消息一出立即引起民眾批評155，國外

媒體也一面倒的認為這是中國公民社會與言論自由發展倒退的表現156，最

後官方在輿論壓力下宣布暫緩執行此項方案，等待外界溝通形成共識之後

再進行，網路輿論也普遍認為這是公民反制政府政策的大勝利157。 

 

（五）維權抗爭的集合點 

隨著改革開放，民間或政府單位都注意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弊端，尤其

是地方官員貪污腐敗、行政效率低落或不重視民眾權益等問題也隨著社會

進步浮上檯面，各地方陸續出現民眾抗爭的社會衝突事件，而在網路發展

                                                       
155 相關報導眾多，例如周雲（2009 年 6 月 11 日），〈綠壩，請不要以孩子為名侵犯公民社會〉，

《長江日報》，2012 年 3 月 22 日下載，網址： 
http://cjmp.cnhan.com/cjrb/html/2009-06/11/content_1607691.htm。 江夏（2009 年 6 月 9 日），

〈北京當局綠壩網路封鎖勢在必行〉，《萬維新聞網》，2012 年 3 月 22 日下載，網址：

http://news.creaders.net/china/newsViewer.php?nid=392436&id=903337http://news.creaders.net/ch
ina/newsViewer.php?nid=392436&id=903337。胡賁（2009 年 6 月 10 日），〈機器貓過關，加菲

貓過濾：綠壩花季護航的是與非〉，《南方周末報》，2012 年 3 月 23 日下載，網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29902 。 

156 國外媒體的報導參考：Jason Dean,（2009 年 6 月 9 日），〈綠壩過濾軟件，選裝還是必裝〉，《華

爾街日報》，2012 年 3 月 22 日下載，網址： 
 http://chinese.wsj.com/gb/20090609/chj162238.asp?source=UpFeature。 Andrew Jacobs,（2009
年 6 月 8 日）”China Requires Censorship Software on New PCs” ，2012 年 3 月 22 日下載，網

址：http://www.nytimes.com/2009/06/09/world/asia/09china.html?_r=1&partner=rss&emc=rss 。

Jonathan Filder,（2009 年 6 月 25 日）”China’s computers at hacking risk” 
《BBC 中文新聞網》，2012 年 3 月 10 日下載，網址： 
http://www.mitbbsjp.com/article_t/WorldNews/31367431.html 

157 BBC 中文網報導（2009 年 7 月 1 日），〈艾未未:推遲綠壩是網民們的勝利〉，2012 年 3 月 20
日下載，網址： 
http://news.bbc.co.uk/2/hi/technology/8094026.stm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81
20000/newsid_8127800/8127816.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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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更「放大」了這類民眾維權行動的影響。網路在維權抗爭事件中不只扮

演傳遞訊息的角色，同時也是發動抗爭、組織群眾的集合地點。近年來越

來越常見到維權抗爭事件是利用網路來進行動員，而且隨著 Web2.0 應用

服務軟體不斷更新，更簡易操作、便利且免費的各式溝通互動系統吸引更

多民眾加入使用，如博客、微博、即時通等都成為民眾進行網路動員與組

織的最有利工具。在網路尚未出現前，民眾想要動員抗爭是非常不容易

的，除了政府長期壓制民間社會力量外，缺乏聯繫工具也不利於社會動

員。但是網路出現後，人們不僅可利用網路溝通聯繫，更重要的是在網路

上號召群眾，並且把虛擬的線上動員化為實際行動，促成越來越多的維權

事件。 

 

美國學者 Clay Shirky 用「無組織的組織力量」（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來形容網路對社會動員的影響，他指出在虛擬的網路社會中

不需要有「實際」的組織存在，零散的網路使用者各自關心不同議題，但

是在某些特定時候，網路社會又可以發揮實際的動員效果並且達成抗爭目

標。Clay Shirky 進一步指出，網路科技越進步，網路上隱形的動員力量越

大，相對於在實際社會要進行抗爭前的準備工作，如籌畫、人力配置、得

到政府許可等過程，網路動員則省去部分動員成本，既不需要事前規劃也

不用政府許可，即時、多樣化的動員模式並且立即可見行動效果

（Shirky,2008）。雖然大陸當局仍嚴格的進行管制網路，但是公民意識與公

共理性的逐漸茁壯，加深網路對社會動員的影響力，此種隱形力量對政府

治理的衝擊是難以估計的，這從近年來各地方陸續出現許多透過網路動員

且超過上萬人規模的抗爭事件即可見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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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場域 

網路公民社會與公民社會的組成要件與特徵大致相同，但差別在於網

路公民社會發生的場域是虛擬的網路社會，具有公民意識的網路使用者利

用新技術傳播訊息或號召行動，並且產生有效影響。學者認為中國大陸公

民社會數量大約在 3 億人左右，其中也包括網路公民組織在內約 100 萬個

（李凡，2010:343），但若以大陸學界討論的公民社會定義與標準來看，如

鄧正來（2008:5-7）指出公民社會為「社會成員依照契約規則，自願的以

自治為基礎進行經濟活動與社會活動的私人領域，或指社會成員參與政治

活動的非官方領域」；俞可平（2006）認為公民社會泛指「公民的政治參

與行動產生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公民社會領域係指獨立於國家與經濟市場

外的民間公共領域」；何增科（2006）認為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與其他

國家類似，公民與國家間並非零和關係而是合作夥伴，共同解決國家在現

代化過程中所遭遇的社會矛盾或衝突問題。若以上述公民社會意義探討網

路上的公民社會發展，則如時事論壇、民意信箱、各式討論時政、關心公

共事務的社群網路應都符合網路公民社會標準，保守估計此數量應已超過

100 萬個。 

 

實際觀察近年來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無論官方或學術界幾乎一致

的認同獨立且富有公民思想的民間組織數量正在快速增加，民眾的公民意

識提升，權利觀念也逐漸加強。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在 2008 年出

版〈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稱 2008 年是「中國公民社會元年」，原

因在於大陸成功舉辦奧運會、世博會，並且歷經四川震災等重大事件，越

來越多的民眾在這些重大事件中志願參與相關活動，或自發性的個人與團

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如在北京奧運會期間，估計約有 7 萬人是自願擔任

奧運會志工；四川大地震時，自願參與救災的民眾或社團統計超過一千萬

人（高丙中、袁瑞軍，2008）。公民社會在特殊重大事件發生時刻的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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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讓大陸官方注意到公民社會發展的正面力量，同樣的，公民社會也

透過網路科技實現，且由於網路科技自由、迅速、無結構限制等多種特質，

使得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較實際公民社會更為迅速。至此，可以大致描繪出

網路公民社會核心價值：其不僅是民眾獲取公共訊息的管道，同時也具備

凝聚公民利益、表達訴求、號召公民行動、對抗政府等功能。與此同時，

網路公民也把網路上公民意識與行動帶入實際社會，從線上（on-line）的

討論到下線後（off-line），實際把公民意識推進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

域，並且藉由線上與線下兩者循環不斷的過程加速深化公民社會與網路公

民社會功能與強度。 

 

前述網路公民社會形成場域是在虛擬的網路社會，此「虛擬」是指公

民在無形體的網路空間中溝通交流，並且藉由各式技術與網路平台凝聚利

益、傳播公民意識，因此在「無形」的網路社會上卻產生「有形」作用的

網路公民社會。網路公民社會依靠網路媒介才得以實踐，網路媒介不同於

傳統的電視、廣播或報紙等大眾媒介，網路媒介主要係指存在於網路社會

的媒介系統，與大眾媒介某種程度來說存在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部分研

究者稱網路媒介為「社會化媒介」（social media），其係指網路使用者用來

傳播訊息的工具、產生交流溝通的平台，同時也是構成網路公民社會發展

的互動空間（何威，2011:111-112）。也有學者用「新媒體」（new media）

來形容網路媒介，新媒體之所以「新」，其原因在於提供了不同於傳統媒

體的互動模式，不僅是多種媒體的技術融合，同時媒體內容也高度重疊而

且相互依賴，例如在電影中出現網路遊戲場景、網路電子報網站上也可看

到電視新聞影音檔，新媒體整合了所有媒體體驗，並且具備「超文本」

（hypertext）、「多元媒體」（multimedia）與「互動性」（interactivity）等特

質，不僅提高使用者自主性、強化人際互動，同時消除了過去大眾媒體經

常招致批評的控制權與距離感（胡泳，2008: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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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2004 年 Web2.0 應用技術興起後，學者認為網路新媒體又進入

另一發展階段。從技術層面來說，Web2.0 提供了非常簡易的使用平台，讓

大量網路使用者在成本低、簡易操作系統中的，能夠自願貢獻、重組、分

析、評論網路上的各式讀寫內容，這是網路使用者權力升級的表現，從原

來網路訊息被由上而下的控制局面，轉變成從下而上、由大量使用者主導

的局面。Web2.0 將網路資訊的主導權還給網路使用者，並且刺激更多人積

極參與網路使用，因此有學者認為用「共有媒體」將更貼地描繪現今網路

媒介特性（胡泳，2008:88）。在 Web2.0 應用系統刺激下，人們使用共有媒

體不再只是被動的訊息接受者，而是集合了訊息內容生產者、訊息傳遞者

與接受者的綜合角色。人們上網不再只是圍觀其他人的言論，更重要的是

展現自我意志與行動，網路新技術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溝通更頻繁密切，

對於拓展網路公共領域也有實質幫助。 

 

整體觀之，無論是稱其網路媒介、社會化媒介、新媒體或共有媒體，

其特性可簡單歸納為下列三點：其一是使用的便利性。對於任何使用者來

說，網路媒介是非常容易學習使用的，無論從技術、經濟或文化素養方面

均朝向「低門檻」設計，藉此吸引更多人參與使用網路媒介。其二是具備

「公共性」（publicity）。網路媒介鼓勵人們上網傳播或主動製造訊息，同

時也鼓勵使用者評論、分享、再傳播等「反饋」行動，因此網路使用者生

產的網路訊息不再是獨享的隱私或秘密，而是具有「保留部分權利」（some 

rights reserved）特質取代傳統訊息的「保留所有權利」（all rights reserved），

同時也容許他人協議共用（creative commons）（何威，2011:114）。其三是

網路媒介具有一定「中立」色彩。儘管不同的網路媒介具備不同文化特質，

但卻沒有進入門檻限制，無論宗教、性別、社會地位或學識高低都不會影

響使用者進入與使用網路媒介。簡言之，網路媒介允許各種政治立場、意

識型態、利益訴求或不同身分背景者參與傳播，相對維持了網路媒體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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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使得網路訊息呈現出多元豐富觀點。 

 

網路媒介是推動網路公民社會運作的核心要件，同時也是網路公民社

會發展場域。而隨著 Web2.0 應用技術問世帶動網路媒介型態更加多元化，

互動功能也越來越進步，以下將整理中國大陸近年來網路媒介種類與特質

描述，藉此具體呈現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的運作場域。 

 

（一）個人出版傳播 

此類網路媒介的代表如「博客」（Blog）系統158。博客是個人在網路上

表達思想且內容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並且不斷更新的出版傳播形式。由於博

客具有一對多、多對多的傳播特徵，使得其傳播效果明顯且大幅度提高個

人撰寫能力，由於網路無國界的限制，個人的博客內容傳播範圍甚至是全

球性的。博客並非是個人孤單的寫作與傳播平台，同時也是意見交流溝通

的基礎，人們藉由流覽博客而分享彼此生活經驗與想法，甚至自發的組成

「博客圈」群組而頻繁互動。某些知名評論家的博客也經常成為主流媒體

的注意焦點，本研究受訪者指出，許多知名社會評論家的博客內容甚至可

以帶動社會議題，尤其在有重大事件發生時，這些評論家的博客往往成為

媒體評論來源，相對的，對於傳播公民意識也發生重要影響。 

 

博客具有濃厚的個人傳播色彩，部分網站的博客還提供「用戶訂閱」

的功能，即是當傳播個人完成寫作並且上傳網路，有興趣的讀者便可以透

過電子郵件自動收到該文章。在博客系統中，傳播者要比接收者擁有更大

的訊息控制權，如同過去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對訊息的掌握，但博客系統

卻是人人都可以使用。 
                                                       
158 「部落格」是國內熟悉用來形容個人出版內容的網路空間，是從音為 Blog 直接音譯而來，中

國大陸則習慣稱之「博客」、「網絡日誌」或「博客日誌」，由於本研究探討中國大陸網路公民

社會，因此將使用大陸社會慣用詞，以更貼切描述社會觀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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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公共論壇 

網路公共論壇像是意見交流廣場，在此聚集了各式各樣的人們，分別

對於他們關心的問題進行分類討論。公共論壇的型態包括了新聞組

（newsgroup）、電子佈告欄（BBS）、各類網站在線論壇（Online Forum）、

聊天室（Chat）、貼吧等。此類媒介具有強烈的公共性，當使用者要流覽或

討論議題時，必須要到網站上特定的公共空間參與討論，而不像博客可以

在自由的個人專屬空間撰寫與傳播訊息，且論壇中也容許意見自由表達，

發表者與討論者同時在線互動，並且可以隨時反饋意見與再發表，這也使

得論壇具備另類的公共討論型式。然而也正因為論壇允許匿名者自由意見

表達，此也增加論壇管理困難度，各種訊息良莠不齊、泥沙齊下，某些時

候甚至可能出現過多的垃圾訊息而淹沒了有用訊息（何威，2011:123）。 

 

儘管對網路公共論壇評價不一，但不可否認的，線上論壇至今仍聚集

多數活力十足的網路公民。中國大陸最早的網路論壇是成立於 1995 年的

「水木清華」，這是高等院校參與人數最多的電子佈告欄站（BBS），至今

水木清華仍是大學生獲取資訊的重要來源，其對大學生思想傳播產生重要

影響。而 1998 至 1999 年誕生的「西祠胡同」、「天涯社區」、「強國論壇」、

「貓扑」等熱門論壇，至今不僅參與人數眾多，且也是近年來許多重大網

路事件發起來源地。喻國民分析大陸網路輿論事件發現，2011 年引起全國

關注的網路事件來源有三：都市報紙約佔 32.3%、主流論壇約佔 20%、微

博約佔 12.7%，其他如新聞通訊社與廣播電視台各佔約 6.5%，此充分顯示

網路論壇在網路事件中所扮演傳播的重要角色。而喻國民分析也認為，無

論是各城市的「市級網路論壇」或是全國的「主流網路論壇」，透過網路

使用者的訊息搬運，使得很多首發在地方市級論壇的議題很快的出現的主

流論壇，接著引發熱烈討論，論壇訊息的快速流動明顯提高輿論影響力，

使得中國大陸主流論壇不僅具備公共領域角色，同時也成為重大新聞與輿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與國家權力競合關係之研究 

 186

論匯集中心（喻國民，2011:28）。 

 

（三）微內容廣播 

「微內容」是形容傳播訊息內容簡單且文字少，不像博客屬於較多文

字的意見或評論，美國在 2006 年推出的 Twitter（推特）就是此類媒體代

表。Twitter 的使用界面並不大，網頁上僅有出現發送訊息的小對話框，而

且每回發話限制字數在 140 個英文字母內，但 Twitter 的使用特質在於同時

融合多種網路媒介的功能，例如隨時頻繁的發送訊息，正如同論壇聊天室

或是即時通訊系統；而撰寫訊息內容又像是迷你的博客；另外也可以將照

片影音檔案上傳，類似影音頻道的功能。Twitter 可以說是整合式的媒介，

功能多樣且即時迅速，網路使用者本身就像是廣播電台或是新聞通訊社，

可以發佈新聞、評論意見與傳送訊息，同時也可以接收資訊，甚至再轉發，

與此同時還可以做為人際互動溝通工具。基於多功能用途，Twitter 在推出

後立即吸引全球大量的網路使用者申請，至 2010 年 6 月，全球使用 Twitter

的人數超過 1.9 億人，而平均每天發送的訊息量也達到 6500 萬條159。 

 

Twitter 在中國大陸是受到管制的網路媒介，但其他類型與功能相似的

微內容廣播媒體種類卻非常多，例如各大網站都有提供的「微博」

（micro-blog）即和 twitter 有相同功能，甚至連使用頁面都很相似，微博

使用者也快速成長。由於微博具備即時傳送與回覆特性，在許多網路事件

中微博傳送訊息的功能甚至比傳統新聞媒體還要快速。本研究的受訪者指

出「因為有微博，讓他在溫州動車事件發生時當時，第一次感覺自己如此

接近事故現場」。正因為微博可以源源不絕的輸出訊息，使用者搭配手機

上網功能，幾乎可隨時扮演新聞的消息來源、新聞記者、新聞播報者等多

                                                       
159 參考新浪科技網（2010 年 6 月 9 日），〈Twitter 每月獨立用戶訪問量達 1.9 億〉，2012 年 3 月

25 日下載，網址: http://tech.sina.com.cn/i/2010-06-09/025042878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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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角色，而這多功能也讓微博在許多重大事件中發揮驚人的傳播效果與影

響力。 

 

（四）郵件群組與即時通訊 

這兩項網路媒介的特質在於訊息是有目標的「點對點」傳送，網路使

用者可以選擇要將訊息傳送給哪些接受者，而接受者也很清楚知道誰是傳

送者。電子郵件群組是指在發送電子郵件時依據特定興趣、話題、社群或

職業需要而形成群組式訊息傳送，一旦發出訊息則該社群內的每位成員都

可收到郵件，而成員也可以立即回覆展開討論。郵件群組之所以成為重要

的網路媒介類型，原因在於其提供了定期發送評論的技術管道，大陸許多

知名的社會評論家靠著郵件群組方式傳達文章，而部分海外政治異議人士

也是透過境外網路郵件群組，定期大量地發送政治評論意見。 

 

即時通工具是非常普遍的網路媒介型態，網路使用者可以進行一對

一、一對多或多對多等群體溝通，如 Skype、Msn、QQ 等都屬於此類媒介。

即時通系統如同把個人的人際關係延伸到網路社會，並且可以隨時清楚知

道誰在線上且主動隨時聯繫。即時通提供了群體溝通的平台，且技術上已

可以做到將電子郵件、手機簡訊及各類文件應用軟體與即時通系統整合，

不僅提高其應用層面，除了做為人際互動聊天使用外，即時通也成為大陸

白領階級工作使用的重要工具。而與博客、微博系統的相結合也讓即時通

成為個人主動發佈內容的技術權力，並且同時具備內容接收「源」與傳送

「流」的雙重功能（何威，2011:129）。 

 

（五）內容分享網站 

這類網路媒介種類繁多，知名的如視聽內容分享的 YouTube、土豆網、

優酷網等；圖片內容分享的 Flicker、又拍網等；音樂分享的 Last.fm 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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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評論類型分享網站等。無論其媒介型態為何，其特點在於可供使用者

隨時發佈影音、照片等各種內容，同時也允許註冊的使用者任意下載；另

方面使用者也可以無限制的進行群組建置（group）或針對內容再進行更細

緻分類且自由評論，這使得此類媒介實現了去中心化與扁平化發展，更有

助促進網路使用者人際網絡拓展。近年來這類內容分享的網路媒介發展迅

速，隨著移動式通訊日漸普及，網路使用者上傳的內容量大、種類多且影

響範圍廣，以 YouTube 為例，每日平均有上億個影音內容被觀看下載，而

同樣的每日有大量的影音內容持續上傳供網友點閱，因此這類媒介也成為

最低價的傳播通路。2009 年中國大陸 3G 網絡已涵蓋全國，此也表示人們

隨時用手機拍攝影片即可上傳分享，社會輿論朝向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發

展，人們不僅在這類網路媒介上分享喜愛的影片、音樂內容，更重要的是

自我創作類型的內容有了免費的分享場域。由於在線人數多，特殊或有趣

的影音內容很容易吸引大量網友點閱，進而引起全國媒體注意。另方面，

此類媒介具備傳播高效率也成為人們用來反制政府官員的新利器，近年來

在部分網路事件中，內容分享網站在傳播者主控下扮演了通訊社或新聞台

角色，如本研究選取的溫甬台溫鐵路列車事故以及廣東烏崁村抗議事件，

都是公民利用此類內容分享網站傳達事件現場第一手重要訊息並且也迫

使政府必須告知大眾「真實」事件經過的具體例證，而且也使得政府在強

大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審慎處理社會事件。 

 

（六）社群網站 

此類網路媒介設置的目地即是維持使用者人際關係頻繁互動，因此有

別於其他網路媒介提供撰寫、內容傳播或影音分享等功能，社群網站更重

要的是讓網路上的每個使用者在網路空間中繼續維持人際互動，甚至透過

網路技術，使用者可以加入朋友的朋友、尋找以前的朋友、甚至是加入原

本互不相識，但基於興趣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網路空間中的人際互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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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實際社會中的人際互動更加複雜且多元。這類網路媒介如著名的

Facebook，網路使用者在註冊後可以自行編寫檔案、邀請朋友加入，在自

己組織的社群圈內隨時分享心得、發佈訊息或影音內容，且接收者也可以

隨時進行留言回饋。2010 年 Facebook 執行長宣布全球已有超過 5 億人使

用 Facebook；而且 70%的使用者是來自美國以外的地區；每位用戶月平均

發佈 90 條的內容且每月有超過 300 條新聞、文章、相簿或影音檔案被轉

載分享160。 

 

儘管各界對使用者是否過度依賴社群網站的意見評論不一，但社群網

站興起已成為趨勢並且逐漸改變人們的社交模式。大陸官方一方面管制

Facebook 使用，一方面卻也順應潮流推出類似的社群網站，如模仿

Facebook 頁面的「人人網」、「開心網」、以城市青年為主的「51.com」、以

上班族職場人士為主的「天際網」、以及以騰訊即時通用戶為基礎的「QQ

空間」等都是大陸知名的社群網站，而根據騰訊公司 2010 年統計，騰訊

QQ 社群用戶在線上的人數最多曾高達 1.053 億人，顯示社群網站受歡迎的

程度且使用者仍有繼續增加趨勢161。由於這類社群網站傳播的基礎在於人

際網絡，其核心特質在於「網絡化」，隨時可以知道他人在做什麼或想什

麼且使用者擁有訊息發動權，而這也使得社群網站在公民社會發展過程成

為重要的網路傳播媒介（胡泳，2008:104）。 

 

除了上述六項主要的網路媒介外，中國大陸當然還存在其他類型的網

路媒介型態，如依靠社群協同創作的維基系統模式（The Wiki Model），這

                                                       
160 參考科技橘報（2011 年 2 月 8 日），〈Facebook 持續吞時人們的時間〉，2012 年 3 月 25 日下

載，網址： 
http://techorange.com/2011/02/08/comscore%E8%AA%BF%E6%9F%A5%EF%BC%9Afacebook
%E6%8C%81%E7%BA%8C%E5%90%9E%E5%99%AC%E4%BA%BA%E5%80%91%E7%9A
%84%E6%99%82% 

161 參考騰訊科技（2011 年 6 月 29 日），〈騰訊發佈 2010 年財報報告〉，2012 年 3 月 29 日下載，

網址：http://gongyi.qq.com/zt2011/TS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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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允許任何人使用網路創作或編輯網頁的軟體，靠眾人不斷修改與更新而

完成知識的創建與累積，知名的「維基百科」（Wikipedia）是全球最大的

知識庫系統，超過超過 1.3 萬編輯者使用 100 多種語言編寫超過 180 萬條

知識訊息，「開放使用」是這類媒介最大特性，人人都可以隨時進行訊息

編輯與增修（胡泳，2008:100）。維基百科全書在中國大陸是屬於受到管制

的網路媒介，儘管類似的「百度百科」很快取而代之，自 2006 年 6 月開

通後也已匯集超過 220 萬條知識詞彙，但各類知識內容量與質仍無法與全

球維基百科比擬，許多被列為政治敏感的訊息在百度百科也無法看到，因

此諸多網路使用者仍然是透過網路技術翻牆進入全球維基百科系統中找

尋相關資訊，而這類知識累積的網路媒介在提供公民知識與累積社會資本

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以本研究選取的三個網路事件為例，有關事件經

過、媒體報導與各方評論等相關資訊都可以在「維基百科」網站上取得大

量資料，使得研究者或關心該事件發展的任何人都藉此得到事件真相，有

助於網路公民「知情權」提升。 

 

三、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特徵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之所以能快速興起發展，網路媒介的多樣化與

網絡化是重要關鍵。民眾可以同時使用各種網路媒介多管齊下的接收與傳

遞訊息，此不僅強化網路上訊息傳播效果，更重要的是增強了網路輿論的

影響力，並且使得公民社會發展所需要件迅速累積，包括提高社會資本、

強化公民意識以及公共理性形成。整體觀之，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

有別於實體公民社會且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特徵： 

 

（一）訊息傳播網絡化 

此主要係指網路「傳播路徑」與「傳播內容」兩方面網絡化現象。前

者指網路上的訊息傳播路徑與使用者的人際網路互相結合而呈現訊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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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網絡化現象；後者則指網路訊息內容融合了使用者自行生產創造的內容

與大眾媒體內容互相網絡化的現象。在過去電視、廣播或報紙等傳統大眾

傳播當道的時代，個人是在媒介對頻道、時間與傳播內容等多重制約下被

動的訊息接收者，個人的訊息接收與媒介訊息傳送之間並不相關，例如若

某人想要與好友討論新聞內容，則此進行人際溝通的管道與收看新聞的管

道並不相同，若好友沒有看到該則新聞，則新聞討論形同無效。但在各類

網路媒介興起後，其最大特點即是讓網路使用者同時具有接受與傳送雙重

角色，他們可以同時將新聞內容傳送給好友，同時也可以進行討論，所有

的訊息接收與傳遞都在個人的人際網絡內發生。 

 

而由於網路上傳播內容網絡化也使得網路使用者可以根據偏好來選

擇接受訊息，不再受限於大眾媒體的內容控制，這也改變過去傳播訊息來

源單一的情況。在各類網路媒介的技術支持下，網路訊息大部分來自於「用

戶創造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如各類意見、評論、訊息或文章知

識等。網路使用者雖然也會瀏覽像是「新華社」、「人民網」等官方網路新

聞內容，但是越來越多的使用者把時間花在接觸其他使用者創造的訊息

上，他們會搜尋或觀看自己關心的話題並且與發訊息者（無論是否認識）

產生互動，而這樣的訊息交換方式更有利於使用者擴展人際網路。與此同

時，傳統的大眾媒體也逐漸重視網路上用戶自行生產的訊息，許多重大社

會事件就是由此開始，經由用戶自行生產的內容在網路上「口耳相傳」而

引起全國媒體關注，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內容網絡化的結果就是造成政府

管制更加困難，而同時也讓網路媒介成為輿論放大器與民意擴音器。 

    

（二）網路賦權強化網路公民行動力 

網際網路帶來的影響不僅是傳播環境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對使用者賦

權（empowerment）進而促使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網路賦權是指藉由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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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而增加個人或群體支配他人的權力，在某些時候個人或群體甚至可以

透過網路權力反制或抵抗與自身利益相違背的他種力量（何威，

2010:86-7）。而在中國大陸個人政治權力受到限制的環境中，網路科技賦

權更顯出意義。網路除了具備傳統大眾媒體的訊息傳播功能外，更由於網

路具有傳播高效率、靈活、彈性等特質使得其成為重要的民意表達管道以

及民權運動動員的有效工具。儘管網路能否促使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朝向民

主化發展仍有待觀察，但就近年來實際情況來說，網路確實讓公民得到監

督政府、表達意見甚至是集合對抗不公平現象的權力，網路賦權不僅有助

於匯聚民意，毫無疑問的對於建立網路空間中的公共領域以及促動政治改

革也都起了明顯作用（胡泳，2008:330）。 

 

近年來在大陸學界有許多對於網路賦權的相關討論，如范斌（2004）

認為網路賦權分別體現在個人、人際關係與社會參與三種層次；魯力

（2008）研究則發現網路賦權對於個人累積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有明顯幫

助；鄧建國（2007）研究發現使用網路者比不使用網路者更積極參與社會

活動，同時也認為自身參與是有影響力的，網路使用者也表現出更高的網

路信任感；何威（2011）認為網路賦權同時提高使用者對網路內容生產與

傳播行為的能力，包括各類新聞訊息、觀點評論及知識類作品大量出現，

雖然內容零碎但卻成為每位使用者日常生活依賴的訊息來源。另方面，何

威也指出網路科技使得使用者本身也成為傳播媒介，他們透過各種網路媒

介平台發送自己生產的訊息，促使個人表達進入網路公共空間並且很容易

引起他人迴響，而網路社群的出現也加快訊息流動速度。上述因素促使大

陸當局長期掌控訊息的格局發生變化，在網路空間中，訊息控制權逐漸出

現多元化與一般化現象，每個人都可以自我決定要否轉發訊息或製造訊

息，甚至可以自由地在網路上搜尋各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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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公民社會的發展得利於網路本身分權、匿名且靈活的特性，這也

使得網路成為政府唯一無法完全壟斷的媒體，在這種情況下民眾想要獲得

公共訊息的成本降低，網路上訊息豐富且即時讓公民知情權利大為提升，

與此同時，公民們還可以直接在網路上繼續生產訊息與傳播，這是在過去

由國家控制的媒體管道內無法做到的。諸多學者認為，網路賦權讓網路使

用者不再是單純瀏覽內容的「網眾」，而是促使有獨立思想與行動能力的

「網路公民」出現，他們在網路社會擁有平等公民權利，也知道如何利用

網路特質建置社群、凝聚力量，甚至以實際行動對抗專制威權，這對下線

後的實質擴大政治參與產生明顯幫助（陳力丹，2008；胡泳，2008；何威，

2011）。 

 

（三）網路公共領域凝聚輿論力量   

 隨著科技進步，網路使用已經不需要特殊技術，每個人都可以輕易

學會使用網路媒介，如電子郵件收發訊息、申請社群網路、成立專屬的博

客空間或是利用微博發訊息等，而各種網路媒介交互運用也創造出公民討

論或參與政治的網路公共領域，各種政治論壇因應而生，這是中國大陸公

民們首次擁有可以對公共事務進行評論、意見發表以及訊息交換的公開場

域。而隨著越來越熟悉使用網路公共領域，公民們的評論能力也迅速提

升，與此同時公民們透過網路平台介入政府決策過程的影響力也日漸顯

著。 

 

網路公共領域是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除了網路科技確保了

網路公共領域「空間」可免受大陸官方干預侵擾外，更重要的是網路公共

領域展現「公共性」。大多數在網路公共論壇發表訊息者幾乎都跟事件無

直接利益關係，而許多非直接利益的網路使用者，他們參與這些公共事件

討論、主動傳遞訊息或發表評論，主要原因即在於公共理性的認同並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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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透過網路輿論力量將有助於讓事件相關者得到幫助（何威，2011:192）。

近年來，許多網路事件經驗都顯示網路使用者的分享主義（sharism）與開

源（open-source）文化，藉由網路公共領域傳達公共理性，而許多大陸學

者也認為此種發展趨勢網路同樣有助於公民社會發展，如馬云馳

（2011:22-26）認為大多數的網路使用者已經意識到網路公共空間的存

在，並且熟知網路公共領域所具備的溝通交流與批判功能，而此對於使用

者下線後繼續維持公民意識與行動有正面助益；胡泳（2008:331）則指出

網路公共領域對個人政治參與及提高社會資本發揮積極作用，這不僅是公

民社會發展具體表現，同時對加速政治民主化有實質影響。以本研究選取

的三個網路事件個案中也都是在網路上引起民眾大量的參與討論，網路公

共領域充分發揮了匯集民意、訊息交換與評論交流的功能，不僅實現公民

監督政府的權力，造成執政當局處理事件的壓力，同時也有助於傳播公共

理性，這無論對於網路公民社會或公民社會發展都有幫助。 

 

（四）場域多元化 

各式網路媒介均成為網路公民社會的發展場域，包括博客、微博、即

時通、社群網站等媒介，網路使用者不僅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同時利用

多種媒介交互接收與發送訊息，所有的網路媒介不但具備提供公民生產製

造訊息的公共領域功能，同時也是訊息傳播平台，此雙向功能讓網路媒介

的傳播效果要遠超過傳統大眾媒體。Castells（2000:21-23）對此有一番貼

切的描述，他認為「網路展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媒介穿透率；在美國，

廣播收音機花費將近 30 年時間才達到 6000 萬人的涵蓋率；電視則花費 15

年時間達到上述水準，但在資訊全球化推進下，網際網路的傳播效率在 3

年就達到上述目標」。網路公民社會除了管道多元與傳播的超高效率，由

於網路媒介多為匿名使用且可重複申請等特性也造成大陸當局對掌控訊

息的困難，這也使得自由言論得以適時發揮輿論影響力，並成為網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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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迅速發展的利基。 

 

（五）抵抗文化 

網路媒介改變了傳統單向的傳播模式，透過網路媒介，使用者可以自

行選擇與決定接受哪些有興趣的訊息，而不再是受限於大眾傳媒的被動接

收者。網路使用者在政府容許的範圍內，可以在網路專屬的空間中擁有自

由言論權利，自由發表文章、意見或各類觀點並且不用擔心曲高和寡的問

題。而當越來越多使用者習慣使用網路媒介發表意見，並且從中學習不同

觀點與立場的批判評論，他們的身分便不再只是網路上「圍觀」事件的民

眾，以身分別來說，眾多的網路使用者已經從被動的「受眾」轉變成主動

的「公眾」，在網路上主動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討論並且關心重大輿論發

展，而更重要的變化是公民批判意識興起（馬云馳，2011:118）。 

 

網路公民們透過網路輿論放大了社會矛盾與衝突，並且不斷要求政府

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無論網路管制的力道與範圍加強與否，網路公

民透過各式媒介發出社會不平之鳴的行動並未停止，尤其近年來各種網路

事件動輒引起全國關注，網路公民社會的批判性逐漸增強，網路上的「抵

抗文化」也日漸顯著。公民們不僅在網路上爭奪訊息主導權，並且隨時以

反對、批評、質疑者的角度看待各類社會事件，網路公民經常語帶嘲諷、

戲弄或貶抑語詞來形容社會衝突事件特徵，如「天價菸」、「我爸是李剛」、

「欺實馬」、「替黨說話」等，寥寥幾個字卻能快速吸引眾多網友興趣與共

鳴，也喚起大眾對這類網路事件的記憶。人民網在 2009 年進行網路事件

流行語研究，發現網路使用者喜愛使用關鍵詞來描述網路事件，而此種方

式很快地讓事件在網路社會流傳並且進入大眾媒介而成為全國公眾關注

話題（祝華新，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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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斌研究網路事件則認為人們用戲謔的文字來描述網路事件特

徵，很重要的原因是這類形容比較容易喚起其他人的情感共鳴，進而吸引

更多人加入網路事件的討論或參與網路公民行動（2009b:41-43）。根據人

民日報「中國社會輿情年度調查報告」顯示，2011 年網路輿論事件中有將

近一半是屬於社會領域事件，包括官員違法貪污、特權以及關心社會貧富

不均、強凌弱等案件，而在這些事件中網路使用者更聚焦在官員行為與政

府部門處理不當，並且幾乎使用諷刺的語句來描述該事件，而此反諷的語

句也很快成為網路流行語，如「愛寫香豔日記的局長韓峰」、「馬屁哥平主

任」、「著名的辦事員咆哮哥彭輝」、「大言不慚的縣委書記陳曉平」、「我只

為領導服務的交警隊長梁忠」等（喻國民，2011:33），而此也充分體現出

網路公民社會利用反諷或精簡的文字符號來凝聚反抗意念的抵抗文化。 

 

儘管中國大陸仍保持嚴密的網路管制措施，但網路公民社會仍能在強

勢壓力下興起與發展，其原因除了與上述五項特徵有密切關係外，大陸當

局網路管制政策「適時」調控也是原因之一。本研究受訪者即表示「網路

民意是很重要的，現在政府要做的就是讓人民講話、聽人民講話」。而對

於網路管制與言論自由的矛盾，本研究受訪者也認為大陸當局已經出現彈

性調整空間，雖然政府推出各種的網管措施，但實際上還是有保留空間，

讓民意在網路上找到出口。本研究受訪者比喻政府彈性舉措的方式就像是

「拿蒼蠅拍要打玻璃上的蒼蠅」，又要打得準又不能把玻璃打破，即是形

容網路管制要管的恰到好處，但是又不能過度管制把人民意見全堵住了。

不過對於這樣的論點，本研究另位受訪者卻有不同觀察與詮釋。其認為公

民社會的聲音越來越強大，迫使政府管制政策「不得不」適度放手，尤其

是近幾年網路上許多案件與地方官員貪污、耍特權有關，一方面對政府形

象有很大傷害，再者此類事件很容易激起人民共同反感，在政府還來不及

刪除與執行管制，網路上很快就已經出現大量討論並且形成輿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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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爭議 

網路公民社會的發展帶給長久以來實施集權統治的大陸當局前所未

有的衝擊，過去民眾對於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的概念是相當模糊的，但是

網路興起後，衝破政府訊息壟斷與資訊流通管制的局面，民眾可以自由的

交換訊息且人們也找到民意宣洩的出口。但是與世界各國網路發展過程所

遭遇的問題相同，網路對中國大陸社會的影響也如同「雙面刃」，一方面

網路喚起公民意識而且有助於公共領域形成，但另方面網路上也充斥過多

的惡意言論與過度膨脹的民粹思維，此也成為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的爭議與

阻礙。本研究從網路個案、相關文獻討論與訪談經驗中整理出包括代表性

爭議、輿論品質與公共性爭議等三方面對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之批

判，以下分別說明： 

 

（一）網路輿論具有代表性？   

隨著網路對政治社會衝擊力道日漸明顯，「網路輿論是民意反應」的

論點不僅得到官方認同，同時也受到各界高度支持。杜平（2009:6）認為

網路興起讓人們逐漸熟悉話語權，而進入網路沒有門檻限制也使得更多民

眾在網路上集合，網路漸成為民意表達的重要管道；馬云馳（2011:64）認

為中國大陸網路輿論力量已經成功推動社會法治進步，網路民意擲地有

聲，對現實政治體制將產生巨大衝擊。但是網路使用者是否能代表多數公

民？而網路議題是否也與多數公民關心的議題相符？這是網路輿論經常

受到的批判與質疑。 

 

有學者認為網路輿論所反映的並不是真正的民意，尤其在中國大陸公

民社會尚未普及發展的現況下，網路輿論充其量僅能說是民意在長期得不

到正常出口的背景下在網路上找到確實參與感的表現，但這與真正民意仍

是有差別的（胡泳，2008:201）。另方面參與討論的網路使用者是否就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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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有公民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

第 29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調查統計報告，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中國大陸

網路使用者達到 5.13 億人，網路普及率達到 38.3%，這表示大陸民眾仍有

約三分之二是非網路使用者，而 5 億人的輿論是否能代表大眾意見？何況

真正參與網路輿論的人數可能根本不到 5 億人？ 

 

再者，若分析網路使用者人口結構，則可以發現大陸網路使用者具有

以下特徵162：其一、年輕族群居多。根據 2011 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NNIC）調查，大陸網路使用者以 20-29 歲佔最多數，佔全體人數 29.8%，

其次是 10-19 歲佔 26.7%，再者是 30-39 歲佔 25.7%。這也就是說，30 歲

以下的網路使用者超過全體一半約佔 56%。其二、網路使用者以國、高中

畢業為主，此與歐美國家網路使用者高學歷傾向有所差異。根據 2011 年「中

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調查，網路使用者僅有高中畢業學歷佔

33.3%，國中畢業者佔全體 35.7%，而大專以上學歷者僅佔全體使用者的

10.5%。其三、網路使用者以學生居多。根據 2011 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

中心」（CNNIC）調查發現，學生是網路使用者最大群體，佔所有使用者

人數的 30.3%，其次是個體戶與自由職業者，佔全部使用者人數的 16%，

其他如一般公司職員佔 9.9%、失業人員佔 8.6%、專業技術人員佔 8.3%。

其四、網路使用者城鄉差距明顯。根據 2011 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NNIC）調查顯示，城鎮居民的網路使用者佔了 73.5%，農村網路使用

者僅佔 26.5%。 

 

綜上所述，中國大陸網路使用者偏向年輕學生族群；具備國、高中基

礎教育水準且多數人居住在城鎮，這些使用者人口特徵突顯出網路輿論的

生產製造者普遍來說是年輕人與學生居多，而這與普通公民特質有些差
                                                       
162 參考〈第 29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2 年 1 月，頁數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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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此種不平衡也使得學者認為網路輿論與真實民意可能產生落差，若把

網路上的討論視作民意表徵，則可能造成現實誤導與扭曲（胡泳，

2008:214）。 

 

除了網路使用者的人口結構外，有學者也從社會結構因素質疑網路輿

論的代表性。何威（2011:272-9）認為網路輿論的形成不只跟網路使用者

個人有關，其與網路群體行動、輿論環境與社會制度等因素都相關。簡言

之，必須在社會制度制約的觀點下探討網路輿論方才具有意義。而這也就

是說，當網路使用者發出訊息後，此訊息要先成為「輿論」進而凝聚更多

關注而成為「輿論壓力」，這是個人無法辦到了，必須要先有網路社群對

此訊息產生共鳴，接著透過各式網路媒介管道吸引更多人注意，包括傳統

的電視報紙媒體等也都跟進報導傳播，但與此同時，社會制度也將介入傳

播過程，如網路管制政策將影響傳播效果。因此在訊息轉變成輿論的過程

中將受到諸多因素干擾，使得輿論代表性產生爭議，輿論究竟是民意？還

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意見？還是某些社群聲音？或是政府角色也夾雜其

中？ 

 

（二）網路輿論品質  

除了上述代表性問題外，網路公民社會經常受到各界批評的是還有輿

論品質問題。網路的基本特徵在於開放、低成本、互動性高、匿名使用與

反政府控制，而其中匿名使用的機制，大幅鼓勵網路使用者參與發表意

見，這對於網路公共領域形成產生實際幫助。匿名制遮蔽了現實世界中人

們身分的特殊標誌，而僅用符號代碼表明身分讓使得網路使用者更大膽的

評論與發言，快速累積網路傳播能力。儘管如此，匿名發表仍出現不負責

任的嚴重問題。由於網路討論的環境很難建立言論責任制，使用者面對的

是一堆文字並非個人，這也容易讓使用者發生不負責任發言的情形，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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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論壇、聊天室或個人化博客與微博系統上，經常可見各種不負責任

的言論，許多使用者來來去去不一定留言評論，但某些時候使用者又會將

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搬運到其他網路媒介繼續傳播，致使網路上出現假消

息、詐騙或網路流言等嚴重衝擊網路輿論品質。 

 

本研究的受訪者認為大陸當局實行網路管制的目地之一也是為了把

關網路輿論品質。受訪者指出，近年來發生多次網路上的假消息事件，不

但影響網路信任問題，更實際的影響地方社會發展。他指出在本研究訪問

的前兩天，網路上最新消息傳出河北保定的魚蝦水產品出了問題，呼籲大

家不要買不要吃，結果當地政府兩天後馬上出來澄清，向人民說明這些水

產是沒有問題的。為了因應各種網路輿論，政府的動作確實加快了。但網

路訊息一傳千里，很多時候政府還來不及反應，損失便已經造成。本研究

另位受訪者則舉例，2008 年 10 月網路上流傳「四川廣元的柑橘出現疫情，

告訴家人的朋友不要吃橘子」的訊息，透過手機簡訊及各類網路媒介，這

消息很快傳遍全國，短短時間造成四川橘子市場急速萎縮，當地農民保守

估計損失超過 15 億人民幣。後來經過農檢單位反覆查驗，並未發現四川

橘子具有網路上所說的「毒害」，但網路謠言已嚴重影響民眾拒吃四川橘

子，迫使農民只好另謀生計。 

 

而越來越多的網路假事件也讓大陸當局加強整頓網路內容的決心，但

更值得注意的是網路假消息減低了民眾對網路訊息的信任感，當使用者對

網路輿論懷疑不具信心，對於參與討論的意願也會大打折扣。在本研究個

案「大連市民抗議 PX 石化廠事件」中也出現類似爭議，當網路上過度誇

張和扭曲石化廠對人體的毒害威脅，此很容易激化民眾情緒且引發更多不

理性的言論或行動，但也影響各界對網路輿論正確性和信任產生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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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公共領域爭議   

網路興起後讓大陸民眾從被動的訊息接受者轉變成主動的發言者與

參與者，且在網路公共領域積極展開傳播行動。隨著不同網路媒介所形成

的網路公共領域，提供所有網路使用者發言與批評的管道，人們因此得到

全新的監督政府權力並且利用公共話語權影響政治社會運作。在此，網路

公共領域特質與過去哈伯瑪斯主張的公共領域內涵是有差別的，學者認為

20 世紀網路發展後的公共領域已經不再與特定具體的場所或地域發生關

聯，而且原來單一性質的公共領域，在網路媒介多元的時代也出現多個網

路公共領域並存且交互影響的現況。另方面，隨著網路公共領域普遍發

展，也逐漸出現網路公共領域公私界限模糊不清的情況，如「公共領域的

私人化」以及「私人空間的公共化」經常導致網路輿論是否具備「公共性」

爭議（Dijk,2006:173； Keane,2000:70-89）。對於網路輿論公共性的爭議主

要來自幾方面：一是有學者認為在網路訊息爆炸的時代，網路訊息要得到

大眾關心就跟在大眾媒體時代要得到觀眾注意一樣的困難，因此就跟大眾

媒體一樣，金錢將成為決定誰的聲音能在網路上被聽到的關鍵

（Keane,2000:76）。二是網路上並非所有參與者都是有想法的，多數網路

使用者容易受到「偏見」影響而導致群體級化（group polarization）的情況

產生（Sunstein,2001）。三是從網路使用結構分析，有學者認為網路其實與

大眾媒體模式並無太大差別，充其量只是聲音比較多元，但使用者結構是

並 沒 有 太 大 改 變 ， 網 路 上 依 舊 是 缺 少 民 主 且 不 平 等 的

（Barabasi,2003:56-57）。 

 

以上的批評在中國大陸陸續得到網路研究者的重視，學者們也各自對

於中國大陸網路公共化問題提出不同看法，然相同之處在於研究者都提出

對網路使用者過度級化的擔憂。如陶文昭（2007）、胡泳（2008）均認為

網路上確實存在使用者傾向搜集同類訊息或是偏好前往志同道合網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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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而這將導致訊息過度「窄化」以及網路觀點與行為更為偏激，而其

所討論的議題也距離真正的「公共議題」越來越遠。但是另方面持不同觀

點的學者認為，在中國大陸整體保守、缺乏民主概念的大環境下，網路上

存在的偏激言論總比過去無聲無息的大眾要好得多，無論討論的議題是否

屬公共性（況且對於網路議題的公共性爭論都未停止），此對人們公共理

性與公民社會發展仍是非常有幫助的（何威，2011:106）。 

 

儘管對於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的代表性、輿論品質或公共性等引起

學界不同辯論，但毫無疑問的，網路發展確實帶給大陸公民前所未有參與

感，人們可以自由的瀏覽各式各樣的網路話題並且自由決定要否參與討

論，此不但鼓勵了人們獨立思考，同時促成網路上意見呈現多元化並且解

構了威權體制下的訊息控制局面。本研究同時也觀察到大陸網路公民社會

兩項值得探討的趨勢現象：一是網路上匿名與真實的界限逐漸模糊；二是

網路意見領袖興起與影響。 

 

一般說來，由於網路上僅用符號或代碼的匿名特質，大幅度鼓勵人們

在網路上暢所欲言，但是隨著網路技術進步與各式應用系統的普及，網路

使用者利用各種網路媒介確實得到搜尋資訊與意見發表的權力。但另方

面，越頻繁的使用網路媒介的結果就是將更多的個人資料置入網路中空

間，使得個人在無意中將自己曾經在網路上瀏覽、評論或發表意見的紀錄

毫無掩飾得留在網路世界並且可供他人任意搜尋。近幾年，大陸網路上流

行的「人肉搜索」事件即是一例，網路使用者從一點蛛絲馬跡便可以在網

路上搜尋與當事人或事件相關的所有資訊，經過網友蒐集、整理與組織歸

納並且公諸於世，網路使用者的身分已經越趨向真實與固定，網路上的「匿

名」似乎已沒有太大意義。然而「人肉搜索」的興起也不全然負面，更多

的網路使用者因此對自己的網路行為更加謹慎，「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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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科技賦予人們更多自由言論空間的同時也相對帶來網路輿論前所

未有的約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網路意見領袖興起的現象，而這也使得網

路上訊息流動發生不平衡情況。雖然網路上隨時有上百萬條訊息流動，但

仔細檢視後可發現真正能形成輿論的有用訊息量並不多，而這些有用訊息

往往來自於網路意見領袖。由於中國大陸網路使用者的知識、能力與關心

的話題都不一樣，因此很容易出現「跟隨」（Follow）情況，尤其在個人化

的博客、微博或網站論壇中經常可見到參與度高、批評強力且主動積極的

知名評論者出現，他們發表的言論流覽率高、被轉載率高，甚至成為大眾

媒體引用的評論來源。曾有學者嘗試分析大陸各類的網路媒介上的意見領

袖群，結果發現存在於博客、微博、即時通或社群網站上的意見領袖真實

身分多為學者、專家或媒體工作者，這些人比一般大眾具備更高教育水準

且對時事具有獨立意見，他們通常寫作能力強、反應快並且洞見深遠，寫

出的評論文章往往能幫助其他網友累積知識，甚至是具有新聞「附加價值」

的作用，因此吸引更多網友點閱流傳，或成為固定閱讀群眾（向芬，

2011:224-225）。網路意見領袖興起對於傳播特徵與網路輿論產生複雜作

用，過去網路研究者認為的網路訊息平等傳播的特質似乎正發生變化，因

為有網路意見領袖，讓訊息的流動方向從較有訊息製造能力的「菁英」往

「一般大眾」流動，因此當人們討論網路輿論的影響力時，究竟是討論所

有網路使用者的輿論影響力？或是應該討論網路輿論中意見領袖的影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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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爭權行動及影響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的快速發展可視為實際公民社會成長的具體

表現。公民藉由網路傳播公民意識並且在網路上展開公民行動，公民權利

得以具體實現。而從本研究選取的三個網路事件經驗中也確實發現網路公

民社會的發展並非是單向的，如果公民僅具備網路使用技術而缺少公民意

識仍無法促成網路公民社會發展；另方面，若大陸當局處理各種網路事件

的態度都是無條件的緊縮管制，則網路公民社會也沒有持續發展的可能，

因此網路公民社會可說是網路科技在網路經濟市場、實體公民社會與國家

管制政策間互動下所形成的新式虛擬型態社會。而本研究目的除了探討在

資訊全球化影響下逐漸興起與發展的網路公民社會外，也關心中國大陸網

路公民如何藉由網路爭取參與社會治理的權力，而當公民獲得權力之後又

將影響網路公民社會與國家的互動關係發生何種變化，大陸當局又該如何

回應？均是本章探討重點。由於中國大陸實施中央集權統治，國家掌控大

部分政治資源，因此社會是屬於國家的「附屬品」，不僅力量薄弱且缺乏

獨立行動能力。然而經濟發展帶動社會進步，公民意識與網路科技相結合

後不僅成為網路公民社會發展基礎，同時也成為近幾年研究中國大陸民主

化的學者們高度注意的關鍵因素。李酉潭教授認為中國大陸網路與手機快

速發展，其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網路已成為中國大陸人們最常使用來溝

通互動的平台，同時也成為人們訊息傳遞的重要管道，這無論對於中國大

陸政治社會化或社會運動動員、政治動員都產生明顯作用（李酉潭，

2011:95-96） 。網路普及發展加速了公民意識的凝聚，每當社會衝突事件

開始在網路傳播，民眾很容易受到情感因素影響而被動員起來，進而使得

事件當事人或團體（或網路上的聲援者）藉此得到足夠的資源而可與政府

進行協商。簡言之，網路發展除了具體提升中國大陸「社會」的位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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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影響「國家─社會」互動關係發生轉變，而這將對中國大陸民主

化造成何種影響也成為近年來學界關注討論的焦點。本章將分為三小節，

先探討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的權力來源為何；其次討論在網路公民爭取權力

的過程中也同時影響「國家─社會」互動關係產生變化；最後則是討論當

網路公民爭權行動與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確實改變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之

際，對於推進中國大陸民主化又將有何影響。 

 

第一節  網路公民的權力來源 

網際權力（Cyberpower）是學界在探討網路對政治社會的影響力時經

常使用的名詞，這是從權力概念延伸而來，探討在網路虛擬空間裡權力如

何形成與使用。網際權力的來源不只是個人擁有電腦滑鼠等設備或具備上

網能力而已，更重要的是個人對網路虛擬社會產生了歸屬感，無論是加入

網路社群與在網路上發表言論，使用者認為自己已經是網路社會的一份

子，並且可以在網路空間裡享有組織結社或言論自由。對網路使用者來

說，網際權力就像個人的所有物品一樣，可以任意支配並且具可操控性

（Jordan,1995:13）。在先前文獻分析中，本研究已分別從個人與社會的角

度討論網際權力的意義，且相關文獻多以西方國家觀點探討網際權力來

源，然而這是否適用來討論在中國大陸威權政治體制下網路使用者所擁有

的網際權力則是值得討論的。而本小節根據文獻與訪談結果，主要討論在

經濟、社會與政治環境變動下的網路公民們如何看待網際權力，以及嘗試

找出網路公民們認為的網際權力來源為何。而本研究歸納網路公民的網際

權力主要來自以下三方面影響：其一是來自資訊化發展與網路逐漸普及帶

動網路公民權力意識增長；其二是改革開放後公民社會日漸發展也對網路

公民自我權力認知帶來正面影響；其三是來自於政府對處理網路事件態度

改變，其具體表現是管制政策出現彈性微調，而這也使得網路公民受到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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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並且鞏固網際權力理念。以下對於網際權力來源與影響分別討論： 

 

一、資訊化建設發展影響 

受到資訊全球化刺激，過去十年間大陸當局以「大力推動國民經濟與

社會信息化」為主要目標，不僅在資訊化建設方面成果顯著，各產業的資

訊化應用也有長足進步。2010 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簡稱十二五計

畫），其中更明確設定接下來的五至十年間，中國大陸的資訊發展策略將

朝向三個方向努力：構建下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加快經濟社會信息化；加

強網絡與信息安全保障。而此全面提升資訊化應用的政策充分表現出大陸

當局對資訊全球化的積極回應態度。 

 

由於大陸當局將資訊化建設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此將「可

視化」、「網絡化」、「智能化」163做為資訊化建設重要任務目標，藉此加速

經濟轉型與建設資訊化社會。而近幾年在官方強力政策導引下，中國大陸

資訊化建設發展快速，其不僅是資訊化骨幹設施遍及全國，資訊化設備使

用也迅速普及。以過去十年為例，資訊化建設發展超過十倍以上有：行動

電話用戶數，從 2000 年 8526 萬戶增至 2010 年 8.59 億戶；家戶與企業電

腦設備數量從 2000 年 2200 萬台增至 2010 年 2.6 億台；大陸網站數量從

2000 年的 26.5 萬個增加至 2010 年度 279 萬個。而進一步分析資訊化建設

成長二十倍的則包括有網路使用者人數，從 2000 年的 2250 萬人增加至

2010 年 2.78 億人；網路普及率在 2010 年達到 34.3%；中國域名數從 2000

年的 12.2 萬個增加至 2010 年的 866 萬個，增加幅度達七十倍多（周宏仁，

                                                       
163 「可視化」指電信發展技術從早期的「聽得見」目標轉為「看得見」，且此不僅表現在人與人

的溝通互動上，更是指利用科技突破地理空間限制，讓人們在全球各角落都可彼此看得見，

此亦促使寬頻與移動式通訊快速發展。「網絡化」是指透過網路科技使訊息自由流通且無所不

在。「智能化」指訊息系統從早期目標僅是蒐集與分析功能，轉向成透過各種數學模型與計算

而協助人們經濟生產或訊息管理，如雲端計算、物聯網的發展等。（周宏仁，2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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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4）。 

 

上述的資訊化建設發展都是可統計、有形且具體的，而資訊化建設帶

來的無形影響則是隨著資訊化設備普及與各式網路媒介問世後，越來越多

使用者將網路社會視作現實生活的延伸，不僅對網路資訊更加依賴，對於

網路社群也越產生歸屬感。與此同時，當個人越來越容易取得資訊產品並

隨時可以進行網路連線，個人也將越來越感受到網際權力，本研究的受訪

者指出「過去人們會很驚訝地發現自己可以上網，並且很容易滿足觀看網

路上的各類訊息，無論政府管制嚴格與否，可以上網流覽訊息已經是很大

的改變」。但是隨著電腦設備、手機普及，更相對提高人們對於「網路使

用權力」的要求，本研究受訪者指出，近幾年經常聽到的是人們說的是「為

什麼不能」，比如為什麼不能連線到某網站、為什麼不能發言發帖、為什

麼要管制網路、為什麼不能討論等等。此充分說明網路普及化讓網路使用

者將網路使用權力視作自己可決定與支配的權力，如在網路上個人可以自

由成立社群或加入他人社群，同時也可以自由加入某些議題討論或不加

入，而穿梭在網路上大量訊息流動的同時，自由選擇也強化了使用者對訊

息支配權，無形中鞏固個人的網路使用權力。 

 

簡言之，網路科技所具備的平等、即時、無地理空間限制等工具特質

是中性且未帶有任何權力意識，但是當網路科技工具與現實社會價值發生

互動後，即促使網路科技特質產生質變。個人可以隨意的變化身分在網路

上自由行動，且由於網路去中心化、無階級的結構特性使得網路使用者可

以任意流覽訊息與發言，不必在乎自己的性別、學歷或收入高低，網路特

質排除了有形社會結構的限制，讓個人從擁有上網能力開始即獲得網際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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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公民社會的示範作用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伴隨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發展，使得過去長

久以來只有國家政府而缺少社會與個人角色的社會結構發生改變。市場經

濟發展進一步刺激個人的主體意識與權利觀念，即使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

道仍然非常強，同時也嚴格限制個人言論與訊息傳播，但各式各樣的公民

組織仍持續興起，並且逐漸成為基層力量匯集來源。越來越多的非營利組

織脫離政府資助而獨立運作，他們在中國大陸的自由民權運動中扮演非常

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追求民主自由、倡導社會公平正義，另方面也為基層

弱勢群眾發聲並且倡議維權概念（李春玲，2008）。 

 

先前已討論過網路興起後對公民社會運作所產生的推進作用，而網路

具備雙向互動特性，當網路興起對公民社會產生影響的同時也代表實際公

民社會將對網路公民社會產生影響，尤其對於網路使用者體認網際權力也

將帶來示範作用。本研究受訪者認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讓中產階級與知

識分子興起，雖然他們本意上並沒有要打破原有的政治秩序，但當越來越

多的社會衝突發生而且可能損及這些中產階級經濟利益時，他們即不得不

站出來行動以維護自權益。受訪者也指出，過去多數維護權益的行動都在

缺少社會資源的情況下失敗，但卻因此帶動公民意識萌發，甚至成功的將

維權思維帶入了網路社會。有學者觀察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社會與國家

互動關係指出，中國大陸正經歷從「權力單極結構」朝向「權力多極化」

的過程發展，即是政治領域權力正在減弱，而社會與經濟領域的權力逐漸

加強（康曉光，1999）。而隨著經濟市場、社會與國家三者間權力關係改

變，即使仍受制於國家威權壓力，但公民社會獲取權力的能力與需求都在

快速增加。 

 

一般說來，公民對基於相同利益或信仰而組成的社群團體往往具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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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歸屬感，他們密切的與理念相同的成員互動，並且積極參與公共生

活、關心國家政治事務。學者認為公民社會對於促進社會自治有很大幫

助，主要原因在於下列幾點：其一，公民社會強力主張社會公平正義，重

視人權並且鼓勵民眾參與公共討論；其二，公民社會的發展提供弱勢地區

公共服務，許多公民組織甚至參與地方政府治理，尤其關心扶貧與協助貧

窮地區教育、婦女保護或農民工人權益維護，非營利的公民組織貢獻良多

164；其三，公民社會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提供來自基層不同聲音與意見，

並且透過各種管道傳達對政府決策的建議與訴求。簡言之，公民社會透過

各種方式將他們的訴求或是關心的議題轉變成政策問題，例如舉辦聽證

會、學術討論會、論壇或利用大眾媒體，甚至是藉由國際力量引起大多數

民眾與政府注意，並且在許多時候公民行動已成功影響政府決策，顯示公

民社會確實產生影響力（諸松燕，2008）。而隨著網路迅速普及，網路公

民也其公民社會經驗置入網路社會，而此也成為個人網際權力來源之一。

如在 2007 年「華南虎」事件，網路公民發揮知情權，圍繞老虎照片追蹤

真相，最後成功地揭發地方政府的欺騙行為；2008 年「天價菸」事件也是

網路公民群起行動，透過輿論力量反制貪官與特權結構，與此同時也展現

出網路公民社會自發地監督政府、限制公權力濫用的公民意識逐漸茁壯。

2010 年因為「我爸是李剛」事件而引起網路湧現對於「酒駕」的輿論撻伐，

此也直接影響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正式頒佈《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

定》，提高酒駕違法行為的罰則，並且在 2010 年 4 月 1 日正式實行。網路

使用者將公民社會的經驗與感受帶入網路社會，因此在網路上有越來越多

公民表達對政府決策的不滿意，如醫療、住房、收入、教育等批評意見幾

乎每日見諸於各大論壇。此外網路公民們也開始透過網路輿論力量試圖影

響政府調整或修改決策，此從近幾年網路事件的發展來看，有明確目標的

                                                       
164 根據清華大學 NGO 研究所調查發現，中國大陸有將近 21%的獨立非營利組織活躍於農村扶

貧開發，並且與地方政府、國外 NGO 組織共同合作協助改善地方貧窮問題，這些組織並且

成為地方政府重要合作夥伴（李凡，2010: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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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公民行動多半可以成功地影響政府決策並且引起全國關注。 

 

三、政府對網路管制政策的調整 

有關中國大陸網路管制政策的理由、執行方式與影響已在先前篇章深

入討論。簡言之，大陸當局對於新興網路媒介的態度，一方面是積極推動

新技術研發與應用，充分發揮網路科技對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功能，但是另

方面也不斷加強對網路內容、訊息傳遞的管控，盡可能防止網路上有害與

非法訊息對國家社會發生負面影響。然而事實上，網路管制與發展經濟是

相互矛盾的，如何在積極擴張網路經濟的同時又要全面掌控網路內容，這

成為大陸當局近年來發展網路經濟市場經常遭遇到的難題。本研究的受訪

者也認同大陸當局在執行「全面擴展網路經濟」的任務目標下，經常對「管

制」力道的拿捏感到頭疼。原因是現在中國大陸網路經濟仍是以「眼球經

濟」為主，即是「什麼東西吸引人，我就放什麼東西」，網路經濟發展最

重要的是指標是「點閱率與網站人數流量」，因此假若政府過度限制網路

內容將不利於經濟發展，這與其他自由民主國家是相同的；但與其他國家

又不一樣的是中國大陸市場經濟還是必須在國家統領下進行，不可能完全

放任市場自由發展，站在穩定社會秩序的立場上，網路管制還是有必要

的。也就是說，大陸當局在考量技術上做不到全面監控，而實際上又得避

免過度管制而影響網路經濟發展，即在這一退一進之間出現了網路管制政

策執行面上的「彈性」（resilient）表現。 

 

網管政策的「彈性」表現也得到本研究另一位訪談者認同，受訪者認

為網路興起後加快了公民社會發展，公民施展對抗政府的力量是明顯的，

相對的也讓政府極度不適應這樣的權力競合，但這是走向現代化國家的必

經途徑，因此無論主動或被動，政府都得打破過去「穩定壓倒一切」的舊

思維，正視公民力量，學會聽人民聲音，而這也是大陸當局與公民分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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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權力的契機。本研究發現，雖然官方並不認同這是權力「分享」，而寧

願用「聽人民聲音」或「傾聽、蒐集民意」來形容大陸當局適度的容許網

路上的自由言論165，但就其威權治理慣性而言，允許網路輿論力量興起並

且政府在某些時候也選擇站在社會資源較弱勢一方的立場，這已體現在資

訊時代趨勢下大陸當局治理模式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是有條件、適度、彈

性且實質地讓公民擁有部分治權。 

 

儘管在許多學者專家的眼中，中國大陸至今仍是「管控重於一切」，

中央政府隨時可以切斷國際網路並且封鎖網路公共領域，但實際上為了刺

激經濟成長，政府對於支撐經濟市場的網路輿論（或民意）經常與政府治

權發生互動拉扯的情況也逐漸感到習慣（Lagerkvist,2010:262），而結果是

造成政府治理技術（Governmentality）產生改變：在面對威脅統治威權的

網路事件時，政府將毫不考慮嚴厲執行輿論控制；但對於多數不具影響統

治體制的網路事件，政府的態度是開放的，不僅容許網路各式輿論出現，

甚至是默許各種訴求的網路抗爭行動。僅管這並非大陸當局發展網路的本

意，但為順應社會進步而進行的策略調整不僅顯示中國大陸國家權力向社

會階層移轉現象，與此同時也鼓勵了網路公民行動，並且使得網路公民意

識更形鞏固。 

 

第二節 網路社會與國家權力互動關係變化 

各界對於「網路改變中國」的看法至今仍未有定論。有學者認為網路

作為新興媒介，雖然不能保證讓大陸威權體制朝向民主政治發展，但網路

興起確實鼓勵公民發出自己的聲音，並且在形成公共領域上扮演重要角色

（胡泳，2008:330）。本研究受訪者也認為「網路確實改變中國」，尤其近

                                                       
165 從本研究深入訪談經驗中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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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出現許多網路使用者自願發動或參與網路行動，而且這些網路行動也

發生實際社會效果，這使得線上社群（online community）與線上社會運動

（online social movement）受到很大的鼓勵，而公民力量也透過網路迅速

茁壯。不過仍有西方觀察家認為「網路改變中國？」仍應該是疑問句，理

由在於其嚴格執行網路管制已經讓網路社會淪陷為網路集權統治社會，所

以網路上看似自由的言論表達，背後仍受制於政府高壓監控，社會與國家

權力關係並未發生改變，無論在現實社會或虛擬的網路社會，政府控制仍

然重於一切（Lagerkvist,2010:306-8）。 

 

即便學界對網路影響中國大陸社會的看法不一，本研究觀察認為，雖

然至今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影響力仍無法強大到與政府相抗衡，而且隨時

受制於政府監控，但是相較於過去寧靜的公民社會，無疑地在經歷網路新

科技刺激下的公民社會已經迅速成長且一次又一次與國家權力發生明顯

激烈碰撞。Mainwairing（1992:298）認為政治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是兩相

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在威權體制內對社會壓抑的舒緩以及公民自由權利

的擴張；後者則是指政治體制朝向民主政治轉型發展。據此，中國大陸在

歷經近二十年的網路科技衝擊與影響，某種程度可以說已逐漸走向政治自

由化的發展趨勢，但各界關心的將是網路科技對於涉及政治體制變革的政

治民主化將產生何種影響（或已經影響？）均是本研究討論重點。本小節

將依據文獻與訪談結果先整理出網路公民社會與國家權力競合的變化特

徵，並且探討網路公民社會本質有何變化；其次討論網路公民社會與國家

互動模式的改變；最後則討論國家因應網路公民社會權力變化所進行的理

性選擇。 

 

一、網路公民社會「無組織的組織化」發展 

嚴格說來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並不十分順利，至今雖然獨立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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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組織已漸受重視，但大陸政府對於民間組織的態度並非友善，甚至從

一開始即採取消滅與壓制的方式，試圖淡化公民社會影響力，削弱民間組

織發展。但是改革開放發展三十年來，隨著經濟市場成長同時也帶動社會

自我組織化，民間組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官方利用註冊制度的嚴格

控管下仍然持續成長，顯見民間力量並未因政府不斷施壓而漸趨微弱，相

反的民間力量是更加活躍與逐漸壯大。 

 

本研究的其中一位受訪者長期觀察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研究，他認為公

民社會之所以能突破政府限制而迅速發展，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沒有組織

的組織力量」發揮影響。此概念來自於美國觀察家 Clay Shirky 在 2008 年

的著作〈Here Comes Everybody :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中指出在網路發展後，無形的組織力量深刻地影響現代社

會、經濟與政治各層面運作，本研究受訪者認為這種看不見的組織力量早

在 1990 年代初期即已成為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型態。由於大陸當局對

公民社會採取壓制態度，自然地促使公民社會尋求另種生存發展空間，各

式民間力量在對外是「沒有組織」的型態下實質地又進行「組織活動」，

例如村民對政府強徵收土地感到不滿，便聯合起來向政府抗議要求；社區

管理委員會要調漲管理費用，社區居民便聯合起來反對管委會。諸如此類

的以基層民眾為基礎的民間組織越來越多，且範圍擴及城鎮與農村，這是

最基層社會組織化的開始，也是學者認為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的根基

（李凡，2010:326）。 

儘管大陸官方公開對外表示要持續強化社會參與、傾聽民意，但事實

上並不鼓勵也不樂見公民社會如此迅速發展，此從大陸當局不斷推出限制

民間組織申請登記的制度手段即可看出。本研究的受訪者指出，很多次在

對民間組織管理的討論會上感受到壓力，包括「公民社會」四個字的使用

都被禁止，這顯示出大陸當局對日漸興起的社會力量普遍感到焦慮，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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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種方式控制社會組織成長，而最好的狀態就是維持現狀讓社會依賴國

家，而不是助長社會力量無限制發展。但大陸公民社會已自然地朝向組織

化發展是不爭事實，即使整體看來公民社會組織化力量仍微弱，尚未能出

現跨省市、跨階級、跨行業或甚至全國性的社會組織出現，但在型態上已

普遍出現二級式（secondary level structure）的公民社會組織，這些絕大部

分是未經政府許可而是屬於基層民眾自發性組成的小團體，為了某些共同

理由而組織起來與政府對話。 

 

公民社會組織化能力與公民社會對國家的影響力有直接關係，公民社

會的組織能力越強，則其與國家政府對抗的力量也越大。然而如前所述，

中國大陸公民社會是在政府壓力下掙扎成長，雖然經濟成長與社會進步等

外在因素刺激了公民社會力量興起，但論其組織化能力仍然偏低，而很大

的原因即在於政府仍嚴格的控制公民社會組織發展。而同樣的情況，網路

公民社會在新科技與各類網路媒介的推波助瀾下很容易且自然地進行組

織化發展，而與實際公民社會不同之處在於：網路公民社會的組織化是非

常快速的、無形的、具有社會影響爆發力，而且政府更不容易掌控與壓制

網路公民社會的組織化發展。然而相對的，網路公民社會的組織化過程也

可能是脆弱且容易潰散的，而由於匿名參與也可能導致組織化過成之出現

網友偏激意見、互相衝突而使得社群組織化偏離初衷。 

 

網路興起後對實際公民社會組織化產生幫助，新科技使得受制於政府

壓力的民間社團可以透過網路而進行組織化發展，此有助於讓分散的民眾

力量重新組織起來集體行動，並且在短時間內即可匯集民意發揮社會影響

力。網路公民社會組織化的特點在於其虛擬表現，客觀上是真實存在但卻

又無形無法掌握，任何一位參與網路社群組織的使用者都可以隨時變化身

分重新加入或任意退出，這也增加大陸當局控制網路社群的困難度，本研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與國家權力競合關係之研究 

 216

究的受訪者即表示，現在官方面對的是一群隱形、虛擬運作但卻真實存的

網路組織力量，這些團體或社群沒有登記因此無從要求解散，他們可能因

為認同某社會事件而快速組織起來，但也可能一哄而散，此種鬆動形式的

組織也是大陸當局治理網路的一大挑戰。 

 

本研究受訪者認為，與其如本研究使用「無組織的組織化」發展來形

容網路公民社會的組織化特徵，不如用「無需動員形式的動員」（mobilizing 

without mobilizing）來形容更為貼切。受訪者認為在中國大陸網路社會已

經出現不需要刻意動員卻有實質動員效果的現象，這對於網路公民社會發

展，甚至是公民社會發展都有很大助益。儘管大陸當局適度的容許網路社

群組織化，但當這些組織過度發展而可能造成社會失序或觸碰危及國家安

全的底線時，政府仍會施展強力管制措施甚至可能是一刀切斷所有對外網

路（胡泳，2010）。整體來說，網路公民社會得利於網路科技與實體公民

社會組織化而逐漸表現出無組織化的組織力量，一方面網路使用者可以自

由任意地加入任何組織而不需要登記或繳費，匿名使用也讓參與者更放心

也願意上網發言討論；同時，組織化行動也可以隨時結束，即使失敗未達

成目地也無仿，因為參與網路本來就是低門檻、低成本，這種幾乎「免費

的失敗」大幅度強化網路公民社會組織化發展能量（Shirky,2008:210）。 

毫無疑問的，網路科技成為公民社會組織化發展助力，但學界對此也

不全然樂觀，甚至指出網路科技可能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組織化發展的「阻

力」。其理由在於網路使用者的媒介素養似乎無法追上新科技的發展速

度，網路暴民、真假訊息等負面問題往往強化政府對網路管制的力道與決

心，斷訊、封網、關鍵字過濾或限制使用搜尋引擎等經常成為大陸當局反

制網路公民社會組織化發展的方式，而維護網路社會秩序與打擊惡意輿論

更使得網路管制具足正當化理由（Shirk,2011:1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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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公民社會日漸增強對國家的監督與對抗 

中國大陸政體長期屬於中央領導的集權統治模式，即使在改革開放過

程中大陸當局多次提及政治革新，但因牽涉複雜權力分配，使得政治改革

步調向來是保守且緩慢的。90 年代網際網路興起與發展後強烈地衝擊大陸

威權體制，此種由外而內的影響力迫使大陸當局正視政治革新的必要性並

且加快政治改革步伐（何威，2011:264）。而由於網路科技不斷顯現其強化

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的作用力，使得學界對於網路帶給中國大陸國家與

社會互動關係轉變的相關研究數量多，近年來常見的是論述包括關於中國

大陸網路公民如何突破黨意識形態與政府管制法規，而成功地獲得言論自

由並且展現民權思想（Lagervist, 2006: Zheng, 2008; Yang, 2009; Herold, 

2011）；而傳播學者也從傳播理論分析網路傳播如何影響社會變遷，結果發

現因為網路的普及使用，使得下層社會資源較貧乏者（poor）有了對抗政

府的武器（Qiu,2009），宗教信仰與團體也因為網路使用獲得實質自由

（Wielander,2009）。另方面，部分學者也從大陸當局推動資訊化建設的目

的、歷程與成果探討國家與社會互動發生何種改變（Dai 2000;Wong & 

Nah,2001）；以及部分學者從國際關係角度廣義的討論網路如何改變中國大

陸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Menguin,2004:Damm&Thomas,2006）。 

 

儘管各界對於網路如何促使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轉變的討

論內容不一，但總的來說，網路改變了中國大陸長期以來社會是「無聲」

的局面已是事實，雖然學界對於社會「有聲」程度與力量彰顯仍爭論不休，

但對於「社會已發生改變」卻是高度受到認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

大陸是沒有實體公民社會型態，社會是國家的附屬品，一旦脫離國家掌

控，社會即無法獨立運作。但是隨著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國家逐漸需要

進步獨立的社會提供服務，因此社會角色逐漸從國家控制下分離出來且迅

速成長茁壯。雖然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確實已經形成且可以獨立運作，但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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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來看公民社會仍然是被威權政體所制約與監控，即使公民社會本身已開

始組織化，也在許多地方性的維權事件中成功地對抗政府，但整體而言中

國大陸公民力量仍偏弱小。本研究受訪者認為，外界看中國大陸的公民社

會總覺得「未成氣候」，但事實上，這些組織化且能發揮作用的公民社會

已經改變了過去中國社會依附國家的模式，不僅社會力量增強了，同時也

越來越獨立，這從近年來大陸各地不斷發生的社會衝突事件即可明白。 

 

當公民社會獨立性越來越高，相對也不斷地向國家政府要求聲張公民

權益。而事實上，公民社會爭權的另一面正代表了公民開始要求限制與約

束國家權力，但大陸當局至今在解決國家與社會衝突問題時，始終不願意

授與社會真正的權力，經常是採取限制與壓抑社會的作法來解決各類衝

突，而這也使得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呈現緊張狀態。簡言之，大陸當局仍

藉由經濟發展取得統治合法性，只要經濟不斷成長、國家力量就強大，政

府管控的統治手段也就理所當然（Lagervist,2010: 15），且長期以來大陸當

局不願釋放出讓社會能更與國家的對話權力，忽略解決社會衝突的協調機

制，其結果就是讓社會持續地受到國家或利益集團侵害，而社會與國家衝

突事件也不斷上演。 

 

本研究受訪者認為現今中國大陸社會與國家的矛盾衝突幾乎存在各

個領域，因為國家幾乎在任何方面都要跟社會搶奪利益，舉凡土地、收費、

各類稅收或甚至是思想、教育等，因為社會缺少基本權力，很自然地就會

群起反抗。而公民社會與國家的衝突模式在網路問世後，也很快地從現實

社會延伸到網路社會。先前已討論過網路科技如何增強了公民社會能量以

及賦予公民自由表達的權力，在網路科技加持下，過去被政府官員或利益

集團欺負的老百姓們不再束手無策，網路社會即成為普通百姓對抗那些社

會權力遠超過他們的政府官員的最佳場域。公民們透過網路媒介得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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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自由地抒發意見並且與政府進行對話交流。而在許多維權事件中，

網路媒介也很快地能建構起來自於其他網路公民的「集體認同感」，更強

化網路輿論影響力，甚至促動網路動員。部分學者認為此象徵網路公民社

會已成功帶動中國大陸社會的「新民權運動」（劉績輝，2007；孫緯，2008），

並且衝破長久以來國家凌駕社會的局面，在網路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

的運作邏輯下166，網路公民社會已具備監督政府、平等與國家對話的能力

與權力。 

 

網路公民社會的部分基礎來自於實際公民社會運作，但網路公民社會

與國家互動關係並非如實際社會與國家互動從「從依附到獨立」或「從合

作到抗爭」（李凡，2010:324-357）。網路在 90 年代快速興起發展後，中國

大陸的網路公民社會所呈現的即不是依附國家或與政府合作的聽話社

會，相對的，隨著經濟發展與快速擴展的網路公民社會，公民們依靠各類

新式的網路媒介進行監督政府，並且一次又一次透過公民力量成功的改變

政府決策或打擊貪官特權（Yang,2009）。網路公民社會展現的公共理性，

成為限制國家權力與約束官員行為的有效辦法，雖然網路公民社會力量尚

未強大到讓國家「聽話」，但卻比實際公民社會擁有更具體監督權且有能

力與國家政府進行「對抗」。 

 

三、國家的理性選擇：有條件的合作主義 

近幾年，前仆後繼的網路事件經驗充分說明了網路公民力量興起，透

過各種網路媒介交互運用，不僅擴展公民權力範圍，同時也深化公民權力

影響。本研究受訪者即指出，從媒體角度觀察部分網路事件發生經過，不

                                                       
166 此處「網路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的運作邏輯來自於 Castells 主張，他認為「網路流動

空間」是訊息社會與網絡社會的支配性空間型態，且當實際社會功能與權力到了網路流動空

間，即會受到網路結構性支配而徹底改變原有的意志與動態。這將使得大多數人們可以藉由

網路空間的權力重組達到自己目標（Castells,2001:51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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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看出社會走在政府前面的現象，即是社會上對於網路事件已經形成共

識，迫使政府必須有所回應，如果政府不回應或試圖消滅、壓制這些網路

言論，所引起的反彈壓力絕對遠遠超過政府解決問題的壓力。因此，政府

面對網路事件的態度在改變，雖然表面上仍是強力執行監督、管控網路訊

息，但實際上卻也不得不選擇妥協合作以避免引起更強烈的治理衝突困

境。 

 

有關國家與社會間合作主義的模式有下列兩種：其一是在威權國家

中，政府已經無法限制社會發展，且社會持續發展可能造成對國家統治的

威脅。在此情況下，雖然社會尚未具足與政府對抗的能量，但基於維護國

家統治穩定性，國家會採取強大壓力要求社會組織與活動必須依照國家意

志，配合政府進行。在此，社會的地位遠不及國家，許多資源仍屬於國家

掌握，因此社會不得不向國家讓步，採取與國家合作的策略。其二是在屬

於民主自由國家中，社會與國家分庭抗禮，國家為了保持政治穩定而選擇

與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組織互相協議、合作，並且在公共政策議題達成共

識。在此合作的情況下，國家與社會保持良好且彈性的互動關係，彼此尊

重且溝通管道暢通（李凡，2010:356）。以中國大陸公民社會與國家互動關

係而言，是比較類似第一種的合作關係，即是公民社會的力量太小，大多

數資源又掌握在國家手中，但因應現代化國家發展需要，政府不得不與社

會談條件合作，以避免發生治理阻礙或國家發展困境。但本研究受訪者卻

認為，大陸政府至今都不願意實質地承認公民社會，強大的國家統治力量

讓政府不在意公民社會，雖然社會對政府的不滿意正在擴大，各地也不斷

出現抗爭衝突，但是國家還是不願意下放權力或採取任何有效措施解決社

會衝突，這不符合合作主義意涵。 

 

然而大陸當局看待網路公民社會的態度顯然不同於以往對待公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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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冷漠態度。本研究受訪者指出，政府不能再漠視網路輿論，原因在於

網路傳播改變了社會輿論格局，各種網路媒介傳播的效果都大過於傳統報

紙、廣播與電視等長期受國家監控的媒體，網路媒介傳播範圍廣、速度快，

這種影響不是刪除內容或屏蔽網站就能解決的，重要的是政府若不重視網

路上的民意表達，不聽人民的聲音，社會就容易陷入混亂，這對於國家統

治也沒有好處。而這也顯示大陸當局某些治理思維的改變，無論願意與

否，政府都必須正視網路社會的影響力，並且嘗試與網路社會妥協合作。

大陸學者稱 2009 年為「網絡問政元年」，原因在於該年從中央到地方政府，

各級官員紛紛直接表態重視網路民意，並且鼓勵民間意見透過官方網站下

情上達。2009 年 2 月 28 日，大陸總理溫家寶在中國政府網與新華網訪談

聊天室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當天網友提出的問帖超過 30 萬個，網頁流

量達到 1.5 億人，同時有 100 多萬人同時在線上觀看訪問影音檔。此也對

於各地政府官員起了非常重要的示範作用，此後各省市黨政領導人也開始

公開具名的發表意見、上網了解輿情甚至邀請網友溝通互動等。有學者觀

察認為，從中央領導人具體的表現出重視網友、網路輿情與鼓勵各級官員

上線與網友溝通互動的動作，顯然可以看出網路已經對政府和社會聯繫模

式的改變，從過去「國家（黨）」→「媒體（電視、報紙）」→「人民群眾」

的互動方式，轉變成「國家（黨）」→「網路公民（Netizen）」（陳力丹，

2008）。大陸觀察家也認為溫家寶、胡錦濤等黨重要領導人具體要求其他

幹部要「通過互聯網了解民情、匯聚民智」，這實際上已經把建設公民社

會的意義包涵在裡面並且認為要從網路公民社會開始（何威，

2011:262-364）。 

 

部份西方學者將大陸當局逐漸重視網路輿論的態度轉變解釋為網路

社會挑戰威權的勝利（Lagerkvist,2010:276-280;Shirk,2011:26-29:），或是如

長期關心大陸網路影響力的學者楊國斌在其 2009 年著作〈中國大陸網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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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力量：公民線上行動〉（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中所主

張的，網路已成為中國公民社會表達異議的重要途徑，透過網路可以影響

經濟市場、刺激威權政治體制，網路行動可被視為多面相的威權抗議的框

架，並且容許公民在這框架內辯論與抵抗集權體制（Yang,2009:8,12-13）。

但透過觀察與整理訪談者意見，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無法單

獨視作一獨立的政治抗議的途徑，理由在於強大的國家制約行動仍在進

行，且隨時監視與掌控實際社會或網路公民社會的一舉一動，而因為網路

科技特質使然，使得網路使用者能夠在網路空間中擁有比實際社會更多的

自由言論權力並且實現結社行動，許多網路事件也成功地彰顯網路公民社

會的影響，因此，在無法阻擋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的情況下，大陸當局是經

過思考後選擇對於不牽涉政治體制根本或有害於國家安全的有條件情況

下，同意並且容許網路公民權力擴張，甚至把網路輿論或網路事件視為協

助政府整頓官箴、改善負面形象的一環，這是基於理性考量下有條件的合

作主義的表現。 

 

總的來說，網路公民社會的影響作用是多面向的。對網路經濟發展來

說，網路公民社會發展模式是鼓勵公民上網自由意見溝通交流，對於增加

「點閱率」有實際幫助，因此對於網路企業主而言，他們在乎的不是網路

公民社會能否發展，他們支持網路公民與網路輿論只是因為在乎網路流量

的增加，本研究受訪者即指出，很多網站也實驗過移除美女圖片或大家正

在討論的熱門話題，結果網路流量立即明顯下降，這表示網路經濟市場受

到點閱率很大影響，使得網站一定要把吸引人的話題、消息或照片放在最

明顯的地方，藉此衝高點閱率以吸引廣告商投資。再者，網路對實際公民

社會的影響也在先前討論，包括鼓勵公民參與、落實公民監督政府與民權

運動等都有正面助益。因此，至今雖然國家力量仍強過於社會力量，但隨

著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公民社會多面向的作用力已開始彰顯，並且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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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地改變國家與社會兩者強弱懸殊的關係，與此同時，大陸當局也選擇

與網路公民社會建立良好的互補協調關係（陶文昭，2010）。簡言之，與

其想辦法消滅與壓制網路公民社會發展，倒不如將網路公民社會建設力量

納入社會主義民生建設的總體計畫內，這是大陸當局經過思量後的理性選

擇。 

 

第三節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對民主發展影響 

中國大陸啟動網路發展的時間約開始於 80 年代晚期至 90 年代初期，

這幾乎與歐洲和美國是一致的，但就網路發展的建設過程與理念來說，中

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卻有明顯不同，其最大的特點在於由國家實行嚴格的

「網路管制」政策，多管道、多元化的管制方式讓網路活動幾乎在政府嚴

密監控下進行。由於國家掌握絕大多數網路資源，這使得大陸當局能在某

些特殊事件發生時可以最迅速的方式「斷網」，立即切斷網路與真實世界

的連線，藉此有效控制社會衝突事件擴大，避免造成國家治理危機。2009

年發生的新疆七五事件即是著名案例，大陸官方在第一時間即切斷新疆市

對外所有通訊系統，包括網路、手機等全都無法連線使用，雖然稍晚大陸

當局即恢復「有限的」網路連線，但訊息管控仍是非常嚴格，直至 2010

年 5 月新疆市區才真正恢復所有的網路聯繫。西方觀察家認為中國大陸握

有網路技術上的權威能力，可以隨時阻止大陸境內的任何人接近與使用網

路，這是在其他國家幾乎見不到的；同時大陸當局也透過管制技術形同將

網際網路變成「國內網路」（intranet），表面上是與國際網路連線，但實際

上卻又呈現類似分離的狀態（quasi-separation）。簡言之，若要描述中國大

陸網際網路發展或網路活動特徵，「政府允許的」（government-allowed）絕

對是再貼切不過的形容（Herold,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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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陸當局始終未放鬆網路管制，這也使得過去西方學界一直認為

網路發展將成為中國大陸民主催化劑的論點產生變化。2005 年 5 月，知名

的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Nicholas Kristof在北京發表一篇有關大陸網路博

客興起的文章〈Death by Thousand Blogs〉，並且具體描述中國大陸博客的

快速興起與影響，甚至預言網路媒介將持續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同時對

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產生巨大作用。西方學界與社會觀察家有不少人如同

Nicholas Kristof 一樣，對網路媒介將劇烈衝及大陸專制體制並且催動中國

民主化抱持樂觀態度，但事實上經過幾年的發展觀察，今日中國大陸政治

發展並未如學界所預期的發生「一步到位」的民主化，或是一夜之間出現

網路媒介大幅度改變言論自由狀態（胡泳，2008:238）。究其原因在於西方

學界或觀察家忽略了國家角色的重要性，中國大陸政府對於網路發展的高

度介入，使得國家、網路社會與網路使用者權力互動呈現出複雜微妙的型

態，而不是單純以網路使用者與國家政府之間權力博奕結果即能預測威權

政府失敗與否，畢竟在中國大陸若缺少政府支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出現

進展。 

 

基於此，本研究探討網路公民社會發展對中國大陸推動民主化的契

機，將不單方面強調網路公民獲得的網際權力對推動大陸民主化有何影

響，而是從國家角度出發，論證國家因應網路公民社會發展出現何種態度

變化？而其對於網路民主價值又有何看法？本研究認為唯有論證政府對

網路公民社會態度改變且某種程度承認網路民主價值，探討網路發展如何

推進中國大陸民主化也才具意義。而從文獻探討與實際訪談經驗中整理出

以下三方面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對於民主化發展的影響： 

 

一、轉變中的「弱社會」與「強國家」格局   

90 年代初期受到資訊全球化刺激，中國大陸開始發展網際網路並且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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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各領域資訊化建設，而由於全球國家競相投入資訊技術研發與提升網路

建設，此也影響改革開放中的中國大陸不斷調整以「資訊化」做為國家發

展任務目標與重心。從 2001 至 2005 年中國實施第十個五年計畫期間起（十

五計畫），大陸政府除了推動經濟與社會各領域廣泛地應用資訊技術，更

致力發展資訊經濟市場，並且明確地將資訊化視為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支

柱與動力167。而與資訊經濟市場同步發展的是網路社會明顯地變化成長，

從使用者人數、網站人數已經各種網路發展相關數據激增變化都標識出中

國大陸網路與各種新興媒介迅速成長現象168，而更重要的是網路與社會互

相作用而使得網路公民社會與公民社會出現比翼齊飛發展。  

 

網路科技對公民社會的支持作用也是毫無疑問的，就科技功能面來

說，網路推進公民社會發展主要可從下列四方面體現出（陶文昭，2010）：

其一，網路成為公民們獲取訊息的重要管道。網路普及後降低了民眾進入

網路的門檻與成本，這使得公民能輕易搜尋與傳遞各種訊息，並且在訊息

獲取量與傳送速度上有很大進步，公民知情權得以實現，資訊也不再受限

於政府獨攬掌控。其二，網路科技有助於增進公民聯繫。網路具備跨越地

理限制特性，使得在現實社會中難以相聚的公民能夠在網路空間中自由

地、無時間空間地隨時聯繫與互動，即時、迅速、永不停止等科技特質不

僅強化公民聯繫效果，同時也鼓勵網路上志同道合的使用者形成各式社

群。其三，網路提供大陸公民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基本架構平台，無論是組

織協調或資源配置，公民社會運作都需要一能有效轉運訊息地傳播體系，

而網路正巧提供公民社會運作所需要低價、快速、有效且無時空限制的訊

息傳送平台。其四，網路空間具有無階級特性，可以容許不同立場與觀點

的公民同時交鋒討論，成為免費匯集各類資訊的平台，甚至成為民情表達

                                                       
167 參考中國政府網（2008 年 4 月 20 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信息化《十一五》規劃〉，2012

年 4 月 2 日下載，網址：http://www.gov.cn/ztzl/syw_index.htm 
168 參考〈第 29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2 年 1 月，頁數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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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與民怨出口。 

 

隨著網路使用者迅速增加與資訊科技不斷進步發展，網路對推進公民

社會發展的影響越來越明顯且兩者維持雙向互動關係。一方面如上述所提

及，網路科技提供了公民獲取訊息、強化溝通、提供運作架構與免費公共

空間等功能，而另方面公民社會的公共理性與公民意識等思維邏輯也與新

科技相輔相成，透過網路平台實現公民社會理念，讓公民自由表達意見並

且無約束地溝通討論，網絡公民社會逐漸形成且實質地對政府決策發生影

響，正如本研究討論的三個網路事件以及近年來各式網路個案都不難發現

幾個重要特徵：以維權事件為主；群眾多自發組成相關事件網路社群或行

動；且絕大多數事件藉由網路輿論壓力最後成功地改變事件原有結果，或

發生超乎官方或當事者自己預期的社會影響（Shirk,2011；Herold,2011；陶

文昭，2010；李凡，2010:234）。這些網路事件的重要性不在其充滿戲劇性

的經歷與衝突過程，研究者也不應只在意一次或數次網路輿論力量如何成

功地改變政府政策，或是注重網路輿論如何被官方接納或受到壓制，更重

要的是眾多的網路事件如何潛移默化地改變網路使用者。也就是說，從各

類網路事件可以看出越來越多的網路使用者從被動圍觀訊息的網眾轉變

成具有公民意識的網路公民，他們透過各種網路媒介發表意見與觀點，他

們評論的事件可能與自己利益相關，但更多時候他們關心的是與自身利益

無直接相關的事件，基於公共理性而參與網路上的維權行動，並且藉由參

與網路活動學習自我表達、傾聽他人意見、容忍異議、組織活動、管理社

群以及參與公民集體活動（何威，2011:264）。 

 

中國大陸傳統政治型態即是「強國家」與「弱社會」的政治格局，社

會是依附在國家資源的支持下才能運作，社會力量弱小且幾乎是無聲音。

隨著改革開放，社會與政治資源發生必要的分散，這也使得公民社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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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的發展機會與空間，而網路興起後更加速公民社會成長並且逐漸強化

社會角色的重要性。部分觀察家認為網路將帶動中國威權政治體制發生巨

大轉變，進一步瓦解傳統的「強國家」與「弱社會」局面甚至是出現「強

社會」（胡泳，2008:238），但很顯然地，這種改變並未發生。網路公民社

會對於社會地位提升的作用仍是緩慢且漸進，其原因在於中國大陸政府所

具備的強大資源支配權力遠高過社會，國家的力量仍遠遠超過社會，無論

網路公民社會或實際公民社會所擁有的資源與國家所掌握的是完全不成

比例的（Herold,2011:3-4）。整體來看，中國大陸至今確實仍屬於「強國家」

與「弱社會」局面，但不同的是「弱社會」本身不斷成長與茁壯，尤其在

經濟發展與網路科技刺激下，網路社會取得更多資源也越具力量，在公共

理性作用驅使下，網路公民社會成為人們伸張正義與維護權益的平台，他

們利用網路輿論力量批評政府，對於某些貪腐或不法官員行為，人們更是

集中力量利用網路媒介揭發問題，彰顯網路公民社會對抗國家的力量，這

是社會主動進攻的表現，並且多數時候都能成功地迫使政府按照網路輿論

共識進行改變（李凡，2010:367）。 

 

網路公民社會確實改變過去中國大陸「弱社會」積弱不振到無法發聲

或行動的型態，使得現代社會具備了公民社會特質且能夠獨立行動，社會

與國家間的互動不再是純然的依附關係，而是在某些時間或事件上呈現出

社會與國家互動各有進退的局面。Larry Diamond 曾經指出，新興國家的民

主化發展與經濟成長是並行不悖，甚至可以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而學者

以此觀點探討中國大陸近年來國家發展變化也提出同樣看法，即是：經濟

高度發展不僅帶給人們較好的社會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民主發展的氣氛

與環境（李酉潭，2011:89）。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Nathan 認為，伴隨

經濟成長，中國大陸共產主義政權正轉型成為「具有彈性的威權政體」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這也使得未來中國大陸政治改革備受關注（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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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友，2007:53）。近年來，網路上不時出現公民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

渴望，網路公民們藉由網路事件而開始表達對威權政治體制變革的「政治

民主化」訴求，而不僅只是要求釋放公民權力的「政治自由化」。這樣的

改變不但影響實際公民社會迅速擴張，與此同時，網路科技無法預知的力

量也迫使大陸領導階層選擇正視基層民意，而不再是像過去選擇以壓制方

式面對社會大眾。本研究的其中兩位受訪者也認同本研究提出網路公民社

會發展確實改變「弱社會」與「強國家」局面，但兩人也都不約而同指出

社會的改變必須是循序漸進，不可能像西方學者或觀察家預期的一步到

位，這與中國大陸特殊政治體制有關，無論在政治發展路徑與國家發展理

念上都有既定邏輯，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不可能出現一夕改變的情況。網

路公民社會對於改變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也不僅是強調孰強孰弱，而是

確實出現社會地位提升的現象，這是國家所認同的並且讓與權力，儘管多

數時候國家並不樂意這樣做，但基於維持社會穩定而不得不採取的策略讓

步。 

 

總的來說，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改變過去「弱社會」格局，社會不

再繼續微弱而是逐漸彰顯力量，並且在越來越多的維權事件中成功地反制

政府。但即使網路公民社會快速發展，相較實際國家與社會所能掌握與運

用的資源而言，中國大陸至今還是「強國家」對「弱社會」局面，只是這

個「弱社會」正在發生改變。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力量的提升是明顯且

持續進行的，但若要論斷何時會能結合實際社會力量而發展成「強社會」

局面，其實是有困難也沒有太大意義的，重要的是大陸當局也同意網路社

會力量正在顯現，無論其願意與否，為了維持社會穩定與考量治理的合法

性，國家不得不正視網路社會輿論，同時也認同其對國家發展發揮具體的

建設性作用，此也促使國家願意與社會進行「對話」，而不是如以往要求

社會「聽話」，對於推進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確實為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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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公民爭權行動與公共理性形成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民權在政府有意無意間總是被忽略。雖然在憲法或

各級法律上賦予民眾「形式上」的自由權利，但「實質上」大陸民眾並未

能真正享有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甚至是遷徙或旅遊的基本權利，

民主國家公民所具備的自由權力基本上在中國大陸都是無法實現的。而預

期中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在社會持續進步的帶動下政府應該支持公民權的

舉措卻未發生，反而是經濟發展後迅速崛起的權貴集團不斷地利用經濟優

勢侵犯與剝奪民眾權益，甚至是官商勾結掠奪地方資源的情況一再出現

（李凡，2010:317）。公民權利未能隨著經濟發展同步成長，這使得原本就

不滿權利被剝奪的公民們反抗情緒更加高漲，他們利用各種方式如上訪、

圍堵政府、製造社會衝突或採取「告官」等法律訴訟途徑試圖爭回公民權

利，儘管基層群眾與各地政府關係經常是對立且緊張，但事實上這些群眾

爭權的行動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原因即在大陸當局仍掌握國家絕大部分政

治資源，導致基層群眾很難在與國家的權利博奕中達陣成功，相較之下大

陸民眾仍屬於弱勢群體，總是在與國家或權貴集團抗爭的過程下居於劣

勢。 

 

從各國政治運作經驗來看，當公民不斷遭受無法改變政治現實的挫折

感也往往帶給公民低落的政治參與，但中國大陸公民運動卻出乎意外的反

向發展。本研究受訪者認為，人民對於政府的濫權與不作為越來越不滿

意，這也是各地不斷湧現群眾與政府的衝突事件的主因，處於劣勢地位的

公民群眾表現出強烈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決心，使得中國大陸近年來的基

層民權運動不曾因為失敗而停止，相反的，衝突事件的失敗更強化公眾爭

權的決心與力量，公民運動發展也出現擴大趨勢。90 年代網路興起後更加

速公民運動發展，網路科技對公民運動的重要意義除了其提供免費、無階

級的網路空間供人們發 表意見與交流，以及各式網路媒介提供有效的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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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傳播等工具性功能外，更重要的透過各類網路事件經驗而形成公共理性

且強化網路公民意識，使得越來越多公民藉由網路發起維權運動，並且相

信網路公民行動是能有效改變政府決策。 

 

網路與公民運動連繫的樞紐在於網路提供類似哈伯瑪斯主張的「公共

領域」對話空間，此空間具備的開放性與獨立性使得網路公共領域不僅擺

脫任何機構與個人的權力制約，同時公民可以自由無約束的進行集合討論

或是隨時停止。無結構的網路公共領域實現了公民言論、出版甚至是結社

自由，也提供平民階層低成本的意見發表管道，甚至是透過網路得到社會

支持力量（陶文昭，2010）。公民意識在網路公民社會迅速傳播，促使更

多網路使用者從各種網路事件經驗體會何謂公民權益，並且學習公民行

動，西方觀察家認為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刺激公共理性盟

發，這將使得網路成為大陸民主化的實驗平台，公民們逐漸熟悉在網路上

與政府進行公共政策辯論，而這種政治參與模式在未來也很可能使得網路

公民社會不再只是「虛擬的」存在於網路空間，而是網路公民社會本身就

成為「公民社會」並且具備實質能力隨時與政府進行對話（Herold,2011:6）。 

 

網路公民社會有助於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形成，而此對於大陸

民主化也有實質助益。美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 John Rawls 在論述「政治自

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意義時即指出，「作為公平的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是政治自由主義重要核心，而「作為公平的正義」包含兩項政治

價值：其一是「政治正義的原則」，即是所有政治結構均須符合正義原則；

其二是「公共理性價值」，即是指盡可能實現公共討論（the guidelines for 

public inquiry），且必須確保公共討論能夠在自由、公開、資訊平等暢通且

合理的狀態進行（Rawls,2001:91）。依據 Rawls 對公共理性的看法，家庭、

個人或政治社團等行動者在進行政治活動時，會遵循某些規範按計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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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此過程中團體或個人所表現出來得即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一

方面體現在政治社群或個人是依理性行動，另方面也體現在政治社群或個

人自身能力中，即是當個人在參與公共事務討論時能表現理智與道德素養

（李仰桓，2011:210）。本研究受訪者認為當前中國大陸網路公民即表現出

Rawls 指稱的「公共理性」，多數的網路公民認同公共善（public good）並

且以公共正義原則看待網路事件，很容易就形成以「公義」為核心的社會

共識，進而影響公共政策與政府決定。 

 

本研究另位受訪者從近年來網路公民社會表現，認為網路終究還是屬

於工具媒體，網路輿論之所以越來越受到重視，主要原因來自於社會進步

與國家政策開放雙重影響，使得網路成為民意表達與匯集的新管道。受訪

者一方面認同網路民意與網路輿論備受政府重視，但另方面卻又不認同網

路公民、網路公民社會存在，甚至對網路公共理性也保持質疑態度。就本

研究觀察認為，大陸當局至今對公民社會的態度是消極且不鼓勵的，其對

於網路輿論或公民社會行動的回應也是經過理性思量後的策略性作為，雖

然國家開始與公民社會進行對話，但畢竟距離民主國家中政府與社會建立

起常態的「制度性」對話仍有差距。然而，此對於中國大陸網路公民來說，

些微迫使政府與公民們進行對話已經是非常重要的突破，畢竟長久以來中

國大陸公民幾乎無機會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網路科技力量讓公民獲得失去

已久的自由表意權利，近年來越來越多成功的網路事件不僅鼓勵公民參與

政治行動，網路社會表現出公共理性也實質成為反制政府濫用權力與監督

政府的最有效手段。無論網路輿論對錯與否，也不深究網路事件經驗過程

是否合法等爭議，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已具體表現公民維護基本權利、

公民監督政府、公共秩序維護與伸張公共道德正義等特徵，毫無疑問地對

於政治民主發展具有深遠意義與影響（Shirk,2011: 17-19 ;Herold,2011:6-7 ;

陶文昭，2010;李凡，2010:246-47，361）。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與國家權力競合關係之研究 

 232

三、中國大陸政府對網路民主態度的改變 

進入 21 世紀後，世界各國因應資訊全球化潮流積極發展電子化政府，

大陸當局也在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的主導下跟進其他各國進行電子化政

府發展，主要目標除了帶動國民經濟，更重要的是強化政府對資訊管理與

應用的能力，藉此提升政府治理品質且逐步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然而，中

國大陸與其他國家推動電子化政府的主要思維並不相同，一般來說，各國

推動電子化政府主要目地除了加強政府管理的資訊化應用範圍與能力

外，更注重政府與網路社會的互動連繫，以利實現網路民主（曾淑芬，

2010）。然而，「民主」在中國大陸始終是政治敏感詞，多數官員與民眾對

於民主政治精神缺乏了解，同樣的，對於網路民主概念也是十分模糊的。

本研究受訪者也認同這樣的看法並且指出，從 1994 年到 2000 年左右，大

陸官方對於「網路」的認知一直停留在資訊傳送的工具平台，從沒想過網

路會對社會大眾造成如此大的影響，當時也不可能把網路與民主發展聯想

在一起，大陸當局從 2000 年起加速推動電子化政府與各類資訊建設，從

未有任何政策是涉及網路民主的，畢竟民主化與大陸當局堅持的集權統治

模式是衝突的，且被官方習慣性地認為是威脅國家穩定的同義詞。即便至

今網路開通已將近 20 年，無論是「網路民主」、「民主」或「民主化」等

名詞或相關討論仍是受到搜尋限制的敏感詞。 

 

大陸學者陶文昭（2010）指出中國大陸網路使用者不但已超過總人口

數的三分之一，而且網路使用者上網行動也越來越貼近日常生活，多數使

用者每天在上班與下班後都持續保持網路行動。學者認為這樣的發展趨勢

使得更多網路使用者將公民意識延伸到網路社會，網路上不再只是泛泛大

眾表達零碎無意義言談，而是成為公民們用來加入公共事務討論且重建社

會真實意義的平台，新科技以翻江倒海之勢解放與重構人民思想，這對傳

統以社會主義思想禁錮社會的中國大陸政府絕對是巨大衝擊，而與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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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網路公民社會也成為實現網路民主的重要基礎（王毓莉，2007：75；

陶文昭，2011:295），。 

 

再者，新興的網路媒介也不斷強化網路輿論力量。本研究受訪者指出

最令人驚訝地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微博」的興起與急速發展。2007 年微博

剛進入中國大陸社會並未特別受到官方重視，但到了 2010 年 10 月，微博

的申請使用戶數已經突破 1.25 億人，加上這種媒介操作簡單、字數少又容

易閱讀，使其傳播效果非常顯著，可以說是最具有影響力的網路媒介。本

研究受訪者指出，在最近兩年發生的網路事件中，微博幾乎是最重要的傳

播媒介，快速、即時還可以配上照片，這使得政府提高對新興媒介的注意

力，尤其是關注其對社會到底發生多大的影響力，而這從本研究選取的網

路案例「甬台溫鐵路列車追撞事故」經驗中也可充分得到應證。本研究的

另位受訪者也指出，根據人民網「2010 年輿情監測室調查報告」，在前 50

項重大的社會輿論事件中，由微博引發的就有 11 起，這比例達 22%。而

且越來越多學者專家、名人、評論者申請使用微博，使得微博上的話題從

日常生活瑣事變成社會大眾關心的公共問題，因此微博迅速成為網路公民

們介入公共事務最重要媒介。 

 

網路媒介的普及使用日漸顯現其影響力，而這也使得大陸當局不得不

正視網路輿論。近年來，從諸多網路案例經驗也可發現，中國大陸網路公

民們正嘗試以正式化與制度化方式讓網路輿論發揮更強大的政治影響，且

就實際觀察，各級政府對網民意、網路公民社會的回應不只有在官方文書

上表態，更重要的是實際地與網路公民開始互動，不僅在政府網站上設置

匯集民意平台，同時在陸續出現在政府治理中納入網路公民意見。本研究

發現，受到網路公民社會迅速成長影響，近年來大陸當局對網路民意與網

路輿論的態度發生變化，甚至略微發現類似「網路民主」的概念舉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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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別從官方支持網路民意法制化發展、支持網路監督與資訊公開以及支

持給予網路公民參政議政權等三方面說明本研究觀察大陸當局對網路民

主態度之變化： 

 

（一）網路民意處理法制化 

以中央層級來說，除了領導人曾多次親自與網友在線上交流外，人民

網也推出「直通中南海─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機構留言板」，網路使用者可以

直接點擊領導人姓名或中央機構即可直接留言。本研究受訪者指出，這樣

的留言機制設計確實可達到與民意互動，雖然留言內容包羅萬象，從民

生、物價、房價到醫療、司法不公或個人冤屈等都是經常可見的話題，但

中央與地方政府目前對於這種留言訊息並不會置之不理，因此某種程度上

可以說達到下情上達效果，這是過去人們從未享有過可以向政府問「為什

麼」的權利。而根據人民網調查，2010 年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版」總共

收到來自全國各地民眾留言 34 萬條，而成功協助回答與解決問題的有 1.53

萬條。另方面部分地區也出現處理網路民意法制化做法，如 2011 年 7 月

14 日，遼寧省公佈「關於網友在網絡媒體向省委主要領導留言辦理工作暫

行規定」以及 2010 年 7 月 27 日廣西省宣佈成立「回復網友留言工作協調

小組」等制度設計都是政府高度重視網路民意的表現，並且以「件件有回

音，事事有結果」的高標準做為處理網路留言的基本指導原則（陶文昭，

2011:300）。 

 

（二）政府公開支持網路監督與政府資訊公開 

2010 年中國大陸國家防腐局接受並且實際啟動處理的網路投訴案件

超過 6 萬件，大陸當局對網路輿論的正面態度不僅讓各級官員對自身言行

作為更加謹慎，同時也大幅度鼓勵網路使用者透過網路來監督政府作為。

2010 年中國大陸教育部針對「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表規劃綱要」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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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上徵求各界意見，無論是批評質疑或肯定意見，大陸當局忠實回應

並且在網路上與網友進行討論，這是過去從未出現過創新的政策制訂方

式，也顯示大陸當局對網路民意的重視。2010 年 2 月廣州肇慶市公安局與

佛山公安局開通全國第一個「公安微博」，這也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出現的

政府實名制微博，同年 8 月 1 日北京市也開通的「平安北京」微博，並且

在短短 20 天內申請者就突破 210 人次，此項措施的意義並不在於申請人

數多寡，而是政府實質地透過網路媒介「隨時」針對市內環境、建設或各

項措施與公民進行線上討論，快速且確實的體察民情與蒐集民意。本研究

受訪者表示，其每天上網看網路討論是很重要的工作，因為網路形同現實

生活的反射，很多網路熱門討論事件也就是社會大眾關心的問題。網路民

意反映出普遍性，全國各級政府現在都非常重視網路民意動向，這對於政

進行決策有很大影響，除此之外，網路輿論發揮了督促作用，協助政府提

高官員素質，這對國家整體治理也有幫助。 

 

而大陸當局除了認同網路輿論的監督功能，同時也開始執行政府公開

資訊，包括政府重要的政策理念、內容與執行成果等均嘗試上網公告，2010

年部分政府單位如國土資源部、科技部、財政部和住房與城鄉建設部也在

官方網站上公佈預算內容，各地方政府隨後跟進，尤其是四川省巴中市政

府除了在網站上公開政府公務支出明細外，還詳細記錄每筆公務花費內

容，包括接待上級官員或贈送長官的煙酒購買明細都如數公佈，此被網友

稱為「政府全裸的第一例」確實帶給其他省市政府壓力169。本研究的受訪

者也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非常大的突破，讓政府治理攤下陽光下接受人民檢

驗，雖然現在還不是各省通行適用，但已經對地方或中央官員造成壓力。 

 

                                                       
169 參考中國青年報（2010 年 3 月 16 日），〈四川政府全裸第一例能否推倒多米諾骨牌〉，2012

年 4 月 22 日下載，網址：http://unn.people.com.cn/GB/14796/21796/111486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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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網路公民參政議政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中央集權式的治理模式也出現變化，隨著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國家已經無法壟斷所有社會資源，當資源向社會擴

散的同時也使得公民社會得到發展機會，公民們得到有限度的政治參與。

然而近年來網路公民社會快速成長又再迫使政府擴大公民政治參與，從中

央到各級地方政府推動的「網路問政」即是一例。本研究的受訪者指出，

中國大陸社會正面臨轉型期，新舊思潮交替勢必產生矛盾與衝突，而政府

推動的「網路問政」就是要實際地藉由與網友溝通互動一起來解決問題。

本研究受訪者並且認為網路問政是資訊時代下促進社會更良好的參與政

府決策而且是加強與社會互動的有效方式。因此在 2010 年大陸舉行兩會

期間，官方首次規劃在人民網、新華網、央視網、中華網等官方網站以及

知名的新浪網、搜狐網、網易及騰訊四家商業網站首頁設置「兩會建議平

台」，作為公眾對政府建言獻策管道並且也納入兩會討論報告內。而各級

政府兩會期間也跟隨中央政府做法，積極面對網路民意。如浙江省杭州市

在官方網站進行為其一周的公告，徵求公眾對「政府工作報告」內容的相

關意見稿；四川政府開闢「政協網─兩會民意直通車」，邀請公民一起提交

對兩會的提案討論；廣州政府則嘗試在網路上徵求兩會的旁聽代表，網路

公眾可以直接與政府官員面對面交流提供政策意見，而部份具有建設性的

提案內容也被納入在政協提案裡；湖北省在兩會期間提出的〈促進就業條

例〉二審稿內部份採用了網友建議內容，且有一半以上論述內容採用網友

原文刊登；雲南省昆明市理工大學教授頤中國在旁聽兩會時公開建議「政

府應該將網路公民推選的代表納為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而 2010 年安徽

省毫州市的兩會上確實也出現三位網友被增補為毫州市政協委員（陶文

昭，2011:296）。 

 

總的來說，無論動機與目的為何，大陸當局的確改變其對網路公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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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態度，不再以消極否定或避而不談的態度應對，而且改採取積極、開

放參與的方式讓網路公民適度地參與政治，此不僅有利於網路民主，更是

中國大陸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基礎。但本研究也認為中國大陸推動政治

民主化將同時受到歷史與制度因素制約，而非發生如西方學者所預期的：

網路社會持續壯大且推動中國朝向西方式自由民主前進，甚至最後迫使大

陸當局交出控制權（胡泳：2008:283）。另方面，本研究認為大陸當局之所

以轉變其對網路公民社會之態度首要考量並非是順應民主化潮流，而是為

了解決資訊時代的政府治理困境的理性選擇，因為網路科技快速發展使其

無法再全盤掌控資訊流動，倘若嚴格禁止人民在網路上對公共事務批評討

論，必然將引起更多民眾對國家政治體制與治理意識型態的質疑批判，而

此結果對政治穩定的威脅可能比開放網路討論來的劇烈嚴重。因此重視網

路民意是大陸當局在穩定政權的考量下的理性選擇，一方面其積極地展現

對網路公民社會的寬容態度，但是另一方面卻仍強化網路管制手段，並且

持續摸索如何有效地管理或控制網路公民社會發展。未來網路公民社會的

發展將對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有多大的影響仍值得關注，這場「國家控制」

與「社會反控制」的權力博奕仍如火如荼進行且至今網路公民社會行動也

可說是已取得某種程度的勝利，尤其在於其影響了大陸當局改變治理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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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儘管中國大陸在現代化發展道路上屬於「後發型」國家，但是改革開

放三十年所帶來的經濟快速成長與社會進步，使得中國大陸迅速躍升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且具備全球「製造大國」與「世界工廠」的重要角色。毫無

疑問的，21 世紀的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成員並且對全球

經濟市場扮演關鍵角色。而在中國大陸最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中，90

年代起受到西方國家資訊全球化刺激而展開的資訊化建設發展也對拉抬

實體經濟產生重要影響，而與此同時，資訊化建設同樣也支撐起與資訊相

關的周邊行業發展並且催生資訊社會興起。 

 

90 年代後期中國大陸在考量國防需要、經濟需要以及政治需要下加入

全球資訊化建設競爭行列，並且在國家政策強力主導下迅速擴展資訊化建

設，在短短數年間即展現其資訊發展成果。根據中國大陸信息產業部調查

報告，2005 年中國大陸資訊產業總收入達 4.4 萬億元，這是 2000 年底的

4.6 倍，同時資訊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從 2000 年底的 4%提升

到 7.2%。此後資訊化產業成長迅速，2007 年電子製造業成為中國大陸最

大的出口產業，當年的出口額達到 2680 億美元，佔全國出口總額的 35%，

其中行動電話、電腦數據機、電腦銀幕或電視機等資訊產品銷售量也躍升

世界第一，中國大陸不僅是全球資訊製造產業出口最大國，同時也是位居

世界第一的資訊產品銷售國，資訊產業龐大的經濟市場利益也受到全球高

度關注。 

 

隨著中國大陸的資訊化建設快速發展，其規劃策略也從提高資訊產業

的經濟市場層面擴展到發展資訊化社會以及加強各領域資訊化應用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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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2006 年大陸當局提出一系列資訊化發展指導戰略，明確定出「推動經

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和諧穩定社會與繁榮先進文化」等三個資訊化發展

重點任務並且配合政策改制，至此，中國大陸資訊化建設發展出現了全然

不同的發展趨勢：網際網路快速成長，資訊社會影響也日漸顯著。1994 年

中國大陸開通國際網路正式進入網際網路時代，短短數年間在大陸當局積

極推動資訊化建設與發展資訊產業市場的影響下，網路使用人數與網路產

業快速成長，到了 2008 年初，中國大陸網路使用人數已經超越美國成為

全世界網路使用者人數最多的國家；而到了 2009 年底中國大陸網路使用

者人數已達到 3.84 億人，網路普及率也超過全球國家平均水準而達到近

29%。在 2009 年這一年內，中國大陸網路使用者人數擴增 8600 萬人的現

象不僅引起網路市場投資熱潮，此對實體經濟也發生明顯影響，但是更重

要的變化是隨著各類網路媒介出現以，資訊化與網路的影響力迅速滲透至

人們日常生活，形成實際社會與網路社會互相影響的新型態資訊社會。與

其他西方國家相同的是在資訊社會中，「網絡化」成為主要特徵，而迅速、

即時及具備永不停止等科技特質的網際網路則成為支撐資訊化社會運作

的重要基礎；但中國大陸又與其他西方國家發展資訊化社會非常不同之處

在於其實行嚴格的網路管制措施，形成「一手發展、一手管制」的特殊資

訊社會型態。 

 

本研究目的在討論資訊全球化發展背景下的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

興起與發展，研究範圍是從 90 年代因應資訊全球化發展至 21 世紀進入網

際網路時代後的社會變化，而研究焦點在於觀察網路公民社會如何在資訊

化建設發展助力下，從公民社會、國家政策與經濟市場三者互動下得到發

展空間，而與此時，本研究也特別關心網路公民社會如何反向作用影響公

民社會發展與影響國家治理統治權威發產生變化（如圖 9），而網路公民與

國家權力競合又將對提升公民社會地位、以及對「國家─社會」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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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何種變化發展，甚至是對中國大陸民主化產生何種驅動力都是本研究

觀察討論的重點。而透過三個網路個案分析、文獻討論以及學者專家訪

談，本研究發現整理如下： 

 

（一）中國大陸以建設「中國化」資訊社會回應資訊全球化。 

資訊化建設發展影響社會變遷，這是 80 年代後世界各國開始推動資

訊化建設後普遍發生的現象，資訊化不僅成為時代特徵，同時也深切影響

人類社會生活，因此關於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的特徵、運作模

式以及資訊社會對人類歷史的諸多影響等一直也引起學界熱烈討論，多元

化的資訊社會理論因應而生。Castells 認為資訊化成為人類歷史發展趨勢，

資訊網絡化成為新型態資訊社會的重要特徵，同時網絡化也實質地改變人

類經濟生產經驗、權力與社會文化結構。透過資訊社會的高度網絡化特

徵，使得原先的社會結構變得更開放、彈性且具有活力，透過訊息的自由

流動、無時間的時空以及真實又虛擬的文化，使得在資訊時代下的資訊社

會普遍彰顯出人們自由與多元化的權力，人們可以隨時建構或加入任何網

絡結構，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也因為資訊網絡而變得更密切直接。 

 

隨著資訊化建設發展，中國大陸資訊社會形成過程與結果與西方國家

情況是非常相似的，一方面在網絡化資訊社會中呈現資本集中且朝向全球

化發展的趨勢，在資訊高速公路與衛星、通訊、電話等技術相結合後，不

但出現大型通信媒體利益集團，同於也與世界各國同樣的發生商業通信與

傳播媒體大量併購現象。而通信與傳播媒體併購現象也象徵「媒介融合」

（Convergence）已經發生，即是各類不同技術使用的媒介互相交流合作，

提供消費者在同一平台上即可享有多媒體系統服務，藉此適應資訊時代的

網絡化與大眾遷移性，然而媒介融合的意義不只在擴大資訊消費市場，更

重要的是在大眾體驗融合媒介的消費過程中，他們可以自由地的透過媒介



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與國家權力競合關係之研究 

 242

網絡來去任何地方，這對中國大陸社會發展產生了全然不同的意義。資訊

社會中的媒介融合現象促成民眾更容易也更樂意進行社會參與，原因在於

當消費者習慣多種融合媒介運用的同時也正快速學習如何掌控媒介訊

息，並且藉由控制媒介訊息而與其他民使用者展開網路互動。Jenkins

（2006）認為資訊時代下媒介融合是從上到下的企業驅動過程，但事實

上，從中國大陸資訊社會發展情況來看，媒介融合不只發生是由上而下的

資訊企業驅動過程，與此同時更出現從下到上的消費者趨動過程，當政府

快速推動建構「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網絡化資訊社會環境時，也催

生出參與式的社會文化，資訊科技帶給人們自由參與的環境與權力，這是

大陸當局發展資訊化建設之初未預期會發生的現象。 

 

中國大陸的資訊社會是建設快速、變化快速且參與者眾多和隨時充滿

活力的。儘管資訊科技賦予人們參與社會的權力與能力，但此種發展卻與

中國大陸傳統全能治理威權發生衝突，國家仍無法適應社會興起，因此在

「穩定勝於一切」的治理心態下，嚴格管制資訊社會發展和各類網路管制

政策就顯得有其必要。然而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大陸不僅實施嚴格

的資訊網路管制政策，同時其網路管制政策除了涵蓋法律與行政兩方面

外，更多時候是從上而下的「專案行動」或視情況執行的「特殊行動」。

此充分說明了大陸當局將威權統治模式應用在資訊網路管制上，即使相關

法律條文具有執行上的模糊空間，但政府是擁有絕對的資訊管制主控權，

使得實際在執行網路監控與內容管制時只要被認定符合官方的「不良」或

「惡意」訊息即屬違法，網路管制從未有確定標準，完全依政府容忍程度

而決定。另方面，大陸當局也透過對資訊經濟市場的掌控間接影響民眾的

網路參與。由於中國大陸特殊的政治體制使然，資訊產業與網路企業均直

接受到政府控制，這包括網路連通及電信產業營運商、移動通訊服務商、

即時通訊系統商和各大網站內提供加值服務供應商等都受制於政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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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並且以聽從政府指示換取商業利益，因此大量的資訊產業與網路業者

必須按照規定配合政府的網管政策，例如設定某些關鍵詞的屏蔽、過濾或

是刪除政府認為的不當內容等，而更多時候是「視實際情況」隨時聽從政

府指示進行網路管制。 

 

總的來說，嚴格的網路管制政策成為中國大陸資訊社會的一大特色，

而此也是其反制「資訊全球化」、發展「資訊中國化」的重要手段，其具

體做法在致力發展資訊經濟市場的同時卻從未放鬆對網路社會的管理控

制。而為了更有效控制訊息與執行網路管制，大陸當局不僅從硬體設備加

裝監視設備等方面著手，同時也不斷加強從市場端與法律層面全面控制網

路社會，即使大陸當局實施的網路管制政策經常遭受外界批評為枉顧人民

權利且部分時候也未必符合社會公平正義，但是為了「中國化」統治權威

以及維持社會穩定，大陸當局仍非常堅持網路管制有其正當且也是維護中

國大陸強國發展所必須要的。簡言之，中國大陸資訊社會的重要特色除了

政府一方面致力發展資訊經濟，但卻又實施嚴格的網路管制政策，形成一

手發展、一手控制的獨特現象。 

 

（二）網路科技與實際公民社會互動結果促使網路公民社會興起與發展。 

網路科技使得人們可以在虛擬的資訊空間中自由地搜尋與傳遞訊

息，Castells 認為當人們進入了網路「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即擁有

支配社會結構與改變權力形態的能力，雖然大多數人們並非生活在流動空

間，但隨著連接網路（即是進入資訊空間）的常態化，人們即越來越懂得

利用科技權力邏輯與力量來達成目標。在過去十年間，中國大陸網路迅速

普及發展且各類網路媒介陸續出現，而與此同時是越來越多網路使用者將

「上網」視作日常生活一部分，無論使用電腦或手機上網，人們越來越依

賴網路資訊且網路社會生活與實際社會生活也逐漸出現高度重疊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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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中國大陸民眾即缺乏公共表達空間與機會，因此公民社會

是非常微弱的，民眾維護權益的行動也不常見，但是網路興起與各類網路

媒介的出現使得弱勢公民社會在網路迅速、即時以及去中心化、無階級等

科技特質支持下找到發展空間。近幾年，中國大陸網路企業陸續推出各種

網路媒介系統，從博客、即時通到微博等不僅進入門檻低、操作容易且隨

著使用者人數突破上億而漸具影響力。中國大陸網路媒介不僅具備一定公

共性（publicity），且其開放、獨立等特質也發揮公共領域功能，無論是個

人出版類的博客網站、提供大眾意見交流與討論的各式論壇與線上交流、

或是同時兼具收發與傳送功能的微博系統（或稱微內容廣播流）等確實扮

演價值中立且內容多元的社會媒體角色，而與此同時，網路媒介也成為公

民社會力量展現和公民互動的有效工具，為公民社會發展帶來重要影響。 

 

從科技功能面，網路媒介快速興起確實有助於公民社會發展，但更重

要的還是網路使用者本身將公民社會理念轉而帶入了網路社會，在網路與

公民社會兩者相互影響下使得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迅速累積並且成為

網路公民行動的重要基礎。網路公民社會是中國大陸資訊社會發展下的另

一特色。相較於其他民主國家，公民擁有多元且暢通的民意抒發管道並且

享有平等與政府對話、溝通與表達意見的權力，中國大陸民間社會的情況

是很不同的。長久以來，中國大陸社會即缺乏自由且暢通的民意宣洩管

道，而在網路興起後，廉價又容易操作的網路空間不但成為人們搜尋各種

資訊的管道，同時網路開放自由特質也讓網路成為最受歡迎的訊息交流平

台，這使得網路帶給大陸當局統治威權的衝擊要比其他國家更為明顯。 

網路科技特質提高了民眾在網路上參與公共討論的意願，公民意識也

在網路上逐漸擴散。越來越多的公民將維權理念帶入網路社會，他們在網

路上交換訊息、凝聚共識、表達訴求甚至對政府施加壓力，從近年來各式

各樣的網路事件經驗不難發現網路公民社會已展現潛能，這是來自科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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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公民社會互動產生的影響，使得網路上出現「公共理性」的認同力量，

公民們一次又一次透過網路媒介化身為實際行動者並且展開線上與線下

的維權訴求行動。而從諸多的網路事件結果也可看出，網路公民行動確實

成功地鬆動了政府決策，同時也喚起政府對網路輿論與公民社會的重視。 

 

總的來說，本研究認為網路公民社會不僅是實際公民社會的延伸，其

本身也成為公民社會的新形態，相較於實際公民社會受制於政府控管壓

力，網路公民社會在網際權力的支持下則顯得更具自由與彈性，甚至某些

時候因科技特質促使網路公民社會具備更多元化的反制政府的權力，這不

僅超越實際公民社會對抗國家的能力，與此同時也迫使政府對社會讓步並

且與公民展開溝通對話。 

 

（三）國家網路管制政策漸具彈性也使得網路公民社會迅速成長。 

觀察中國大陸近二十年來的資訊化建設與網路發展歷程不難發現政

府強勢主導態度，不僅從發展的步驟規劃與相關政策制定方面全由國家控

制，其他如資訊經濟市場發展與網路管制政策也全由國家掌握。然而資訊

化社會特點在於高度的網絡化、彈性與無限延伸，而隨著網路使用者人數

激增與網路新媒介普及應用，大陸當局想要全面監控網路社會已經是不可

能的，大量的訊息永無停止的在網路上傳送流通，即便官方加強入口網站

管制、限制搜尋引擎或大量進行網路屏蔽或甚至封網等劇烈行動都無法阻

止網路訊息運轉，即使在新疆七五事件中，大陸當局採取最嚴厲的一刀切

斷網路的方式，試圖讓新疆成為資訊孤島，封鎖任何有關新疆動亂的消息

向外傳遞，然而在事件發展過程中民眾仍可藉由境外網站得到相關訊息與

事件真相。在本研究探討的三個個案發展過程，大陸官方也是慣性地將與

事件相關的關鍵字進行搜尋限制，同時禁止網路論壇內的相關討論，但事

實上網路管制在三個個案中都未發生預期效果，反而在網路上出現更多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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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與對政府的批判質疑，而形成網路管制激勵網絡輿論的奇特文化。 

 

而本研究經由網路個案觀察以及訪談也發現大陸當局在面對網路與

公民社會互動下逐漸彰顯社會力量之際，官方也正逐漸調整其網路管制思

維與做法，在不超過政府「維穩治理」底線的多數網路事件中漸採取彈性

放鬆的方式，容許網路上的眾聲喧嘩狀態。簡言之，網路管制出現了漸歇

式、因事制宜的做法，一方面這是政府基於重視網路輿論與民意的表現；

另方面也是考量全面圍堵與控制網路輿論已經是不可能也是沒有必要

的，因此在經過理性選擇後形成近年來具有彈性的網路管制政策趨勢。表

面上，大陸官方仍不斷隨著網路新媒介擴大應用而加強網路管制相關法

令，如推動各類網路媒介使用都要以真實姓名登記的「實名制」，另外對

於手機簡訊、微博或即時通等新媒介管理辦法也陸續出爐，看起來大陸當

局正試圖強化對網路媒介與網路輿論控制管理。然而從近年來多起網路事

件經驗可以發現，網路公民並不會因為嚴格的網路管制措施而停止在網路

上澎派激昂的陳述與意見表達，甚至部分時候網路企業（尤其網站業者）

為了維持網路瀏覽率也必須選擇與網路公民站在同一邊，形成網路企業與

網路公民共同對抗國家管制的局面，這在本研究個案「甬台溫鐵路列車追

撞事件」經驗中即可得到應證。當政府明文禁止網路報導與討論試圖替事

件降溫時，卻相反的在網路上引起更多關注與負面批評，政府因此明顯感

受到網路管制似乎出現失靈現象，在不得已情況下只好收起強勢姿態，改

以寬容態度面對網路輿論，正視網路公民社會力量甚至是親身參與網路傳

播，例如積極推動「網路問政」或直接與網友互動溝通，這些都足以顯見

執政當局對網路社會管理的態度出現轉變。 

 

而官方網路管制政策變化與對網路治理思維的轉變對於網路公民社

會發展有絕對影響，網路公民社會至此也得到認同而具備發展正當性，而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247

與此同時，公民意識與公共理性也能迅速在網路社會擴張，普遍來說這對

於推進中國大陸民主化是有實質幫助的。但反過來說，中國大陸至今仍堅

持威權統治的特殊政治體制，即使社會進步、公民社會力量顯現，但還是

無法改變長久以來「強國家」與「弱社會」局面，社會仍無法與掌握絕大

多數資源的國家相比較。再者，為繼續維持「強國家」姿態，當執政當局

面對社會公民力量興起的同時也正快速的加強國家的治理權威，避免社會

過度膨脹發展威脅威權治理模式。簡言之，網路公民社會一方面刺激大陸

當局調整網路管制政策與治理思維，但另一面國家為維持治理權威，也不

斷加強對社會力量的控制力道以避免公民社會過度發展，而這也使得網路

公民社會未來仍將繼續以權力博奕模式發展前進。 

 

（四）資訊與網路經濟市場高度發展對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產生正面影響。 

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發展除了得利於實體公民社會理念支

持以及國家管制政策的彈性外，網路經濟市場發展也是因素之一，這從本

研究網路個案觀察與訪談也得到了應證。資訊與網路經濟市場對網路公民

社會發展的支持可由兩方面說明：其一是資訊經濟發展帶動實體經濟成

長，直接影響深具權力概念的新興中產階級出現，而普遍來說，中產階級

也被認為是帶動網路公民意識與擴散公共理性的重要基礎。其二是以資訊

產業或網站業者商業利益考量面來說，要在激烈競爭的網路市場保持獲利

就必須維持網站人氣不墜，因此如何保持網頁高點閱率與網站流量就是爭

取廣告商的重要考量。基於提高點閱率，網站業者通常將人們關注的議

題、討論或影視照片放在網站首頁，藉此吸引網友點閱，同時也保持網路

論壇對熱門議題或重大社會事件的討論以維持網路經濟利益。 

 

事實上，推動網路公民社會發展並不是網路企業所關心的，相反的，

因受制於政府對網路經營權力的制約，多數時候網站業者幾乎是配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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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嚴格地進行網路審查與言論控管。因此從配合政府網管政策來說，

網站企業對網路公民社會發展幾乎是不利的。但同時網路企業又必須顧及

商業利益維持網站點閱率，因此又出現了網路企業在不違反政府政策下盡

可能的維持網路上熱鬧討論與充滿活力的景象，此種刺激網路使用者的消

費者趨向思維也帶給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空間。簡言之，如果沒有網路，網

路公民社會無法形成；如果網站業者沒有提供免費或廉價使用的網路媒

介，網路公民社會也缺少重要的傳播媒介；而沒有網路論壇等公共空間供

資訊傳遞或討論，網路公民社會也無法迅速發展，因此網路企業在追求商

業利益極大化的同時，無形中也成為網路公民社會重要的發展基礎，與此

同時他們樂見網路公民社會的快速發展趨勢，原因是有更多的網路使用者

將因此加入網路使用，對於提升經濟利益是有幫助的。 

 

（五）網路公民社會在國家治理、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三方勢力互動中成

長，並且仍與三方保持動態互動關係。 

在探討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形成與發展因素，本研究發現來自於實

際公民社會的示範作用對網路公民社會提供重要的發展基礎，與此同時網

路科技也加速公民意識擴散並且成為網路公民行動的最佳利器，毫無疑問

地，公民社會是推進網路公民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但在中國大陸任何缺

少政府支持的事物都是無法發展的，公民社會或網路公民社會亦是如此。

改革開放帶動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社會力量顯現與民權思想萌發已是大

陸當局無法壓制也是無法迴避的發展趨勢，因此逐漸出現政府在有條件的

範圍內默許公民社會發展的現象。而 90 年代後網路科技更加速公民社會發

展，且新型態的網路公民社會運動也一再挑戰政府治理威權，為了避免社

會失序以及維持治理威權，大陸當局一方面理性選擇順應網路民意發展，

重視網路輿論的社會影響力，但是一方面也不斷再加強社會控制、緊縮網

路管控，就在這一鬆一嚴的策略發展下使得網路公民社會得到認同並且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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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發展。另方面，本研究也發現在政府大力支持資訊網路經濟發展的同時，

激烈的市場競爭同樣提供網路公民社會發展機會，網路企業不斷游走在政

府網路管制邊緣，為了吸引更多網路使用者點閱網站與瀏覽網頁，經常在

法令模糊地帶提供刺激話題或論壇討論以維持網站人氣。近年來隨著網路

使用者人數破億，龐大的網路商機經常也讓網路企業對官方下令加強網路

管制的要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甚至在某些時候出現「抵抗」趨勢。 

 

總的來說，本研究認為網路公民社會形成與發展非單一線性因素影

響，而是在實際公民社會、國家治理與經濟發展三方面各有進退互動的影

響下找到發展基會與空間，但與此同時，網路公民社會也造成這三面向的

反作用力並且影響部分制度形成。比較明顯的大陸當局加強陸續增強對社

會的控制力道，無論是從法令或實際執行面幾乎採取壓抑社會力量與加強

網路輿論監控等行動，這也顯示大陸當局對於公民社會或網路公民社會發

展其實並不樂見，尤其近年來網路對社會衝突事件起了放大作用，並且引

起人們對公民力量興起的熱烈討論，這雖然不至於改變威權治理模式，但

無可避免的仍造成人們對政府治理思維與手段產生質疑，而更重要的是人

們可以透過網路清楚地表達他們的不滿的反抗，這也實質地衝撞政府威

信，形成不可小覷的社會力量。 

 

（六）網路公民社會對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產生某種程度的推進作用但仍

受到制度與環境因素制約。 

90 年代後中國大陸網路影響力日漸顯著，國內外均出現諸多文獻關注

討論中國大陸網路興起後對其民主發展有何影響，普遍來說，學界與社會

觀察家均認為網路興起對中國大陸民主化發展有其正面助益，但因為受限

於嚴格的網路管制措施，使得網路對民主化的推進作用在某方面又顯得弱

勢無力。本研究意義之一即在於發現大陸當局實施嚴格的網路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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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無法完全阻擋網路上資訊自由流通特性，在多次阻擋失敗且引起更劇

烈反彈後，大陸當局開始調整其網路管制思維，使得網路管制政策出現彈

性變化。而與此同時，實體公民社會與經濟市場互動影響也激起網路公民

社會迅速發展，因此網路公民社會在國家、社會與經濟市場三者交錯影響

下形成發展，並且在與國家權力博奕中不斷進步，「強國家」與「弱社會」

的局面雖然沒有改變，但「弱社會」卻毫無疑問的迅速進步中，而這也使

得「強國家」與「弱社會」政治型態正發生變化。 

 

此外，網路公民透過一次又一次成功的網路事件累積了對抗政府的社

會資本與經驗，尤其是公共理性的形成與公民意識不斷擴散，對於推動中

國大陸基層民主產生實質幫助。從本研究三個網路個案結果可以觀察到公

民普遍具有維權意識且將之訴諸網路輿論，在大連市民抗議 PX 石化廠

案，市民高度表現對城市中興建有害健康石化廠政策的懷疑，而且透過網

路號召公民行動而且抗爭成功；或是在溫州動車事故中，大量的網友質疑

與批評政府對動車事故的處理程序，形同成千上萬網友時時刻刻監督政府

作為，這對政府造成巨大壓力也使得政府不得不謹慎因應網路輿論。另方

面，數以萬計的網路使用者透過網路媒介成為公民記者，他們快速地傳遞

事故訊息、照片，並且利用網路媒介散播救援與尋親的訊息，不僅彰顯網

路公民意識，更重要的突顯傳統媒體長期的訊息控制權正在急速弱化。而

在廣東烏崁村事件中，公民透過網路媒介號召抗議行動不僅成功地改變地

方自治模式，更可貴的透過中外媒體報導彰顯公民重新拿回訊息主導權，

藉由網路新科技力量喚起異地民眾對網路公民事件的聲援與支持。 

 

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未來仍朝向擴張發展的趨勢，很重

要的原因在於大陸當局對於網路治理的思維是正在改變的，即使管制措施

仍存在且嚴格執行，但實際上網路管制正隨著網路影響力日漸顯著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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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靈活彈性。另方面，從近年來大陸當局順應網路發展所推動類似網路民

主的治理政策也已充分說明政府正在調整與適應網路公民社會發展事

實。部分研究者將這樣的變化解釋為是大陸當局為了解決資訊時代的治理

困境且試圖掌控更多的資訊控制權力而做出的改變，因此寧可選擇正視網

路社會的興起並且將之視做國家治理的延伸或互補，一方面採取正面態度

將網路公民社會提升至治理階層，但另方面仍小心謹慎地監控網路公民社

會以避免其過度發展。然本研究認為這種變化也可視作大陸當局在訊息掌

控權迅速流失、網路監督成本提高以及各種可支配的網路媒介的控制失靈

情況下，使得政府不得不理性選擇地調整其對公民社會或網路公民社會的

對應態度，並且在某些時候採取合作主義方式，默許網路公民社會的「集

體認同感」或「集體行動」成功地改變原先決策，這對於改善治理品質也

有幫助，但更重要的網路公民社會發展因此得到信心，加速中國大陸新民

權運動開展。 

 

總的來說，網路公民社會是中國大陸在資訊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

型態電子式公民社會，這是新型態的公民社會，象徵資訊時代下公民透過

網路科技獲得對資訊流通的掌控權力，即使是在威權體制國家，社會仍可

以藉由網路科技得到發展機會。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

展帶動社會進步，這使得原本依賴國家資源才得以運作的公民社會得到發

展空間，而網際網路的出現更加速公民社會擴張，近二十年來的發展趨勢

是網路公民社會興起且迅速彰顯其社會影響力，這同時又與國家網路治理

思維的改變以及資訊經濟高度發展有密切相關。 

 

儘管本研究對於中國大陸網路公民社會發展前景感到樂觀，但也認為

其未來發展充滿挑戰，其一是來自數位落差影響，目前中國大陸網路使用

者已超過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但多數集中城市及沿海地區，廣大農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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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區域使用人口數仍成長有限，這也使得網路公民社會中的公民結構普

遍呈現城鄉差距，部分時候也造成網路輿論是否具有民意代表性的質疑與

爭論。其二是網路使用者公民素養仍待提升。由於中國大陸公民社會長久

以來未得到合宜發展空間，因此當人們在網路上得到自由倡議地「快感」

後容易出現「群體級化」的焦躁現象，而使得網路討論充滿喧囂與暴戾氣

氛。近年來「人肉搜索」的過度使用也造成偏激的網路文化，而如何提升

網路使用者公民素養進而朝向成熟的網路公民社會發展仍是有努力空

間。其三網路過度商業化，網站上各式各樣消費、娛樂或情色訊息很容易

掩蓋有用訊息的發展空間，而且網站業者為了吸引使用者目光，往往也選

擇將這些刺激性的訊息放置於網頁明顯地方，造成越來越多網路使用 者

在連上網頁時很快就被這些刺激性的訊息吸引而忽略其他的有用訊息。這

種網路過度商業化發展是起因網路經濟商業競爭趨使或是有其他「目

的」，讓眾多的網路使用者無法輕易地從網路上看到有用資訊仍有待觀察

研究，但可以確定是中國大陸網站呈現五花八門的娛樂、情色、消費等大

量訊息對於網路公民社會傳播與發展是會產生不良影響的。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啟動改革開放工程至今確實達成驚人的經濟發展

成果，而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社會變遷也受到各界關注，尤其大陸當局堅

持威權統治模式且也嚴格控制新聞傳播與言論自由等，一再使得朝向現代

化國家發展的中國大陸飽受「不民主」爭議與批評。但持平而論，考量歷

史發展與傳統治理習慣，擁有 13 億人口的中國大陸現代化轉型確實必須

以漸進方式進行才可能成功，儘管社會轉型發展對於傳統集權統治模式將

帶來風險與困境，但為順應現代化國家發展趨勢，大陸當局也已正視社會

力量興起的事實，並且嘗試用更包容的態度看待公民社會，無論其動機為

何，但政府確實改變對公民社會（或社會力量）的看法。然而政府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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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容顯然還是不足夠的，公民社會力量還不夠強大到足以保護公民權益

或爭取大多數的利益，充其量僅能在部分零星的社會衝突中發揮力量，其

資源與實力仍遠遠落後於國家政府。因此從建設完善的現代化國家的角度

來看，大陸當局應當對社會展現更多包容，容許公民社會適度的成長，不

僅能成為國家治理的助力，同時對於日後推動法治、經濟或社會各層面的

民主化發展也有實質幫助。 

 

 

 

資訊全球化                          資訊全球化 

政府持續加強管制 

政府保持彈性管制    政府正視公民社會 

政府發展經濟市場               政府重視輿論力量 

政策鬆綁與管制並進               政府持續加強控制 

 

 

市場配合管制政策      公民意識擴散 

市場深受點閱率刺激      公共理性形成 

 

網路手機等資訊設備普及 

 

商業化媒體融合效應 

圖 9 本研究結論圖1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70 本圖示中「實線箭頭」代表作用力確實發生，如政府治理與經濟市場兩者間確實發生雙向影

響：而網路公民社會也分別與政府治理、經濟市場與公民社會三者發生雙向互動。 

國家治理 

公民社會 經濟市場 

網路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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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快速發展資訊建設的成果不但成果顯著，同時資

訊經濟市場也受到全球關注。然而在表面繁榮熱鬧的資訊社會中卻又處處

顯露出不確定。其原因即來自於公共理性意識被快速又直接的移植到了網

路社會中，使得網路公民行動逐漸變得普遍，網路公民社會也因此快速發

展並且明顯衝擊威權統治模式。近年來，大陸當局頒布各種網路管制措施

恰巧正說明了官方對於無法控制的網路社會發展感到極度焦慮，但與此同

時又不得不適度的改變態度，順應網路民意要求以符合整體社會期待。本

研究認為無論就法治面或實際社會發展來說，網路與公民社會同步成長確

實對中國大陸未來發展有正面幫助，其一是刺激官方改變治理思維，如何

調整社會治理政策以適應新型態的電子化網路公民社會成為重要課題，而

這某種程度上也迫使政府治理更新更進步。其二是網路公民維權行動不僅

是公民自信的表現，同時也是公民對未來更完善公民社會的投資，而這也

將有助於中國大陸政治與社會現代化。因此，本研究認為大陸當局應改變

傳統式對於公民社會或民意表達一貫地壓制或消滅態度，而是應以更寬容

與平等心態面對網路公民社會，建立常態化與制度化的社會與國家對話機

制；對於公民社會也要保持信心與耐心，減緩管制力道與範圍限制，並且

引導網路輿論朝向更「公共化」發展。而無論中國大陸政治社會未來將如

何發展，可以確定的是社會力量將不會缺席，並將成為推動政治改革與國

家轉型發展的重要基礎。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也遭遇到與其他所有進行中國大陸網路相關

研究的類似問題，如官方資料不易取得等而可能影響研究成果，因此本研

究除了挑選網路個案作為應證網路公民社會興起的事實描述外，更突破困

難進行學者專家訪談，而從訪談過程中也確實得到許多寶貴資料與經驗，

尤其透過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觀點探討中國大陸網路發展歷程的變化，使

得本研究部分觀察與想法得到證實。然而由於本研究議題與內容仍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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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即便訪談資料豐富卻無法在研究內以具名方式真實呈現所有訪談內

容，僅能使用「受訪者」取代，此亦成為本研究限制之一。過去大多數探

討中國大陸網路發展的研究多以資料分析或參與觀察為主要研究方法，但

本研究認為網路發展與影響不但是快速變化，同時也與環境制度產生互

動，因此進行深入訪談或焦點團體座談等都是較好取得網路發展動態變化

的方式之一，以網路參與者自身觀點來看網路變化將比文獻資料分析更能

反應中國大陸網路社會動態實況。此外，隨著科技進步，中國大陸網友也

越來越來越熟知如何規避防火牆已達成資訊搜尋與傳送目標，而這也使得

本研究能透過網路取得近年來各種網路事件經過、網上輿論或媒體報導等

訊息，這除了充分說明網路上資訊即時流通是遠遠超越官方刪帖與管制的

速度，同時也可成為進行網路研究內容分析之素材，無論是比較傳統媒體

與網路媒體新聞報導內容差異，或是對網路論壇上討論帖內容亦或是對網

站版面變化的內容分析，都是日後研究者在進行中國大陸網路影響與變化

議題時可嘗試使用的方法。 

 

第三節  研究展望 

儘管中國大陸資訊化建設起步較西方國家晚，但是網路發展時間卻和

其他歐美國家大致相同，因此網路對社會的影響在東西方都引起學界關注

與討論，研究內容涵蓋包括網路虛擬社群與真實社會的區別、互動影響

等；網路空間的管理以及政府網路管制的必要性；另外網路文化與網路文

化霸權等也同樣引起研究者關心（魏澤民，2007:167）。網路研究範圍擴及

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各領域，且網路自身運作規則也與網路對真實社會產

生的影響形成一體兩面的問題。而過去中國大陸網路研究文獻，多半注重

探討網路運作特徵以及預期其將對封閉保守的中國大陸社會或政治發生

劇烈衝擊，但事實上，「劇烈」改變並未發生，而部分研究者斷言網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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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垮威權統治並且催生民主新中國也尚未實現，本研究認為大陸政治體制

轉型發展將以緩慢且漸進的方式進行，這是現在進行式而非停滯不前，且

網路確實成為催動中國大陸民主化發展的因素之一，但絕非唯一要因，後

續研究應避免在研究結果推論上將網路快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畫上等

號，此尚涉及到社會、經濟或國際等多種因素影響，同時也應避免以「一

步到位」的觀點論斷網路發展對政治體制改革或推進民主化成敗與否，對

擁有 13 億人口的中國大陸來說，國家治理態度與策略的些微變化對社會

發展已具有全然不同的意義。 

 

本研究在探討網路公民社會興起與影響的前提是認為網路空間是真

實社會的縮影，且因科技特質而使得網路社會超越傳統社會的種種限制，

因而讓個人力量快速擴張。接著本研究也採取動態互動觀點討論了經濟市

場、實際公民社會與國家治理三方面如何互相影響進而促成網路公民社會

形成，但限於研究者能力與研究篇幅而無法再更細緻深入討論。但事實

上，每一個互動面向都可進行更深入討論，例如國家為了發展資訊經濟市

場，如何在網路管制與市場開放進行取捨？另外，若站在公民社會發展角

度，除了對抗國家威權治理還得面對經濟市場過度商業化現象，這對公民

社會將產生何種影響？而未來政府該支持網路商業化或網路公共化也都

是值得關注的議題。總的來說，研究中國大陸網路發展必須跳脫單一線性

的思考邏輯，而是在多元互動的制度框架下探索網路對各層面發生的影

響，且至今中國大陸網路發展僅有十多年的歷史，雖然其社會影響力日漸

顯著，但確實需要還更多時間觀察其變化發展。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大陸研究也普遍受到西方學界關

注，尤其在越來越多的網路事件中，網路使用者熟悉地透過網路媒介快速

展現公民社會影響力更是引起西方學者關心，而中國大陸網路研究也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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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的熱門議題。其中本研究多所採用的 2009 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楊

國斌的著作「中國大陸的網路力量：公民線上行動」〈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Citizen Activism Online〉，書中即提出了網路與全球化、在

地文化、公民社會、經濟市場和國家治理間的動態關係，這也提供日後的

中國大陸網路研究更多元化的視野框架；另方面 Johan Lagerkvist 在 2010

年推出「在網路興起後，民主發展之前：中國大陸媒體與社會相互競爭規

則」（After the Internet, Before Democracy ─ Competing Norm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Media）書中也從網路傳播角度探討網路的社會影響，尤其他

提到在政府若有似無的支持下，網路產業不僅迅速發展而且還出現「意識

型態娛樂化」（ideotainment）現象，這將使得網路社會的動員能力降低，

也不利於公民社會成長發展。另方面 Lagerkvist 也提到黨國的力量正受到

網路公民社會侵蝕，他同時使用許多豐富的網路案例來說明網路發展讓中

國大陸新的社會規則與價值正在形成以及這些日益增加的網路行動有何

正反面影響，而此也提供日後研究更豐富的素材與觀點。而由 David Kurt 

和 Peter Marolt 在 2011 年主編的「中國大陸網路社會：創造、狂歡和喧囂

的網路嘉年華」（Online Society in China: Creating, celebrating, and 

instrumentalising the online carnival）書中更談及中國大陸網路使用者線上

與線下行動互相融和而使得網路已超越科技與媒介功能而具備社會性特

質，書中也探討網路使用者把線上使用轉化成下線行動的社會意義，以及

討論黨國對於此種發展的因應與影響。諸多網路研究的不同觀點對於日後

中國大陸網路研究都具有高度參考價值，而此也將有助於外界更了解中國

大陸網路與社會發展連動關係，同時也可藉此觀察威權政體是否出現鬆動

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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