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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媒體的互動功能之探討 

--兼論互動網路新聞的發展 
 

楊志弘* 

 

《摘要》 

傳統的大眾媒體在雙向「互動」（interactivity）方面的缺欠，一直為媒

體評論者所垢病。反之，「互動」卻是寬頻時代網路媒體的特色之一，可以促

使媒體工作者與網路使用者，彼此有意見上的交換。因此，網路媒體的「互動

功能」漸成為傳播理論研究中一項值得發展的課題。 

本文網路媒體特性的角度出發，探討網路媒體的發展現況。將重點放置在

「互動功能」上面，檢驗目前網路媒體的現況，同時進一步討論「互動網路新

聞」（interactive online journalism）的發展情形。 

本文探討網路科技的特性，觀察網路媒體的現狀，歸納出如下的七大特性：

「互動性」、「立即性」、「多媒體」、「資料搜尋」、「超鏈結」、「超越時空」與「個

人化」。其中，又以「互動性」為網路媒體興起後，最具特色的傳播現象。互

動傳播（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是發展網路媒體所必須掌握的要素，

也是網路媒體發展的利基（niche）。 

本文從「互動功能」的角度，檢驗「傳統媒體發展的網路媒體」以及「原

生網路媒體」運用互動性功能的情形，並進一步歸納出網路新聞應設立的互動

功能範圍為：「e-mail」、「線上聊天室（chat rooms）」、「文章討論區（forums）」、

「網路調查（online polls 及survey）」、「個別文章評分」、「新聞服務」、「資

料庫搜尋」及「多媒體」等。 

這些互動性的功能，不只協助建立互動的傳播過程，也是研究「互動網路

新聞」的主要課題。 

本文建議如下待努力的課題：(1)強化網路媒體的互動性功能；(2)開拓「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楊志弘為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暨傳播管理研究所所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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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網路新聞」的研究領域；(3)培養網路媒體的實務及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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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網路媒體的興起 

網路媒體的發展已是全球的趨勢，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新媒體的意義正不斷

的被改寫中。新媒體的功能、普及狀況、閱聽人使用形態、以及它所帶來的社會

影響，都是傳播學者關注的焦點。 

台灣的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成長潛力驚人，網路媒體使用人口也大量增加（天

下雜誌，1999年12月）。根據資訊會推廣處FIND中心統計資料：1996年6月，台

灣連網戶僅有36萬左右的人口；到了1998年底，即突破3百萬使用人口大關，提

前九個月達成NII國家資訊基礎建設的三百萬人上網目標；在到達經濟規模後，網

路用戶數仍保持穩定成長，繼而在1999年6月，更達到4百萬的數字，三年來平

均維持每半年50％以上的成長幅度(http://www.find.org.tw,1999年8月6日)。 

      以報社來看，寬頻網路科技的快速成長，網路電子報的大量出現，使報紙發

行量感受到威脅。報業紛紛引進資訊科技來迎接挑戰。報社的動機以「接近更多

受眾」、「產生廣告收入」及「替報紙促銷」三者最多（Peng、Tham & Xiaoming，

1999），其他還包括：「降低資訊提供者的成本」、「因應差異化之市場」、「電子化

銷售系統的整合」、「資料庫行銷」與「提高資訊附加價值」等（鄭家鐘

1996:148-149）。也有研究顯示，大部分的大眾媒體設置網站，主要是為了擴大媒體

本身的影響力，或是著眼於未來的「電子商務」（黃肇松，1993）。 

報社記者和編輯面對網際網路科技的態度，可以區分成三類型：「仁慈的改革

者」、「緊張的傳統主義者」和「理性的現實主義者」（Singer，1997：4)（參見表一）。 

表一：報社記者和編輯面臨寬頻網路科技態度的類型 

面臨寬頻網路新科技的態度類型 主要態度表現 

仁慈的改革者 

(the benevolent revolutionary) 

對科技充滿熱情，相信其獨特的能

力，強烈支持報社使用新媒介，使記者可

追求更好的工作表現。 

緊張的傳統主義者 

(the nervous traditionalist) 

  非常擔憂新科技，會使傳統新聞重要

的價值不見了，擔心線上媒體匿名言論的

可信度與正當性，不認為線上媒體會拉近

貧富間的知溝。 

理性的現實主義者   認同網路媒體，認為在眼前新媒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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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tional realist) 
自己仍無太大關聯。態度較折衷，也認為

時機成熟時，新聞記者自然會使用網路媒

體(online media)，不必特別去害怕或鼓

吹，新科技也不會使記者覺得自己沒有

用，或者使得傳統報社就此消失。 

資料來源：Singer(1997) “Changes and consistencies : Newspaper journalists contemplate 

online future.”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Vol.18,No1-2,Winter/Spring, p.4.               

無論報社的編輯和記者對寬頻網路新科技的態度為何，網路媒體已成為新聞從

業人員蒐集新聞的來源之一，並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他們普遍用的「網路服務」

（online services），包括e-mail、網路即時傳輸、網頁上的搜尋工具、下載資料、使

用電腦系統中的連線工具等（Peng , Tham & Xiaoming，1999；Garrison，1997；

http://www.digitalwall.com；http://www.mediacentral.com，1998年2月5日）。 

傳統報業對於電腦的運用，除了將作業電腦化外，網路傳播在報業的應用上，

發展電子報(electronic newspaper) 也成為一大趨勢，而這種無紙張的發行方式，勢

必會帶給平面媒體極大的衝擊(Bittner，1996)。有些研究指出，電子報在未來極有

可能成為資訊傳播的重要工具與收入來源之一（Garrison，1996：75；Bjorner，1992；

Walls，1991：46）。 

在內容方面，網路媒體是否會取代傳統媒體也是大眾關注的議題。根據研究顯

示，網路媒體仍然無法完全取代傳統媒體，因為傳統媒體和網路媒體目前仍是「互

補品」，而非「替代品」。因為，目前傳統媒體仍是網路媒體的主要新聞來源。（Peng ， 

Tham & Xiaoming，1999；Neuberger， Tonnimacher， Biebl & Duck，1998；Li，1998； 

Martin，1998）當然，原生網路媒體的出現，是否會改變二者關係，是值得關注的

發展。 

報業在網路媒體發展過程中，由於具有豐富的情報資訊及數位化資訊的特點，

很自然地成為網路媒體積極參與者，利用網路通道來傳播新聞，大大增進互動效

果，更直接拉進讀者與報社間的關係（鄭家鐘，1996：151；程嘉君 1996:48-49；

Peng、Tham & Xiaoming，1999）。 

在廣播、電視媒體方面，由於網路科技能使傳統各種不同型態的資訊媒介，如

聲音、文字、圖形、影像等都被數位化，多媒體的資料處理及傳輸也較為便利。

這也正是廣電媒體在發展網路媒體時的優勢。 

進一步從電視方面來分析，數位化科技使傳統電視產業正遭遇重大變革。電視

的「數位化」增加了許多不確定的變數（數位服務的市場需求、競爭程度的增加、

相關規定、科技進展的速度、聚合的現象⋯.等），使得擴展電視產業的風險程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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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除此之外，電視「數位化」也帶來互動化和個人化，使閱聽眾更具選擇性、

主動性、積極性(Chalaby & Segell，1999；何祖鳳，1996:121；Steve ，1999：1999

年12月29日，http://emedial.medianifo.com)。 

在廣播方面，網際網路跨越傳統電台頻道範圍的限制，使得電台（尤其是中小

功率電台）可獲取更多聽眾市場的機會，跨越國界的性質，產生了文化傳播的外

溢效果（黃葳威、簡南山，1999）。 

大眾媒體發展網路媒體已是一項趨勢。各種不同性質的大眾媒體，紛紛設置網

路媒體，並展開各項跨媒體與跨產業的結合，以推動網路媒體的發展。美國ABC、

CBS和FOX等三家電視新聞網合作網路新聞服務，NBC電視新聞與Washington Post

報社的宣佈協議，以及ABC電視網和紐約時報合作的網路政治新聞，都是典型的

例子。台灣的PC Home集團積極與各種大眾媒體合作，以及各家報社、電視台和

廣播電台紛紛的跨媒體、跨產業設置網路媒體，也已顯現出各媒體積極開拓網路

媒體的現象。 

傳統大眾媒體因為本身媒體性質的差異，在設置網路媒體時，也呈現出不同的

特色來，報社的網路媒體在資訊量與資料庫方面的表現較佳，電視台則有影像畫

面的特色，而廣播電台則以聲音和即時廣播取勝（楊志弘，1999）。此外，大眾媒

體本身事業背景的差異，也會影響到網路媒體的發展（Singer、Tharp & Harita，1999；

Schultz，1999；楊志弘，1999）。 

網路科技的進展，除了對傳統媒體產業產生許多衝擊之外，也進一步促成原生

網路媒體的發展。而原生網路媒體發展的原因,除了網路科技因素之外,也和網路媒

體集團的發展與擴張有關。以   

台灣來看，由傳統電腦媒體產業起家的PC HOME集團，創造了標榜「華人世界

第一份網路報紙」、「報導明日新聞」為特點的「明日報」。東森媒體集團除了設置

東森電視台的網路媒體之外，也推出強調多媒體的原生網路媒體「東森新聞報」（ET 

Today）。這兩個具代表性的原生網路媒體，都擁有一批專門負責線上資訊與新聞的

線上記者，而不像傳統媒體所發展的網路媒體一樣，在新聞產製與內容上依賴傳統

報社、電視台和廣播電台所提供的資訊。 

在科技運用及組織規則方面，原生網路媒體較能夠充分運用網路媒體的特性於資

訊的傳遞上。從網路媒體的首要特性「互動」觀之，原生網路媒體的確較其他傳統媒

體所發展的網路媒體，提供更多的互動功能，如：設置每篇文章的討論區、開闢線上

主題聊天室。 

整體來看，原生網路媒體成為「大眾傳播媒介」的主要優勢包括：「資訊流通

快速」、「即時更新」、「去疆界化」、「機器設備與複製成本低」、「易於資訊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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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服務」。 

經上述分析可知，網路已經不再只是一種通路，也漸發展為一種媒體；同時，網

路也不只是具有傳統媒體的某些特性，同時也具備有互動等其他傳統媒體所缺欠的功

能。因此，就媒體角度來檢驗網路的發展，所謂的網路媒體實際上已促成了媒體結構

的變遷。目前，傳統的大眾媒體紛紛投入網路媒體的發展，在媒體市場上，與原生的

網路媒體相互競爭。因此，有必要從網路的特性著手，探討網路媒體功能，以便能掌

握到網路媒體發展的可能方向。 

 

貳、網路媒體的特性 

網路媒體具有不同於傳統大眾媒體的特性，Willis & Willis(1993:1-2)即以「媒體

漩渦」來形容傳統印刷媒體與電子媒體界線的日益模糊，而這一比喻用在網路媒體

上更為恰當。 

因為，網路媒體不但大幅提昇了資訊流通的速度及範圍，並具有「即時性」、

「互動性」、「超鏈結」、「多媒體」、「超文本」、「對話性」、「同步性」等特性。尤

其網路媒體可突破時空的限制，可存放大量的文字、聲音、影像、圖片等不同的

素材，與傳統媒介相較下，可以表現出多媒體的特色。而網路媒體上所產生的電

子對話傳播，更是一種新形態對話方式，透過交換電子對話，可以聯絡關係，及

針對某議題發表意見，與他人辯論，有助於社會關係的創造和維持，以及對個人、

組織及社會生活方式的了解（Ball-Rokeach and Reardon，1988）。 

如果進一步以硬體和軟體的觀點分析，網路媒體所顯現出的特性，在硬體方

面，具有數位化、非同步傳播、及與傳統媒體不同的多媒體表達形式；在軟體訊

息方面，為超文本、非線性、超國界、及便於接近使用；在溝通方式上，網路傳

播則具有互動性與同步性的特性，如多人即時交談，使傳播活動更為彈性（Morris 

& Ogan，1996；鍾誌勳，1996；蔡祖馨，1996；何祖鳳，1996；楊志弘，1999；Steve，

1999年12月29日，http:// emedial.medianifo.com）。 

除此之外，網路媒體藉由不同電腦主機和不同網域的鏈結，訊息的傳播是網

狀的互通。早期學者的研究就已經發現，不同的網路使用者具有發送訊息和接收

訊息的特性，藉由網路使用者的「再傳播」（re-distribute）與「再創作」（re-author），

使得訊息在網路上不斷的多層次的被傳播（Jones，1997；Morris and Ogan，1996），

有別於傳統媒介的傳播模式。這是一種網際網路傳播時代，所衍生的新傳播特性。 

整體而言，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傳播方式」與「溝通

特性」方面(參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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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傳播方式」和「溝通特性」的比較 

媒體類別 傳統媒體 網路媒體 

傳播方式 線性的傳播方式 網狀的非線性方式擷取資料 

使用者可以依自己的喜好選讀 

溝通特性 單向、獨白的溝通 雙向性的、對話式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文針對網路科技的發展，分析網路的特性，進一步將網路媒體的特性歸納為

以下七點：「立即性」、「互動性」、「多媒體」、「資料搜尋」、「超鏈結」、「超越時空」

與「個人化」(參見表三)。這七種特性，彼此還可以多層次的重疊組合，而有更豐

富的功能。 

表三：網路媒體的七大特性 

網路媒體的特性 內容 

 

（1）立即性 

1. 即時資訊的提供 

2. 即時線上對談 

  3. 即時回饋（feedback） 

4. 即時更新 

5. 訂閱服務 

    6. 個人資料修改之確認回函 

 

 

（2）互動性 

1. 討論區 

2. 聊天室 

3. e-mail 

4. 網路調查、 

5. 個人化新聞信的訂閱 

 

 

（3）多媒體 

    1.文字 

2.圖片 

3.聲音 

4.影像(照片和影片) 

5.即時轉播 

 

 

（4）資料搜尋 

1. 背景資料的提供與整理 

2. 資訊的分類 

3. 擴增資訊的深度與廣度 

4. 投票結果討論區 

5. 聊天室言論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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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超鏈結 1. 相關網站的連結 

2. 相關資料庫的連結 

（6）超越時空       1. 使用者不受時空限制的接近

性 

 

 

 

（7）個人化 

1. 個人資料庫的建立 

2. 個人化電子信箱 

3. 個人化資訊下載 

4. 個人化資訊 

5. 個人網頁編輯 

6. 訂閱個人電子信 

7. 個人化廣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上述網路媒體的特性中，又以「互動性」被認定為網路媒體最特殊的功能。

因為，「互動性」的多少，不但是影響上網的消費者是否涉入網站行銷溝通的關鍵

因素，一個企業的網站互動性程度愈高，該網站就愈可能被分類為好的網站

（Jones，1997:182-192；Morris & Ogan，1996；Pavlik，1999；Massey & R.Levy,1999；

Berthon、Pitt & Watson，1996；Ghose & Dou，1998；程嘉君，1996）。然而，此種網

路上使用者彼此互動、相互聯繫的溝通方式，也因此改變了傳播媒體和閱聽人之

間的關係，使傳播者，也同時成為受播者（Li，1998；Massey & Levy，1999；Schultz，

1999）。 

網路媒體互動功能，已經隨著網路媒體的發展而備受注目。有些學者開始強調

閱聽眾參與的意義（Lawrence ,1993），注意「互動新聞學」（interactive journalism）。

Rosen（1992）、Charity（1995）、Merritt（1998）等研究者也指出，媒體評論者長久

以來缺乏對媒體互動性領域的關注；但在網路時代的今天，已大量充斥著「互動」

的詞彙。 

由此可知，互動傳播（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可說是網路媒體興起後，最具

特色的傳播現象之一。此特性不但是發展網路媒體所必須掌握的要素，也是現今

網路媒體的發展「利基」（niche）。 

 

參、網路媒體的互動性 

互動性的缺乏，一直是傳統的大眾媒體受到非議的論點之一。Rafaeli（1988）

即指出，傳統的大眾媒體在雙向互動上是失敗的。Schultz(1999)認為，傳統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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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給予閱聽人的互動溝通(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機會相當少，可說是僅有「讀者

投書」一途。 

網路和平面媒體不一樣的地方，最明顯的就是互動的部分，網友可以在網路上

和新聞工作者或其他網路使用者進對談。而 Marrelli（1996）分析網站的互動性功

能包括有：1.電子郵件意見回饋（E-mail feedback loop）2.多媒體展示（multimedia 

presentation）3.網站問卷（web quesionnaire）4.使用者俱樂部（affinity/user groups）5.

軟體下載（software downloading）。 

因此，就網路媒體而言，互動性的確是相當重要的特性。網路使用者可跳脫大

眾媒體的仲介、過濾及壟斷，直接獲取政府施政的各種資訊，也能夠反應個人對政

府的建言，經由適切的運用，網路將可能成為政府與人民二者的共同力量，即互動

民主的產生（程嘉君，1996）。 

另外，以網際網路的互動層次而言，Hoffman 、Novak & Chatterjee（1995）則

針對網路媒體提出，機器互動、人際互動及人機互動三種互動形式。其中機器互動

指的是超媒體（hypertext）內容的提供以及互動式的存取進行；人際互動則是指透

過電腦為媒介進行溝通；人機互動則強調使用者在上瀏覽過程中的注意力投入。 

所以，在互動選擇功能設計方面，網路媒體將在互動環境下被閱讀，所以設計

網頁時，互動性是主要的因素之一，且直接傳播連結建立在編輯及閱聽眾上，回饋

是立即且持續的。藉由互相的連結，可以引導更多的資訊，讀者也更有權利去選擇

什麼是要閱讀或所需的產品。同時，可互相連結變成多對多的傳播。也因為網路媒

體的互動性強，所以過去在報紙後面默默看報的讀者現在可躍上舞台發言，網路媒

體系統是有對話式，這點明顯不同於印刷媒體新聞室和網路媒體之間（Li，1998；

Martin，1998）。 

Riley(1998)等人的研究也發現，傳統報紙的網站內容提供者在網路媒體的互動

性這一點的認知上，似乎十分遲緩。傳統報紙的記者認為讀者可以傳送電子郵件直

接向記者查詢新聞內容並期望獲得回覆的想法相當「可怕」，這些傳統媒體記者卻

認為新聞文化(journalistic culture)和互動性無法配合得當。 

     事實上，網路上的互動資訊，不只是一種使用者意見的表達，同時也達到擴

大市場及建立使用者忠誠度的目標（Lacy，1992；Lasica，1998）。 

      雖然許多研究都指出，網路不是一種單向的「麥克風傳播」，而是一種雙向

的「對話」（conversation）（Lasica，1996:33）。可是，並非所有網路媒體的設計都具

備了完全的互動功能；事實上，網路的互動功能，在技術運用的可能性方面的描

述，要遠遠超過實際運用的情形。可以說，描述網路媒體互動潛力的人很多；但

是，實際上並非所有網路媒體都能提供充足的互動選擇功能（Morris & 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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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42）。因此，有些研究者批評傳統大眾媒體過度高估大眾媒體所設置的網站互

動功能方面的成果（Lasica，1996；Saila，1997）。 

傳統大眾媒體在雙向互動上的缺欠，透過網路的互動功能，將有助於建立雙向

互動的傳播過程。但是，只有少數的網路媒體工作者與網路使用者，真正在運用這

項雙向的互動功能。許多研究報告都指出，傳統大眾媒體過於誇大網路媒體目前互

動功能的成果。事實上，講得多，但作得少。 

事實上，不同背景條件的大眾媒體，在網路媒體互動功能的發展上，有明顯的

差異。規模較大及較具歷史的大眾媒體，比起較小的媒體，在互動功能方面，有較

大的投入。同時，報社、廣播電台及電視台等不同性質的大眾媒體，在運用網路互

動功能方面，也有所區別。 

互動功能是網路媒體最具特色的傳播特性。透過雙向的互動傳播，不但改變了

過去傳統媒體的傳播模式，更改變了媒體與閱聽人之間的關係。隨著網際網路的使

用日漸普及，作為一種新媒體，其應用在新聞學中的互動選擇，已倍受傳播研究者

的重視。針對「互動網路新聞」的探討，遂成為傳播研究中值得加以開拓的新領域。 

 

肆、互動網路新聞的發展 

隨著網路媒體在互動功能的發展，互動網路新聞（interactive online journalism）

已備受研究者的重視（Schultz，1999）。許多傳播研究者即將研究焦點放在網路新

聞媒體的互動方面，探討網路互動功能在「互動網路新聞」的運用（Schultz，1999；

Lacy & Bernstein，1998）。 

在互動概念方面，研究者 Heeter（1989）、Rafaeli＆Sudweek（1997）、Blattberg

＆ Deighton（1991）、在Steure（1992）、Deighton（1996）、 Meyer＆ Zark（1996）、

Rogers（1986）＆ Rafaeli（1988）、Massey ＆ Levy（1999）及Schultz（1999）等都

指出一些看法（見表四）。 

表四：互動的定義（依姓氏字母排列） 

學     者 互    動      的    定    義 

Blattberg＆Deighton

（1991） 

個人與組織及其相互之間，不受時間與空間影響，直

接彼此溝通的方式與工具 

Deighton（1996） 「辨認出個別使用者的能力」和「收集及記憶該使用

者的回應方式的能力」 

Heeter（1989）   可選擇之複雜度、使用者投注之努力程度、監視資訊

使用之能力、回應使用者之程度、增加資訊的容易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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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人際溝通的潛力 

Massey ＆Levy（1999）   不只提供互動的機器工具，還必須指引使用者加入互

動討論，讓使用者與媒體工作者，彼此交換意見。 

Meyer ＆Zark（1996） 

 

「線上互動」是使用者用以進行動態選擇、處理、整

合及格式化資訊，以求能符合使用者本身特定需求的能

力。 

Rogers（1986）＆ 

Rafaeli（1988） 

互動性需要一個訊息的線索，一個交互關連的鏈結，

他們認為傳播中的「回應」是重點。 

Rafaeli ＆Sudweek 

（1997） 

互動性的原始角色是分享解釋內容，當一個互動過程

的指引共同產生意義，互動性的敘述及命令在對話式互動

中是一種方法。 

Steure（1992） 使用者能夠在即時的情況下，主動改變電腦中介環境

的形式及內容的程度。 

Schultz（1999） 自行使用機器或應用機器等算不上是互動，因為機器

不能獨立地了解及回應訊息，還必須能指引使用者加入互

動的討論，在意見上相互交換，才稱為「互動」功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述互動概念的討論，若放在網路新聞的即時上來思考，則新聞媒體的工作

者（包括記者、編輯、主持人等）與其使用者的閱聽眾間的互動，才是真正要討

論的主題。由於，本文討論大眾媒體設置的網路媒體在「互動網路新聞」（interactive 

online journalism）方面的發展，因此，參酌Massey & Levy（1999）及Schultz（1999）

對於「互動」的概念，定義網路媒體的「互動」為：「非只提供技術性的工具，還

必須指引使用者加入互動的討論，讓使用者與媒體工作者間，彼此有意見上的交

換」。 

如果網路媒體企圖要提供較多的互動功能，需要更多原創的努力，例如網媒

體上設置意見論壇，鼓勵記者與網路使用者討論，或是主持「聊天室」（Schultz，

1999）。 

Singer、Tharp & Haruta（1999）研究指出，電子報內容除修改文字媒體所提供

的資料外，網路記者也會創造獨特的內容，譬如討論區或聊天室的互動內容，或

是娛樂資訊方面的使用者投票、遊戲或測驗等。同時，網路媒體工作者會從報紙

資料庫中，找出特別內容來利用，例如有關季節性興趣或活動，以吸引使用者。

電子報內容不再只呈現報紙資料庫的新聞，他們會設計特別的單元放在網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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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子報的服務運作，這些特別的內容，以提供報紙一些不同的新聞素材

（Martin ，1998）。 

在上述的觀點下，本文歸納網路新聞應設立的互動功能範圍有：e-mail、線上

聊天室（chat rooms）、文章討論區（forums）、網路調查（online polls 及survey）、

個別文章評分、新聞服務、資料庫搜尋及多媒體等。這些互動性的功能不只協助

建立互動的傳播過程，也是研究互動網路新聞的主要主題。 

  

伍、結論 

網路具有互動功能，有助於雙向互動傳播過程的建立，並彌補傳統大眾媒體

在雙向互動上的缺欠。不過，實際上，真正運用這項雙向互動功能的網路媒體工

作與網路使用者還是少數。 

其次，由於不同背景條件與不同性質(報社、廣播電台及電視台)的大眾媒體，

在網路媒體互動新聞的發展上，有明顯的差異。同時，在運用網路互動功能方面，

也有所區別。因此，互動功能的探討，實為傳播研究者所必須重視的課題。 

檢視目前所謂網路媒體的實際狀況，大多數只是原有大眾媒體內容的「網路

化」，而未真正發揮網路媒體的特性。事實上，在目前網路上，真正發揮互動性、

立即性、多媒體、資料搜尋、超鏈結、超越時空與個人化等特性的網路媒體，少

之又少，多半只是將原來大眾媒體內容放上網路而已。從網路特性來看，「媒體網

路化」並不等於就是「網路媒體」。因此，網路媒體的發展仍有相當大的空間要努

力。 

綜合上述，當前有如下亟待努力的課題： 

第一、 強化網路媒體的互動性功能。 

第二、 開拓「互動網路新聞」的研究領域。 

第三、 培養網路媒體的實務及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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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係針對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三組主要候選人（陳水扁、連戰、宋

楚瑜）之競選網站（www.abian.net，www.yes2000.org.tw，www.soong.org.tw），

分析其構成要素、對突發性事件之反應，並提出對競選網站經營之建議。 

所謂網站構成要素，指親切性、互動性、資訊性、工具性等四個構面所

衍生之競選網站構成要素。此外，本研究並擇「中國介入」事件（二月二十

一日中國發表「台灣問題」白皮書，與三月十五日中國總理朱鎔基談話）作

為個案，用以檢驗候選人網站對突發事件的反應，並比較三組候選人反應的

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陳水扁網站多媒體呈現、內容豐富；連戰網站色彩豐富、

排版專業；宋楚瑜網站文字太多、視覺比較弱。至於危機反應，三組候選人

網站無論在「傳播來源」與「訊息處理」上均無差異，同樣對「中國介入」

表達「不示弱」的態度，並尋找「替罪羔羊」轉移攻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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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目的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於三月十八日投票，開票結果，民主進步黨提名人陳

水扁獲勝。此次選舉，一方面終結了國民黨執政，完成政黨輪替，另方面固然是

「李登輝時代」（1988-2000）的結束，但卻也是「李登輝路線」的延續，台灣繼

續往本土化、民主化邁進。 

此次選舉競爭激烈，負面廣告盛行，三組主要候選人（陳水扁、宋楚瑜、連

戰），由於選前民調數據接近，因此採取「比較策略」，以攻擊對手及與對手比較

為主要戰術，三方「互擲泥巴」，將大選格調下降至如同縣市長選舉（鄭自隆，

2000）。 

報紙廣告、電視廣告固然負面文宣充斥，但三組主要候選人的網站卻相對比

較「純淨」，台灣選舉網站廣告始自1994年的台北市長選舉，當時的民進黨候選

人陳水扁率先成立「市政資訊BBS站」，成了台灣網路選戰的第一個個案（鄭自

隆，1995；莊伯仲、鄭自隆，1996）。接著1995年立委選舉，新黨、民進黨籍國

民黨依次成立專屬各黨中央黨部的WWW網站，雖然內容貧乏，缺乏適時更新，

只是報紙文宣的網路版，但卻是台灣首次政黨文宣搬上Internet國際舞台；1996

年首次台灣總統大選，李登輝、彭明敏、林洋港、陳履安四組候選人均成立直屬

競選總部的網站；1997年縣市長選舉，1998年北高兩市市長、議員與立委選舉，

更多的候選人均有了競選網站的設置（莊伯仲，2000）。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一，即依文獻與網站媒體特性，建構網站構成要素用以分

析三組候選人網站，以呈現該年選舉候選人網站之面貌，早期的競選廣告內容單

調，只是將平面文宣「翻版」在網路上，但此次三組候選人的網站內容都精采活

潑，無論親切性（user-friendly）、互動性、資訊性、工具性均有其特色。 

其次，本研究試圖以一個案事件，用以檢視三組候選人對此突發事件的反

應，並比較三組候選人反應的差異。候選人網站即是候選人的專屬媒體，也是候

選人訊息的呈現，換言之，網站第一頁至最後一頁的內容均是候選人所試圖傳送

的訊息，也是他的「廣告」。因此從網站對事件的訊息處理，當然可以看出候選

人陣營對事件的態度。 

本研究所選擇之個案為「中國介入」事件，所謂「中國介入」事件包含兩件

但互為關聯的中國試圖影響選舉的事件，一是二月二十一日中國發布「一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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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與三月十五日中國總理朱鎔基對台灣立場強硬及恫嚇

性談話。此種外力介入試圖影響選舉結果的動作，在選舉活動中可以歸為事件

（event），而此事件，就大環境（台灣安全）而言，是為危機（crisis），但對個

別候選人卻不一定，對某位候選人來說固然是危機，但對另一位，或另二位候選

人卻可能因選民恐懼對手當選導致戰爭，使選票流向自己而獲利。或是因危機處

理適當，改變選民觀感，也有可能自危機處理中得利。因此檢視候選人網站新聞

對危機的回應，以瞭解各陣營對危機處理的態度，自有其必要。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二，即是透過內容分析，一方面瞭解三組候選人網站

對事件的反應態度，並比較三組候選人反應的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網站構成要素 

網路上的競選文宣不同於傳統媒介。網友使用網路的行為是主動的檢索、互

動的溝通，而非被動的收受。且網路多媒體的特性使其內容呈現得以涵蓋文字、

聲音、影像、動畫等。台灣初期的網路競選文宣，內容貧乏單調，僅是將平面文

宣數位化、電子化，然而2000年的總統大選，各組候選人的競選網站，都已較

以往網路文宣成熟，不但結合了影音的呈現，並加入更多互動性功能，充分結合

網際網路的特性。 

莊伯仲（2000）認為候選人運用網路媒體具有以下八點趨勢： 

(1)參與程度高 

網路是高互動性的媒體，網友多為主動造訪，因此心理涉入感大、參與程度高，

較容易被傳播來源所說服。 

(2)訊息深度夠 

網路多媒體的特性容納了文字、聲音、影像，其內容設計不僅可以刊登政見、

問政紀錄、競選文宣，尚可提供選民留言等複雜資訊。 

(3)成本效益高 

網站站台的架設、維護、更新成本遠比一般大眾媒體來的低。對小黨或缺乏財

力的候選人而言是較佳的選擇。 

(4)機動性佳 

候選人網站可隨時更新資料，應付緊急事件。且沒有傳統媒體時段、版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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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製作時間耗時的問題。 

(5)可重複暴露 

候選人網站可提供競選文宣，供網友閱讀、下載甚至代為傳送。沒有傳統媒體

接收不便、保存不易的缺點。 

(6)具恆久性 

候選人網站得提供從競選開始到結束不同時期的競選文宣，讓網友得以超越時

間限制，接收到非同步傳播的訊息。 

(7)涵蓋面廣 

傳統媒體有其發行及傳送疆界的限制，而網路是跨區域的媒體，即便是海外的

支持者，都方便加以串聯、動員。 

(8)區隔性佳 

網路的資源浩瀚，空間、版面、內容幾乎可以無限制的擴張，因此可以針對不

同地區、不同領域、不同階層的網友設計不同版面，以投其所好。 

另外，Ireland & Nash在Winning Campaigns Online一書中也提出網路競選的

優勢包括競選經費的募集、電子新聞信的廣泛傳布、資訊量豐富、成本低廉、

接觸受眾多等特點。 

針對鄭自隆（1995）所提出競選廣告的四種未來趨勢，莊伯仲、鄭自隆（1996）

認為電腦媒介傳播在競選活動的應用有： 

(1)文宣專業化 

專業的網路服務公司出現，使不懂得網路、電腦理論和實務的候選人能享受到

網際網路這個新媒介，也普及了它的運用趨勢。他們提供WWW架設的全套

服務（從系統規劃到美工設計），也教導候選人的幕僚人員如何維護和管理站

台，如何加入新資訊，以及未來成本的評估等事項。 

(2)通路多元化 

所謂通路，就是候選人接觸選民的媒介。近年來就競選文宣通路的變化而言，

很明顯的有雙向化、電腦化、私密化的趨勢。換言之，選民接收訊息的管道將

不再只是傳統的大眾媒介，網路已成為候選人的專屬媒體通路。 

(3)選民區隔化 

一個候選人不可能獲得全部選民的支持，所以必須進行選民區隔化，而具有高

度互動性質、訊息更新迅速容易、且內容可以是各類選民所需而多樣化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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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和WWW，正是適合區隔化的新興媒介。候選人的網站內容與服務，可針

對不同區隔的選民設計不同內容以吸引之。 

(4)候選人明星化 

BBS和WWW，正是候選人的個性化媒介。除了可以表達複雜的訊息來具體介

紹候選人的特色、理念、政績和政見外。相較於電視、報紙等資源有限的大眾

媒介，網路上的資訊是無限的，目前也無相關法令來規範，故訊息可以隨心所

欲的設計和使用。而WWW多媒體的展現方式更是將候選人做明星化的包裝。

跨國界、跨區域、無版面限制、不受傳統媒介守門人影響的網際網路，使候選

人得以盡情闡述競選理念，因此，若宣傳得當，可獲得相當選民的注意，自然

提高獲選的機會。 

另外，本研究根據網際網路的特質，再加入下列兩種現象，說明如下： 

(1)選民與候選人間的高度互動化 

網路最大的特性之一就是互動性高。在以往的政治傳播型態中，選民與候選人

之間的資訊是單向傳送，或透過傳播媒體，或透過競選總部，但網際網路的高

互動性卻可讓選民主動搜尋，整個過程是一種較為主動的資訊取得。不僅如

此，選民可以透過候選人專屬網站發表意見、與其他網友共同討論議題。而透

過競選網站所提供的服務信箱或留言版，也可使候選人瞭解並貼近選民的反應

及需求。 

(2)資訊傳送的即時化 

網路的另一特性就是即時快速，候選人得以自行發佈消息，並對臨時發生的事

件做出回應。傳統媒體的截稿時間並不適用於網路空間，就競選網站而言，對

事件的即時反應，可以不再依賴傳播媒體的報導及解讀；而對選民而言，則可

隨時上網取得候選人的最新消息，不再受限於傳播媒體的二手資料。 

Klinenberg and Perrin（1996）分析1996年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網站內容，依

競選的目標與活動分為六個類型，分別說明如下： 

(1)建立關係網絡與競選經費的籌募：包括全國各地競選支部的地址、電話、負

責人名稱、名人推薦名單、地方性的重要資訊（以超鏈結方式呈現此位候選人

對當地建設所做出的承諾）、徵求志工及籌措競選經費等。 

(2)育及主旨：運用網路龐大的資訊負載量，提供候選人立場聲明書、演說全文、

新聞稿、當地的參議員投票紀錄、轉載文章、照片、電視廣告的下載及視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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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給有興趣的選民；並提供候選人生平介紹、歷史性的照片。 

(3)社群：藉由提供聊天室及候選人圖片、標語的下載以建立支持者的線上社群。

不過必須依照不同族群建立不同的社群區，並盡量避免建立呆板枯燥的討論主

題。 

(4)網路科技：強調候選人對高科技產品的支持，及如何應用在其網站上。在其

競選網站中運用各種新技術，塑造候選人走在時代尖端的形象。 

(5)提供其他網站的鏈結：利用網際網路超文本、超鏈結的特性，提供其他政治

性網站，以協助政黨聯盟的建立、教育及動員，或與其他的競爭者比較。 

(6)互動性：是網際網路最重要的創新之一，提供網友競選活動的資訊，並回覆

網友的疑慮。例如競選網站依時事推出各項資訊（資訊的呈現方式可以是電子

新聞信、電子卡片等），並且盡快的答覆網友提出的問題。 

美國將WWW運用在競選文宣上的主要功能，並不僅限於單向的新聞發布，

還提供公共論壇、深度資訊檢索、線上籌募競選基金，以及和選民互動等功能（莊

伯仲、鄭自隆，1996）。 

本研究依上述文獻並根據網路特性，加上對此次三組主要候選人網站的觀察

整理，將網站構成分為四個構面，建構網站構成要素用以分析三組候選人網站 

(1)親切性：指的是user-friendly，也就是網站設計是否可親近，便於網友使用，

包括網站內容的語言系統、相關網站的連結、影音多媒體的設計、視訊短片的

下載、搜尋引擎等功能。 

(2)戶動性：候選人與網路使用者、使用者與網站、使用者之間的溝通。Schultz

（1999）將網站的互動性功能分為E-mail、聊天室、民意調查、討論區、網友

個人網頁、數位名片等。 

(3)工具性：指網站做為媒體廣告文宣、電子交易及競選經費募款的功能，工具

性的使用可以說是競選網站的附加價值，由於競選網站是候選人的專屬媒體，

因此，競選網站提供其他媒體廣告文宣的下載，可以強化文宣的宣傳效果；而

美國多項報導指出，競選網站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線上籌募競選基金。故本

研究將其他媒體廣告文宣的下載、線上購買候選人的相關競選產品、線上捐款

等稱為工具性構面。 

(4)資訊性：是網站所提供的資訊類別及資訊的量與質，運用網際網路超連結及

龐大的資訊負載量特性，提供所有與候選人相關的訊息，包括電子報、新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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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候選人活動行程、各地競選總部的聯絡方式、政績或政見、政策白皮書等。 

二、危機反應策略 

本研究係以大選期間「中國介入」事件作為候選人網站處理危機的個案，競

選網站的危機處理基本上還是以語文訊息（verbal message）的呈現為主，亦即以

語文或文字來報導危機，陳述立場或反駁批評。由於網路的匿名性，因此使得網

路上的文字訊息失去了傳統傳播媒介應有的威望（prestige），因此特別著重消息

來源的可信性（source credibility）自然有其必要，此外，網路文章仍須考量其處

理危機訊息應有的相關因素。 

競選網站的危機事件訊息應考量的「消息來源」，本研究認為應包含三個重

要的構面，一是誰是「發言人」，所謂「發言人」是指網站文章中主要陳述觀點

的人，通常會有候選人本人，自己政黨主要負責人或競選重要幕僚，若是反駁對

手的批評，則發言人也可能是對手候選人，或對手政黨重要人士或幕僚。Belch

和Belch（1987）歸納廣告傳播效果研究發現，認為廣告傳播者應考量兩個因素，

一是可信度（credibility），二是親和力（attractiveness），另外Percy 和 Rossiter（1980）

的主張，除了上述兩個因素外，尚加上知名度（visibility）與權威性（power），

構成VisCAP模式。由於網站文章係屬文字媒體，因此在選擇網站文章消息來源

時，可信度與知名度均是考量的條件。 

第二個消息來源的因素應是「第二發言人」，所謂第二發言人的即補充第一

發言人的人或是針對第一發言人的發言，予以反駁批評的人。第二發言人若屬自

己陣營的人，當然仍須考量其可信度與知名度，若是對手陣營的人，則可以在可

信度予以適當的貶抑。 

第三個消息來源因素為「新聞來源」，絕大部分的競選網站文章都摘自其他

媒體—包含報紙、電子報，甚至電視。而媒體立場或意識型態是會影響到候選人

網站文章選擇，這也是一個有趣的課題。陳義彥、陳世敏（1990）研究1989年

第三項公職人員選舉，即發現民進黨新國家連線參選人不使用黨營中央日報與官

營台灣新聞報刊登廣告，而國民黨參選人則較少使用首都早報；另外，鄭自隆

（1996）研究立法委員選舉也有類似的發現，即國民黨中央的選舉廣告不刊登聯

合報、聯合晚報，甚至沒有政治色彩的經濟日報也不使用。 

競選網站文章對反應危機事件的「訊息處理因素」，本研究提出六個構面： 

(1)反應策略：Coombs（1995）對危機因應提出五個不同處理的建議，策略一「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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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否認有危機發生」，策略二「冷淡回應」，策略三「積極表示回應及處理表現

危機誠意」，策略四「承認錯誤並忍受屈辱」，策略五「面對痛苦、承擔效果」。

這五個反應策略，呈現危機處理人姿態由極高（策略一）至極低（策略五）的

處理態度，可以用來檢視三組候選人網站文章對「中國介入」事件的看法。 

(2)轉移攻擊對象：「中國介入」事件雖然來自中國，但候選人必須轉移攻擊對象，

將攻擊對象轉移至競選對手，以引導選民將中國的不滿轉移至競選對手身上，

如此方有實質的利益，這也是一種尋找「替罪羔羊」（scapegoat）的作法。 

(3)批判中國：台灣的選舉，「中國因素」是選戰中的「票房毒藥」，尤其是總統

層級的選舉，候選人（尤其被認為有親中傾向的候選人）不能對中國示弱，否

則不但招致對手攻擊，而且還會形成選票流失。 

(4)訊息立場：這是古典的傳播理論—單面（one-sided）說服或是雙面（two-sided）

說服的運用，網站的使用者均為年輕、高學歷的選民，因此不見得只能使用有

利自己的訊息，適度的使用雙面的訊息更能顯示出候選人的氣度。 

(5)訊息長度：網站文章固然沒有長度的限制，但太長的文章卻不利於閱讀，此

外，文章的長度也似乎暗示了事件的重要與否，因此考量訊息長度（字數）當

然也有其必要。 

(6)訊息順序：這也是C. Hovland的古典傳播理論—展示順序（order of 

presentation）。研究結果發現，第一條最能吸引人注意，其次是最終一條，不

過網站文章在排列上是越前面顯得越重要，因此可以從訊息的排列順序探討候

選人網站的「中國介入」事件反應的重視程度。 

亦即，本研究即透過如下的架構以分析三組候選人網站對「中國介入」事件的

反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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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候選人網站回應突發事件之架構 

 

參、研究方法 

一、網站構成要素之建構 

根據文獻及對歷年候選人網站的觀察，本研究將競選網站區分為四大構面： 

親切性、互動性、資訊性、工具性。所謂親切性，係指網站是否好用、活潑美觀

讓使用者樂於上網；互動性，指的是網主與使用者，使用者與使用者間溝通管道

是否順暢；資訊性，是指網站內容中是否提供充分的選戰資訊，以爭取使用者支

持；工具性，即候選人是否把網站規劃成選戰工具、成為選戰廣告媒體、或作為

捐款、購買選戰商品的管道。 

在四大面向上，本研究亦發展出每一構面的測量指標（indicator）： 

(一)親切性 

    多語版本 

    下拉式選單 

    相關競選網站鏈結 

三組候選人網站 

傳播來源： 
1. 發言人 
2. 第二發言人 
3. 新聞來源 

訊息處理： 
1. 反應策略 
2. 尋找「替罪羔羊」 
3. 批判中國 
4. 訊息立場 
5. 訊息長度 
6. 訊息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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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設計（動畫、影音） 

    多媒體物件下載 

    新聞檢索 

(二)互動性 

    留言版 

    即時討論區（聊天室） 

    網站服務信箱 

    候選人直接與網友對談 

(三)資訊性 

    電子報 

    當日新聞提供（電視、報紙、網路） 

    新聞回顧 

    候選人當天行程 

    活動預告 

    服務據點 

    候選人介紹 

    候選人家庭成員介紹 

    副手資料 

    政績 

    政見與政策白皮書 

    入站人數統計 

    選戰倒數 

(四)工具性 

    電視廣告  

    網路廣告 

    線上購物 

    線上捐款 

    分析對象為三組候選人之網站，即陳水扁（www.abian.net）、宋楚瑜

（www.soong.org.tw）與連戰（www.yes2000.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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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分析：危機反應策略 

（一） 網站 

即上述之三組候選人網站。 

（二） 取樣日期 

「一個中國」白皮書發表於二月二十一日，因此本研究取樣為自當日

起一週，即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朱鎔基談話在三月十五日，因

此取樣日期為三月十五日起至三月十八日（投票日）。 

（三） 分析對象 

為各候選人網站第一層之新聞或評論文章，無論其為自撰或引自其他媒

體均為本研究之分析對象。 

（四） 分析類目與測量標尺 

本研究之分析類目有九項，包含：新聞主角（發言人）、第二發言人、

新聞來源、反應策略、轉移攻擊對象、對中國批判、訊息立場、訊息長

度與訊息順序等九項。各類目及其測量標尺如下--- 

   

1.候選人 

2.對手 

3.自己政黨及幕僚 

4.對手政黨及幕僚 

 

類目一：發言人 

5.事件當事人 

1.候選人 

2.對手 

3.自己政黨及幕僚 

4.對手政黨及幕僚 

5.事件當事人 

 

類目二：第二發言人 

6.無 

1.聯合報系 

2.中國時報系 

3.自由時報 

4.中央日報 

5.其他網站 

6.電視 

7.字撰 

類目三：新聞來源 

8.其他 

1.徹底否認曾有危機發生 

2.冷淡回應 

類目四：反應策略 

3.積極表示回應，處理危機誠意與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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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認並忍受羞辱  

5.面對痛苦、承擔結果 

1.攻連 

2.攻宋 

3.攻扁 

4.攻擊其他兩位候選人 

    類目五：轉移攻擊對象

5.無 

1.有 
  類目六：對中國批判 

2.無 

1.有利自己 

2.不利自己 類目七：訊息立場 

3.無特定立場 

類目八：訊息長度 長*寬＝字數（四位數） 

1.第一條 

2.第二條 

3.第三條 

 

類目九：訊息順序 

4.第四條以後 

 

肆、研究結果與發現 

一、競選網站的構成要素 

三位總統候選人的網站，陳水扁競選網站（www.abian.net）的多媒體呈現相

當豐富，從首頁出現的『e廣告』、右側豐富齊全的選項、阿扁的生平介紹、乃

至各項政策白皮書，都以圖像方式呈現。連戰的網站（www.yes2000.org.tw）色

彩鮮明，整個網頁的配色及排版調理分明，相較於另外兩位候選人，其網站幾乎

沒有大幅改版過。宋楚瑜的競選網站（www.soong.org.tw）則顯得中規中舉，雖

到競選後期才出現網路廣告，但首頁多達十餘則的文字新聞稿，缺乏圖片的潤

飾，使人有置身字海的感覺。本章將以親切性、互動性、資訊性及工具性比較三

位候選人網站。 

所謂親切性，指的是user-friendly，也就是網路設計是否可親可近，令網友

樂於使用。三個網站中，便利性以連、扁為佳，兩者均有外語版本（扁除英語版

外，尚有日文版）。相較於宋楚瑜網站只有簡單的頁框，連、扁網站尚有下拉式

選單，將網站內容分門別類，方便網友在網站中盡情『衝浪』而不虞迷途。 

三組候選人均提供多媒體檔案下載，陳水扁網站以附圖方式介紹旗下的電視

廣告，並將下載方式分為一般用戶的撥接版和專線用戶的寬頻版，這對網友而言

是較為體貼、方便的設計。宋網站僅以標題介紹電視廣告，沒有圖片的輔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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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們較難瞭解其內容為何。且下載檔案動輒5~6MB，對非使用專線的網友，

吸引力恐怕不大。至於本文討論的連戰網站（www.yes2000.org.tw）並無提供廣

告下載的服務，而是放在其另一競選網站『連蕭戰鬥網』（www.v2000.org.tw）中。 

相關鏈結方面，相對於連、扁網站只提供友軍網站的鏈結，宋楚瑜的老宋小

舖不但提供了友軍、還有另外四組候選人的網站鏈結，包容性為三者中最大者。

網站內的新聞檢索，連、扁均有提供，可讓使用者依關鍵字查詢，如輸入『興票

案』，則會出現與興票案有關的新聞，這是一項方便使用者搜尋資料的設計。 

陳水扁的競選網站在便利性這個構面最為成功。多語版本打破了語言藩籬，

大量圖片為主的設計風格使網友方便瀏覽、易於接收，新聞搜尋使查找資料變得

容易。對各項使用工具的介紹及提供，則拉近了使用者和網站之間的距離。 

其次談互動性，也就是使用者與網站、使用者與其他使用者間的溝通。和其

他媒介相比，網路除了囊括電視的聲光效果、報紙的詳細描述、廣播的音樂內容

外，還多了互動的特性。三位候選人網站都有留言版的設計，讓網友得以抒發己

見。陳水扁的競選網站有多個即時互動的聊天室，本研究曾多次上線參與討論，

聊天室中平均都有數十人，可依不同的主題加入不同的聊天室，聊天室內提供各

種代表符號、表態語句等，讓網友得立即對談、交換意見，是很好的一項設計。

老宋小鋪雖然沒有即時互動的聊天室，但宋楚瑜和網友的直接對談經驗，亦是一

項突破。 

在互動性方面，陳網站略勝一籌。雖然三網站都有留言版的設計，但陳水扁

網站的即時互動聊天室對於支持者有強化、凝聚的作用。使用者有問題，通常可

藉由對其他網友的發問而得到解答。換句話說，即時聊天室的存在給予使用者一

個『黏』在網站上的理由，而網友間的溝通交流，可提高對競選事務的參與性。

不過，對於其他陣營的網友而言，聊天室的功能可能僅止於謾罵。因此，網站管

理者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往後還有討論的空間。 

談到資訊性，指的是網站所提供資訊類別及資訊的量與質。 

三組候選人都提供了電子報的訂閱服務，原則上以每日寄發為主，內容多為網站

內的新聞摘要。至於網站中當日新聞的提供，連、宋的消息來源以報紙、網路為

多，扁網站除了報紙、網路新聞外，尚提供電視新聞稿的內容，是不同於另外兩

組候選人之處。在新聞回顧方面，扁網站以日、週、年分，最為完整。 

至於候選人的宣傳資訊，以服務據點、活動預告以及候選人當日行程三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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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來看，陳水扁競選網站的建構完善，不但日期、時間詳盡且可依地區尋找，是

三組人馬中設計最佳者。老宋小鋪對於今日行程並沒有交代，但關於活動預告、

服務據點的說明非常清楚。連戰的網站則僅有候選人當日行程的交代，活動預

告、服務據點都付之闕如。 

候選人資料，陳水扁競選網站以圖片的方式對陳水扁做介紹，算是較具新意

的表現。對家庭成員方面，連戰、宋楚瑜分別以『連方瑀』、『母姐會專區』做介

紹。陳水扁則僅有幾則小故事，著墨較少。副手資料，宋楚瑜、陳水扁都成立專

區，唯獨連戰的網站缺乏對蕭萬長的介紹。另外，連戰的競選網站中有提供居家

環景秀的鏈結，網友可以360度環繞視角看到連戰家中的裝潢、擺設，網友若有

興趣，還可以深入探訪某些特定的房間。 

三位候選人的競選網站都將白皮書公佈在網路上。至於候選人的政績，連戰

以過去擔任公職任內的建設主題做描述。陳水扁以台北市長任內的『台北經驗』

為主力。宋楚瑜則以全台各縣市做分類，配合地圖、效果頗佳。 

資訊的提供，三者各有所長。網站設計人員也都充分地介紹候選人的優點。

網站作為候選人自有的傳播媒介，沒有內容、篇幅的限制。三組人馬皆以新聞媒

體的消息為主。比較重要的是新聞回顧部分，網站將新聞數位化的結果，使閱聽

人能更方便、更迅速找尋既往資料。惟在新聞的選擇上，難免會有偏頗的情況發

生。 

就工具性而言，指的是網站做為廣告媒體工具及電子交易工具的功能。扁、

宋的網站均提供電視廣告的點播，以擴大電視廣告的效果。陳網站還將電視廣

告、平面廣告設立專區，方便網友瀏覽。並把平面廣告加以動態化，成為網路版

的『e-廣告』。宋網站在選舉後期於首頁加入網路廣告，但並沒有以多媒體方式

呈現，像是文字及照片的集合。至於連戰，在www.yes2000.org.tw並未提供電視

廣告的下載，亦沒有網路廣告。 

網站的電子交易部份，老宋小鋪內的『老宋電子商店』有為數眾多的紀念

品，價錢、尺碼、顏色、產品描述都非常詳盡。陳水扁則將其線上購物委外處理，

販售物品包含一系列的扁帽商品、紀念章等，圖片直接附在說明旁，讓網友方便

選購，是不同於宋楚瑜的設計。陳水扁甚至還提供線上捐款的功能，讓網友直接

以信用卡線上捐款，是三位候選人網站中的獨創設計。 

工具性的使用可說是競選網站的附加價值。就競選廣告的提供而言，若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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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中的『認知不和諧』理論解釋，支持者對所支持候選人的廣告，會有一再暴露

的衝動，以強化自己的決定。競選網站作為候選人的『御用』媒介，這點無疑提

供了最大的宣傳效果。易言之，候選人在網站中提供廣告點播確有其必要。此外，

將廣告放上網路亦可節省資源，網路有其大量傳播、複製成本低的特性，支持者

在將廣告下載後，可利用電子郵件傳送給其他人，擴大宣傳的範圍。 

至於電子交易，雖不至於成為競選經費的來源。但藉由選舉所衍生出的競選

商品，可增加支持者的認同感，從扁帽系列到宋楚瑜的紀念商品的熱賣，可得到

證明。 

 

表一：三組候選人網站構成因素比較表 

 網站構成因素 

 

陳水扁 

www.Abian.net 

 

宋楚瑜 

www.Soong.Org.tw

 

連戰 

www.yes2000.org.tw

多語版本 英文版、日文版 無 英文版 

下拉式選單 有（上方） 無 有（上方） 

相關競選 

網站鏈結 

有 有 

(尚有對手網站的鏈結) 

有 

多媒體設計 

(動畫、影音) 

多 
少 

少 

多媒體物件下

載 

1.廣告 

2.競選歌曲 

1.廣告 

2.競選歌曲 

3.電子賀卡 

1.桌面 

2.競選歌曲 

3.電子賀卡 

親切性 

新聞檢索 有 無 有 

留言板 有 有 有 

即時討論區 

（聊天室） 

有 

（即時互動） 
無 無 

網站服務信箱 有 有 有 
互動性 

候選人直接 

與網友對談 

有 
有 無 

電子報 有 有 有 

當日新聞提供 

(電視、報紙、網

路） 

電視 

網路 

報紙 

報紙 

網路 

報紙 

網路 資訊性 

新聞回顧 以日、週、年、年度分 以日分 以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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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當天行程 

有 

(時間地點可依地

區尋) 

無 
有 

（時間地點） 

 活動預告 

有 

（時間地點可依地

區搜尋） 

有 

無 

服務據點 
有 

（可依地區搜尋）
有 

無 

候選人介紹 有 有 有 

候選人家庭成員介

紹 

 

無 
夫人 

女兒 

家庭 

夫人 

居家環景 

副手資料 有 有 無 

政績 依事件分 依地區分 依部門分 

政見與政策白皮

書 

 

有 

 

有 

 

有 

入站人數統計 有（計數器） 無 有（計數器） 

選戰倒數 有 有 無 

 

工具性 

電視廣告 有 有 無，但有歌曲 

網路廣告 有 有 無 

線上購物 
有 

（附圖片） 

有 

（無圖片）

 

無 
 

線上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 

信用卡 

線上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

 

無 

 

 

 

二、危機反應策略 

所謂選戰事件（campaign events），在美國指的是提名大會、候選人辯論、副

總統提名、主要講演、重要人事背書、競選策略的改變、醜聞或競選重要幕僚的

更替（Holbrook，1996）。但在台灣，「中國介入」事件則有更重大的影響，由於

選民的涉入感高，因此候選人陣營的反應更是小心翼翼。 

（一）三組候選人網站的反應 

「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中國於二月二十一日發佈，當日宋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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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在中國發佈之前即做了反應，顯示宋對中國介入的影響極為關注，接著二十二

日起至二十六日，連續六日均摘錄有關新聞於網站上。連戰陣營則於次日方有反

應，認為白皮書在於批扁，完全沒有批連，至於批李登輝總統，則是終結李時代，

「並不影響連戰」：連陣營發言人李慶平表示，「過去中共動武條件是台外國勢力

介入台灣、台灣發生內亂和宣佈獨立，現在則加入了『重大事變』及『無限期拒

絕談判』，而解釋權則操在中共的手中；其所謂『被迫採取一切可能的斷然措施、

包括使用武力』，更具有警告的意味。」顯示連戰陣營對此事件採取旁觀者、置

身事外的處理態度。 

扁陣營則遲至二十四日才發表談話，陳水扁認為中國此次試圖利用白皮書對

台灣施壓的做法「表現得過火了，只會招致反效果，讓兩岸人民更加分離」、「台

灣人民不會在壓力或是妥協之下選出他們領導人」。 

就此事件之後的一週觀察，陳水扁陣營只發表三則有關的談話，佔這八天的

網路新聞量的6.5﹪，是三組候選人最少的，顯示扁陣營對此事件的低調與謹慎；

相對的，宋陣營的事件相關發言則有 10 則，佔網路新聞量的 10.6﹪，連陣營則

有11則，亦佔網路新聞量的10.3﹪。（參閱表二：三組候選人網站對「中國介入」

事件之反應表）。 

中國總理朱鎔基恫嚇性的談話發表於三月十五日，由於靠近投票日（三月十

八日），因此扁陣營反應迅速，立刻由執行總幹事邱義仁、副總幹事游盈隆、大

陸政策小組召集人陳明通發表談話回應，三月十六日更由陳水扁提出「個人看

法」，認為北京的說法已經違背了大多數台灣人的意願。接著十七日由黨主席林

義雄發表二篇看法，一篇認為「新政府會積極展開與北京的談判對話」，另一篇

則轉移攻擊對象，指「連戰失格」，說連戰身為副總統，但面對中國恐嚇時，不

但沒有挺身而出，反而附和中國，意圖取利。此外，陳水扁亦於當天發表談話，

保證當選後將致力追求台海的永久和平。從十五日至十八日四天中，扁陣營的網

站新聞有二十則，其中反映朱鎔基談話的新聞高達九篇，佔45﹪。 

而宋陣營對朱鎔基談話的反應，極為低調，僅間接表示看法，認為「李遠哲

雖達成兩岸對談」。在四天的四十一則新聞中，僅有上述的一則表示看法，除此

之外，並無任何回應。 

連陣營的回應則高達六則，在隔日（三月十六日）即有五則新聞，包含陳履

安的談話，連戰的主張「擱置一個中國爭議建立兩岸熱線」，以及「兩岸不應等

著瞧，應該坐著談」、「家裡的小孩不乖，我們自己會管，別人不必替我們管小孩」，

此外亦刊登連戰的記者會問答全文。連陣營在四天的44則網路新聞中有九則與

朱鎔基談話有關，佔網路新聞則數之20.5﹪（參閱表二）。 

 

表二：三組候選人網站對「中國介入」事件之反應表 

中國白皮書事件 

日期 陳水扁 宋楚瑜 連戰 



傳播管理學刊 第3卷，第1期，2001年7月 

 -38-

 
當天 

則數 

與事件

有關新

聞數 

比率

（﹪）

當天

則數

與事件

有關新

聞數 

比率

（﹪）

當天 

則數 

與事件

有關新

聞數 

比率

（﹪）

2月21日 7 0  10 1 10.0 14 0  

2月22日 6 0  12 1 8.3 14 1 7.1 

2月23日 3 0  17 2 11.8 13 2 15.4 

2月24日 5 1 20.0 12 3 25.0 13 2 15.4 

2月25日 10 2 20.0 13 2 15.4 13 3 23.1 

2月26日 5 0  11 1 9.1 13 2 15.4 

2月27日 5 0  8 0  13 0  

2月28日 5 0  11 0  14 1 7.1 

小計 46 3 6.5 94 10 10.6 107 11 10.3 

 

朱鎔基談話事件 

陳水扁 宋楚瑜 連戰 

日期 當天 

則數 

與事件

有關新

聞數 

比率

（﹪）

當天

則數

與事件

有關新

聞數 

比率

（﹪）

當天 

則數 

與事件

有關新

聞數 

比率

（﹪）

3月15日 5 1 20.0 13 0  13 0  

3月16日 5 2 40.4 8 1 12.5 13 5 38.5 

3月17日 5 3 60.0 10 0  9 2 22.2 

3月18日 5 3 60.0 10 0  9 2 22.2 

小計 20 9 45.0 41 1 2.4 44 9 20.5 

 

(二)三組候選人反應之差異 

1.主要發言人 

從表三：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發言人」之比較，可以發現三組候選人網站所

使用之主要發言人並沒有差異，都是以「候選人」自己發言居多，尤其宋楚瑜

與連戰均由自己發言，而扁陣營之主要發言人則較具彈性些，有半數的新聞由

候選人自己擔任主要發言人，另一半的新聞則由自己政黨主席或主要幕僚擔任

發言人。 

表三：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發言人」之比較 

 陳水扁 宋楚瑜 連  戰  

候選人 6 

50.0 

19.4 

14.3 

9 

29.0 

90.0 

21.4 

16 

51.6 

80.0 

38.1 

31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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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政黨及幕僚 6 

54.5 

50.0 

14.3 

1 

9.1 

10.0 

2.4 

4 

36.4 

20.0 

9.5 

11 

26.2 

 12 

28.6 

10 

23.8 

20 

47.6 

42 

100.0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度     最小有效次數   個格數小於5之格數 

5.27155     2       .0717          2.619          2 OF 6 ( 33.3%) 

 

說明：格內第一值為次數、第二值為縱向百分比、第三值為橫向百分比、第四值為該格值與 

      總數之百分比。 

2.第二發言人 

從表四：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之「第二發言人」之比較，可以發現三組候選人

網站新聞之第二發言人（即新聞中次要的發言人角色）之使用亦無差異，以沒

有第二發言人居多，若有第二發言人，也是以自己政黨有關人士或競選幕僚擔

任。 

 

表四：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之「第二發言人」之比較 

 陳水扁 宋楚瑜 連  戰  

候選人 

 1 

100.0 

10.0 

2.4 

 1 

2.4 

對手 

1 

100.0 

8.3 

2.4 

  1 

2.4 

自己政黨及幕僚 

2 

33.3 

16.7 

4.8 

2 

33.3 

20.0 

4.8 

2 

33.3 

10.0 

4.8 

6 

14.3 

事件當事人 

  3 

100.0 

15.0 

7.1 

3 

7.1 

無第二發言人 

9 

29.0 

75.0 

21.4 

7 

22.6 

70.0 

16.7 

15 

48.4 

75.0 

35.7 

31 

73.8 

 
12 

28.6 

10 

23.8 

20 

47.6 

42 

100.0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度      最小有效次數   個格數小於5之格數 

     9.55914     8        .2973          .238           12 OF 1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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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格內第一值為次數、第二值為縱向百分比、第三值為橫向百分比、第四值為該格值與

總數之百分比。 

 

3.新聞來源 

從表五：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新聞來源」之比較，可以發現，扁陣營的十二

則有關「中國介入」事件之新聞均由自己的網路部自撰，並不使用外稿；而宋

陣營則較偏愛聯合報系，全數十則新聞中有五則摘自聯合報系或聯合晚報；連

陣營的新聞來源則較平均，二十則新聞中有五則摘自聯合報系，八則摘自中時

報系，三則摘自中央日報，另有四則來自其他媒體（如中央社）。 

 

表五：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新聞來源」之比較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度      最小有效次數   個格數小於5之格數 

       47.37000        8          .0000          .714          14 OF 15 ( 93.3%) 

 

說明：格內第一值為次數、第二值為縱向百分比、第三值為橫向百分比、第四值為該格值與

總數之百分比。 

 

 陳水扁 宋楚瑜 連  戰  

聯合報系 

 5 

50.0 

50.0 

11.9 

5 

25.0 

50.0 

11.9 

10 

23.8 

中時報系 

 2 

20.0 

20.0 

4.8 

8 

40.0 

80.0 

19.0 

10 

23.8 

中央日報 

  3 

15.0 

100.0 

7.1 

3 

7.1 

自撰 

12 

100.0 

100.0 

28.6 

  12 

28.6 

其他 

 3 

30.0 

42.9 

7.1 

4 

20.0 

57.1 

9.5 

7 

16.7 

 
12 

28.6 

10 

23.8 

20 

47.6 

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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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應策略 

    由Coombs（1998）對危機反應的看法來看三組候選人網站對新聞的反應，

從表六：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反應策略」之比較，可以發現宋陣營與連陣營的

反應較為積極，而扁陣營的回應則略為迂迴，不願正面回應，以避免將大環境的

危機變成自己的危機。 

 

表六：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反應策略」之比較 
 陳水扁 宋楚瑜 連  戰  

徹底否認曾

有危機發生 

3 

60.0 

25.0 

7.1 

 2 

40.0 

10.0 

4.8 

5 

11.9 

冷淡反應 

2 

100.0 

16.7 

4.8 

  2 

4.8 

積極表示回

應，處理危

機誠意與能

力 

7 

20.0 

58.3 

16.7 

10 

28.6 

100.0 

23.8 

18 

51.4 

90.0 

42.9 

35 

83.3 

 
12

28.6

10

23.8

20 

47.6 

42 

100.0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度      最小有效次數   個格數小於5之格數 

9.32000      4          .0536          .476          6 OF 9 ( 66.7%) 

 

5.轉移攻擊對象 

面對危機的另一個反應是尋找「替罪羔羊」，轉移攻擊對象，讓選民將厭惡

焦點從中國轉移至對手，以謀取選戰利益；從表七：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轉移

攻擊對象」之比較，可以發現，扁陣營將攻擊焦點大都轉移至連，而連陣營同樣

也將攻擊焦點轉移至扁，宋陣營為求在事件中「不缺席」，因此同時攻擊連扁，

不過篇數不多，一篇攻連，二篇攻扁。 

 

 

 

表七：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轉移攻擊對象」之比較 

 陳水扁 宋楚瑜 連  戰  

攻連 5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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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41.7 

11.9 

16.7 

10.0 

2.4 

14.3 

攻扁 

 2 

28.6 

10.0 

4.8 

5 

71.4 

25.0 

11.9 

7 

16.7 

攻擊其他兩

位候選人 

  6 

100.0 

30.0 

14.3 

6 

14.3 

無 

7 

30.4 

58.3 

16.7 

7 

30.4 

70.0 

16.7 

9 

39.1 

45.0 

21.4 

23 

54.8 

 
12 

28.6 

10 

23.8 

20 

47.6 

42 

100.0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度      最小有效次數   個格數小於5之格數 

19.58333      6           .0033          1.429        9 OF 12 ( 75.0%) 

說明：格內第一值為次數、第二值為縱向百分比、第三值為橫向百分比、第四值為該格值與

總數之百分比。 

6.對中國批判 

    從表八：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對中國批判」之比較，可以發現三組候選人

以網路新聞中均對中國採取批判的態度，扁陣營12則新聞中有5則有批判中國，

宋陣營10則新聞中，高達8則在內文中有涉及對中國不滿，而連陣營20則新聞

中有10則對中國有負面批評。顯示在選戰中對中國「示弱」會對候選人有不良

影響。 

表八：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對中國批判」之比較 

 陳水扁 宋楚瑜 連  戰  

有 5 8 1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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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41.7 

11.9 

34.8 

80.0 

19.0 

43.5 

50.0 

23.8 

54.8 

無 

7 

36.8 

58.3 

16.7 

2 

10.5 

20.0 

4.8 

10 

52.6 

50.0 

23.8 

19 

45.2 

 
12 

28.6 

10 

23.8 

20 

47.6 

42 

100.0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度      最小有效次數   個格數小於5之格數 

3.58490      2        .1666          4.524        1 OF 6 ( 16.7%) 

說明：格內第一值為次數、第二值為縱向百分比、第三值為橫向百分比、第四值為該格值與

總數之百分比。 

 

7.訊息立場 

    從表九：三組候選人網路新聞「訊息立場」之比較，可以發現三組候選人對

「中國介入」事件的回應都是採取有利於自己立場去詮釋，缺乏兩面說服

（two-sided persuasion）的運用。 

 

表九：三組候選人網路新聞「訊息立場」之比較 

 陳水扁 宋楚瑜 連  戰  

有利自己 

12 

36.4 

100.0 

28.5 

8 

24.2 

80.0 

19.0 

13 

39.4 

65.0 

31.0 

33 

78.6 

無特定立場 

 2 

22.2 

20.0 

4.8 

7 

77.8 

35.0 

16.7 

9 

21.4 

 12 10 2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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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23.8 47.6 100.0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度      最小有效次數   個格數小於5之格數 

5.47273       2          .0648         2.143         3 OF  6 ( 50.0%) 

說明：格內第一值為次數、第二值為縱向百分比、第三值為橫向百分比、第四值為該格值與

總數之百分比。 

8.訊息長度 

    從表十：三組候選人網路新聞「訊息長度」之比較，可以發現三組陣營對「中

國介入」事件的反應，新聞長度（字數）均接近，沒有統計上差異。 

 

表十：三組候選人網路新聞「訊息長度」之比較 

 篇數    平均數（字數）    標準差     F值       P值   

陳水扁  12  596.25  193.87  1.3323  .    2756 

宋楚瑜  10  608.40  393.06   

連  戰  20  790.00  437.70 

9.訊息順序 

「訊息順序」係用以發現有關「中國介入」事件在網路新聞中出現的順序，

其目的再於檢驗三組候選人陣營對此類新聞重視程度，從表十一：三組候選人網

站新聞「訊息順序」之比較，可以發現三陣營對新聞出現順序之處理並無顯著差

異──都是「重視」，但卻較少以頭條新聞呈現。 

 

表十一：三組候選人網站新聞「訊息順序」之比較 

 陳水扁 宋楚瑜 連  戰  

第一條 

1 

20.0 

8.3 

2.4 

1 

20.0 

10.0 

2.4 

3 

60.0 

15.0 

7.1 

5 

11.9 

第二條 

4 

57.1 

33.3 

9.5 

 3 

42.9 

15.0 

7.1 

7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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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4 

57.1 

33.3 

9.5 

2 

28.5 

20.0 

4.8 

1 

14.3 

5.0 

2.4 

7 

16.7 

第四條以後 

3 

13.0 

25.0 

7.1 

7 

30.4 

70.0 

16.7 

13 

56.5 

65.0 

31.0 

23 

54.8 

 
12 

28.6 

10 

23.8 

20 

47.6 

42 

100.0 

卡方值   自由度      顯著度      最小有效次數   個格數小於5之格數 

10.46783      6         .1063          1.190         9 OF 12 ( 75.0%) 

說明：格內第一值為次數、第二值為縱向百分比、第三值為橫向百分比、第四值為該格值與

總數之百分比。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網站構成要素 

    此次大選三組主要候選人網站構成均各有長處，就便利性而言，陳網站較為

突出，多語性版本、大量圖片、方便搜尋、提供多項多媒體下載物件等均拉近了

使用者和網站的距離。 

在互動性方面，三位候選人網站均不錯，三個網站均有留言版，此外，陳網

站設有及時討論區（聊天室），可以讓網友立即對談交談意見；而宋網站的候選

人與網友直接對話更是突破性的設計，雖然選戰繁忙，候選人真正出現的次數不

多，不過此項「貼心」的設技更可以凸顯候選人所欲塑造的「親民」形象。 

資訊性方面，三組候選人網站均很傑出，電子報、新聞提供、候選人介紹、

候選人以往政績、證件白皮書等均有設置，以提供網友充足資訊作為選擇候選人

參考，而連網站的候選人居家「實景」電腦線上導覽，可以滿足選民的「偷窺慾」，

更是不錯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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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方面，主要作為候選人廣告媒介工具及電子交易工具，宋扁均有電視

廣告的呈現，甚至還有「e-廣告」，也就是網站專用的廣告，將不適合在大眾媒

體（電視）呈現的廣告，用小眾媒體（網站）的通路播出。此外，作為在野的候

選人，扁宋的網站均有線上購物與線上捐獻的設計。 

（二）危機因應策略 

從統計上發現，三組候選人網站對「中國介入」事件的反應並沒有顯著的差

異。從「訊息來源」來看，三組候選人在網站上對危機回應的發言卻是以自己為

主角，第二發言人則為自己政黨重要人士或選戰幕僚，而新聞來源扁以自撰為

主，宋連則引述自其他媒體居多。 

    從「訊息處理」策略來看，三組候選人同樣對危機表現「重視但低調」之態

度，不正面回答，只是以迂迴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或陣營的看法；此外，各陣營也

積極尋求「替罪羔羊」，將民眾對中國的不滿轉調對手身上，以謀取實質的選戰

利益；同時各陣營的回應也蠻堅定，以表示候選人對中國「不示弱」的態度。 

二、建議 

本研究根據上述的研究發現以及相關的研究（莊伯仲，鄭自隆，1995；Ireland 

& Nash, 2000），僅提出如下的建議以供設置及經營競選網站者參考： 

1. 應有「永續經營」觀念 

由於總統大選為跨區域的全國性選舉，故三位候選人以「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作為網路上的宣傳工具。競選結束後，只有陳水扁陣營的網

站維持經營、更新資訊。連戰的網站曾出現短暫的停擺，宋楚瑜的老宋小鋪則

停留在3月21日的頁面，未再更新。 

截至1999年12月止，目前國內網際網路的使用者為480萬人
1
，各種寬頻技

術的普及，如「非對稱式數位用戶迴路」（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ADSL）、「線纜數據機」（Cable modem）、「衛星上網」（Direct PC）等。網路環

境的問題比起1995年已獲得改善。因此候選人可投注部分心力於網站經營上。 

2. 釐清定位 

網站在候選文宣上只是補助性媒體而非主要媒體，候選人無法只靠網站就能贏

得選戰，這是候選人在設置網站時所應有的認識。 

                                                 
1註 1:資料摘自 http://www.find.org.tw/usage.asp  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推

廣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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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候選人也必須釐清網站的定位—是形象塑造，或是理念行銷，甚至是選

戰商品的銷售，何者為主何者為副，定位釐清方能進修網站內容設計。 

3. 區隔傳播對象 

  此次三位候選人網站的設計都呈現對年輕族群的重視。廣泛的使用年輕人的術

語，像是陳水扁網站的「阿扁答錄機」、「網站大頭貼」，宋楚瑜老宋小鋪中的

「政治搖滾特區」、「異次元空間」，連戰網站中「阿戰的故事」、「連戰電玩特

區」等。隨著網站的多元與多樣，候選人網站也有必要視情況做進一步的區隔。

同樣的以「年輕人」為對象，是否必要用「性別」區隔？是否必要用「職業」

（學生、上班族）做區隔？這都是競選網站經營者必須做前瞻性思考的。 

4. 豐富內容設計 

  網站內容隨科技發展與軟體工具的更新，呈現無限的可能，此次大選三組候選

人網站中，陳水扁網站較能跳脫出傳統媒體的思維，以大量的圖片、動畫、音

效來呈現內容，及時聊天室的設計，也充分發揮了網路互動的特性。連戰、宋

楚瑜的網站大致以文字為主，忽略了網站是一個適合多媒體的傳播環境。不

過，三位候選人都將其文宣放在網站上供使用者下載，以提高文宣影響的效

果。而網站基本上都有導覽的設計，是方便網友的可取設計。 

  除了建構多媒體的傳播內容外，在資訊更新上也必須注意，尤其每日新聞，候

選人行程必須適時更新，不能有舊文出現，否則將會自暴其短傷害候選人形象。 

5.及早申請網域名稱 

「網路蟑螂」（cybersquatter）盛行，候選人必須儘早申請合適的網域名稱。這

方面以陳水扁最為積極，早在1998年台北市長選舉時，陳水 

扁便有一個好記又富個人化的網域名稱—www.abian.net。宋楚瑜的老宋小鋪

www.soog.org.tw，亦是富個人化的網域名稱，不過成立時間不若陳陣營早。至

於連戰的網站www.yes2000.org.tw，不易讓人聯想到連戰yes2000的名稱在2000

年總統大選後也失去意義，就長久經營的觀點來看，是較為不適的網域名稱。

另外，若經費允許，最好在申請網域時能將.com的網域名稱一併申請，因為一

般使用較習慣到代表營利組織的.com網域，而非代表非營利組織的.org網域，

這在無形中，便增加了網站的暴露機會。 

6.選擇適當入口網站 

此次三網站都在著名的入口網站、新聞媒體上形成鏈結。使用者不論藉由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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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奇摩站或是中時電子報都能鏈結到所欲到達的候選人網站。因此選擇適當

入口網站自然有其必要。 

7.注意系統安全 

此次大選期間陳水扁、連戰競選網站都曾出現使用者無法順利獲取資料的情

形。不論是遭入侵或者網管問題，對使用者而言都是不愉快的經驗。在三網站

中，只有連戰在首頁有保護網友隱私的聲明，是很好的一項設計。 

  因此如何適當設置的「防火牆」以避免敵對陣營或「駭客」入侵也是選舉網站

必須注意的問題。 

8.選擇專業經營者 

  許多支持者熱心為候選人架設網站的結果，造成選民不知何者為正式的官方網

站。若能集中資源，將官方網站視為網路的競選中心，不但較有公信力、對於

號召支持者、吸收義工都能發揮較大的功效。事實上，在選戰中，網路並不是

一種科技，而是一種媒體。能如此看待，其功能方可發揮。所以其應用需要既

懂得系統規劃、硬體維護、軟體操作、美工設計、資訊管理，又懂得心裡學、

社會學、廣告學、和政治傳播（這也是最重要的）的專業網路服務公司來承辦。 

9.提供安全的線上交易機制 

此次大選，選戰商品成為流行風潮，因此在以後的選舉中候選人推出選戰商品

應將成為一種時尚，一方面募集競選經費，一方面也可以凝聚支持爭取選民支

持，不過透過網路交易以銷售選戰商品，則必須注意線上交易安全問題。 

    電子商務日趨普及，競選網站最好有讓使用者放心的電子交易機制，像是

SSL（Secure Sockets Layer）或是「安全電子交易」（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 

SET）。讓線上捐款者、線上交易者能放心的捐款、購物。三網站中，唯陳水扁

網站提供線上捐款。線上交易方面，陳網站亦在頁面顯示出「所有資料在傳送及

處理過程皆經過SSL加密保護，安全性絕無疑慮」的字樣，是讓網友放心交易

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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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校園網路媒體之架構與經營 

－以華岡超媒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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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學校園之主要功能在於教學、研究、社會服務。而校園資訊傳播之核

心業務則為整合資訊科技，進行有效傳播，將校園所擁有的知識做最大、最

有效的利用，以協助達成校園辦學之目標，創造知識的價值。 
本研究旨在探索校園資訊之整合傳播趨勢，如何配合網路特性，針對不

同使用者與用途設定實際可行之網路傳播模式，藉以發展知識管理與校園網

路媒體經營之各種可能形式。 
全文以中國文化大學校園資訊傳播之規劃與實際執行架構與流程為例，

探討校園網路媒體之理想架構與其經營之道。 
 
 

 
 
 
 
 
 
 

 
關鍵字：校園網路媒體、資訊傳播、知識管理、超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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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90年代中期開始，資訊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成為結合傳播

與電腦通訊的代名詞，微軟的總裁蓋茲提出未來個人與家庭將過著以「網路為主

的生活方式」(Web Life Style)；企業則會架構數位神經系統」(Digital Nervous 

System)，使「資訊在彈指間取得」(Information at your fingertips)的願景(Gates,1997)。

針對網路傳播的誕生與應用，的確影響了原有傳播的形式與內容。以電子郵件

(e-mail)的應用為例，對全世界人類的溝通與交流方式產生了絕對的影響。而以

網路為主的傳播科技發展仍以一日千里之勢，迅速開展中。追隨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波資訊革命的理論，對心繫網路傳播的使用者而言，網路媒體的普

及，已然形成了第四波的資訊革命(前瞻資訊講座，1998)。 

第四波的資訊革命參與的主角不再是以往第三波時代所強調的資訊硬體與

軟體的裝置與推廣普及，而是資訊使用人口的參與；其特色在於資訊的傳遞與應

用。其精髓在於透過無所不在的網路聯絡，使資訊的提供與取得更為便利，而因

資訊便利所開創的知識價值也更為珍貴。如何開創知識的價值，並妥善管理，已

成為組織競爭力的另一種表現(Kahaner,1996)。 

知識管理系統的最終目的並不只是在尋找或發現資訊，而是在於增強整個組

織的靈活性、反應能力與創造力(Papows,1998)。雖然資訊科技也強調知識的傳佈

(Knowledge distribution)，並在資訊的存儲與蒐尋處理上著墨甚深。然而在知識的

創造與應用的開發上，其實需要更多的心思投入。 

有別於一般之機構，大學校園始終扮演傳播研究教學之角色，兼有知識推廣

之義務。如何善用現代化媒體將校園之優點發揚，透過各種學術管道，持續創造

知識與開發知識的應用進而帶動優質知識的傳播，值得深入探討。如何掌握群體

程式(Groupware)，訊息傳遞(Messaging)與資料庫科技(Database Technology)，以奠

定校園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之基礎(Rada,1995)，應是每一個高等學府

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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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路媒體傳播 

不論是e-時代來臨或第四波革命的開始，針對資訊傳播的發展大多數的主張

均指出網路多媒體時代透過網路的聯結，或是互動式媒體使得個人或團體可以在

遠端掌控資訊，並即時回應的機制將成為主流。再輔以多媒體形式的相容，超文

本與超媒體方式的內容呈現，使得網路多媒體的資訊傳播便利性領先其他傳統之

媒體，也終將成為傳播的主流方式。 

一、運用網路的傳播形式 

1.多媒體(Multimedia)—早在1978年，MIT媒體實驗室(Media Lab)的尼洛龐帝

(Negroponte)就預言廣播(Broadcast)，印刷出版(Print Publishing)和電腦(Computer)

會融合為傳播科技的主流(Bunzel & Morris, 1994)。現在經由個人電腦所能處理

的內容形式計有文字(Text)、靜態影像(Still Images)、圖形(Graphics)、聲音(Audio)

與動態的視訊畫面(Video)。電腦更進一步地可以將上述型整合呈現，並且具有

同步與互動(Interactive)的功能(Rada, 1995)。 

2.超文本(Hypertext)－超文本係指內容的節點，經由聯結的關係來連貫的一種內

容呈現形式超文本的聯結觀念，對文章的結構，資料存儲與關聯習慣都產生了

巨大的影響(Rada,1995)。超文本的系統可以讓閱聽人經由聯結，索閱遠距之內

容，通常除了文字外，還包括影像和圖形等形式的內涵。 

3.超媒體(Hypermedia)－超媒體同時具有超文本(Hypertext)聯結(Link)功能與多媒

體(Multimedia)的時間基準功能(Rada, 1995)。除了具備網路上傳輸的基本特質

外，隨著頻寬的改變，越來越多的資訊也順著數位化的趨勢均可呈現，如電視、

電影、音樂、互動教學等機制都已成為標準化的內容格式。超媒體是具有聯結

性的多媒體，可以透過聯結與不同的文本與媒體溝通，取得資訊滿足各類閱聽

人的各類需求。 

二、媒體未來發展 

1..新功能的開發－ 

無線通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將帶引網路傳播科技走向另一個新的境界。其中如

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與PDA(Personal Data Assistant)加入網路媒

體，分別提供了較輕便的媒體介面，建構出及時獲取資訊的傳輸平台，使得網

路傳輸不受固定位置之限制，極有利於網路媒體之推廣。輔以專屬的一些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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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或內容提供，將會對WAP與PDA或其他因應通訊系統與傳輸方式之不同

而生成的各類平台之特性而有不同之規劃設計。 

2.專屬內容的開發－ 

(1)針對網路傳播之特色，可以分眾化並蒐集特定資訊以特定方式傳達給個人

(或特定團體及其成員)，因此其內容也可為特定對象之需求而特別發展出的內

容。 

(2)針對無線傳輸的普及與無線上網的特性，所開發的專屬入口網站及其及時新

聞等特定內容與訊息，也將蓬勃發展，成為下一波的熱門資訊產業。 

3.寬頻上網－ 

自以數據機通過電話線撥接網路門號以來，網路之頻寬已逐漸加寬，承載能力

也迅速擴展始終未能如上網者需求。自ISDN以來，纜線數據機(Cable Modem)

與非對稱式數位用戶線光纖網路(ADSL)已逐漸普及，其他如微波通訊、衛星通

訊等科技亦積極開發中，但因內容提供者總是會針對頻寬之加大而提供更多的

服務，也使得使用者不停地期望更快速便捷的服務，使得基礎建設雖然有長足

進展，卻仍趕不上需求的增長。展望未來，頻寬大幅拓寬後的資訊傳播，將使

資訊傳播產生與十年前截然不同資訊供需模式，自組織面擴大至國家面，進而

與世界接軌，也會有效刺激市場與需求，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形式與內容並促

成有效地全球化資訊流通。(圖一) 

 

圖一  資訊基礎建設位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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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營校園網路媒體 

杜拉克在未來的管理(Managing for the Future)一書中，指出有五大重要之議題

會帶給九○年代的社經環境，商業的策略、結構與管理產生鉅大變革。這五大議

題分別是互惠的觀念、全球整合結盟、組織再塑、對即有管理體制之質疑與政治

與政策之改變(Drucker, 1992)。若將之應用於教育的策略，體制結構與教育管理

上，我們可以將之對應為對教育資源與知識的共享，國際學術的交流與合作，校

園經營之組織與管理體制與經費編列之檢討，對教育政策之擬定與改革與移轉；

似乎也可以得到相當的呼應驗証，而其間有一相對重要的傳通管道，即可以用校

園內部之網路與聯外網路作為骨幹，以推動上述各項變革之進行。 

針對網際網路常見的經營模式計有：交易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訊息模

式(Information Model)，與價值整合者(Value Integrator)等三種主要型態(湯明哲, 

2000)。其中交易模式的電子商務，基於銀行資訊交換機制與卡片的發行與認證

等問題之影響，目前在校園尚未普及；訊息模式即為一般之傳播模式之衍生，而

價值整合則為附加價值所需要知識大量投入的型態。若是大學校院能透過網路之

經營整合以上三種模式，加上校園行政管理之配合運作，統整資訊、傳播與管理、

經營之各項運作功能，而以網路為主(web-based)的媒體資訊傳播即可是大學之生

命線。 

一、校園之媒體特性 

校園媒體之四大核心業務分別是針對教學、研究、社會服務與行政管理，旨

在提供更多的資訊傳播管道，善盡告知之義務，增進內部之溝通與協助並開放提

供傳播實習的園地。(圖二) 

面對二十一世紀來臨之際，不停地改變似乎成了唯一不變的真理，而許多改

變各有共不同的成因。 

改革可分為三種形式(Wiles,1993)，分別是 

(1)進化型的改變－改變十分自然，幾乎沒有感覺是經過設計或有一定的方向。 

(2)反應型的改變－通常是直覺式的應對反應，並未深思熟慮。 

(3)計劃型的改變－是以規劃為主的變化，感覺有需要改為，即率先擬定了改變

或方案，進而依計劃執行改變。 

校園如何因應改變，端視校園中的應變決策與執行機制如何。理想的改變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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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知變化的必要性，而事先擬定方向與施行策略，依目標逐漸達成時代的機構

組織，一方面為科技的發展所推動，一方面為需求的殷切所牽引，必然要不斷

地因應組織內外的各類改變。校園所屬媒體之經營自然也必須有所因應，且值

得大幅快速地引進資訊科技以收速效，當然基於校園成員之特性，亦有其諸如

1.校園內智慧財產權的維護困難，2.匿名化的網路倫理約束鬆散，3.駭客侵犯的

危機，4.資訊傳佈的形式變革，5.正常生活的虛擬化，6.情色內容之不良影響等

負面之影響，亦值得注意。 

二、知識管理 

資料(Data)可以被定義為簡單未經修飾的事實；資訊(Information)是延伸了事

實較為豐富資料內容；而知識(Knowledge)則是知道如何(know-how)與為何

(know-why)，並用於為支持或形成決定的關鍵因素；至於工作(work)則是將資

料、資訊和知識結合後加以執行(Action)的結果(Papows,1998)其階段如圖二所示。 

知識是首先經過吸收資訊，而後透過學習者的信念、經驗、能力和判斷，

最後經過學習者的詮釋而成為有價值的運用。在採取行動後(work)的形式呈現而

智慧(Intelligence)則是知識的累積蒐集，經過篩選、萃取與分析後的一種結晶。

最終可以轉化為具有影響力的力量，基於校園之特色，資訊傳播的目的是將校

園所擁有的知識做最大、最有效的利用，以協助達成校園辦學目標，創造價值

是校園推動知識管理的終極目標。 

 

 

圖二 知識智慧與力量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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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爾(Moore, 1998)指出知識是一種能將資訊轉換成決定和行動的資源，且知

識必須是能教導可執行的，因此有七個重要因素，使「知識管理」益形重要，即

設法透過上述的流程，這七大要素分別是：1.全球化的趨勢，2.速度的要求，3.

服務導向，4.工作者的離散，5.更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6.科技的發展，7.競爭的

加利。由此可知，知識管理是一種建立在組織、訊息和資料庫科技為基礎的組織

化知識。知識經營管理系統經由合作性的工作過程，整合結構性和非結構性的資

訊。終極目標不只是在發現資訊且增進組織的靈活性、反應力和創造性，並持續

創造、散佈和應用。校園的運作即是過以如此的步驟從事知識的創造、應用和散

佈的最主要機構，而網路只是媒介，透過網路、資料資訊與知識均可傳送。 

若以校園內之各種隱性與顯性知識認為軸（如圖三）白底層而言，分別是資

訊管理的服務層級，將校園的人事、總務、教務、學務與會計等項目整合，提供

上一層的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資訊與管理的應用所需。而更高一層的知識創造、

認證、蒐集、組織、分享與接納運用，結合知識管理的程序使得校園知識共享與

資源整合，策略發展及校園文化；凝塑得以成為有如陰陽兩極一般的相生機制生

生不息。再透過各種跨院、系、校際與國際合作，輔以資訊科技的積極運用，當

能彰顯大學校園中最珍貴的知識智慧財。 

 

圖三 數位華岡知識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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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大學為例，校內共有十二個學院，五十七個系組，卅八個碩士班，十

個博士班，若是能將各系所的知識累積組織，結合原有之將有之中文大辭典與中

華百科全書之豐富內容，足可以建構一個以知識為基礎(Knowledge-based)的資料

庫(圖四)。透過持續的維護與國內學術的交流，如此的資料庫可形成資料倉儲

(Data Warehousing)透過挖掘或探礦(Mining)的技術，可以發現並創造知識。 

 

三、網路媒體經營的條件 

「網路」是一種通路(Channel)，具有平民化、個人化，是生產、交換資訊的

一種管道與傳播模式。網路媒體的閱聽人與資訊來源之間互動性強，參與度高。

綜觀其經營的條件，不外乎是1.人力資源，2.物力資源，3.內容創作的資源，4.

軟硬體的製作環境，5.管理經營機制，6.網路環境六大項。通常條件越齊全，自

然其媒體之表現越耀眼。若非網路媒體之專營機構般組織不易兼具六項資源條

件。但校園環境，雖不若大型機構能以龐大財力備齊各項資源，但以大學本身已

具備之條件，卻也可以試著經營以知識為基礎的網路媒體與其週邊機制及相關服

務。 

茲以中國文化大學所推動的「數位華岡」計畫為例，數位華岡(Digital 

Hwa-Kang)，係引用美國前副總統(Al Gore)所提數位地球(Digital Earth)觀念模式。

圖四  以知識為基礎的校園的鉅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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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校園之實體資訊略等同於虛擬的Cyber Space (表一)，偏重於以知識為基礎的觀

念傳播與大架構之規劃，是以知識基礎的整體網路傳播觀念，係校內最高資訊指

導原則，有若整體服務之提供者（Total Service Provider-TSP）。華岡網之位階等同

於資訊基礎建設(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與網路服務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是網路媒體的實際傳播骨幹也提供硬體平台，開發軟體。華岡超

媒體則是以Hypermedia之精神，整合傳統媒體之形式，由全校師生自由參與，

形同網路內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ICP)圖五。 

 

 
表一   華岡校園網路資訊傳播之分類與主管層級 

 項目內容 主管單位 參與者 備註 

數位華岡 知識基礎之整體網路

傳播 

校務會議、 

董事會 

最後決策 TSP 

華岡網 CII,軟硬體之提供 資訊中心、 

總務處 

行政學術 

與研究單位 

ISP 

華岡超媒體 媒體內容之創作、散

佈、維護 

院/系/所 

團體/個人 

全校師生 ICP 

 

 

 

圖五  數位華岡、華岡網與華岡超媒體位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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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規劃架構下，不論是由內而外，或由外而內；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

均有內容項目、參與者及主管者機制之設計，可以依序發展層層節制或適當節

制，因而可以在體制內順利推動，不必另行建構推動機制。 

 

肆、華岡網之架構與經營管理 

數位華岡、華岡網與華岡超媒體之整合計畫將各種形式的傳播聚合

(convergence)在一種數位電子化的形式，也是一種電腦驅動經網路科技傳送資訊

的形式(parlik,1998)這是對現有傳統媒體秩序的一種挑戰。(圖四、五) 

一、數位華岡 

數位華岡的推動，希望將文化大學校區之資料全面性地逐步數位化。藉由空

間定位的觀念為索引指標，透過網路之聯結，使全校之資料庫得以整合，進而提

倡電子化之校園，全校教學研究與服務全面資訊化之工作。在全面數位化之同

時，亦透過網路之聯結，多媒體或是互動式媒體使個人或團體可以在遠端掌控資

訊。 

基於如表一所述之分工，數位華岡計畫自資訊系統化之角度切入係以資料倉

儲為骨幹的知識庫計畫。以各種網路建置的社群、辦公室、教室與實驗室等為展

現途徑，透過資訊科技建構出實體與應擬並存的校園環境（圖六） 

 

 

 
 
 
 
 
 
 
 
 

圖六  數位華岡網路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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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僅針對目標、方法、性質、技術、具體作法，預期效果略述如後： 

1.目標－以數位化、標準化、網路化的方式處理各種華岡事務，產生最大資訊溝

通與服務的綜合效益（圖七）。 

2.方法－結合空間與時間，以 3D 地理的空間位置與校園分佈圖為基礎，輔以行

政與學術單位之分類，建構一分佈式數據庫結構，並以網路將全校各資訊點聯

結。針對師生、校友、校史、行政、教學、研究、社會服務、校園環境與生活

之各種相關訊息，加以系統化收納使，使之成為各式數位化之群體(圖八)並可

經由各式管道之授權，由公眾及校內外師生取得。 

3.性質－數位華岡結合了文字(Text)、表格(Chart)、圖形(Graphic)、影像(Image)與

語音(Voice)之空間性及時間性的資料倉儲 (Date Warehouse) 。透過數據探礦

(Data Mining)之技術，使原始資料得以加值運用(圖九)。此外，提供可充分擴

充彼此關聯的資訊成為系統化的資料市集(Data Mart)乃至於智庫

(Knowledge-based Warehouse)。 

4.技術－數位華岡採用開放式平台，物件導向(Object Oriented)技術，互動操作

(Interactive Operation)等先進之軟硬體開發觀念來建構。其空間資料可有多種來

源、多種比例尺、多層次圖形，有向量式(Vector)與點陣圖(Raster)之不同檔案

形式。空間資料與各種屬性資料(行政、教學、研究、歷史、生活、社會服務

等分類資料)緊密結合，將地理位置點與各種屬性構成一個縱橫交錯的資料架

構空間。各項資訊可依空間、時間、或各種不同屬性，切入搜尋特定及其相關

衍生的資料(圖十)。 

5.具體作法－蒐集浩瀚的資料，系統化組織、整理、儲存為易於使用之資訊、演

譯為知識導向之資料存庫以滿足華岡日常運作之需求(圖十一)。 

(1)以華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個單位，每一個成員為基準，將相關的數據和訊

息組織起來。 

(2)將包括自然和人文的訊息作成系統化之指標，一一收納，俾利日後之存取與

加值。 

(3)利用資訊技術改進行政作業及增加教學、研究與服務的效率。 

(4)將推動網路融入每個成員的生活中。由各相關學術、行政單或社團、個人隨

時更新網路資料，期望做到人人皆是網路資源的享用者，亦是資料的提供者。 

6.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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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1)有效整合校內資訊，推行各項行政作業標準化，提昇行政、教育、

研究、社會服務之效益。 

(2)增加校內各單位間之溝通與了解，凝聚共識。 

(3)成為國內極具特色之大學校園，迅速提昇研究及教學水準。 

對外：(1)邁出校園圍籬，提供以知識為基礎之多樣化終身教育與社區服務，

增進校譽。 

(2)闢建具有國際水準之終身學習虛擬校園與跨校、跨國合作平台，融

入國際學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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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數位華岡之概念模式 

圖九 數位華岡之性質 

圖十一  數位華岡之實踐 

圖八  數位華岡之應用領域舉隅 

圖十  數位華岡之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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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岡網－ 

在以知識為基礎的資料倉儲為主幹原則下，周邊之傳播以校園資訊基礎網路

(CII)為通路(圖十二)，可以將學校業務區分為教學、研究、社會服務與行政管理。

透過華岡網與華岡超媒體的仲介，可以延伸出虛擬的教室如遠距教學；虛擬的辦

公室－如在家上班；虛擬的實驗室－在家作實驗；和虛擬的社區，可提供師生、

校友、社會人士與參與的寬頻網路生活圈。 

 

 

圖十二  華岡網架構圖 

 
三、華岡超媒體－ 

藉著網路傳播科技，聯合多媒體與超文本的網路媒體特性，結合了網路報

紙、雜誌、電視與廣播的混合型媒體。內容包括將傳統媒體轉變至網路上者；如

延續原「華夏導報」紙本校園報紙，轉化為電子報。以及針對網路媒體特性所開

發者如網站影音新聞；由學生義工每日更新提供上網瀏覽者及時與非及時的資訊

內容，再就一週新聞編輯為雜誌於週末上網發行（圖十三~十五）。輔以在網路上

成之媒體實驗室，嘗試引進或教導各類網路適用之新技術。現在華岡超媒體一方

面可做為相關課程實驗實習場所，一方面則提供資訊給校內外的訂戶與瀏覽者。 

 

行
政
網

教
學

網
研

發
網

通
訊

網
校

友
網

終身
學習網

生
活

網

華

岡

超 媒

體

華

岡
網

Knowledge-based
Data

Warehouse

教務 人事
學務 會計
總務

教材大綱
課業輔導
教師評量
成績管理

數位博物館
社會服務

Virtual College

數位實驗室
數位圖書館
數位出版

就業輔導校友服務
同學會

食衣住行
保健
娛樂
體育

語音信箱
行動通訊

行
政
網

教
學

網
研

發
網

通
訊

網
校

友
網

終身
學習網

生
活

網

華

岡

超 媒

體

華

岡
網

Knowledge-based
Data

Warehouse

行
政
網

教
學

網
研

發
網

通
訊

網
校

友
網

終身
學習網

生
活

網

行
政
網

行
政
網

教
學

網

教
學

網
研

發
網

研
發

網

通
訊

網

通
訊

網
校

友
網

校
友

網

終身
學習網
終身
學習網

生
活

網

生
活

網

華

岡

超 媒

體

華

岡
網

Knowledge-based
Data

Warehouse

教務 人事
學務 會計
總務

教材大綱
課業輔導
教師評量
成績管理

數位博物館
社會服務

Virtual College

數位實驗室
數位圖書館
數位出版

就業輔導校友服務
同學會

食衣住行
保健
娛樂
體育

語音信箱
行動通訊



探討校園網路媒體之架構與經營—以華崗超媒體為例 

 -65-

 
圖十三  華岡超媒體媒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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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華岡超媒體節目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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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華岡網網頁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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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P. F. Drucker)認為知識在社會演進的過程中，扮演著極為

重要的角色，而知識在創造社會財富的角色上，經歷了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與生產革命(Productivity Revolution)兩個階段，目前正進入第三個階

段，並且日趨仰賴新知識的發展與應用。管理學者梭羅(Lester C. Thurow)則宣稱：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知識已經取代了先前經濟體系中土地與能源的地位。而第

五項修練作者聖吉(Peter Senge)提出未來競爭優勢建基在組織所擁有的知識，以

及組織能夠較其競爭對手擁有更快速學習的能力，透過有效管理知識的儲存與運

用，也就成為創造競爭優勢的機會。 

現代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時代，知識的重要性眾人皆知，而在知識

的時代中，大學校園的重要性，不言而渝。校園視同為知識創造與管理的時代重

心。 

資訊時代的機構組織，一方面為科技的發展所推動，一方面為需求的殷切所

牽引，必須不斷地因應組織內外的各類改變。科技的樂觀論者，往往認為科技的

引進可以立即帶動社會邁向更理想的境界；而科技的悲觀論者，往往卻持相反的

論點，對過度的發展，均抱持保守的態度。經營高等教育校園中之資訊傳播，自

然不能排拒傳播科技的變革，帶來許多內容與形式上的變化，除了要積極追尋新

科技，也審慎開發新的應用之餘，當然也必須省視利弊得失。 

究竟網路媒體帶來的是資訊的方便與普及還是資訊的過度流通與泛濫端視

觀點與不同的體驗而言，無法以一概全。但是因為網路所建構出的空間所創造出

的實體與虛擬之共存與資訊分流，對現代社會之影響值得深思。實體與虛擬雖可

並存，但實體增加較慢，虛擬的規模增長空間極大，可以開發之可能性遠大於實

體，而成本卻相對極為低廉。在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之既有基礎上，校園能否善

用虛擬的發展空間，以擴展資源與效能猶待更多的思考與衡量評考。 

大學的功能著重在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大學之運作依靠行政管理，其真

實之成就必須仰賴知識管理的發探。校園內資訊傳播的核心業務，即是在提供訊

息傳播之平台與管理之運作機制。將網路媒體看做是現代化校園內部資訊傳播之

骨幹，肩負核心流程之運作，即必須超越傳統媒體的格局，不僅是告知過去與現

況，更應展望未來；不僅是提供平台、管道與資訊更是知識聚匯、散播與增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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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與結果，值得校園經營者深思。針對傳播科技可能之發展，對校園辦學之影

響會逐漸增大似應預為規劃，妥為回應為佳，謹建議： 

(一)充份運用校內現有人力資源，藉由師生之參與共同發揮實習之功能，訓練執

行能力之表現，整合事物之能力，提供追求成就感的機制。 

(二)針對現行校園教育資源之實力，確實評值，資訊之能力，截長補短。積極開

創跨校/跨領域/跨業的資訊合作機制，進而開展國際性之合作。 

(三)結合社會資源，整合內容與可能通路，極大化校內各種資訊的用途與分享，

產生最大的知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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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殼人角色與媒體匿名 
 

蔣安國* 

《摘要》 

傳播大師麥克魯漢的著名格言「媒體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引伸出發人省思的雙關語「媒體即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之後又出現「媒體即亂世」(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

體即眾世」(The medium is the mass-sage)，「媒體即我聖」(The medium is 

the me sage) ，「媒體即媽祖」(The medium is the ma sage)….等俏皮語。

媒體的內容由何而定，可以說徇至「使用者即內容」，更突出媒體的內容由使

用者在決定。 

媒體的內容既由使用者在決定，則在傳統與網路媒體上出現的使用者身

份認證問題，使匿名內容與方式值得大為探究。媒體的匿名人群以不確定身

份，優游於媒體，ㄧ如「脫殼人」(Discarnate man)正展現「金蟬脫殼」之

術，麥克魯漢甚至稱其為「脫殼惡魔」(Devil discarnate)，足見匿名傳播

者扮演的角色，已為傳播研究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從法理層面探討了匿名言論與表意自由，並深入比較了傳統媒體

與網路媒體在匿名言論呈現方式與管制規則之差異。 

在資訊傳播下匿名言論盛行其道，誰是「守門先生」？本研究認為網路

的互動性使網友既是傳播者，也是守門人，而傳播者的訊息在匿名的世界優

游於五湖四海，使客觀真實、符號真實與主觀真實俱非，逐步顛覆了「放諸

四海而皆準」的價值體系，無怪乎人們對資訊充滿了可信度憂慮，這是值得

關切的焦點所在。 

關鍵字：匿名言論、管制、守門人、脫殼人、脫殼惡魔 

 

＊蔣安國為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兼廣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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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播大師麥克魯漢曾指出「媒體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後來

的學者也依循這句格言，認為媒體的內容由使用者在決定。在傳統與網路媒體上

出現的使用者身份認證問題，使匿名內容與方式值得大為探究。媒體的匿名人群

以不確定身份，優游於媒體，ㄧ如麥克魯漢所說「脫殼之人」(Discarnate man)正

展現「金蟬脫殼」之術，他甚至稱其為「脫殼惡魔」(Devil discarnate)，足見匿名

傳播者扮演的角色，已為傳播研究的重要課題。 

檢視媒體「脫殼人」角色為何，正如我們的驅體沒了實體般，訊息像「乾坤

大挪移」發送到各個媒體，麥克魯漢解釋說(1978) ，正在播音或在講電話的人，

「對於一己個體身份的知覺相當薄弱，而且也像解除了所有的法律和道德責

任」。職是之故，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的身份認證問題，其匿名方式一如「脫卻

了肉身可以跑到任何地方去的精靈」。媒體「脫殼行為」形成的人群(或角色)集

結，大量流動著不確定身份的訊息，接踵而至的是其所引發的負面影響，將可能

在未來形成哪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傳播者要扮演何種角色，就成為傳播研究的重

要課題。 

媒體「脫殼人」角色在現實社會與網路的虛擬環境中，首先面臨的是身份認

證問題。在日常生活裡，報章雜誌作者用的是「筆名」；在火車站熙來攘往的人

群誰也不認識誰，大家都是「匿名」者；再看今(公元2000)年的我國總統大選, 出

現在網路與傳統媒體的文宣廣告，匿名訊息滿天飛，而在網路社會所流通的不確

定身份，卻沒有一套身份確認辦法(黃世昆，民85:4)。 

其次，媒體「脫殼人」角色與匿名(anonymity)是共生體。匿名為「無法辨識

身份，而使當事人擁有終極私密」；個人隱匿其姓名，使其真實身分不為他人知

悉的言論，謂之「匿名言論」，也就是「言論自由與隱私權之混合」，表意人以隱

匿姓名的方式發表言論，俾能促進表意自由，又使表意者的隱私權獲得保障，使

他人不能知悉其真實身份。 

其三，媒體「脫殼人」角色的於匿名言論既應受保障，也應受規範。1995

年4 月美國最高法院在MacIntyre v.Ohio Election Commission案，依據憲法第一修

正案作出保護匿名言論之決定，但為防止負面的匿名言論攻擊候選人影響選舉的

公平性，對匿名的政治言論則予縮小；在Talley v.California案，美國最高法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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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要關閉對各式匿名小冊的法令禁令。 

在我國傳統媒體「脫殼行為」對匿名言論，基於新聞言論自由一向缺少法令

予以規範，但網際網路大量出現匿名言論，因其傳播速度及廣大的流通率在未來

將具極大的殺傷力，且形成管制難題後，匿名言論問題受到廣大注意，也形成言

論自由的憲法原理爭議問題。 

從本質上而言，媒體「脫殼行為」匿名言論分為「絕對」和「相對」兩種。

「絕對的匿名言論」乃係技術上不可能追蹤及知悉當事人身分的言論，又作「真

正的匿名言論；而若當事人以別名表意，而其真正身份技術上得以追縱、及知悉

其身分，則稱「相對的匿名言論」媒介對匿名言論的容許，是其「解放性使用」

(emancipating use)的具體表徵。 

媒體「脫殼行為」的「解放性使用」，表意人接近與使用媒介的權利必定大

幅擴張。證諸以往新聞事件的內容，常受到經營者、廣告主、消息來源、政府的

斿象：甚至受到新聞工作者的扭曲。即令新聞或意見的內容並未遭到刻意的箝制

和扭曲，非主流，不阿俗的少數聲音，可能被忽略。此外，具有創意的見解或與

當道不合的異見，也可能被多數暴力而故意禁絕、抹黑。因此，意見自由市場的

基礎，在於民眾有平等接近使用媒介的權利(陳世敏，民83:221)。 

不過，民眾以讀者投書等方式表達意見，其基本立論乃從媒體著眼，沒有從

個人的傳播權力著眼。另一個基於「傳播就是人權」的雙向「參考理論」正適時

提供表意人使用「匿名言論」這項傳播言論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個人的傳播

權既屬基本人權，以保護個人隱私的匿名言論，自然應受到保障。 

進而言之，意見表達自由是一項權利，「接近使用權」是意見表達自由的具

體實踐。從而，吾人相信，使用匿名言論作為意見表達，乃是公民的權利。公民

在選擇「真名」或「匿名」表意時，必然經過其理性選擇對其最適切的方式，倘

若公民寧捨「真名」發表言論，必有其對自身利益評估，否則，以中國人「行不

改名，坐不改姓」的傳統價值，或許寧願用真名表意。因此，公民使用「匿名言

論」既屬自身利益評量，應屬維護個人權利的必要手段，國家為示尊重此種個人

人權，應儘量提供表意人以匿名發表言論之適切環境，成為言論自由保障的積極

意義。然而，在倡議尊重表意人之匿名言論時，利用匿名表意，違反社會責任之

情況，時有所聞，則此時匿名言論應否予以保障?值得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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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媒體「脫殼行為」匿名言論與表意自由 

例一 

    今(2000)年高達八萬人登記的台灣大學椰林風情網站，因為有人利用匿稱功

能，用「等愛的男人」、「你想濕嗎」之類充滿性暗示的字眼來騷擾女性網友，因

而被取消網站暱稱及名片檔功能，引起數百名網友連署抗議。台大計算機及資訊

網路中心主任林一鵬表示，將儘速決定是否開放，他強調決對尊重學生使用暱稱

的權利，但也不能忽視女性網友被性騷擾的事實。(聯合報，民89.3.2，第6版) 

就在台大取消網站暱稱及名片檔功能不久，中央社一則社會新聞報導指出，網路

之狼利用網路交友誘騙上班族遭警方逮捕…，則更令人為網路匿名之為惡捏把冷

汗。(中央社，民89.3.9) 

例二 

國內電腦網路上出現一則恐嚇信件，信件中表示，「柯林頓係出訪時，我們

將暗殺你」，引起美國白宮當震驚。我國情治單位因此追查線索，最後查出此封

電子郵件是由中山大學三間電腦教室寄出，但利用網路技術，是由電話將按進入

中山大學的校園網路，該校提出澄清，是由中國醫藥學院發出。針對中山大學的

說法，中山醫藥學院說，校方確實發現有一封上記有代號的信函，但未署名，不

過校方認為這封信的原始出件是來自中山大學，是有人假借中國醫藥學院的名

義，利用其網路系統發出恐嚇信。 

觀察前述個案所引發的諸般爭議，引發吾人是否以法律規範來制止媒體「脫

殼行為」與資訊科技所產生的不法行為，但由於資訊科技等議題不僅牽涉範圍廣

泛，而且許多議題並非法律可以解決，況且法律永遠趕不上資訊科技的腳步，故

有主張個人行為的約束有必要以倫理層面來規範(許孟詳、黃貞芬，民

85:155-156)。然而，資訊倫理守則屬於道德層次，並無強制性，功效如何不無疑

問。因此，本文回歸到法律之架構上探討，例如，「匿名言論」與「真名言論」

如均屬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範疇，則所涉言論管制之合致性是否修正條款「國會

不得訂定任何會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以揭櫫言論自由的核心意義，

若合符節。不過，若從美國第一憲法修正條款對言論自由之保障而言，學者歸納

出三種理論，一為「追求真理說」，二為「健全民主程序說」，三為「表現自我說」

(林子儀，1993:A25-40)。匿名言論若為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究竟應採何種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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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定論。首先，「追求真理說」主張開放言論自由讓真理與虛偽邪說並存競爭，

人們必然從中發現真理(林子儀，1993:16-17)就此一說則匿名言論則無論只為真理

或虛偽，皆應予以保障，因為即使匿名言論被人視為謬誤而將之予以扼殺，即有

可能因為吾人不能絕對分辨真理與謬誤而導致無法發現真理。 

從另一理論「建全民主程序說」而言，其意旨為言論乃在幫助人民參與民主

政治的決定，所以並不是所有言論都值得得保障，準此而論，言論若對民主政治

無貢獻者，即不給予保護，這形成有限度的表意自由。 

而前述「追求真理說」與「健全民主程序說」，者估量其對社會利益之增進，

在於是否賦與某個人言論自由權時，免不了運用利益衡量之判斷之方法，

(Balancing test)，以衡量賦與言論自由權之利益得失，如此言論自由成為有限度的

相對言論自由。而從「表現自我說」理論，則主張言論包括誹謗及色情之內容，

都應受到絕對之保障(傅崑成譯，民80:10) 

因之，下吾國憲法原理來看，憲法第十一條明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

及出版之自由」，揭示一切言論，包含匿名言論之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則又顯示，吾國憲法規

定頭等自由權利，乃非「表現自我說」可解釋與涵蓋，既對「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而必要之言論自由，設定其保障限制，則表

示在衡量基本利益時，個體之言論自由不得與前述集體利益相衝突，否則不為憲

法所保障，準此以觀，則吾國憲法上之言論自由，應該以「追求真理說」式」健

全民主程序說」做為理論基礎較為允當，亦即需負擔社會責任。 

在前述言論自由以「追求真理說」或「健全民主程序說」的理論基礎下，匿

名言論自應受到與其他一切言論自由一樣等規制，而非享有言論的絕對保障。因

之，在保障與管制之間，吾人認為，以保障個人言論自由為前提下，對言論侵權

行為，仍應予以管制。 

我國現行的管制法令中，並無對媒體「脫殼行為」匿名言論有標的之規定，

然而，匿名言論是人類社會中由來已久的現象。匿名郵件。無頭傳單。沒有署名

的大字報，都是匿名發表的典型，社會大眾早已見怪不怪。而自大眾媒體由「壓

制性使用」(repressive use)到「解放性使用」(emancipating use),匿名言論的自由空

間也大幅增加,不過，從我國憲法原理來看，言論自由不宜視為「表現自我說「，

而是具有更大視野等「追求真理說」或「健全民主程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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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殼行為」的匿名言論為個人表達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表現在個人資

料—姓名，亦屬隱私權之內容。Warren及Brandies所佔著發表的「The Right to 

Privacy」論文，強調任何人均應有不受干擾之權利(Warren&Brandies,1890:207-208)。

此種不受干擾之權利(the right to be alone)之外，隱私權的其他狀態，包含私密

(intimacy)，匿名(anonymity)，以及隔離(reserve) (Wesrin,1967:31-32)。隱私權之於

近代、消極意義，為不受干擾之權利，而其現代、積極意義，則為個人資料控制

支配權(黃三榮，民85a:30-32)。匿名言論既屬表意人之隱私權，對該表意人而言，

自有權做不欲人知的；真名」隱匿，而可制止媒體恣意公開；但更積極的作法，

不外賦予個人對其個人姓名有權決定是否開始或停止被他人蒐集、處理及利用。

及至新媒體(如網際網路)日漸普及以來，以匿名言論表意成為使用習慣，一方

面，上網者使用匿名，其隱私權獲得表面上充分之維護，但另一方面，若干表意

人借助隱私權之擺設，有可能觸犯其他法律，如誹謗他人之名譽(規定於刑法第

二百十餘)、剽竊、重製他人之著作(著作權法)、洩漏軍街上應保守秘密之消息(規

定於妨害軍機治罪條例)、妨害自由(規定於刑法三百零五條)，對於外國元首犯妨

害自由罪(規定於刑法一百十六條)....。 

例二中網路匿名使用者以恐嚇美國總統，發出電子郵件，所為美國政府而關

切。此一個案匿名表意人有可能觸犯刑法第二十六率「妨害自由罪」。刑法第三

百零五條規定，「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危害

於安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如其成立，由於此封電子

郵件所犯「妨害自由罪」之對象為美國總統，又 依刑法第三率「妨害國交罪「，

在刑法第一百十六條規定。「對於友邦元首或漲到中華民國之外國代，犯故意傷

害罪、妨害自由罪或妨害名譽罪者，得加重其刑再二分之一」，則訣匿名表意人

所涉之罪為「加重罪」。 

本文假設，網路上匿名表意者能追查到其真實身份，法院而久訴其刑始能據

以執行。然而，即因匿名表意者之真實身份是否能追查，頗有疑義，則做夢核四

例之處分有可能因之落空。這裡主要是因現在科技日新月異，如有心要假冒電腦

網路用戶，技術上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例如，若冒名在網路上新聞組發表言論，

傳送者一方的姓名及用戶號碼不但可以」虛構」，甚至可以濫用他人名號。所以

前述個例，如被指控透過某電腦公司上網發表不實言論的人，只能說是「好像」

是該公司等同同。事實上，以便名。使用戶號碼上網路發表恐嚇美國總統言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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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難事。際了用戶姓名及號碼可以昨認或虛構外，發放消息來源等地走也可以

竄改。只要在技術上冒充能夠接觸到負責接收及發放文件的新聞服務器(news 

server)。 

對媒體「脫殼行為」匿名表意者之真實身分之追查，大致可分為三稱管制模

式:(一)事前過慮模式，(二)事後過濾模式，以及(三)真名註冊、別名發表模式(王

明禮，民85:32-34)。然而傳統媒體管制的各種框架(如平面媒體模式、廣播電視

模式、有線電視模式)，與網路模式是否有其相通性或相異性，趴著匿名言論之

緊箍為何?以下予以分別陳述: 

 

參、媒體「脫殼行為」: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匿名言論之比較 

由前述我國憲法第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的言論自由以及限制的規定，顯示出

媒體「脫殼行為」匿名言論並不是「絕對」的，而須受到相對的社會責任制約，

從而探討匿名言論，即一方面應從維護言論自由的基礎上允許言論的匿名發表，

另一方面當言論出現違法時，對於匿名發言者又將如何克以法律責任，使其對自

己的言論負責。究竟有何種兼籌並顧的管制模式，可以同時符合我國法制與社會

期待的需求?以下對傳統媒體與市媒體幾種管制方式加以闡述: 

(一)傳統媒體的匿名言論問題 

1.平面媒體「脫殼行為」的匿名言論問題 

傳統媒體「脫殼行為」對匿名言論之管制，應先從其審查制度分析起步。在

印刷媒體方面，國人發行出版品的立法制度有主張為許可制者(尤英夫，民

82:250)，有主張為登記制者(張宗東，民67:28)。前者以我國已廢除之出版法規定，

新聞紙、報紙、雜誌、書籍或其他出版品於首次發行前，應填具登記申請書，經

省(新)主管機關淮許後，始轉由行政院新聞局發給登記證。如核與出版法令不

符，即不予准許。是國人發行出版品並非一定能獲得主管機關的淮許，因之立法

制度似屬許可制。不過，後者則僅強調發行出版品的登記事實，而主張立法制度

屬登記制。問題真正的核心是，出版法已廢除，其所列登記程序無所附麗，出版

品內容既無事前審核之規定，則於其出版發行之後，始依其它法律規定加以規定

處罰，則出版制度則應稱為追懲制。在此一追懲制度之下，出版品內容出現的匿

名言論，如屬違法，自屬事後追訴懲處；然而既係「匿名」，則如何追訴，端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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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對表意人「真名」之掌握，以免追訴無門。例如「中國時報」的「時論廣

場」其言論規則即要求:「請附真實姓名、電話、地址身分證字號、職業、專業

背景、及詳細戶籍地址，俾便刊出後奉酬，並請儘量用真名發表」，可見媒體刊

出來稿先決條件，必須附上真名及相關可資查證的個人資料，雖名為便利奉酬，

但亦兼具管制之效；而明示表意人「儘量用真名發表」，雖有向社會積極負言責

之意思，但這相對於壓縮匿名言論空間，對表意人的言論自由之伸張，或將產生

一定程度的阻卻作用；而相對的，「聯合報」在其「民意論壇」版的「線上叩應」，

列出言論規則僅為「請附真實姓名、身分證字號、職業、通訊地址及戶籍地址(包

括鄰里)、聯絡電話(辦公室及家中)，俾利刊出後奉酬」此點與「中國時報」大同

小異，均在掌握來稿作者的真實身份，間接促使表意人負起言責，但卻不要求「儘

量用真名發表」，就該點聯合報所提供匿名言論的空間較為寬廣，亦實質上增進

了表意人的言論自由，但若出現過多「別名」發表的意見，亦將使讀者對其真實

性與可信賴感降低，則形成媒體刊出匿名言論的隱憂。一項以我國報紙讀者投書

行為的研究發現，投書原因是以表達意見為主，有40.2%的投書者認為投書應該

使用真實姓名以示負責(呂傑華，民79)。 

本研究針對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的讀者投書版言論，分別抽選民國

84年9月與85年9月的兩個月報紙的所有投書樣本，共計1813則，其中以真名

表意之投書為1654則，佔 91.2%，以匿名表意之投書為159則，佔 8.8%。而三

報中，在民國84年9月期間，聯合報真名投書佔 84.3%，匿名投書佔 13.2% ；

中國時報的真名投書佔 90.0%，匿名投書佔 10.0%；自由時報的真名投書佔

91.3%，匿名投書佔 8.7%。民國85年9月期間，聯合報真名投書佔 95.9%，匿

名投書佔 4.1%；中國時報真名投書佔 94.2%，匿名投書佔 5.8%；自由時報真名

投書佔 88.5%，匿名投書佔 11.5%。(如附表一) 

 

附表一：國內三報讀者投書真名言論VS.匿名言論 

報       紙 聯  合  報 中  國  時  報 自  由  時  報 合   計 

投 書 性 質 真名 匿名 真名 匿名 真名 匿名 真名 匿名 

 

民 國 84 年9 月

 

471 

(84.3%) 

74 

(13.2%)

234 

(90%) 

26 

(10%)

126 

(91.3%)

12 

(8.7%) 

1654 

(91.2%) 

159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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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85 年9月

 

463 

(95.5%) 

20 

(4.1%)

291 

(94.2%)

18 

(5.8%)

69 

(88.5%)

9 

(11.5%) 

  

 

合       計

 

934 

(89.6%) 

94 

(9%)

525 

(92.3%)

44 

(7.7%)

195 

(90.3%)

21 

(9.7%) 

1813 

(100%) 

 

針對匿名投書中，探討其使用匿名的原因有：(1)表意人言論內容較為激越，

議題討論較具批判性；(2)表意人言論與其職業有關，例如身為教育工作者批評

教育制度，或軍人論及國防事件…等。(3)表意人為知名人物，不便以真實身份

示人。這些匿名表意者之言論法律責任，既非「事前審查制」，從前述得知，平

面媒體匿名言論之管制，實際乃「真名登錄，別名發表模式」。 

2.廣電媒體的匿名言論問題 

在廣電媒體方面，依據現行廣電法及相關法規所規定的事前審查制度，涵蓋

節目、節目表、廣告等幾種類型，廣電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電台播送之節目，除

新聞之外，主管機關均得審查。在這一事前審查的制度下，言論自由極易籠罩在

新聞局「監護」下。即使，其用意是本於善意的家長主義式的統治理念，在目前

也已無存在的必要，應該將之摒除。更何況，該制度的存在，有可能只是為了便

於統治或維護特定政治利益，而成為愚民政策的工具(林子儀、劉靜怡，1993：

168-9)。不論如何，廣電事前檢查，既對言論自由形同威脅，則「匿名言論」就

更影受到壓制，表意人的匿名言論自由雖表面未予排除，但實際上恐將造成極大

威脅。特別是行政院新聞局依行政命令訂定的「廣播節目製作規範」、「電視節目

製作規範」，詳列節目製作的「一般原則」與「特定原則」，更羅列各種「不得」

製作的主題及內容，彈性解釋空間極大，表意人的言論自由受到相對的限制，更

易導致匿名言論的「寒蟬效應」。 

廣電節目事先審查的程序，依據「廣電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在

節目「應於播放七日前，填具申請書表，連同錄音帶、錄影帶、影片等送審，於

取得准播證明後，始得播放。」在戲劇節目及其他節目中所穿插之短劇，亦應依

新聞局規定之時間填具申請書表，連同劇本送審，經核可後，始得播演。則匿名

表達之言論意見，經此一審查過程後，更難獲得廣電法規較多保障，在此種事前

審查作業下，甚至會形成比真名表達意見更多的阻卻作用。不過在廣電節目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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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in形式，閱聽眾以匿名表達意見，使廣電言論管制面臨考驗。 

析言之，由於call in節目所探討者大多為公共議題，均可受公評之事，如適

當之批評是否宜列為刑法第三百十一條以善意發表之免責要件？如超出可公評

範圍的誹謗情事，則電視台自有義務尋求防止之道。(蔣安國，民國85：80) 

對於廣播媒體現場call in節目，匿名表意者如涉誹謗情事，其犯罪責任頗難

以追查，廣電業者似可由「事前過濾」篩選發話人，但恐未能竟全功，因發話人

在臨時發言時，萬一不接原定過濾查證之方向發言，加入不當違法言論將如何？

而如將採用節目延後播出，以使廣電業者過濾，則形成「言論自由」的可能變相

管制，執行易生流弊。從前述平面媒體之匿名言論之管制而論，確需注意言論自

由之維護與善盡社會責任，兩者不可偏廢。其中，印刷媒體之檢查制度，本研究

認係追懲制，因之印刷媒體對匿名言論之管制，實際為「真名登記，別名發表模

式」；而廣電媒體之檢查制度，基查上為事前審查制，對其匿名言論之管制，則

採「事前過濾模式」。 

(二)網路媒體「脫殼行為」上匿名言論之研析 

網路媒體「脫殼行為」匿名方式發表言論之比例極高(如BBS站或

Newsgroup)，為傳統媒體所不能及。新媒體運用匿名發表方式，已成為使用者的

一般化使用習慣，這其中的使用動機與情境，與傳統媒體，如匿名傳單、平面媒

體、廣電媒體之匿名情況，有較大的差異。傳統媒體的表意人，雖有很高比例仍

使用「真名」，但對於使用「匿名」者，大多有其特殊考量，例如公務員痛陳行

政效率低落，則使用「匿名」才敢暢所欲言。 

但是正如前述，新媒體的表意人，之所有言論幾乎全部使用匿名，而成表意

習慣，個人在家中上網，可以用匿名暢所欲言，私密性高，是以新媒體使用動機，

與傳統媒體迥然不同。其次，傳統媒體的匿名言論，大體均有媒體寒片人過濾，

對於不法言論，多於事前審核或事後追懲，使匿名言論之表意者必需受到相當制

約。但是新媒體(如網際網路)如何防範非法言論，殊值探究，目前網路出現四種

流弊：(一)傳播不負責任的資訊，(二)傳播犯罪方法，(三)電腦網路成為色情媒介，

(四)傳播媒體流行無聊扯誕(薛心鎔，民國85：14-15)。因之，不僅現今對於網路

上匿名表意者應課以言責之主張愈受肯定，而對於線上服務提供者是否應一併負

責，亦頗值得討論。 

以台灣學術網路BBS實驗站使用規範  使用者(USER)篇為例，關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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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凡在該站登記(或註冊)者皆為其使用者。由此顯示，新媒體管制屬「真名

註冊，別名發表模式」，使用者必須註冊完全，必須告知″真實姓名″，″地址″，

與″E-mail Address″。註冊不全者，SYSOPs有權清除其帳號。 

該站對文章發表建議或限制原則有： 

(1)不得發表涉及言論攻擊的文章。 

(2)不得在非測試測試文章。 

(3)適度引用文章，避免引用長篇文章後只發表「是、否」之類的回答。 

(4)避免過長的個人簽名檔。 

(5)避免在公眾討論區討論私人事務。 

(6)避免文章屬於漫罵、嬉鬧、以及灌水等性質。 

(7)禁止非善意批評而毫無建議的文章。 

(8)文章放於適當的討論區。 

(9)避免同一文章置於多個討論區。 

此外，1994.5.15該站文章採取更嚴格的措施： 

(1)文章中出現有″髒話″、″三字經″等類不雅的文字時，其處分為停止該篇文

章的作者帳號一個月以上或刪除該帳號。 

(2)文章為灌水文章時，其處分為停止該篇文章的作者帳號15天以上(在可能

的範圍內，亦包含該網友其他帳號。 

又以銘傳大學BBS站為例，對於使用者的規範包含：對於發表灌水文章的

處分(這裡所謂灌水文章，是指不合該板設立的原旨而張貼及販賣非法物品的文

章)，第一次，限制其不得發表文章一週，並由站長或該板板主寄出警告信；第

二次，限制其不得發表文章一個月；第三次，永久限制其不得發表文章。凡是板

主帶頭灌水者，除依″板主管理辦法″除去其管理者的所有權限。 

此外，對於在BBS站聊天室擾亂秩序，發表色情暴力言論者，由聊天室主

管提報後，仍不理會，則提報給站長，將該使用者限制不得進聊天室一個月；由

一般網友提報，由站長依當時之情況，給予一週至一個月不等的處分；若該使用

者爾後再犯，則將限制其永久不得進聊天室。 

而對於″線上服務提供者″亦須負擔網上言論責任？大致有以下幾個理由：″

線上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不盡相同，因此目前不宜對所有線上服務提供者

給予降低法律責任的待遇。在BBS站接受其訂戶上載資料的情形，BBS站長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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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是扮演電子出版商的角色，降低其法律責任可能會鼓勵其對侵害情形有意的

忽視。 

(1)過速降低″線上服務提供者″的風險，會使許多足以降低著作權人市場風險

的市場工具發展不出來。 

(2)″線上服務提供者″此一行業的市場進入成本相當低，其規模大小差很多，

形式作風也有所不同，而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形態又可能逐日變化，因此目

前並非降低其法律責任的適當時機。 

(3)至於只提供線路設備服務的″線上服務提供者″，原本就可以像電話線路公

司一樣只要證明自己確實無法控制要上線的人和送上去的資料，就可以豁

免關於線上發生事件的的法律責任，因此如果網路上傳輸的是加密

(encryted)之後的侵害物，只提供線路設備服務提供者即就不必負責。 

不過，西方各電腦網路發展先進國家，對於網際網路服務業 (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 ISP)和BBS站長應否為非法上傳下載內容的侵行為人的行為負

責，美國NII白皮書的制過程中對於線上服務業者(on–line service provider)  有過

如下的爭論。線上服務業者認為： 

(1)法律應該讓做出違法行為的網路使用者自己去負責，不應要沒有實際做侵

害行為的線上服務業者跟實際的侵權行為之人一起負責。尤其每天在網路

系統中出入的各項資料訊息量非常大，系統管理人事實上無法過濾或監督

這些資料訊息的內容。 

(2)即使他們願意且有能力監督這些資料，他們也不具備判斷這些資料是否有

侵權行為的能力。 

(3)如果他們無法豁免因網路使用者之行為而產生的法律責任，可能會使線上

服務業者退出市場，對國民通訊和取得資訊的機會會有很大的影響。 

不過，美國NII白皮書的觀點 (陳錦全，民國85：39-40)： 

(1)其他現行的一些行業像照片沖洗業、書店、報攤、唱片行、電腦軟體零售

商也不可能過濾所有出售的商品是否為侵害物，他們的法律責任也並未降

低，因為這本來就是經營生意要負擔的風險成本。 

(2)線上服務提供者應該仍可以用不侵害或幫助侵害的方式來經營其企業。 

(3)線上服務提供者處於可以知道那一個訂戶做了甚麼事，並有能力阻止侵權

行為繼續，因此在比較這兩個相關的無辜者的能力地位之下，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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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還是讓線上服務提供者負責。 

(4)線上服務提供者從網路使用者收取會費，也就是自網路使用者的侵權行為

得到利益。就此法律風險成本與利益相較，似乎還沒有線上服務提供者被

這種法律責任的風險嚇跑而退出市場。 

(5)線上服務業者的風險其實也可以用保險和訂立求償條款的方式來轉嫁。 

 

是以，新媒體「脫殼行為」的匿名言論管制，係「真名註冊，別名發表」模

式，但如何具體落實國際間對於規範使用電子網路已產生共識。歐洲聯盟十五國

的工業部長理事會已同意召開國際性會議，以建立網路的「共同使用規範」，該

會議將針對如何對抗剽竊經濟資訊、著作權、以及保護個人隱私資料進入討論，

有關利用網際網路進行色情交易非法行為亦在討論之列。(中央社1996.10.15布

魯塞爾電訊)。這將對於匿名言論表意人至少產生了管制不當言論的效果。但問

題是這會否形成網路匿名言論之緊箍，進而扼殺言論自由？ 而解決網路身份確

認有效的方法是否為建立一聯合驗證中心？其信任度為何？可否保護人們的權

益及隱私？ 

而在資訊傳播下媒體「脫殼行為」匿名言論之盛行其道，誰是「守門先生」？

的角色，網路的互動性使網友既是傳播者，也是守門人，而傳播者的訊息在匿名

的世界優游於五湖四海，使客觀真實、符號真實與主觀真實俱非，逐步顛覆了「放

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體系，無怪乎人們對資訊「脫殼行為」更充滿了可信度憂

慮，這是值得關切的焦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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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際網路發展的機會與限制 

 
呂郁女* 

 

《摘要》 

我國網際網路使用人口自一九九七年由行政院國家資訊通訊基本建設專

案（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推動小組提出「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

設推動方案」，並訂定三年三百萬人上網之中程目標以來，持續快速成長，到一

九九八年十二月即突破三百萬（佔全國人口的比例為14.3%）。截至一九九九年

年底，國內上網人數已經超過四百六十萬戶，連網主機數約七十萬台，國內網

站也近八萬個，其中又以企業網站居最多數，超過百分之八十八。這顯現出台

灣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 

台灣在網際網路的發展究竟有何種特性？本文將比較下列幾個面向的差

異，以求真正的瞭解：(1) 您最常用電腦來做什麼事？(2) 請問您主要從哪裡獲

得與電腦相關的資訊？(3)您接觸網際網路有多久了？(4) 您每週平均花約多少

時間上網際網路？(5) 請問您主要使用何種WWW瀏覽器(browser)？(6) 您常在

哪裡上網？(7) 通常您用什麼方式上網？(8) 請問您最常在網際網路上使用的

功能是什麼？ 

台灣在發展網際網路方面有如下的有利條件。第一，我國軟體專利數居全

球第六，此一軟體優勢對電子商務的發展有潛在的助力。第二，國內網路購物

的營業額逐年快速的擴充，具有相當強烈的誘因。第三，台灣資訊以及半導體

工業的領先地位，為網際網路的發展塑造了有利的發展環境。 

我國網際網路的發展也有其隱憂存在。首先，國內網路服務提供者無論在

總營業收入和國內商用網際網路用戶數方面，都呈現出市場集中度過高的狀

況。我們可以觀察到網路服務提供者這一個產業的市場集中度都相當的高，這

影響到市場蓬勃的發展。第二，有關網際網路人才數量不能夠因應業界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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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第三，國際間有關法規的制訂所產生的影響。第四，有關網際網路法律

制訂和道德規範方面的不足所引發的問題。 

從本文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瞭解在主客觀環境下，台灣網際網路的發展潛

能，以及其發展的方向。 

 

關鍵字：網際網路、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法律、道德規範、網路服務提供

者、網路內容提供者，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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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政府在一九九四年成立「國家資訊通訊基本建設專案推動小組」，整合政

府與民間的資訊，加速網路的鋪設、電子化政府的實現及電子商務等各項資訊通訊

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王佳煌，民89：42-43）該小組在一九九七年提出「國家資訊

通信基本建設推動方案」，並訂定三年三百萬人上網之中程目標以來。此後，我國

網際網路使用人口持續快速成長，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即突破三百萬（佔全國人口

的比例為 14.3%）。截至一九九九年年底，國內上網人數已經超過四百六十萬戶，

連網主機數約七十萬台，國內網站也近八萬個，其中又以企業網站居最多數，超過

百分之八十八。（楊世緘，民89：173）根據Internet in Taiwan一九九九年六月號，

台灣連接網際網路的戶數在亞太地區國家中居第三位，在全世界居第九位。這顯現

出台灣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及在國際社會的優越地位。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台灣網際

網路發展過程中，發展的趨勢如何？有哪些有利及不利因素？ 

 

貳、台灣網際網路發展的特性 

台灣在網際網路的發展究竟有何種特性？本文要利用蕃薯藤調查網從一九九

六年開始進行的台灣網路使用調查，比較分析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和一九九九

年三年的資料。 

首先，我們觀察使用者利用使用電腦做事的狀況。從這三年的資料分析，使

用者多半是利用電腦上網際網路（請參閱附表一）。如果我們將利用電腦上網和傳

送電子郵件的百分比加起來（1996年是40.68%，1998年是47.3%，1999年是52%），

更可以看到網際網路成為使用者利用電腦最主要的目標，且是越來越重要。 

表一  使用電腦做事的分佈狀況 

 1996年 1998年 1999年 

上網際網路 35.14% 44.2% 34.0% 

通信(e-mail) 5.54% 3.1% 18.0% 

玩電腦遊戲 11.44% 9.0% 12.4% 

文書處理 22.41% 26.9% 24.5% 

編寫程式 5.87% 4.3% 2.5% 

作業管理 16.16% 5.3% 2.9% 

閱聽多媒體 1.97% 0.9% 2.7% 

其他工作用途 無資料 5.5% 2.3% 

其他 1.48% 0.9% 0.7% 

資料來源：蕃薯藤調查網 

其次，再就使用者接觸網路時間的多寡而言（請參閱附表二），接觸三年以上

的使用者是越來越多，從一九九六年的 6.75%增加到一九九八年的 18.4%，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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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九九年的34.7%。相對地，接觸網際網路的時間在半年以內的也越來越少，

從一九九六年的33.42%減少到一九九八年的13.1%，再降低到一九九九年的8.3%。 

表二  接觸網路的時間的分佈狀況 

 1996年 1998年 1999年 

五年以上 7.6% 

四年到五年 9.5% 

三年到四年 

 

6.75%（三年以上） 

 

18.4%（三年以上）

17.6% 

二年至三年 7.29% 20.4% 22.5% 

一年至二年 21.28% 28.6% 21.5% 

半年至一年 30.17% 19.5% 13.0% 

半年以內 33.42% 13.1% 8.3% 

資料來源：蕃薯藤調查網 

第三是觀察使用者平均每週使用網路的小時數（請參閱附表三）。我們可以瞭

解使用者上網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每個星期上網超過廿小時的比例，從一九九六年

的 8.14%增加到一九九八年的 14.7%，再提高到一九九九年的 20.4%。平均每週使

用小時數，從一九九六年的7.63增加到一九九八年的10.96，再提高到一九九九年

的17.81。 

表三  平均每週使用網路時數的分佈狀況 

 1996年 1998年 1999年 

卅小時以上 7.4% 11.1% 

廿六至卅小時 2.8% 3.5% 

廿一至廿五小時 

 

8.14%（廿小時以上）

4.5% 5.8% 

十六至廿小時 7.1% 8.4% 

十一至十五小時 

 

13.59%（十至廿小時） 14.0% 14.8% 

六至十小時 24.12% 27.2% 25.8% 

二至五小時 32.09% 28.4% 24.0% 

二小時以下 22.06% 8.7% 6.6% 

平均使用小時數 7.63 10.96 17.81 

資料來源：蕃薯藤調查網 

第四，上網者所利用的瀏覽器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集中在網景（Netscape）和微

軟探險家（Internet Explorer）（請參閱附表四），在一九九六年利用這兩者為95.39%，

一九九八年為97.23%，一九九九年為95.8%。值得注意的是，網景在一九九六年底

居於第一的位置，微軟探險家居次；但在一九九八年，微軟探險家躍居領先的地位，

且在一九九九年微軟探險家領先的幅度加大。 

表四  使用WWW瀏覽器的分佈狀況 

 1996年 1998年 1999年 

Internet Explorer 35.87% 58.09% 71.1% 

Netscape 59.52% 39.1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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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aic 2.17% 0.55% 0.8% 

Neo Planet 無資料 無資料 0.4% 

Opera 無資料 無資料 0.3% 

Lynx 0.41% 0.08% 0.1% 

Others 2.03% 2.14% 2.6% 

資料來源：蕃薯藤調查網 

第五，上網者多半是利用家中的電腦設備上網（請參閱附表五），在一九九

六年為60.02%，一九九八年為60.47%，一九九九年為57.7%。其次，是利用學

校的電腦上網，在一九九六年為21.52%，一九九八年為20.62%，一九九九年為

19.3%。 

表五  上網路的地方的分佈狀況 

 1996年 1998年 1999年 

家中 60.02% 60.47% 57.7% 

學校 21.52% 20.62% 19.3% 

公司 16.01% 17.88% 21.7% 

網路咖啡屋 1.20% 0.20% 0.7% 

其他地方 1.25% 0.83% 0.6% 

資料來源：蕃薯藤調查網 

第六，我們要觀察上網的方式（請參閱附表六），這與上網的地方有密切的關

係。在家中使用網路者基本上是利用撥接的方式，在一九九六年為 65.91%，一九

九八年為77.6%，一九九九年為61%。在撥接的方式中，主要還是利用付費商用撥

接網路，惟免費商用撥接網路的比例有上升的趨勢。在學校中上網者，當然是利用

校園網路，在一九九六年為24.13%，一九九八年為37.5%，一九九九年為34.3%。

在一九九九年也出現了新的上網方式，也就是利用ADSL和大哥大數據機。 

表六  上網方式的分佈狀況 

 1996年 1998年 1999年 

校園撥接網路 18.7% 17.4% 

校園固接網路 

 

24.13% 18.8% 16.9% 

免費商用撥接網路 5.1% 7.1% 

付費商用撥接網路 50.5% 50.4% 

纜線數據機 

 

65.91% 

12.0% 3.5% 

固接專線 8.51% 14.8% 18.3% 

ISDN 1.45% 4.1% 6.6% 

ADSL 無資料 無資料 1.5% 

大哥大數據機 無資料 無資料 0.5% 

不知道 0 5.1% 4.2% 

資料來源：蕃薯藤調查網 

網際網路使用者最常進行活動是下載軟體、使用搜尋引擎搜尋資料、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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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雜誌、瀏覽各項資訊（請參閱附表七）。但他們卻輕忽理財（一九九八年

是1.6%，一九九九年是3.8%）及購物（一九九八年是0.1%，一九九九年是0.3%），

雖然確實有些許增長，但成長度幅度不大。 

表七  在網路上最常進行的活動的分佈狀況 

 1996年 1998年 1999年 

下載軟體 10.61% 12.5% 11% 

使用搜尋引擎搜尋資料  26.1% 29.8% 

閱覽新聞／雜誌 22.03% 8.7% 8.6% 

瀏覽生活休閒資訊 26.53% 16.9% 10.6% 

運用線上資料庫 14,16% 5.7% 5% 

理財  1.6% 3.8% 

瀏覽影視娛樂資訊  5.2% 3.1% 

瀏覽醫療保健資訊  0.8% 0.7% 

玩線上遊戲  1.4% 1.5% 

聊天、交友 5.17% 8.7% 7.4% 

購物  0.1% 0.3% 

上成人網  0.7% 0.5% 

通信（e-mail） 4.87% 7.7% 11% 

瀏覽及參與熱門活動和議題  2.5% 2.5% 

工作  0.8% 0.9% 

教育學習 11.36% NA 1.5% 

使用網路即時傳呼軟體  NA 1% 

其他  0.5% 0.6% 

資料來源：蕃薯藤調查網 

有關電子商務的發展也是近兩年才受到重視。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與電子

商務展現無窮商機，企業越來越重視上網做生意。網路上的電子商務主要分為商業

對商業（business-to-business）和商業對消費者（business-to-consumer）這兩種電子商

務。所以我們要進一步分析一九九八年和一九九九年有關網路消費的意見。比較過

去一年網路消費次數的分佈（請參閱附表八），我們可以發現上網的人數雖然快速

增加，但是真正參與網路消費的比例卻不高，一九九八年只有15.7%，到了一九九

九年增加到23.7%。一年在網路消費的次數超過十次以上，一九九八年只有1.0%，

到了一九九九年增加到2.1%。儘管如此，參與網路消費者的滿意程度相當高（請

參閱附表九），一九九八年非常滿意及滿意的比例為66.17%，一九九九年擴增為

82.6%。相對的，一九九八年非常不滿意及不滿意的為26.4%，一九九九年降至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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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過去一年網路消費次數的分佈狀況 

 1998年 1999年 

沒有 84.3% 76.3% 

一次至五次 13.9% 17.4 % 

六次至十次 0.7% 1.8% 

十次以上 1.0% 2.1% 

資料來源：蕃薯藤調查網 

表九  對網路購物滿意的分佈狀況 

 1998年 1999年 

非常滿意 3.63% 6.2% 

滿意 62.54% 76.4% 

不滿意 23.71% 14.1% 

非常不滿意 2.69% 1.0% 

不知道 7.42% 2.3% 

資料來源：蕃薯藤調查網 

至於沒有上網購物者，主要的是因為交易安全性考量（請參閱附表十）（一

九九八年為48.1%，一九九九年為46.5%）；其次考慮的因素是網路商店的信用

度不明（一九九八年為12.4%，一九九九年為9.3%）。總體來說，上網購物之所

以無法廣泛的受到台灣網路使用者的青睞，這可能與安全、信用、和信心的建

立有密切的關係。 

表十  沒有上網購物的主要原因狀況分佈 

 1998年 1999年 

交易安全性考量 48.1% 46.5% 

從來沒有上過網路購物的站台 11.9% 8.3% 

過程太複雜 5.6% 8.5% 

商品多樣性低 1.2% 1% 

同一類商品完整性不足 0.8% 1% 

價格不夠吸引人 2.5% 4.5% 

商品品牌的信用度不明 4.2% 3.1% 

商品資訊不足 4.2% 3.3% 

沒有信用卡 8.1% 9% 

網路商店的信用度不明 12.4% 9.3% 

一般店家購買較方便 無資料 4.8% 

其他 1.1% 0.7% 

資料來源：蕃薯藤調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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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灣發展網際網路的機會 

台灣在發展網際網路方面有如下的有利條件。第一，我國電腦軟體工業的發展

有相當的成果，此一軟體優勢對電子商務的發展有潛在的助力。根據經濟部工業局

在二ΟΟΟ年四月七日發布的資料，依近五年來在美國專利局登記的軟體專利排

行榜，台灣以共二百十一五件排名第六，僅次於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及加拿大

居第六位。這次調查特別針對美國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九年間，獲准之軟體專利為調

查範圍，調查對象為現行資訊軟體業分類所包含之套裝軟體、轉鑰系統、系統整合

暨專業服務、嵌入式軟體等技術。在亞太地區，我國領先南韓的一百七十四件，但

落後日本的二千零九十四件。（中國時報，89年4月8日）台灣在軟體方面的發展

甚至使相關的業者有向外拓展的空間。由資策會投資的拓宇集團，運用在台灣金融

軟體發展的經驗，從一九九四年開始參與大陸金融領域的網路工程建設，進軍大陸

郵政綠卡工程，業務涉及大陸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和工商銀行等。拓宇目前主攻大

陸的金融網路工程，在兩岸金融工程具有相當優勢。（聯合報，89年4月6日）一

般而言，具備軟體專利的優勢勢必會提升在電子商務的競爭力。儘管我們有如此的

成就，但距離領先的國家仍有一段差距，必須要更加倍的努力。 

第二項影響因素是，國內網路購物的營業額逐年快速的擴充，具有相當強烈的

誘因，促使有興趣者努力爭取最大了利益。根據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統計，國

內網路購物的營業額，在一九九七年只有三點六億元，一九九八年成長到六點三億

元，一九九九年國內上網人口突破四百萬人後，網路購物的市場規模也一舉成長到

十六點三億元。預估這個市場將進入快速成長期，二ΟΟΟ年可望達到三十六點

七億元，二ΟΟ二年再到八十一點九億元。去年台灣地區零售業總營業額高達新

台幣兩兆九千五百一十七億元，網路購物營業額只不過占萬分之五，比率微乎其

微。但資策會分析，北美網路購物市場規模已占零售市場百分之一，這顯示國內電

子商務成長空間還很大。電子商務前景充滿想像空間，今年以來，國內前五大連鎖

便利商店、三商百貨、大同公司、統一企業、太平洋崇光百貨等知名企業都加入網

路購物行列。統一超商、全家、萊爾富、福客多、OK等五大便利商店相繼和音樂

網站合作，消費者上網訂購 CD，可選擇到最近的便利商店付款取貨。（聯合報，

89年4月10日）電子商務市場的擴張也強化了網際網路的持續發展。 

第三項有利的影響因素是，台灣資訊以及半導體工業的領先地位，為網際網路

的發展塑造了有利的發展環境。台灣在一九九九年資訊硬體海內外產值達三九八億

美元（約新台幣一．二六兆元），成長一八．一％，較全球約一○％的成長以及八

十七年的一一．九％成長都有很好的表現。不過，相對於台灣國內產值僅成長九％。

全球個人電腦市場的熱絡帶動我國資訊產業成長，而九二一大地震的衝擊也未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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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地位。國際上的資訊硬體產業產值分析未將海外產值計入，因此台灣是以二

一○億美元排名第三，差第一名的美國九五一億美元、第二的日本四四○億元美都

仍有一大段距離。今年國內有十項主要產品榮登全球冠軍寶座：筆記型電腦、監視

器、主機板、電源供應器、機殼、掃描器、鍵盤、滑鼠、集線器、數據機等十項產

品位居全球第一。除了滑鼠占全球比重稍微降低外，其他幾乎都增加。（中國時報，

88年11月30日） 

此外，我國廠商（如，禾翔、凱宣、正文等）積極投入無線區域網路卡的生產。

區域無線網路卡徹底打破無線通信和網際網路間的隔閡，未來個人電腦用戶只要在

筆記型電腦上加裝區域無線網路卡，不必透過固網系統，就可以隨時隨地在網路世

界中任意漫遊。明碁在八十九年推出國內第一具 CDMA 第三代無線通信手機。工

研院電通所預估，無線通信產品將步入結合數位資訊和網際網路傳輸的多功能時

代，不再是單純的通話工具。CDMA 無線通信系統出現後，大哥大手機不再僅具

通話功能，用戶可以透過大哥大上網刷卡、查閱股市即時資訊、最新路況、和家中

或辦公室的資訊系統連線，以及擷取其他資訊。台灣也可望在不久之後採用CDMA

系統，取代目前的GSM無線通信系統。（聯合報，88年12月26日） 

第四項重要的因素是三個有線電視的集團結合了原有的數位光纖同軸混合網

路（Hybrid Fiber Coax, HFC）、大哥大系統、以及未來建立的固網系統，提供了廣泛

的通信基礎。有線電視集團規劃未來提供下列相關服務，以跨越進入其他的領域（特

別是電信方面），形成「聚合」的效果： 

（一）網路接續服務：利用線纜數據機提供網際網路相關服務。 

（二）寬頻數據網路：提供高速數據傳送服務，出租專線或頻寬。 

（三）加值型網路服務：由有線電視業者自行成立網路，提供加值型的服務。 

（四）電信服務：在公元二○○○年電信法即鬆綁，有線電視將可提供電信服務。 

（五）電子商務：電子銀行、電子購物、電子股市及各項費用代繳服務。 

（六）互動服務：互動視訊、互動電視、隨選卡拉OK及遠距教學等。 

在這樣的情況下，主要的有線電視集團（特別是和信和力霸東森）積極的投入

網際網路市場。和信集團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五日宣布加入電子商務市場，與新加

坡黎銳國際科技集團共同成立「仲訊國際網路科技公司」，未來將透過電子商務交

易中心，提供企業間透過網路進行商務交易的服務。同年十一月，美國微軟公司正

式以十億新台幣投資和信超媒體。和信超媒體除了在軟體和網路架構運用微軟的產

品，更透過微軟的關係取得美國主要網站MSNBC的亞洲獨家新聞轉播授權，並且

擁有將重要新聞翻譯為中文的權利，藉此充實網站的內容。 

東森集團的發展也相當可觀。一九九七年十月六日東森多媒體公司與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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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網際網路服務公司思科（Cisco）達成策略聯盟，思科公司以技術轉移的方式提

供東森公司發展多媒體所必須的網路技術。東森寬頻城市網站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二

日正式開站，並推出生活、理財、新聞、音樂、電影、遊戲等六項服務，標榜在網

路即時轉播以及寬頻電影資訊、網站收音機等寬頻技術。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東森

媒體科技公司又和年代集團、數位聯合電信公司（SEEDNET）宣布將合資成立寬

頻資訊服務公司，推動整合衛星、一般撥接網路和有線電視線纜等三個寬頻網路平

台，提供互動的資訊。（聯合報，88年12月3日） 

在和信和力霸東森兩大集團之外，太平洋集團的動向需要密切的觀察。太平洋

集團在行動通信業務方面獲致相當的成果之後，對於介入有線電視及寬頻網路顯得

興致勃勃，但由於起步較晚，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取得高雄縣鳳信、聯合、大樹及台

北縣觀天下等有線電視系統。（游醒人，1999：25）但是太平洋集團仍無法突破上

述和信及東森兩大集團的勢力可以反映在一九九九年元月東森及和信所商定統一

定頻的協議。儘管太平洋於一九九八年底購併「世代國際」，介入頻道市場，且擁

有風評不錯的頻道的代理權，可是其中不少頻道（如TV Time, BBC, Hallmark, Kermit, 

Explore）無法獲得指定的頻道。晚近另外一項情況的出現使得太平洋集團有了擴張

的機會。遭受到兩大集團的強大壓力下，獨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積極成立「中華民

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協會」，並更進一步朝組織多系統經營者 (Multiple System 

Operator，MSO）公司的方向發展。（游醒人，1999：24-25）在這樣的情況下，獨立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與太平洋集團組成策略聯盟。 

由於法令上的解除管制，所以主要有線電視集團積極進軍電信市場。交通部已

經在二ΟΟΟ年三月十九日通過新世紀資通、台灣固網及三家團隊得標經營電信

固網業務。「新世紀資通公司」包括和信、遠東、中視、台電、國泰、統一、中華

開發、新加坡電信組成的；「東森寬頻電信」包括力霸集團、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

群、台灣鐵路局、新光集團、德國電信；「台灣固網公司」包括太電、富邦、大陸

工程、美商通用電信等。（中國時報，89 年 3 月 20 日）這三家經營團隊都以有線

電視集團主導，包括了大哥大系統、環島光籤系統，都獲得網際網路服務公司思科

技術服務，且都邀請外國電信公司合作。 

 

肆、台灣發展網際網路的限制 

我國網際網路的發展也有其隱憂存在。首先，國內網路服務提供者無論在總營

業收入和國內商用網際網路用戶數方面，都呈現出市場集中度過高的狀況。我們可

以觀察到網路服務提供者這一個產業的市場集中度都相當的高，這影響到市場蓬勃

的發展。國內網路服務提供者一九九六年總營業收入為6億新台幣；一九九七年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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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收入為 13.6 億新台幣（成長率為 127%）；一九九八年總營業收入為 30.8 億新

台幣（成長率為126%）。一九九八年前三大網路服務提供業者營業總收入約佔市場

總營收的77%到85%一九九九年國內商用網際網路用戶數約為230萬人，前三大網

路服務提供業者即佔有75%的用戶數。從以上的數據，我們可以觀察到網路服務提

供者這一個產業的市場集中度都相當的高。 

第二個不足的地方是相關人才的欠缺。新浪網董事長姜豐年就表示，「缺人就

是事實」。網擎科技（Openfind）希望在半內將技術人力快速提升到一百人以上，

不過雖然開出優渥的條件，但也還在苦苦等待人才。缺乏相關人才的主要原因是，

過去半導體產業的蓬勃發展和高所得，吸引了大量資訊人才。不過，在網路產業股

票上市之後展現出極大獲利的潛能，這說明了網際網路前景看好。在這樣的客觀環

境之下，已經開始有不少優秀的人才轉向網路產業發展，只是數量還不夠多。網際

網路人才並不等於資訊人才。自網際網路盛行以來，資訊科技的應用範圍與深度又

大幅擴張。企業所需的人才除了具備資訊科技的專長外，更需要兼具其他專長。著

名的商用資料庫業者思愛普（SAP）公司，在中央大學成立ERP人才育成中心。（聯

合報，89 年 2 月 1 日）行政院已經採取因應措施培養資訊新兵。從一九九九年度

開始動支十二億元新台幣培養二萬二千五百人次非資訊科系畢業生，供應資訊市場

所需人才。（聯合報，89年2月1日）各相關機構也積極的展開培育的計畫，這至

少部分反映出人才欠缺的問題。 

第三，國際間有關法規的制訂所產生的影響。為爭取這個蓬勃發展市場的佔有

率，美國在一九九七年七月率先公布了「全球電子商務綱要」（A Framework For 

Global Electronic Commerce）。緊接著美國在一九九七年在溫哥華舉行的亞太經濟合

作會議經濟體領袖高峰會議及部長會議中，主導達成共識，積極拓展電子商務，並

且推動全球「電子商務零關稅協議」。由於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決議促使電子商務

的議題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部長會議的焦點。 

其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會員國在組織的架構賡續執行推動電子商務的工作。

一九九八年二月資深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s）決議成立「電子商務專家

小組」（Electronic Commerce Task Force）。電子商務專家小組的工作包括增進各會員

體對電子商務之瞭解、推動未來APEC電子商務之各項活動、以及落實電子商務行

動藍圖（Blueprint for Action on Electronic Commerce）。此外，在一九九九年六月紐西

蘭奧克蘭部長會議聯合宣言中，進一步擬定下列幾項工作重點：電子商務法制架構

（legal framework）；成熟度評估（readiness assessment）；無紙化貿易（paperless 

trading）；電子商務的衡量（measurement of E-commerce）；協助中小企業；消費者保

護。（APEC通訊，2000年3月1日）這在在顯示，以美國為首的市場經濟國家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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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目標為電子商務建制，這當然會影響到我國網際網路未來的發展。 

第四，有關網際網路法律制訂和道德規範方面的不足所產生的影響，特別是網

路服務提供者處理網路違法內容之權利與義務。當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的用戶，在

網路上傳輸或張貼色情、賭博、誹謗或侵害他人著作等違法性或爭議性內容，網路

服務提供者能否停止該用戶之網路服務、刪除資料或透露用戶的姓名、地址、電話？

經受侵害之第三人要求與檢警調單位之要求而為之有無差異？以下就四項主要的

問題加以討論： 

1、停止用戶網路服務 

有些被第三人指稱為誹謗或侵害著作權之內容，究竟是事實還是誹謗、是合理

使用或著作權侵害尚無定論，並非我國電信法第廿二條「顯有危害國家安全或妨礙

治安」之情形，且誹謗出現最多之狀況為個人透過電子郵件或於論壇上發表之意

見，無法適用電信法第八條以提供妨害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內容為「營業」之規範，

這種情形下若網路服務提供者片面停止對用戶提供網路服務，可能有違約之虞。（戴

豪君，民88：218-219） 

2、刪除爭議性資料 

法律並未課與網路服務提供者檢查監督義務、為強制其應停止連線服務或刪除

資料，上述電信法第八條與電信法第廿二條，僅賦予網路服務提供者「得」停止提

供電信服務之權利，並未課與網路服務提供者「應」停止服務之義務，至於移除資

料與其他檢查監督之義務並無任何法律規定。（戴豪君，民88：219-220） 

論者依民、刑法主張網路服務提供者未履行管理義務而成立幫助犯、應負擔共

同侵權責任。網路服務提供者可依電信法第八條第一項電信內容由使用者自負責任

來主張免責。 

3、提供申訴人用戶個人資料 

網路服務提供者原則上必須在其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例如為處理與提

供網路服務相關事宜）才能利用（透露）所蒐集的客戶個人資料；除此之外，網路

服務提供者只有在符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廿三條但書的情況才可以將客

戶個人資料透露給第三人：如為了增進公共利益、免除當事人生命、身體、自由或

財產之急迫危險、防止他人權益重大危害而有必要或是經過當事人書面同意。因

此，網路服務提供者可於取得客戶之書面同意後或援用「防止他人權益重大危害」

條款，而給予申訴人客戶之個人資料；然而，客戶之網路言論是否構成他人「重大」

危害個人主觀認定不同，將來若生糾紛仍須依法院認定而定。（戴豪君，民88：220） 

4、協助犯罪偵查 

網路服務提供者及其服務人員基於保密義務，只有在司法、監察機關或治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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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依法定程序調查蒐證時才可提供客戶上網記錄。無論如何，使用者上網紀錄之複

製與保存，牽涉個人隱私保護以及課與網路服務提供者義務是否過重（記錄保存將

使網路服務提供者支出經營所需外之成本）等基本權益問題。（戴豪君，民88：

221-222） 

而我國在實務方面的作法又是如何呢？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於一九九九年六

月七日召開之電腦犯罪防制中心諮詢協調委員會議提請研議，嗣後檢警機關偵辦電

腦網路犯罪，發現不法網站時，即通知為該網站提供服務的國內網際網路服務提供

者，配合消除該網站，停止或拒絕提供服務，如該業者接獲通知後，未於一定期間

內處理時，檢警機關即可斟酌具體個案情形，依法追究其所涉共犯或幫助犯罪之

責。（洪威華，民87）相較之下，我國執法人員的處理方式固然有立即遏阻犯罪的

效果，但萬一有所偏差也容易造成傷害。 

 

伍、結論 

台灣在資訊、半導體和無線通信工業的快速發展，許多出品已經在全世界居執

牛耳的地位。台灣的使用者得天獨厚隨時擁有最進步的電腦及相關上網通信設備，

因此能夠很順利、很快速地的進入網路世界漫遊。在政府逐步開放電信事業之後，

有線電視業者與固網事業、大哥大事業結合在一起，形成未來通信事業的主流，對

網際網路的擴張必然有更大的助益。 

電子商務的發展已經成為本世紀所謂「新經濟」的主流。但是在台灣網際網路

的使用者卻很少在網上購物或利用網站理財。換言之，電子商務的發展並未與網際

網路的發展同步進行。電子商務發展的遲緩主要是消費者對交易安全仍存有許多疑

問。 

台灣網際網路的發展也受制於一些因素，這包括了相關人才的欠缺、相關法律

及道德規範的不足，以及國際社會對電子商務相關規範的制訂等。我們可以透過各

種教育的方式改善人才不足的問題，也可以督促立法機構制訂各相關法律規章彌補

法律及道德規範的缺失。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社會對電子商務等網際網路規範的

方向及內涵。國際組織的建制一定會影響到我國網際網路的發展。但是，我們也可

以瞭解主導建制的工作操之於先進工業化國家，尤其是美國。我們必須積極參與國

際社會建制的工作，至少必須充分觀察、瞭解各項國際規約的內容，這才可能在此

一無國界的網際網路中繼續生存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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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 Taiwan: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LU, YU-NU＊ 

 

＜Abstract＞ 

  In 1997, the Executive Yuan set up the NII Promotion Task Force, which proposed 

a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motion Program,” and a target 

that the users of internet would reach 3 million people in three years. In December 1998, 

the target was finished.By the end of 1999, there were several figures demonstrated the 

fast p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What are the major features of Taiwan’s internet sector? This research makes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about following dimensions in different points: how to use 

computer, how to obtain information knowledge, how long the user has accessed internet? 

how long the user accesses internet per week? what kind of browser the user accesses? 

Where the user put his or her computer? How the user to connect the internet? What 

function of internet the user likes the most?  

Factors will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 Taiwan. In the first place, 

Taiwan is ranked sixth in terms of numbers of software copyright accepted by the U. S. 

government.. Secondly, the revenues of e-commerce has been increased dramatically.  

Thirdly, Taiwan’s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lay leading role in 

the world market. 

Three constraints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he concentration of internet 

revenues and users in three major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the insufficiency of law and 

moral in internet; international regime on internet. 

Based on above-mentioned analysis, we can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aiwan’s internet sector. 

 

Keywords: Internet, NII, law, ethic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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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三、 審稿及刊登：本刊設有審查制度，所有稿件均經編輯委員會送請相關領域專家

學者審查通過後刊印。經錄用之稿件，不發放稿費，本學刊登載之論文，文責

由作者自負。 

 

四、 截稿：本學刊每年6月及12月為各期截稿日期；來稿請寄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

路五段250號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管理學刊》編輯委員會收。 

 

 

 

 

 

 

 

 



 
論文繳交格式 

 

一、 摘要格式：論文摘要約300-500字(並請附上關鍵字)。 
 
二、 論文格式： 
 

(一) 每篇論文約一萬二千字以內。 
 
(二) 語文：中、英文均可，惟英文稿須附中文題目及摘要。 

 
(三) 字體與版面：文稿請以電腦排版，電射印表機列印。使用字體細節如下： 

 

1. 題    目： 中文字級大小為 20p，字體採用標楷體；英文字及大小 20p。 

    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每一個英文單字第一字母大寫，

其餘字母、介系詞、冠詞均小寫。 

2. 附 標 題 ：中文字級大小為 15p，字體採用標楷體；英文字及大小為   

  15p，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 

3. 作者姓名：中文字級大小為 15p，字體採用標楷體；英文字及大小為 

15p，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 

4.  服務單位：中文字級大小為 11.5p，字體採用新細明體；英文字及大小 

為 11.5p，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 

5. 摘要內文：中文字級大小為 12p，字體採用標楷體；英文字及大小為 

12p，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 

6. 文    本：中文字級大小為 11.5p，字體採用新細明體；英文字及大小 

為 11.5p，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 

7. 版    面：版面大小為 A4，天為 3公分，地為 3公分，左邊為 4公分，  

右邊為 3公分，行距 22pt。內文以一欄編排。 

 



「傳播管理學刊」評審程序 

 

一、 來稿之評審由編輯委員及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擔任。 

 

二、 來稿由兩位專家學者評審；每位評審於評審意見上陳述意見，並於下述四項勾

選其中一項： 

1. 不必修改，直接刊登。 

2. 略加修改（敬請說明建議）。 

3. 大幅修改（敬請說明建議）。 

4. 退稿（敬請說明建議）。 

 

三、 處理方式 
 

第二位評審意見 
處理方式 

刊登 略加修改 大幅修改 退稿 

刊登 刊登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第三位評審 

略加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第三位評審 

大幅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退稿 退稿 

 

第一位 

評審意見 

退稿 第三位評審 第三位評審 退稿 退稿 

 
 

四、 編輯委員會得就第三位評審之意見，決定是否刊登或退稿。 
 
五、 是否刊登文件，事關投稿人權益，應將評審意見等函送投稿人，並說明處理方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