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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社會運動乃是社會變遷的核心，聲稱繼工業革命後重大社會轉型的「資訊社

會」究竟具有何社會意義，檢視社會運動的資訊經驗有其必要。本文針對「社會

資訊化下的台灣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作初步的考察，我們強調它乃是社會差異、

網路技術、與社會運動三者相互作用的結果。 

本文分為兩個主要部分。第一部份，我們先以資訊技術的特性與國外社運網

路經驗為經緯，勾勒網際網路對於社會運動發展所承諾的遠景。以此為背景，我

們回顧了近兩年來網路相關的社會運動事件，對比網路社會運動在台灣所面臨的

限制與低度發展的實情。第二部份，我們進一步對焦到社運網路分殊的經驗，由

五個側面來檢討社會運動經由網路媒介所連結上的各種社會差異，以及這些社會

差異對網路社運的影響。 

 

 

關鍵字: 社會運動、資訊社會、社會差異、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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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資訊社會」已經成為台灣民眾日常生活中熟悉的詞彙，通常用來描述數位

多媒體與網際網路結合令人目不暇給的驚豔，以及對這些經驗所暗示的一個嶄新

社會階段的期待。這些經驗的物質底層，是 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國家資訊基本建設推動小組）正如火如荼搭建的資訊基礎建設，到了 1999年已經

突破三百萬上網人數，依據官方的規畫這樣的規模及其帶動的發展意味著十年後

台灣人民的工作、休閒、消費、醫療、教育等生活領域都將被資訊科技與網路所

籠罩，在這張網之外的民眾將實質上被隔離在社會的核心領域之外。資訊科技挾

其沛然的社會效應正以翻轉社會技術底層的姿態加入世紀末台灣社會的大轉型，

成為瞭解台灣當前社會變遷不可忽視的參照點。「什麼是台灣的資訊社會現象？」

毫無疑義地已經變成具有強烈社會現實意義的重要研究課題。社會運動一方面直

接受到社會變遷後果所促動，另一方面又意圖以集體動員控制社會走向，這種特

質使社會運動一直是社會變遷的核心而絕非附屬的邊緣現象，自不該被意圖掌握

資訊社會脈動的研究所遺漏。由前述的總體關懷出發，本文具體的研究對象是社

會運動，我們所要探索的是「台灣社會運動的資訊社會經驗」：包括這些經驗高

度異質的內涵、造成這些差異的因果機制、並以此探索性的經驗分析為基礎，重

估將「資訊社會化」視為一種同質過程的技術樂觀論。 

描繪網際網路將帶給社會各個領域的變化，已經變成一個眾聲喧嘩、蓬勃繁

衍的論述領域。就像電影「上帝也瘋狂」中一個由天而降的可樂瓶所帶來整個部

落的想像與實驗一樣。樂觀積極的聲音暗示：網際網路將實現教育資源分配更為

平等的遠距教學、網際網路將帶來個體自由的極限、網際網路將落實草根民主、

網際網路將帶來真正消費者主導的經濟、網際網路將實現真正的全球村。我們不

禁要問：作為社會透過集體力量進行自我改造的重要力量的社會運動，當它與網

際網路相遇時，將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效果？是社會運動將因為與網際網路結合而

如虎添翼？還是，傳統社會運動創造衝突現場影響社會走向的動力，將被虛擬、

脫現場的網際網路所消解？ 

對於資訊社會樂觀的預測，我們有相當的客觀證據與主觀警惕的理由，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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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的態度。究竟，網際網路將發揮其技術潛力打破社會（性別、世代、階級等）

差異的建制？還是延續、甚至強化了既有的社會差異？這個問題遠超出本文所能

回答的範圍。不過，社會運動對於影響社會發展和走向，本具有核心地位，針對

「社會運動的網路運用經驗」來觀察台灣資訊社會化的過程，正可以提供一個拋

棄技術決定論的入徑。透過台灣資訊社會化初期社會運動網路經驗的趨勢與發

展，我們得以具體反省如下的問題：社會運動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與在什麼樣的

範圍內，足以跳脫網際網路的負面陷阱，發揮網際網路的正面功能，進而打破社

會差異的桎梏，使得資訊社會的來臨成為符合社會公義的可欲目標？或者，相反

地問，社會運動究竟在所謂資訊社會化的趨勢下喪失了多少自主的能動性？擠壓

了多少社會運動凝聚社會集體力量、創造歷史現場的空間？強化了多少社會運動

亟欲破除的社會差異？ 

「社會資訊化下的台灣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乃是社會差異、網路技術、與

社會運動三者相互作用的複雜結果。由於現實上台灣仍舊處於資訊社會化的初期

階段，社運的網路經驗也存在高度的多變性，網際網路的獨特更造成舊分析概念

的不穩定，加以紮根於台灣資訊社會化具體經驗的文獻積累本屬有限，更遑論社

會運動的網際網路經驗。我們因此將本文務實地定位為一項「探索性的分析」

（exploratory analysis），希望透過具體經驗訪談、問卷調查、網路觀察、歷史事件

整理等多種方法所匯集搜整來的資料，分析歸納出影響不同社會運動網路經驗的

基本變數，及其主要的影響機制、方向與領域。藉此建構出一個鑲嵌於台灣經驗

現實的分析架構與一些準假設。一方面希望避免因直接套用抽象理論概念而忽略

國家、社會領域、運動類型的脈絡差異，將「資訊社會化」不當地同質化的問題；

另一方面，以結構性歷史脈絡與分析架構為標的，也可以避免研究流於散漫的經

驗考察。 

基於這樣的定位，本文底下分兩個部分處理。首先，我們以國外部分社運的

成功經驗來強調網路科技對於社會運動發展所承諾的遠景，具體凸顯出網際網路

的技術潛能，確立研究問題成立的實然基礎，並提出了本土分析的對比脈絡。接

著，我們回顧近兩年來台灣發生的網路相關社會運動事件，指出網路社會運動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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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發展的客觀情勢。最後，我們藉助問卷調查資料的比對，由網際網路在台灣的

總體發展環境及各種社會差異的分佈來檢討當前台灣社會運動網路應用的窘境。

本文的第三部份，我們轉而倚賴質化訪談資料，從近距離掌握社運應用網路的過

程，以五個角度來檢討社會運動經由網路媒介所形成的各種社會差異，並試圖探

討這些社會差異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對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產生或正或負的影響。 

最後，我們必須對「社會運動」的定義做一點說明。網際網路本身確實對於

社會運動的定義產生根本的挑戰；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急速變動的大環境下，任何

概念化的企圖都會面臨的典型兩難：如果我們採取狹隘的定義，結果可能以舊概

念排除新現實，根本迴避了新社會現象對新概念形成的挑戰。如果我們採取非常

鬆散的社會運動定義，原本應該是社會運動次類型的「網路社運經驗」，則可能

「嶄新」到根本脫離了「社會運動」的一般共識，形成一種概念本身自我生產的

套套邏輯。事實是，資訊社會化的發展尚未達到成熟的階段；國外如此，台灣尤

然。我們很難在此刻便「基於經驗」（理論上的想像當然可以先走好多步）去掌

握一些確切的觀念，我們因此寧可採取比較保守的策略，在既有文獻中尋找可以

含括網路新經驗的最大公約數。 

本文中，我們將社會運動定義為：「既有社會秩序下的弱勢者，透過集體的

力量，企圖發展比較合理秩序的想像，並集體地抵抗、抵制，或改變既有體制的

過程」。這樣的定義，首先可以將社會運動與散漫隨機的集體行動區別開來；其

次，它可以容納不同特性的社會運動，同時涵蓋像農運、工運這類以利益重新分

配為訴求，以及像同志運動等以認同或社會正當性調整為訴求的社會運動。既保

持了與傳統社會運動文獻的聯繫，對於網路可能帶來的新運動形式也比較能涵納。 

 

二、網路社運的遠景與近影 

（一）網際網路許諾的社運遠景──電腦中介傳播的特性 

從資訊社會有關文獻及國外社會運動運用網際網路的經驗來看，「資訊社會」

的概念具有一些令社會運動者動心的魅力與特質：首先，資訊社會的技術特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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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快速處理大量的數位化資訊、迅速傳送交換資料（Castells 1996），而且，資料

的處理及傳送成本遠較傳統大眾傳播形式來得低廉。這種即時送達、大量傳遞、

方便轉寄、互動性強的媒介特性提供了社運團體在對內聯繫動員、蒐集資料、確

認重要議題、形成共識、發展行動計畫，以及對外爭取同情支持等層面上，都發

揮了傳統媒體所沒有的功能和效率。而且，網路使用無論在時間和金錢上，都較

使用傳統媒體的成本為低，這對於資源普遍匱乏的弱勢團體社運組織更是一大吸

引力。當社會運動必須即時動員，接觸大量潛在支持者時，相較於傳統的電話或

傳真，無論就聯繫速率與所需經費而言，網路都是既方便又成本低廉的工具。 

Thomas and Young（1997）研究 1995年 2月美國俄亥俄州參議院通過禁止助

產士直接到孕婦家中接生的禁令之後，一些助產士團體如何透過網路交換訊息、

聯繫動員抗議行動並進行種種對立法者施壓的活動，最後成功阻礙了這項禁令的

立法。
1在這項助產士運動事件中，網路不僅用來作為刊登立法進度及相關消息的

版面，也同時是徵求同情者加入的管道。在這個社運動員的例子上，網路的即時

互動、大量傳送、方便轉寄等功能使得助產士網路運動團體在關鍵時刻的動員成

為可能。 

另外，芭比娃娃的生產商在 1992 年設計出廠的芭比娃娃新款式 Teen Talk 

Barbie會說一些「少女常說的話」，其中一句「數學課很難」被婦運團體認為會強

化社會刻板印象，進而使年輕女孩更怕數學，一些女性學者組成的團體便採取施

壓行動。行動之一就是給學界女性發 e-mail 說明情況、敦促大家採取行動、提供

製造商的姓名與地址。透過大量轉信的功能，成功的發揮影響力，結果製造商不

但回收這批娃娃，還同意用芭比娃娃拍一支鼓勵女性學數學的廣告。訊息可以被

輕鬆、大量和迅速的傳送的特質使得這種網路社運動員形式效果顯著（Myers 

1994）。 

其次，資訊社會的空間特性改變使得跨越地理疆界的聯盟和行動成為可能：

                                                

1 至 1997 年 8 月止，該法仍在研究審議的階段，而助產士的支持者也繼續在網路上招募更多的支

持者，並協商後續行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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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眾多個人電腦、伺服器等所構連而成的網際網路對我們傳統物理的社會空間概

念形成挑戰，溝通雙方的物理距離不僅不構成障礙，甚至往往逆轉了這種關係。

台北南港與南非開普敦間傳遞數位化的文件可以在幾秒內完成，但由南港傳遞實

體文件到淡水可能要數小時。牙買加經由加勒比海的校際網路整合開始運用電子

郵件，荒謬地創造了一個與已開發國家聯繫較當地來得深的隔離部門（Dyrkton 

1996），這些經驗都指向了「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取代「地點空間」（space 

of places）的現實。這種超越地理空間的網路虛擬空間特性對於聚集散處各地的社

運群眾和潛在支持者可以發揮有效聯繫、動員的功能。美國洛杉磯市黑人駕駛

Rodney King被白人公路警察圍毆事件，白人警察被法院判決無罪後，國際特赦組

織在網路上發起一人一信抗議運動，引起廣大迴響。這種動員的基礎正是非現實

地理的虛擬空間動員。 

1994年墨西哥南部 Chiapas省的農民運動者利用媒體，特別是網際網路，吸

引了全球媒體的注意及同情者的支持，大量的國際與國內輿論壓力使該區免於政

府的軍事鎮壓（Schulz 1998）。在這個運動事件中，透過網路虛擬空間與其他社

會空間之間持續而雙向的聯繫，使一個地區性的事件得以跨越地理疆界而擴大其

支持社區的規模（Froehling 1997）。網路虛擬社區更被用來凝聚地理上分散的文

化社區，例如利用網路來聯繫、連結分散在各處的大洋洲洲民，幫助他們形成虛

擬社區，維繫其共同的文化傳承（Howard 1999）。 

第三，電腦中介傳播由於使用成本低廉而且技術上不易進行管制等技術特

性，經常被認為是一個更民主的互動媒介，許多人也因而期許它能帶來一個新的

公民社會（Frederick 1993; Hamelink 1991）。網路給了許多人在公眾領域表達意見

的機會。這種特色和傳統傳播科技的發展日益集中於少數人之手的趨勢背道而馳

（Weston 1997）。在過去，民主只意味著公民能夠在少數幾個候選人中選擇，現

在有了網際網路，民主意味著非同步的多議題的討論。不管是在地方社區或是全

國事務上，民眾都可以提供意見、評論法案、對當前議題投票，給他們的代議者

建議。這在傳統媒體當道的時代是非常困難的（Pino 1998）。傳播容量速率的提

高與對應成本的降低許諾了一個民主化的媒介願景，使平民、弱勢者和社會改革



 8  

者的聲音可以在掌握在少數財團手中的傳播媒體之外，找到意見表達的管道。用

南方電子報的發刊詞來說：「讓商業邏輯下失去戰場的理想在網路上發聲」。許

多社運工作者看到網路所具有的民主化的、提升公民權力的、允許弱勢團體發聲

的、顛覆主流的潛能。 

第四個有利於社運上網發展的因素是：網路是個極有彈性的溝通、協調、聯

繫工具。網路互動的一個特質是即時而不必同步。E-mail或 BBS的聯繫相當有彈

性，可以在發信和收信人各自覺得方便之時進行傳送溝通和閱讀。這種溝通性質

有助於幫助運動參與者克服參與運動所面臨的時間配合問題。舉例來說，Mele 研

究美國北卡羅來納州Wilmington地區一個 95%居民為貧窮黑人女性（主要為單親

母親）的社區 Jervay 中，居民如何運用網路來凝聚社區，在社區重建計畫中爭取

到發言參與、發揮影響力的過程。他指出，網際網路溝通的彈性對於發展出一個

代替性的電子虛擬社區和人際網絡有重要幫助，電腦中介的溝通傳播形式讓生活

形態不同的居民們在每個人不同的時間表、不同的獻身意願與程度、不同的工作

負擔和育兒負擔之下，得以凝聚為一個具有行動力的社區（Mele 1999）。 

此外，網路作為運動訊息傳播的管道能夠使局外人、旁觀者產生同理心，進

而維持運動的正當性、提升社會對運動議題的意識與支持（Myers 1994）。其他一

些對社運發展具有意義的網路特性還包括網路容許支持者可以在不實際接觸其他

成員的情況下，維持對組織及活動的參與。這種型態的參與由於對成員來說相當

方便，因此有助於提供社會運動與成員對此議題認同的連結（McAdam and Paulsen 

1997）。這種型態的參與也可以減少周遭生活中可能產生的，對參與運動的負面

影響。匿名性可以提供成員一個隱密地表達意見的方式，降低行動者的參與成本

（Thomas and Young 1997）。 

然而在網路許諾的社運光明遠景之外，它的侷限與陷阱也開始浮現：網路作

為社會運動工具的最大限制在於線下世界的資源分佈不均和貧富差距經常在網路

上複製，形成上網的階級與技術門檻。現實世界中網路資訊服務的擴散和普及是

沿著階級、種族、性別、地域等傳統社會不平等的分界線，以不同速度在進行的

（Harasim 1993:33）。而社會運動的主要訴求對象──弱勢族群，接觸網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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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遠落在資源豐足群體之後。連線費用、線路不夠普及、上網所需軟硬體與技

術等都對缺乏資源的弱勢團體形成屏障效果，使得這些原本應該是運動主體的

人，反而成了網路世界的化外之民。 

這種進入網路世界的階級篩選與限制不可避免地會使網路社會運動受限於

網路使用者的特定背景。各國網路使用人口特徵研究都顯示，網路使用者主要是

社會中年輕、高教育的菁英份子；社會弱勢族群在網路上的比例常常遠低於其現

實中的人口比例。這種網路人口組成特性必然會影響到網路運動社區的形成與在

網路經營社會運動的潛在能量。網路上人人皆可發聲的印象有可能導致一種民主

化、平民化的錯覺。此外，另外一些質疑的眼光則停留在網路抗爭運動的一些混

合效應：網路運動固然確實有助於群眾動員，但也相對地使得朝生夕死的抗議活

動比草根組織的紮根工作來得更重要，使政府不再將權力集中在處理特定地區，

因而從某些角度來說，使得革命更為困難（Calhoun 1998）。 

 

（二）台灣社運的網路舞台 

在進入對台灣社運網路經驗的觀察發現之前，我們必需先對作為社運活動場

域的台灣網路發展脈絡做簡單回顧：這是個什麼樣的空間？誰的空間？誰在上面

遊走活動？誰從來沒有出現？要正確理解誰在上面發聲與現形，產生了些什麼意

義和影響，就必需同時追問：「誰在上面傾聽與觀看？」 

九０年代，台灣邁進了電腦網路發展的紀元。1990年台灣學術網路（Taiwan 

Academic Network, TANet）誕生，年輕學生成為網路最活躍的族群。1992年，資

策會提供企業界試用網路；同年，中山大學成立台灣第一個 BBS站，而陳豐偉則

創立台灣第一個大規模的電子報「南方電子報」。台灣的第一個搜尋引擎「蕃薯

藤」則於 1993年成立。「南方電子報」與「蕃薯藤」都是以公益、弱勢發聲為目

標，具有社會關懷與運動色彩的網路先驅。
2這種具有運動關懷的網路運用作為網

                                                

2 開拓文教基金會創辦的蕃薯藤搜尋引擎在1998年11月正式商業化，轉型為蕃薯藤數位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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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先驅的發展趨勢和國際勞工運動的網路發展相似，社會運動在網際網路的發展

中，自始就沒有缺席。 

1994年中華電信 HiNet開始提供國內商用網路服務，同年，行政院成立國家

資訊基本建設推動小組（NII），顯示政府開始重視並大力推動電腦網路的發展。

傳統媒體也注意到網路發展的趨勢，95 年中國時報首先成立「中時電子報」，此

後數年，各種傳統媒體也接續跟進，將資料上網。依據資策會的調查，台灣網路

使用人口逐年增加，從 96年 6月第一次調查時的 36萬 5千人，到 97年 6月時便

破百萬，98年 6月時達 217萬人，98年底時便已超出 NII預計突破的 300萬人上

網目標（301萬 7千人），399年 6月時，更突破 400萬人。4 

根據蕃薯藤所做的「台灣 98網際網路使用調查」5顯示，網路的使用人口中，

以職業別來分，學生居 44.4%，是最主要的網路人口群。以學歷來說，大學、專科

程度者佔最多數（分別為 38.8%、30.8%）。至於兩性在使用網路的差距，雖然仍

是男多女少的狀態，但是這項差距正逐年減少中，698網路使用調查的結果，女性

比例已超過 40%。也因為網民結構以大專學生為主體，因此網民的年齡結構也以

20 到 30 歲之間的的世代佔多數，其中 20-24 歲的網民就佔了 34.4%，25-29 歲的

使用者也佔了 22.9%。若以使用者的居住地來分，則可明顯地看出大台北地區為最

主要的集中地，上網人數遠多於其他地區，地區愈偏僻則上網人口數愈少。 

從這些台灣網路人口特性的素描中可以看出台灣的網路族群仍然離反應現

實人口分佈相當遙遠。典型的網民仍然是大都會區的年輕、高教育男性。先城後

鄉，重北輕南的線路鋪設，決定了地區性的結構使用差異。在個人的層次上，除

了需要電腦與網路的程度不同外，網路使用與否也與個人的技術學習及經濟能力

息息相關。中高年齡層人口在電腦、電腦網路的使用學習上較為緩慢而吃力；勞

                                                

3 天下雜誌同時期（1998年10月）的網路調查結果顯示台灣15歲以上的網路使用人口約有220萬，

比資策會的估計要保守許多（http://www.cw.com.tw/magazine/210-9/211/211a1.htm）。 
4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NII計畫資策會推廣處，1999年7月。 
5 http://survey.yam.com.tw/98/98usage.htm。 
6 同一項調查中，女性網路使用者的比例從1996年的24.38%，1997年成長為32%，1998年更增加

為42.8%（http://survey.y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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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階級與經濟資源劣勢者，在維生與溫飽都已經是沈重負擔的情況下，買電腦、

學習使用電腦已是奢侈，更遑論使用電腦網路所需的其他設備及上線費用等負

擔。換言之，藉由網路作為運動媒介時，台灣社會中只有部份有網路近用權（access）

的人能成為社運訊息訴求和互動的對象。一些經濟弱勢或網路使用弱勢者，如勞

工、原住民、婦女或中老年人，便在電腦網路的使用上呈現不同程度的缺席狀況。 

即便上網了，網民也不一定會成為社會運動的號召對象。根據前項調查顯

示，多數人將網際網路作為資料搜尋的媒介、或是將網路視為娛樂消遣的工具，

少有人注意社運相關網站或消息，網路使用最常進行的活動前五項依序是搜尋資

料（26.1%）、瀏覽生活休閒資訊（16.9%）、抓取軟體（12.5%）、聊天、交友與

閱讀新聞或雜誌（皆佔 8.7%）、e-mail（7.7%）；在訂閱電子報的人口中（41%），

訂閱的電子報類型以新聞媒體類為最多（51.9%），次為公司或產品資訊類

（37.6%），第三為影視娛樂類（23.8%）；社會運動類在十二項類別中敬陪末座，

只佔 4.9%。 

在「能不能上網」和「上網看些什麼」的社會差異之外，證據顯示不同世代

在運用網路介面時也呈現差異。另一項網路使用調查結果顯示，
725歲以下的使用

者常上討論區、聊天室等，網路活動的參與度高；26-30歲的使用者則在想找資料

等特定需求時使用網路，但比較不願在網路上發言；至於 31歲以上的使用者，則

多是因工作的需要才上網。
8這意味到目前為止，最可能在網路上形成討論社區的

世代是 30歲以下的年輕網民。它也揭示了網路作為社運媒介的作用力是很不均質

的事實；不同的社運性質、不同的訴求群眾人口特徵都會影響到潛在群眾的網路

使用行為與網路的社運拓展功能。 

從我們透過中研院社會所「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主題計畫在 1999 年 8 月

10 日至 9 月 20 日間所進行的「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網路問卷」調查9結果中，更

                                                

7 由MIC結合中時電子報、SEEDNet、年代資訊、HiNet、奇摩站、蕃薯藤等12家網站共同進行調

查。資料來源：Find網路觀測台。 
8 資策會推廣服務處網際網路資訊情報中心（http://www.find.org.tw/ybook/88yb/0101.htm）。 
9 這項調查的進行方式為：於調查的 20 日間，將問卷掛在中研院社會所網頁上供讀者填寫，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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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對造訪社運網站者的集體群像和內部差異有進一步的理解。我們發現，回答

過去一個月中曾經造訪過社運網站者的比例並不低，曾上過任一運動網站者（環

保、社區、勞工、同志、原住民、婦女、教改和獨立建國運動）共佔 41.8%，其中

以上過環保運動網站者最多（38.6%），其次為教改運動（36.3%），然而各社運

網站的造訪者比例也存在不小的差異。
10
此外，我們還發現曾經造訪社運網站與不

曾造訪社運網站的人是同質性非常高的兩群人，從年齡、性別、學歷分佈，到如

何學會上網、接觸網際網路多久、每天平均上網時間、用不用 e-mail 或 BBS、用

e-mail或 BBS做什麼事，這兩群人的回答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這兩群人之間一項顯著的差異在於上過社運網站者參與社會抗議活動的比

例較不上社運網站者為高：在上過社運網站者中，曾經參與網路連署抗議活動、

寄過抗議信的人佔 36.3%，而不上社運網站者的比例則為 24.7%；在參與街頭遊行

活動方面的比例則是 22.6%，相對於不上社運網站者的 11.1%。11然而，一旦我們

將觀察的焦點縮小，試圖分析網路上不同社運參與者的特徵時，差異則開始出現。

參與不同社運網站的網民中，最明顯的一個特性差異是不同社運網站造訪者的性

別比例。我們發現，婦女運動網站與同志運動網站的女性造訪者比例最高（分別

為 78.5%與 53.9%）；相對的，建國運動的女性造訪者比例則是最低的（24.4%）。

在年齡的分佈上，不同社運網站造訪者之間雖然也有差距，但是並不大：網站造

訪者平均年齡最輕的是同志網站（23.2 歲），其次依序為建國（23.6 歲）、原住

民（23.9歲）、教改（24.2歲）、社區（24.7歲）環保（25歲）、婦女（25歲），

平均年齡最高的是勞工運動網站造訪者，也不過 25.3歲。12 

這些發現顯示，整體而言，社會運動團體利用網站壯大運動資源的一個主要

限制，來自於網路使用者同質性太高的的根本限制；高同質性背後可能也意味著

                                                                                                                                          

在中研院網站首頁提供連結，並在BBS版上大量宣傳，蕃薯藤亦贊助宣傳幾分鐘，20天中一共回

收2864份有效問卷。 
10 回答上個月曾上過社區運動、婦女運動、同志運動、建國運動、原住民運動和勞工運動網站者，

依序為26.6%、21.4%、11.8%、10.6%、9.0%和8.8%。 
11 這兩項統計數字的差異都達到顯著水準（Chi-Square值均為.000）。 
12 總樣本之平均年齡為 24.3 歲，其中曾上社運網站者的平均年齡為 24.7 歲，比從未上過社運網站

者的23.9歲稍高一點。以上所有平均年齡均在小數點第一位以後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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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社運團體網站者，仍是現有的網路使用者，而非線下社會中關懷社會運動的

支持者。不過，從不同社運網站造訪者的性別分佈差異看來，各社運團體網站所

吸引到的造訪者，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反映了各社運的訴求特性；例如，兩個與

性別有關的社會運動，女性造訪者的比例是最高的。這項發現，對於社運團體利

用網路號召到正確訴求對象的潛能，不啻為一項支持的證據。 

本研究從 1998年 7月開始，到 1999年底為止，這期間我們透過文獻整理、

問卷調查、網路觀察蒐集、以及對社運團體或運動者進行的深度訪談等方式，針

對國內社運團體的網路使用情形，分別從社運團體、動員行動、網路聯繫、衝突

事件等角度，進行廣泛的蒐集資料，並以此建立各種資料檔案進行比較分析。在

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我們依據社運主體的「一般/特定」以及社運目標的「利益分

配/價值重估」原則選擇了婦女、同志、勞工、社區、環保和原住民等社會運動作

為觀察對象。這樣的選擇必然犧牲了個案的深度，但提供了我們在台灣社會資訊

化初期的一些總體觀察。 

除了前文所引用的網路使用問卷調查資料之外，在網路觀察部分，我們就選

定的六類社會運動，經反覆討論後，進一步選定分屬於各類社會運動的網站進行

定期觀察，同時蒐集電子報與 BBS相關各版中與社會運動有關的資料（詳細的觀

察網站名單，請見附錄一）。此外，我們還透過蒐集整理國內報章雜誌及相關文

獻中有關社運團體使用網路集結、動員、發聲、抗議的相關經過報導，以及相關

人士的深度訪談（訪談名單請見附錄二），瞭解網路在不同社運團體的運動過程

中扮演的角色（相關資料整理為附錄三「台灣社運網路相關事件表」）。 

 

（三）台灣社運上網的近影 

從台灣網路發展的脈絡拉近到社會運動在網路上的發展，我們的整體感受

是，台灣近年社運的網路經驗並不讓人特別興奮。與網路有關的集體行動雖然形

形色色、此起彼落，遍佈於不同的運動領域內，然而運動的網路動員規模普遍不

大，網路抗爭效果也不顯著。以下我們分別就網路在社運抗爭行動中的角色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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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的網路相關社運事件做概略的敘述： 

社會運動團體在網路上最常運用的就是網路的聯繫功能。1999年初英國劍橋

大學留學生陳真所主導的抗議英國種族歧視台灣學生事件
13
可以說是運用網路作

為社會運動協調聯繫工具的箇中翹楚。他的一封「給英國人民的公開信」以及後

續討論透過大量 e-mail 往返和 e-mail 形式寄發的電子報，吸收聯繫到散佈在世界

各地的留學生與關切者，充分發揮了跨地域的動員能力（新新聞郵報，1999.4.9），

並且在後續的英國留學展抗議行動中展現越洋組訓、工作分配等協調聯繫前線與

後方的能力，成功的連結了英國的台灣留學生社區與遠隔重洋的台灣，使得台灣

留學生在異國受歧視的問題成為社會注目的議題。 

此外，網路也提供了另一種形式的後勤支援──運動資源的募集。原住民與

環保團體共同推動的籌設「魯凱族自然資源保育基金會」活動便透過南方電子報

在網路上募款，尋求匯款支持。平時，各社運團體也不時透過電子報等形式徵募

義工和募款。例如無殼蝸牛行動聯盟便持續地透過崔媽媽以及南方電子報尋求「小

蝸牛游擊義勇軍」執行「輕鬆打三機總動員」的打壓房價運動；南方電子報也常

利用其電子報報告財務情形並呼籲訂戶捐款，並與亞特列士公司合作直接於網路

上刷卡捐款。在有事件發生的時候，這些透過網路集結而來的（人力及財務）資

源就派得上用場。我們所觀察到的網路社運活動中，有的活動在網上動員也在網

上進行主要抗爭活動；而連署運動聲明和寄送抗議 e-mail 給抗爭對象則為網上抗

爭的最主要形式。例如原住民運動團體為搶救國家一級古蹟卑南遺址而透過南方

電子報發起的連署活動、婦女新知基金會利用「女權上路」網站來號召支持者連

署支持「催生男女工作平等法」
14、「反對拆除中山橋」全民連署運動，15以及同

                                                

13 陳真發現，劍橋當地的台灣留學生中有81%曾遭種族歧視，於是他寫了一封「給英國人民的公開

信」，以網路傳遞並直接在公共場所散發，向英國和台灣留學生陳述這項事實。在英國的台灣留學

生因此陸續有人邀請陳真演講、舉行聚會討論，而台灣本土因經由「南方電子報」的傳遞，一百多

位讀者寫信給遠在地球另一端的陳真，往返信函超過一千封。藉由無遠弗屆的電子郵件傳遞，陳真

完成組訓及分工，最後，在台的支持者便在英國留學展時（99年3月12、13日，於台北福華飯店，

14 日於高雄漢來大飯店，16 日於台中長榮桂冠酒店）的展覽場外散發傳單，讓有意留學英國的人

知道可能的處境、更讓英國人知道留學生的抗議，希望英國政府採取行動、以改善種族歧視的情形。 
14 婦女新知「催生男女工作平等法」：婦女新知基金會99年2月發起，因為截至第三屆立法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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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社區抗議華視新聞以偷拍方式進入同性戀酒吧報導的網路連署活動
16
等都是以

網上抗爭為主的社運活動。 

然而，更多的社運抗爭活動只是透過網路為線下活動動員造勢或蒐集連署簽

名，主要的抗爭活動仍是在網下進行。例如，同志運動團體抗議同志電影「美麗

少年」被東森電視台盜用事件中，為了蒐集足夠的連署名單以召開立法院公聽會，

婦運和同運工作者透過 e-mail與 BBS呼籲支持者到女權上路新聞網的網站連署。

在這個事件中，網路的運用更接近於運動事件的造勢宣傳，而真正的衝突戰場則

是網下的公聽會和遊行抗議活動。 

在各種社運抗爭行動中，網路被普遍利用來動員群眾進行網下抗爭：反美濃

水庫的一系列活動中，美濃愛鄉協進會利用南方電子報散發消息號召鄉民與支持

者多次參加前往立法院的抗爭，以及後續到立法院監督審查的活動；林肯大郡第

四區自救聯盟藉由南方人文網站聯盟看板集結成員，從 1999年 5月起，每週三到

中常會找李總統陳情；還有以婦女新知基金會為首的婦女團體，透過「崔媽媽電

子報」號召支持者為在軍史館遭到軍人姦殺的高中生張富貞至國防部抗議；教改

團體組成的「搶救教科文聯線」在網路上發起的「搶救教科文預算」連署活動也

                                                                                                                                          

期結束，「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在立法院只審查過第一條條文，如不加速立法，將使一切修法行

動將面臨從零開始的艱苦處境。因此新知呼籲行政院院會應儘速通過勞委會草擬的「男女工作平等

法草案」，並儘早將該草案送到立法院審議，以解決民間普遍存在的就業歧視問題。發起抗議活動，

包括網路連署，可影印連署書傳真，或直接用e-mail方式連署。並發起「３８前進立法院，街頭出

擊動員令」。後行政院院會通過「兩性勞工工作平等法」，但排除軍公教人員之適用。（資料來源：

崔媽媽電子報1999/2/25，3/6；婦女新知網站） 
15 行政院於民國七十九年因為整建基隆河和防洪的需要，而根據「基隆河截彎取直整治計畫」而指

示台北市政府拆除中山橋。基於古蹟保存和文化因素的考量，古風史蹟協會舉辦了「陪中山橋過年」

的運動，並透過南方電子報與崔媽媽電子報發送此活動訊息，也發起全民連署運動，並在樂山文教

基金會的網站上設立常設的討論區，供民眾投稿提供中山橋的老照片和憶往故事等。整個活動在台

北市工務局一拖再拖的情形下並沒有任何具體的結果，但是經濟部水資源局局長徐享崑公開宣布，

由於台北市政府遲遲不拆中山橋，他將建請行政院動用公權力強制拆除。唯到本研究告一段落時，

尚無進一步發展。（資料來源：崔媽媽電子報1999/1/13、1999/1/30；台灣日報1999/5/9第九版、「營

建、房地產新聞剪輯」網站http://www.archinfo.org.tw/building.news.htm）。 

16 華視夜間新聞以偷拍的方式進入同性戀酒吧做報導，在未經同意下拍攝，侵犯被攝影者的隱私，

再加上新聞處理不當，報導中對同性戀者的刻板印象與污名化更引起同志社區的強烈抗議。在同性

戀的重要網站「我的拉子烘焙機」便發動抗爭，除了在網站上刊登各相關新聞報導外，並呼籲支持

者直接以e-mail、傳真或打電話到華視新聞部的方式抗議。網站上並有支持者的連署登錄設計。自

98年8月12日至98年底共計1431人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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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配合網下的社會改革大遊行一起進行。1998 年婦女節聲援性工作者的「反污

名大遊行」、環保團體捍衛東北角淨土的反核遊行等活動中，網路主要是動員造

勢，網下活動才是壓軸戲碼。 

另外，像毛慶禛為抗議聯華電信公司停機制度的缺失和因應態度所發起的

「反聯華電信 Alpha Call」消費者行動，17雖然大量運用網站、電子報和 e-mail來

集結同樣受害的消費者，但也同時配合其他網下的對抗策略，例如尋求法律途徑

的解決等。在我們的觀察中，可以說幾乎沒有社運能只靠網路作為唯一的抗爭場

域，網路若不是用來為實體社會中的抗爭造勢動員，就是必須有線下抗爭活動配

合。 

到目前為止，台灣社運團體的網路版圖拓展仍然相當有限。網路固然提供了

原本沒有聲音的團體不同形式的發聲、尋找同路人、形成議題的管道，然而透過

網路抗爭的效果一方面仍然遠不及傳統社運的現場連署效果，使得網路只成為傳

統形式社運的連絡站之一（同志運動可能是個例外）；另一方面，網路抗爭本身

的力量也因為抗議連署信函的形式較不具媒體可見度與抗爭衝突性，施壓力道不

足。即使是由動員經驗豐富的無殼蝸牛聯盟發動的「高房價輕鬆打」
18的網路新住

宅運動，透過南方電子報來號召群眾以傳真連署函到行政院以及 e-mail 給行政院

長蕭萬長，運動事件的知名度雖高，網路動員的效果卻十分有限。此外，網路作

                                                

17 這個事件的起因是毛慶禛十四歲的兒子辦了呼叫器之後，因為呼叫器遺失，便申請停機。然而由

於制度不健全以及聯華電信公司不負責的態度，最終引發了這次「反聯華電信Alpha Call」的消費

者行動。毛慶禛除了蒐集傳統平面媒體的新聞相關資料以及媒體上的受害者心聲與自己的相關資訊

放在網站上之外，並透過南方電子報發佈抗議訊息，以電子郵件或討論群的方式與受害者聯繫、討

論，並陸續加入其他對抗聯華電信的行動，如尋求法律解決、協助受害者打官司等。（1999/5/24

南方電子報）。 
18 行政院於 1998 年 12 月提出釋出 1500 億房貸的「振興建築投資業措施」，企圖以提供優惠房貸

條件來鼓勵民眾購屋，刺激景氣低迷的營建業的買氣。政策宣布後，由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為首所組

成的「無殼蝸牛行動聯盟」批評此舉純為建商解套，並呼籲政府應該由供給面政策解決住宅問題、

推動土地稅制改革、檢討錯誤政策。他們利用網路來進行「住宅人權全民 E-Mail 連署行動」、尋

求義工，並透過南方電子報與崔媽媽電子報的方式集結民眾以傳真、e-mail向行政院抗議。並在屢

次與蕭萬長約見未果的情形下，發起「請蕭院長喝咖啡」的活動，但行政院隨即明確表示，願意安

排蕭院長接見，但活動必需取消，即使聯盟更改活動地點，將活動內容淡化為廣徵民意，都不為行

政院接受。行動日下午更派出百餘位鎮暴警察嚴陣伺候，並舉牌警告驅散（資料來源：崔媽媽電子

報1999/1/4、1999/1/15、199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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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社會運動的工具，運動成敗有多少可以歸因到網路的使用也很難判斷。例

如反國民卡事件中，雖然活動在網路上高度動員，最後結果也成功的推翻了原本

的決議，但究竟是「因為議約內容外洩並刊登在網路上所以使力霸不滿商機不足，

雙方議約破裂」，或背後有其他經濟、權力及利益運作則很難衡量。此外，我們

所觀察到的這些事件多半為小型而零星的抗議事件，這些事件容或有一定能見

度，但是卻沒有明顯直接的效果。可以說，台灣社會運動近年來的網路經驗是火

光處處，但是並沒有燎原之勢。 

 

三、社會差異與網路社會運動的幾個側面觀察 

雖然一般咸信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將對於社會的運作產生深遠的影響。然

而，社會差異的存在並不會因為網際網路而消失，相反地，網際網路必然要搭建

在種種社會差異的脈絡上發展，既受既有社會差異的形塑，也形塑新的社會差異。

對社會運動而言，網際網路為社會問題帶來了全新局面，也創造了社會衝突的新

形式；它帶給社會運動者新的運動可能性，也暗示了新的陷阱。接下來我們藉著

討論五個網路與社運結合對各種社會差異的強化與移轉，希望為網際網路所引起

社會運動地景變動勾勒出初步輪廓。19 

 

（一）匿名性/正當性與網路社運──以同志運動為例 

無疑的，同志團體是運用網路最積極的社運團體之一；網路上的同志活動相

當熱絡、多元，充分利用不同介面網路的特性，包括網頁、電子報、BBS等，BBS

的使用尤其如此。20同志運動的網路使用異於其他社運網路經驗的一個重要特色是

                                                

19 必須特別提醒讀者的是：本文初稿完成於 1999 年底，從 1999 年底到本文於 2001 年中正式發表

之期間，各社會運動的網路使用狀況又有了許多新的發展變化，這些變化便不是本文所能涵蓋與處

理的。 
20 1994年同志討論區（MOTSS：Member of the same sex）相繼開版，繼而相互連線轉信。後又漸漸

發展各自特色，例如不參與連線轉信的 local 版、針對多樣同志需求的同志專版（同志神學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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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對於建立同志社區的意義。網路的匿名性為缺乏社會正當性保護的社群提供

了一個尋找自己人的工具和活動的社區（成忠一 1998:145）。由於同志出櫃所面

臨的外界壓力極大，而同志們尋找圈內人的需求又高，網路社區的匿名特性正好

滿足了這些需求。在此，我們看到網路匿名特質的意義和運動團體/運動訴求在現

實社會中的正當性（legitimacy）呈現負向的對應關係；越缺乏社會正當性的團體

與運動訴求，越感受到主流大眾媒體的歧視扭曲，也越需要網路匿名特性來遮蔽、

阻擋外界的砲火，在主流媒體之外編織另類論述。這也可以從 BBS上的同志版（和

女性主義版）都是因為在其他版上遭到打壓而另起爐灶的經過略見一斑： 

同志運動就是反過來，就是大家先依附在個別的站，然後大家

就會發現在那種大站上面，那個椰林台大的站，有一次…就是他們跑

去 sex版上，男性談男性的精液，結果就引起大家的公憤，就說「你

們要談就滾回你們的 motss版談，不要在我們 sex版談」。那就很明

顯就是「所有版圖都是我們異性戀的，只有 motss版是你們同性戀可

以去的」嘛。那就是因為這樣，所以，當時為什麼一開始房間站會得

到同志的喜歡，就是因為不會只有 queer版可以談同志的議題嘛，就

到處每個版都可以看到同志可以談同志議題。這樣子發展久了以後，

聚集到夠多的人，大家就覺得不如來成立一個站。那他們是反過來，

就先有版再有站，所以各站的版也會很興盛，然後站也會很興盛。（受

訪者D:24） 

當然，同志運動本身仍有內部差異，特別是男同志與女同志運動之間的差異

不能被忽視。21然而，同志們共同面臨的處境是在線下社會除了少數三溫暖、新公

園、GAY吧、T吧之外，缺乏公共空間22
及交友聯誼的管道。在網上找到自己人，

                                                                                                                                          

志文學版、同志教師聯盟等）紛紛設立。1996年女同志開版。後又有女同志專屬BBS站──壞女

兒站、同志專屬BBS站──彩虹夜總會等相繼設立。 
21 例如，女同志運動的網頁、BBS站明顯地比男同志運動的網頁多很多。很多男同志的網頁和全國

連線的MOTSS版（同志BBS專版）都是交友聯誼性質，明確訴求為社會運動者較少。 
22 同志在現實世界中沒有公共空間的事實在1997年的常德街事件中更加凸顯。7月28日凌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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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交友聯誼開始，建立自己的社區可能是同志認同與運動聚集的開始。這種尋找

自己人的特質可以從一些同志 BBS站過濾上站者身份的作法反映出來。當其它的

網站與 BBS站歡迎造訪人潮都還來不及的時候，許多同志站反而要求過濾上站者

的身份，透過認證、審核甚至介紹人制度來募集使用者，保障社會正當性低的同

志。例如，標榜專業女同志 BBS站的壞女兒站，其認證過程是採用站長手動審核，

申請者必須在註冊版撰寫自我介紹文章，經審核通過後，才能在站上發表文章，

與其他使用者交談。彩虹夜總會的 IP和 DN位址都不對外公開，同志必須透過既

有人際關係介紹才得註冊。 

過濾制度的目的就在網路匿名性之外，再加上另一層的身份保護，讓上站者

的同質性更強：讓上站的人都是自己人──同志或同志的支持者。例如一般 BBS

站都會開放「guest」參觀，也就是任何使用者可以不用註冊，直接以 guest 的 ID

進入該站瀏覽文章（但沒有發表文章的權力）。為了杜絕非同志或對同志不友善

的騷擾者以匿名方式參觀，壞女兒站目前已經關閉了「guest」的功能。這和比較

嚴格的註冊審查制度一樣，目的都是為了確保上站者的同質性。為了維護社區的

匿名性，同志 BBS 站設計了其他 BBS 站所沒有的功能，例如壞女兒站設了

anonymous的匿名 ID，任何人可以此 ID進入「抱怨版」發表不違反人身攻擊等規

定的文章，連個人 ID都得以匿名。女性主義房間站的酷兒版也有同樣的設計。231997

年清大女性主義站曾被駭客入侵、取得使用者個人資料，這個事件引起站上許多

同志使用者極度恐慌，許多人被迫更改 ID或重新註冊。這個破站事件所顯示的因

為真實身份曝光所引起的焦慮，是其他社會運動參與者所沒有的。有些社會運動

的社會正當性雖然也不高，例如婦女運動，可是至少沒有同志們所面臨的「現身」

壓力，因而，網路匿名性的意義對其他運動團體而言，意義較低。 

在同志版上，匿名的功能不是讓同一個社區裡的活動者彼此不認識對方的面

具，而是讓圈外人不能辨識社區活動者的面紗。許多人不是來這兒匿名隱身，而

                                                                                                                                          

位男同志在新公園旁的常德街，遭受警察的不當臨檢及惡言威脅。該名男同志投書報紙，但其後數

天反遭警方擴大臨檢，逮捕常德街上四、五十位同志。該事件稍後在網路上引起同志廣泛討論，後

由「同志公民行動陣線」成立「常德街事件專案小組」，進行抗議與舉辦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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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來向自己人現身的。活動者的高同質性加上外界的龐大壓力，常更強化了同志

網路社區的內聚力。從研究觀察以及統計資料中我們也發現，同志們在網路上的

社區感的確比其他網路社運社區的參與者來得更強。根據「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

網路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比較「最近這個月曾上過各類運動網站」者，發現上

過同志運動網站者中有 70.2%的人表示經常使用 BBS，這項比例在曾經上過各類

社運網站的問卷填答者中是頻率最高的。
24此外，比較使用各社運網站者的 BBS

歸屬感時，也發現「本月內曾上同志網站者」對 BBS的歸屬感最高。25 

 

（二）、經濟階級門檻與網路社運──以原住民運動為例 

當檢視原住民運動的網路使用狀況時，我們最強烈的意識到網路媒介的平民

性格的有限。上得網來，雖然人人可以發聲，但是要上網還得先跨過一道門檻；

那是網路技術的門檻，也是經濟條件的門檻。現階段原住民運動上網正是一個最

佳例證。雖然其他的社會運動在上網時也一樣面臨網路技術不足的問題，但是階

級門檻的問題在本研究中其他的社會運動裡若不是幾乎看不見，就是不那麼嚴

重。目前原運在網路上的活動狀況並不活躍，經濟資源的極度匱乏和技術門檻無

法跨越是重要原因。根據我們的觀察，原住民運動的相關網頁，由原住民自己建

置的也不多，多是由熱心關懷原住民的漢人朋友編製，以某個特定運動的介紹與

推廣為主，運動過後就鮮少更新。 

階級門檻的限制，使得原住民使用電腦的情況很少，更遑論網路了。部落中

只有很少人有錢買得起電腦。政府偏遠地區上網計畫，如果沒有當地資訊人員的

培訓，也只是和其他送東西到部落的情況類似，散置一堆沒人用的樣品而已。據

                                                                                                                                          

23 女性主義房間站的性版、性別暴力版也有匿名帳號的功能設計。 
24 若「經常」使用BBS為3分，「偶爾」為2分，「從不」為1分。得分高低依序為：本月內上過

同志網站者，使用BBS的頻率為2.61分；上過原住民網站者2.51分，上過教改、建國、社區、環

保、勞工、婦女網站者，使用BBS的頻率依序為2.48、2.47、2.40、2.38、2.34、2.33分。 
25 本題題目為：「對你而言，感覺自己是屬於你常去的BBS站、版或聊天室的一份子重不重要？」

BBS 歸屬感的計算方式為，回答「非常重要」或「重要」者的比例。曾上同志網站者表示 BBS 的

歸屬感對她/他們很重要的有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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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報」創辦人台邦‧撒沙勒表示，原住民運動者連 e-mail 的使用也不普遍，就

算是在都市受過教育的原住民知青，會使用網路、習慣用網路的都很少。他估計，

全台灣常用網路收發 e-mail的原住民知青不超過 50人。如此現實門檻限制，如何

奢談利用網路動員和集結呢？正如我們所做的網站觀察發現，原住民網頁通常都

是由漢人朋友編寫維護，會連上網去閱讀的也多為漢人。 

網路一方面給原運帶來無限希望，另一方面又遙不可及。原住民部落資源極

為缺乏，正因為資源缺乏，反而更意識到網路的功用與魅力。電視廣播收訊不良、

報紙郵政速度緩慢，造成原住民部落資訊的相對封閉。和原住民有關的重要決策，

身為當事人的他們，往往都是最後才得知的。因而常使原住民錯過時機，未能積

極推動或抗爭反對與他們息息相關的法令政策之制訂。譬如瑪家水庫的興建將迫

使好茶部落整個遷離，原運者是透過其他社運者的提醒才獲知此訊息的。 

資訊傳遞緩不濟急，再加上原住民散居都市和各處部落，溝通聯繫不便，難

於集結動員。而網路資訊的即時和便捷，正好給原住民運動者一個美好的想像。

部落中只要有電、有電話，就可以從網路傳遞訊息。電線、電話線在原住民部落

也已經普及。網路還可能創造商機，幫助原住民在原鄉創業，例如透過網路商務

販賣手工藝品、農產品給平地人。 

我認為網路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啦，因為原住民沒有訂閱報紙和

雜誌的習慣。就算有也都在都市，在部落是沒有，因為郵政業務不是

很發達啦！有時候是一個禮拜、甚至是兩個禮拜才會收到信，那報紙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去訂報啊，因為那個要去送送一天還沒送到啊！所

以這個部份就比較困難啊！嗯…然後像電台、電視啊都比較困難啊，

因為被阻隔有發展上的障礙！假設有發展網路的話，基本上比較不受

限制！除非就是家裡沒有電話，但是我想連山上的工寮都會有電話，

所以我想電話不是問題，然後電力，電腦也需要電力，幾乎現在原住

民部落沒有說沒有電的，都有了。（受訪者G:18-19） 

然而，從現實發展的軌跡來看，原住民運動者所看到的網路美好遠景到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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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仍然是海市蜃樓。而且，原運對網路的追求也弔詭的造成了運動的轉向。以

原住民運動刊物「原報」的上網為例，對於資源極度缺乏的原住民運動而言，由

於缺乏足夠人力和資本定期出版傳統運動刊物，將運動宣傳刊物上網所需要的成

本則相對低廉得多，因此，「原報」一上網，平面版的「原報」就停刊了。
26
從這

一點來看，社運上網有時候並不是在傳統的社運形式之外另闢新途，不一定能開

拓社運的版圖；在資源極度匱乏的困窘條件
27下，社運上網可能除了對網路運動潛

力的信念之外，還意味著一種此長彼消的社運資源分配，以及運動策略的改變。

在一個社運網站設立的同時，一個原本存在的平面宣傳刊物可能就此消失了。這

種被網路低成本吸引力的意識，清楚的呈現在一位原住民受訪者的訪談中：「你

也可以去問這個『南島時報』的這個社長，問他為什麼不把他的刊物網路化？他

經營那麼困難，弄網路那麼便宜…」。28 

可是轉入網路以後的社運站台本身的出版資金問題解決了，相反的，接收端

的運動對象卻必須負擔閱讀的成本──買電腦、連線上網，而這個成本是原運的

運動對象──許多原住民所負擔不起的。可以看出，網路的使用節省了運動者的

推廣成本，然而其前提卻是運動對象的基本經濟條件不能太差。昔日的社運宣傳

刊物是漢人支持者購買贊助，免費贈送給原住民閱讀的。如今社運刊物的印刷費

省去了，可是新的問題產生了：誰來接收這些訊息呢？由於原住民運動刊物和網

站閱讀者有經濟條件的限制，原住民運動上網的一個可能效應是──運動對象從

原住民身上更加轉為關心原運的漢人。網路調查的統計顯示，上過原住民網頁的

受訪者絕大多數是來自非原住民部落聚居地區，這個事實也印證了這一點。 

在 Mike Davis 的一項洛杉磯地區網路研究中顯示，邊緣社區(marginal 

communities)的一個特色是：他們越來越缺乏接觸資訊的管道，越來越被隔離於資

                                                

26 在此之前，原報的出版雖然也是走走停停，有錢時就辦、沒錢時就停刊一陣子。可是原報上網以

後，平面版就正式停刊了。 
27 資源的拮据從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原報上網時，只有新的資料上網，舊的原報都因為沒有錢另請

人打字而作罷。 
28 「南島時報」的電子報，在訪談時都還沒有誕生，在寫作本文時則已經有了。另外，台邦. 撒沙

勒創立的「第四世界」網站也設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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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之外。「貧民窟不再是只根據其缺乏公園和公共設施來界定，…也同時根據其

沒有和任何重要的資訊管線連線的事實來界定。」(Davis 1992:155)在台灣原住民

的網路處境與未來展望上，我們悲哀的印證了這個說法。 

另一個動員對象資源有限的運動是勞工運動。不過，階級門檻阻礙網路使用

的問題在勞工運動中則較為複雜。從訪談中得知，勞工運動團體並不常運用網路

來吸收勞工成員；主要原因是勞工運動者對於運用網路來吸引勞工、拓展勞運的

可能性相當悲觀。一般來說，勞工運動多從藍領階級開始著手，因為這個階層對

於「勞工」身份的認同性較強。然而，要吸收、動員藍領工人要靠「面對面的」

接觸才有可能（受訪者 H）。「我們組織的擴展或會員每增加一個，還是透過高

成本的人跟人直接的接觸才有辦法拉人進來。」（受訪者 I）關於勞工教育或是勞

工法之類的推廣工作，勞運團體都是直接與工會的工頭接觸，或是直接到工廠向

工人解釋，做面對面的互動，而非透過網路來宣導。 

勞運工作者對於網路缺乏熱情有現實的客觀考量，藍領工人的生活世界一般

而言離網際網路相當遙遠，一方面工廠製造現場本身已經醞釀衝突抗爭與勞工團

結的集體經驗基礎，不像同志運動缺乏網路下社會互動與交流的現實空間。另一

方面，藍領工人不僅一般言經濟能力較有限，工作性質與職場社區也較少接觸到

電腦，更遑論網路，上網的藍領階級很少。白領階級勞工的經濟處境較佳，工作

的空間流動性較高，且有較多接觸資訊處理的經驗，使用電腦和上網的門檻也低

得多。然而，對勞運工作者而言，白領階級遠比藍領勞工難於組織動員；白領階

級缺乏勞工意識，對藍領階級有效的勞動條件訴求常無法喚起白領階級的勞工意

識；「一般的上班族其實對自己的工作不太有認同感，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有技術，

又有學歷，他換工作是很容易的」（受訪者 J）。這種難於動員的階級特性，也是

勞工運動者沒有積極上網推展勞運的原因。
29 

不過，像台灣勞工陣線仍然設有自己的網站。它的存在除了推動工頭上網，

                                                

29 對於會上網的上班族來說，網路是個不錯的工具，可以「透過論壇或透過電子報的形式，去撼動

他那部份，可能從他關心的東西去談，不一定是從他的勞動條件直接去喚醒他所謂的勞工意識或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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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工人上網，為未來工運推展和動員舖路外，現階段最主要的目的是讓民眾能

接觸到勞運觀點。當民眾有疑問時，可以有個管道查閱資料，「勞陣的東西如果

沒放上去，它可能一面倒——全是官方的論述，經建會或是勞委會的論述，…勞

陣在這邊做一個民間團體，我覺得不能缺席，最起碼要有幾篇是有批判性的文章…

讓它有個平衡，在官方的論述上有個對抗」（受訪者 H）。從這點來看，勞工運

動運用網路的主要目的在於對外爭取發言權，並非對內動員。而經濟條件的不足

似乎也不是造成勞工運動低度使用網路的主因。 

 

（三）、傳統社運網絡與網路社運──以婦女運動為例 

網路的普及是相當晚近的事，在此之前，各個社會運動在現實社會中早已發

展有年。除了同志運動之外，各個社會運動的核心組織與主要幹部在社會中或者

累積了相當的社會資源，或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這些既有的傳統社會運動網如

何面對網路興起所帶來的轉變？網路對他們而言，是舊版圖的擴張？還是個新出

路？或者甚至是一個新的威脅？這些網下的資源如何因應網上發展所帶來的挑

戰？在婦女運動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傳統婦運網絡與網路上的婦運網絡重疊程度

不高的現象。而這種網路社運社區與傳統社運社區不相重疊的情況與電腦和網際

網路使用需要一定技術能力有關。 

在網路狂潮的席捲之下，具一定社會知名度的傳統婦運組織也陸續上網建置

自己的網頁。早期網際網路上許多婦運團體的網頁多半是形式性的置放一些宣傳

文件，介紹該組織運作性質，既少更新也缺乏互動；並且多為其他公益團體協助

撰寫。例如婦女新知早期的網頁，
30是由開拓文教基金會協助製作。不過這些在實

體社會中具有高知名度的婦運團體，即使網頁僅具宣傳形式，也仍然會被大多數

的婦運網頁連結。線下世界累積的資源與影響力也會擴散到網路上，發揮一定的

                                                                                                                                          

麼意識，因為他對自己本身職業的認同度就很低」（受訪者J）。 
30 原網頁位址為：http://newcongress.yam.org.tw/women/awake.html。日前，婦女新知已新設立自己的

網頁（http://www/awakening.org.tw/home.asp），內容較為豐富，除了介紹新知的歷史、活動、刊物，

也有資料庫檢索和具線上互動的討論留言版，可以看見該團體利用網際網路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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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然而，傳統婦運組織在網路上的活動主要以網頁建置的形式出現，形成網

路上婦運社區的意義則較少。 

相較於傳統婦運組織多半環繞著雜誌社、基金會、民間團體而形成運動社

區，線上的婦運則圍繞著 BBS站而形成運動團體和運動社區，例如「清大女性主

義房間站」等網路草根性團體形成的社區。在這裡，網路婦運社區主要從公共論

壇中的互動形式產生，網頁建置則不是網路婦運活躍份子的活動主力所在。這些

網路婦運的主要活動者相較於傳統婦運工作者，不僅年齡較輕、使用網路的經驗

更為豐富，也通常與傳統婦運的人際網絡沒有太多重疊，是獨立發展出來的一張

運動網。這種特性使得網路婦運較少網下傳統婦運既有人際關係的包袱，容易在

議題上採取與傳統婦運主張和運動策略差異性大的立場和作法。廢娼事件就是一

個明顯的例證。 

婦運在台灣發展有年，從 70 年代開始，婦運就不斷產生各時代、階段、發

展方向的運動領導核心，廢娼事件進一步造成婦運內部的爭議、分裂。廢娼與否

的政策爭論，後來變成「性批判」與「性解放」的性意識型態之爭，婦運團體與

參與者皆面臨表態選邊的壓力，成為不可能合作的兩條婦運路線（李雪莉 1998、

1999）。在線下，傳統婦運社區兩派意見相持不下，支持廢娼行動的婦運者和婦

運團體被認為是「主流」的情況相較，網路婦運社區中的主流意見卻是支持反廢

娼的： 

那時候很明顯，就是如果妳是廢娼的言論在這邊[房間站]的話，

就會引起非常多的攻擊。…我覺得房間站的使用者，就我的判斷，並

不是每一個人都⋯⋯我沒有辦法說她們每個人都反廢娼，可是我覺得

她們每個人，至少就我認識的人，要她們這麼簡單的就說支持廢娼，

是沒有的。（受訪者D:15-17） 

從傳統婦運核心人物的言論與網路 BBS 上的討論分處主廢和反廢兩端看

來，線下婦運組織和線上婦運論壇，實屬相當不同的兩群人。線下婦運的主導人

物大多不屬於網路世代，很少有網路使用經驗（這可以從蕃薯藤早期試圖免費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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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各婦運組織設立網站，許多婦運團體卻興趣缺缺的例子略見一斑）。而婦運在

網路上的發聲與動員則與近年來大學校園中紛紛設立的女研社、性別研究社團成

員們的參與有密切關係（李禮君 1998）。 

 

（四）、世代差異與網路社運──以社區運動與婦女運動為例 

所有網路使用人口研究都指出：網路是個新世代的產物；世代是進入網路、

參與網上社運與否最主要的分水嶺。我們所觀察的社會運動中，都可以清楚看到

世代之別：一個對網路來電的世代，以及一個與網路絕緣的世代。 

就運動者來說，首先，在現實社會中已經建立一定知名度的社運團體，其核

心成員多半已經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工作，比起熟悉網路的年輕世代，其年齡通

常較大。這也意味著學習電腦與網路技術對她/他們而言，要面對更大的心理障礙、

付出更多的時間代價和更高的學習成本。上網推展運動對運動核心幹部而言，不

只是買電腦、學上網而已，學會之後的設立、維護網站，或經營電子報、BBS 站

都需要大量時間。一些從事網路社運的受訪者都表示，老一輩的運動幹部是不上

網的，甚至連 e-mail 都不普遍。傳統社運組織原本在網下就已經建立運動核心成

員與外圍支持者關係網絡，即使沒有網路，也還有其他互動管道存在。 

以婦運為例，網上與網下婦運推動、參與者的世代差異使得兩群人從對網路

的接觸、所親近的知識理論潮流、信仰的運動目標與策略，到一般生活態度、對

事物的看法上，都有相當的差異，
31甚至在運動的對話對象上也不相同。對許多上

網活動的新世代女性主義者來說，網路上和他人做運動議題的討論本來就是日常

生活的一部份；然而許多傳統婦運工作者更關切如何能迅速有效的改善女性在當

前社會中的處境，因此，政府和既有社會建制常是運動主要的使力點和施壓對象。

對她們來說，網路上漫無對象與目的的對話是緩不濟急、令人心焦的。網路上社

                                                

31 在線下婦運組織中，中央性/別研究室對「上網」（尤其是 BBS）的積極態度則是個異數。成立

於95年的「性/別研究室」，是隸屬於中央大學英文系的學術研究單位。在房間站設有專版，除了

張貼研討活動或座談會的公告文章外，常引發許多議題的爭論，例如廢娼事件中，房間站的討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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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活動和網下社運活動的差異，反映了不同世代的兩群人之間網路經驗的落差與

對於運動經營方式的歧異想像。 

就運動的對象來說，在網上經營社運首先必須面臨一個問題：運動所要動員

的對象與使用網路的人口是不是同一群人？換言之，這兩個世代是否意味著兩個

相互之間流動性極低的社區？前面提到勞陣網站主要以對外界發聲、平衡主流聲

音為目的時，就已經透露出勞運工作者對於網路社區與網下勞工社區不相重疊的

認識了。當社運的訴求對象廣泛時（例如婦運的情形），兩個社區無論如何都有

重疊，問題並不嚴重。 

我們發現會上網去瀏覽社區訊息的多半是學校的學生（為了交

作業）…在 XX社區中，投入較多時間從事社區工作的是婦女（年齡

層約在三十至五十歲），但他們很少使用網路。試想，如果她在社區

中散步或購物時便可以碰到社區中的義工，那她們何需上網呢?（受

訪者N:1） 

其實在台北市推社區、真正社區紮根的人，包括家庭主婦、四

十歲以上的里長這種人，保證不會上網，…包括我們要跟他們要電子

報電腦檔都不曉得，唯一要得到的是永康之友，永康之友是當初林正

修跟那個學生在搞的，所以他們才有這樣的條件…搞社區在台灣目前

最好的一個族群或是穩定性最高的是家庭主婦，但是家庭主婦長年來

一方面年齡層也比較大，二方面就是說很容易被隔絕在電腦之外，不

只電腦，包括社會的狀況。 …社團或是社運團體，工作人員平均年

齡都在二、三十歲這個年齡層，但是社區這個真的差很多，社區會上

網的大概就是關心社區的學生跟文史工作者。（受訪者A:28-29） 

                                                                                                                                          

是集中在工作版和性/別研究室社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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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運用網路作社運時還必須考慮：如果網路能夠號召到支持者的話，
32
透

過網路號召來的運動支持者，能否被傳統社運成功地吸收運用？一位熱心支持社

運的網路工作者便表示： 

我們[透過網路]找來了這群人，可是當地搞運動的工作者可能沒

有辦法、有時候是無力，有時候是…和網路世代有隔閡，就沒有辦法

把這些東西吸納進去。（受訪者B:2-3） 

這種世代的差距不僅僅呈現在網路技術的高下之上，也同時反映了一種兩個

世代之間價值與文化的差距──在其他社運工作者的訪談中，我們也看到非網路

世代的受訪者時時流露「不知道新新人類在想什麼啦」的心情，模糊的覺得溝通

不良。當然，這兩個世代所代表的兩個社區並不是靜態不變的。當網路越來越普

及、社會運動的核心份子越來越依賴網路傳播科技來動員時，兩個運動社區之間

的權力關係可能產生變化。 

像後來我們發會議記錄都是透過網路，而且還發現很好玩的現

象，就是以前發會議記錄用傳真發的話，沒有傳真機的人會失掉或往

往沒有傳真機的人會把他忘掉。改發會議記錄的時候，沒有 e-mail

的人，有時候發會議記錄發到最後，尤其一忙的話，你 e-mail發出去

有時候就會忘了傳真給他，反而那群人會被遺忘。（受訪者A:21） 

 

（五）、運動間的網路合作與結盟 

相對於網上和網下兩個運動社區的社會距離，不同社運團體在網路上所形成

的運動社區，有時候關係還比同一社運網上網下團體之間的關係更為友好親近，

婦運和同志運動的結盟即為一例。清華女性主義房間站和同運的壞女兒站、彩虹

站等同志 BBS站，長期以來一直維持著相當友好的關係，除了網友經常同時上這

                                                

32 透過網路號召群眾的效果一般相當不好（受訪者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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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站之外，一些網路抗議和連署活動也都彼此奧援。壞女兒站曾經因為更新設

備，需要小額捐款，由於有同志身份曝光的顧慮，房間站站長便出借銀行帳號，

許多房間站網友也慷慨解囊。婦女運動與同志運動在網路上彼此串連的情形相當

普遍。這種網路上婦運和同志運動的友好結盟關係和和諧氣氛卻和網路上與現實

中的婦女運動者之間的隔閡與缺乏信任形成相當強的對比。 

大學校園社團的互動再加上運動議題的相關性，使得網路世代的女權運動和

同志運動工作者之間，早就互通聲息，建立感情與關係。這種世代和生活世界的

親近性是線上婦運社群與傳統婦運工作者之間所沒有的。而同志運動內部則並未

看到這種網上/網下的分流與隔閡。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網路興起之前，同志運動

的聲音是很微弱的。沒有網路匿名性的保護，同志運動的公共空間非常有限，使

得網上與網下同志的聲音不成比例。因而在同志運動中，沒有見到類似婦運的網

路世代與傳統世代之斷裂。 

不同社會運動彼此之間在網路上的親近與距離使它們形成一個一個的板

塊，每個板塊都是兩三個運動的聚合。雖然板塊之間有重疊之處，但彼此間的距

離也不容忽視。舉例來說，類似婦運與同運之間的結盟關係也可以在環保運動與

社區運動之間看到；「南方電子報」自創立以來在內容上和組織聯繫上也與社區

運動和環保運動團體較為接近，這也可以從「南方」揭櫫的五大方向中，具體指

明的社運只有「社區運動」與「生態環保」兩者中看出。
33這種網路社運橫向連結

的現象不僅出現在運動與運動之間，也出現在運動組織與組織之間。例如「南方

電子報」、「破週報」、「崔媽媽租屋服務中心」與「美濃愛鄉協進會」之間便

維持著良好的聯繫關係。 

從許多社運網路先驅的訪談資料看來，「南方電子報」
34扮演了一個重要的

                                                

33 其他三大方向分別為：社會運動、弱勢團體、文學文化。不過，1999 年「拉瘋•拉風」加盟長期
贊助南方電子報的智邦生活館，南方也自創了「南方女性電子報」。 
34 「南方社區網絡」創辦於1995年，陳豐偉在中山大學提供部份網路資源的情況下，以協助人文、

改革性團對上網傳播理想為宗旨，以極低的成本固定發行電子報，串連數十個提倡社會改革的人文

團隊，由南方代為處理網路事務，例如訂發電子報、傳播社運訊息、集結社運潛在支持者。

（http://www.south.nsysu.edu.tw/sccid/today/99/05/9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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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社運推手和推動社運結盟的角色：無論是「用網下的人際關係把網路作為社

運推動工具的念頭放到傳統社運核心份子的腦中」（受訪者 G:11），或是「和開

始上網活動的社運組織成員接洽，說服他們把資料和訊息提供給南方散發」（受

訪者 B:17），又或是「直接的技術協助、實際促成傳統社運上網」（受訪者 C:1），

「南方」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在台灣有限的社運版圖中，各個社會運動的支持人口是常常是既重疊又分散

各處的；分頭上網號召各自的群眾不但在資源利用上不經濟，宣傳和動員的效果

反而更為有限，例如「全景電子報」訂戶曾經一度還不到 100 人。結盟則可以壯

大聲勢，避免社運資源的分散及浪費。而南方的作用是提供一個有效益的傳播網

絡把這些具有社會關懷傾向的人連結在一起，擴大單一社會運動的宣傳和動員力

量。進一步還可以建立人文社會搜尋引擎，整合社運議題的訊息。 

反正你只要是運動團體，我們都合作，透過這樣子形成一個一

份綜合電子報，他就可以吸納很多讀者，也可以解決他們很多網路上

的問題，否則你單打獨鬥絕對做不起來，絕對都很可憐。（受訪者

B:17） 

「如果社運團體是計程車的話」，南方的角色就是「靠行的車

行」，靠行對小運動團體有好處，因為乘客多，靠行可以讓小運動團

體用很小的經濟規模達到一定的效果。（受訪者A:27） 

從有效利用資源的角度來看，網路上社運的橫向結盟不但可以放大宣傳的效

果，還可以降低共同的營運成本。發行一份電子報除了編輯撰稿外，還必須處理

讀者訂閱、取消訂閱、建立名單、維護機器等等龐大的事務性工作，因此一些商

業團體所提供的免費發報系統，為網上社運團體節省不少時間人力，例如智邦生

活館。
35此外其龐大的免費信箱用戶、宣傳效果，也為這些社運電子報開拓許多新

                                                

35 網址為http://news.url.com.tw。目前，委託智邦生活館代為發送的社運電子報包括了：南方女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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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訂戶。因此，以社運電子報為中心，網路各社運社區間形成了另一種結盟版圖。 

 

四、結語 

我們在本文開始時指出，運動的網路經驗乃是沿著運動/社會差異/網際網路

三者連結互動而展開，這些零碎而異質的台灣社會運動網路運用經驗一方面暗示

了許多發展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提示了種種現實的障礙甚至是足以扭曲運動

方向的弔詭陷阱。 

在第一部份，我們從思考網路科技對社會運動開展具有何種潛能的角度，檢

視了國外社運團體成功運用網路的經驗。網路即時互動、大量傳送、方便轉寄，

以及互動性強的媒介特性提供了社運團體在對內聯繫動員、形成共識、確認重要

議題、發展行動計畫，以及對外宣傳動員、爭取同情支持等，都具有比傳統媒體

更更高的效率；不受現實地理侷限的虛擬空間特性更使跨地域的運動聯盟與動員

行動較過去更為容易；而其低廉的成本需求與難以進行管制的技術特性，則進一

步使它作為弱勢發聲管道的民主色彩更為強烈。 

當然，這些國外的成功經驗既不是普世皆同的，也不是沒有社會脈絡與條件

限制的；
36然而即便如此，到目前為止，台灣社運上網仍然未能經驗到類似的成功。

本土網上社運發展經驗中雖然也不乏小規模的勝利，但是整體而言，網路扮演的

仍然是配角；透過網路發聲、造勢、宣傳的社運為數頗眾，然而單靠網路不足以

成事，網下的抗爭活動才是社運事件的主角和重頭戲。透過網際網路在台灣的總

體發展環境以及網路使用者的背景分析，我們發現影響台灣社運上網發展的一個

結構性因素是網路近用的落差。二十世紀末，台灣網路使用族群仍然大量集中於

大台北、都會地區的大專學生，這種網路使用族群的高度同質性，對於訴求對象

不同的社會運動就產生或正或負、程度不同的效果。對以經濟弱勢族群為主要訴

                                                                                                                                          

活報、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全盟電子報、南方電子報、美濃愛鄉協進會網路通訊、海洋台灣網

路通訊、同位素、台灣勞工陣線、青年客家電子報、「拉瘋•拉風」電子報、UCOM 社區電子報、
女聲、崔媽媽網路通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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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對象的社會運動，例如原住民運動、勞工運動來說，網民與其運動訴求對象的

落差會大幅削弱網路吸收、動員其訴求群眾的潛力。相反的，對於缺乏社會正當

性的同志運動而言，除了網路匿名性對於尋找同志所具有的保護作用之外，以都

會大專學生為主體的網路使用群，還可能是運動宣傳推廣阻力最小的一群人。網

路使用者與社會運動潛在支持者之間的落差與重疊，提供了我們觀察與理解台灣

社運上網經驗的基礎。 

從國際網路社運成功經驗所許諾的社運前景出發，透過對台灣網路使用人口

的基本圖像分析與近距離檢視社運應用網路的實際過程，我們提出了五個掌握本

地社會運動網路經驗差異的結構性線索，從網路匿名性對缺乏社會正當性之社運

團體的防護作用、社運主要動員對象是否已跨越上網的經濟門檻，到世代差異、

議題親近性與運動結盟需求等結構性的社會差異，如何透過各種機制對不同類型

的社會運動產生方向、程度分殊各異的影響。在「網路理想國」和「網路貧民窟」

的兩極意象之外，我們經由實證資料所看見的網路社會是兩者兼具的；它一方面

應許了壯大弱勢團體能量的強大技術潛能，另一方面這種潛能又必須靠著各種社

會條件的配合才得以發揮。 

「資訊社會」其實是個正在變遷中的過程，而沒有必然的內在軌跡，它是多

方勢力爭逐的一個未來的結果，樂觀者與悲觀者都可以找到線索。不管是環繞「市

場」、「國家」、或者「社會」所建構出來的資訊社會圖像，其實都是早熟的臆

測。重點是，我們如何去整理這些經驗，外推去臆測想像各種未來的場景，本身

卻也正是這個秩序建構過程的核心過程之一。 

                                                                                                                                          

36 這裡要特別感謝評審委員之一對於國外社運網路經驗之異質性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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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本研究定期觀察之社會運動相關網站 

類別 網站 

總類 南方社區網絡（包括南方人文網站聯盟看版）、社會立法聯盟等。 

婦女運動 台灣基層婦女勞工中心、中華民國終止童妓協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
金會、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台北婦女展業中心、台大人口研究中心

婦女研究室、現代婦女基金會--婦女護衛中心、台灣婦女網路論壇、台
灣婦女資訊網、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彭婉如文教基金會、高雄市晚晴婦

女協會、台中市晚晴婦女協會、主婦聯盟、新女性聯合會、女書店、清

大兩性與社會研究室、台大城鄉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中央性/別研究
室、高雄醫學院兩性研究中心、成功大學婦女研究室、娼/倡學塾、女權
上路、網氏/罔市電子報、清大女性主義房間站、女性主義連線版等。 

同志運動 拉拉資推工作室童女之舞網頁、我們之間、輔大好社、華人同志網、女
書店、香港女同苑、拉子虛擬吧台（TO-GET-HER）、拉拉生活廣場、
教師同盟、彩虹社區華人同志廣播站、風城同志小站、G&L熱愛雜誌、
美麗少年、同志同光長老教會、希望工作坊、晶晶書庫、「拉瘋‧拉風」

電子報、南國彩虹電子報、「桃紅滿天下」電子報、同位素電子報、清

大壞女兒站、彩虹夜總會、淡江蛋捲廣場--拉子天堂、Motss連線版等。 
勞工運動 台灣勞工陣線、苦勞網、白領聯盟、上班族協會等。 

社區運動 崔媽媽社區服務中心、青年客家、全景映象、UCOM社區資訊網、網路
社區學院暨資源網、內鬥鄉土文化資訊網等。 

環保運動 海洋台灣、藍色東港溪、美濃愛鄉協進會、美濃大專後生會、生態保育
聯盟、台灣環保聯盟、 環保聯盟台北分會、台灣綠黨、中華民國濕地
保護聯盟、荒野保護協會、台灣國家山岳協會等。 

原住民運

動 
原住民文化園區、公視原住民新聞雜誌、原住民特展、花蓮人文、太魯

閣族的抗議、「反亞泥、還土地」、台灣蘭嶼反核廢料場運動、原住民

音樂文教基金會、原報、第四世界、原舞者、泰雅鯨面、原住民人權大

事紀、台灣原住民專區、原住民文化討論區、台灣生態研究中心、台灣

原住民-鄒族、中華原住民福利暨權益促進會、原住民文化 BBS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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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本研究深度訪談受訪者之背景及職稱表 

受訪者代稱 社運類別 受訪者職稱 

A 社區 創辦人 

B 綜合 創辦人 

C 社區 執行秘書 

D 婦女 站長 

E 同志 站長 

F 同志 站長 

G 原住民 發行人 

H 勞工 政策部主任 

I 勞工 文宣部主任 

J 勞工 幹事 

K 綜合 網運者 

L 綜合 抗議發起人 

M 環保 總幹事 

N 社區 前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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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台灣社運網路相關事件表（1997/7~1999/9） 

年／月 事件 發起人或組織單位 網上社運方式 線下社運方式 
97/7 搶救卑南遺址 台東市原住民社區發展

中心等原運團體 
宣傳 將連署傳真或郵寄回該中心 

97/7 支持籌設「魯凱族自

然資源保育基金會籌

備處」 

魯凱族自然資源保育基

金會籌備處 
宣傳、募款 匯款方式募款 

97/8 抗議營建署的坡地開

發標準 
綠色陣線、環保聯盟台

北分會 
宣傳 電話、傳真連署 

97/9 搶救教科文 搶救教科文聯線 宣傳、連署 連署、募款，9/27社會改革大
遊行 

97/10 捍衛東北角淨土、拒

絕出賣漁業權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鹽

寮反核自救會、貢寮鄉

代表會 

宣傳 10/26舉辦反核遊行 

97/12 婦女新知家變（王

蘋、倪家珍事件） 
同志公民行動陣線等同

運、婦運組織 
宣傳，在網路上散發

支援王蘋、倪家珍聲

明 

報紙投書 

98/1 反美濃水庫興建 美濃愛鄉協進會等社

區、環保團體 
宣傳、動員 連署，社區動員、多次到立法

院抗爭與監督審查動 

98/3 反污名活動 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女

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

盟 

宣傳、線上連署 3/7反污名大遊行 

98/4 搶救棲蘭檜木林 全國搶救棲蘭檜木林聯

盟 
宣傳、網路連署 舉行「為森林而走，千人遊行」

和「為森林祈福手夜」等活動 

98/5 聲援印尼受暴華婦 婦援會、勵馨基金會、

終止童妓協會、彭婉如

基金會等 

網路連署  

98/8 抗議華視新聞侵犯隱

私權、罔顧同志人權

我們之間 宣傳、網路連署、email
抗議 

打電話、傳真到華視抗議 

98/12 美麗少年事件（支持

獨立製片捍衛智慧財

產權、抗議媒體暴力）

「美麗少年」獨立製片

導演陳俊志 
宣傳 連署、公聽會、遊行 

99/1 「高房價輕鬆打」網

路新住宅運動 
無殼蝸牛行動聯盟 宣傳、連署（住宅人

權全民 Email連署行
動）、網路動員 

徵求「小蝸牛游擊義勇軍」傳

真到行政院、發起「請蕭院長

喝咖啡」活動 

99/1 反對拆除中山橋 古風史蹟協會 網路連署、討論 連署、舉辦「陪中山橋過年」

活動 

99/2 原住民保留地土地被 秀林鄉還我土地自救會 網路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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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奪 

99/2 工業開發下雲林住民

的困境 
澄社 網路宣傳 公聽會 

99/2 反證交稅調降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全國自主勞工聯盟、崔

媽媽服務中心、專業者

都市改革組織、女工團

結生產線等 

網路宣傳、動員 遊行抗議 

99/2 催生「男女工作平等

法」 
婦女新知基金會、粉領

聯盟、女工團結生產

線、上班族協會、晚晴

等 

網路連署、動員 傳真連署，發起 3/8「前進立
法院，街頭出擊動員令」 

99/3 反英國種族歧視 陳真 用 Email、電子報宣傳
和集結支持者 

在英國留學展時抗議 

99/5 討回傳播多元化的人

權，釋放媒體工作者

章素華 

台灣人權促進會 網路連署  

99/5 要求中央民代婦女保

障名額以三分之一的

比例原則入憲 

多處婦運團體 網路連署 傳真、電話連署 

99/5 跨黨派、跨族群、跨

性別的女性正副總統

候選人催生聲明 

多處婦運團體 網路連署 傳真、電話連署 

99/5 林肯大郡聲援抗議事

件 
林肯大郡第四區自救聯

盟 
網路連署集結支持者  

99/5 反華電信 Alpha Call
消費者行動 

毛慶禛 宣傳、動員（受害者

把 call機號碼 e-mail
給毛慶禛） 

協助受害者打官司 

99/6 追悼張富貞--反軍人
強暴 

婦女新知基金會、全國

大專女生行動聯盟、台

灣人權促進會、主婦聯

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等。

宣傳 到軍史館悼念張富貞、到國防

部抗議。 

99/9 反國民卡 反國民卡行動聯盟 宣傳、資料蒐集、討

論、網路連署 
舉辦研討會、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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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ovement Goes Online: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n the Internet Experience of 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ABSTRACT 

 

Social movements lie at the kernel of social changes.  They are collective 

responses towar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and represents human efforts to control their 

social environments.  If “information society” is as epochal as it is enthusiastically 

claime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fter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internet experience of 

social movements must not be overlook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internet experience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 in the country’s early informationalization.   

We emphasize the interplays among social difference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various social movements.  The article is composed of two parts.  In the first half, 

with reference to foreign experience, we demonstrate the promi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n, given the local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infrastructures, pinpoint in a clear contrast the underutiliz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mong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  In the second half, we focus on the 

differential experiences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show how existing social differences 

mediated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ld facilitate and/or constrain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movements.  Five related issues are empirically examined and theoretically 

discussed to grasp the complex reality of in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s it is witnessed 

by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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