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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網路社群超越時空藩籬，比傳統以
地理位置為基礎的社群更具有延展
性。也因為如此，網路社群模糊了虛
擬與真實的界限，它的發展也就與地
理社群息息相關。研究網路社群不僅
是想瞭解虛擬空間提供人們什麼樣的
活動空間，更是要瞭解這個空間與我
們生活的空間的關聯；不僅是想瞭解
人們如何在虛擬空間互動，更是要瞭
解這種互動與人際網絡的關聯。

在西方社會中，網路社群的發展是
否有助於人們處理現代社會中人際關
係疏離的問題，藉此找回失落的社群
的歸屬感？另一方面，在社群意識低
落的社會中，是否可能藉由網路社群
的發展，以增進人們對地理社群的認
同？過去有關各種類型網路社群的研
究發現，由於人們通常將現實社會的
文化特質及規範帶到網路空間與他人
互動(Byam, 1998)，網路世界複製現
實社會的互動模式與權力結構，也就
不足為怪。然而，長期而言，網路社
群的維續對地理社群將產生何種影
響，這是本計畫所關注的焦點。

關鍵詞：網路社群、虛擬空間、人際
互動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people 
communicate in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w social networks are formed, and 
how virtual community relates to the 
community in the real world.  As the 
Western world attempts to reviv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through the virtual 
community, in a society that lacks a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first place, 
community networks can help people 
develop a sense of belonging.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people 
tend to establish rules and norms in the 
virtual world the same way they operate 
the real world.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what will be the impacts of the 
virtual community on the real worl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ose 
impacts in terms of social networks, 
electronic democracy, and collective 
action.

Keywords: Virtual Community, 
community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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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社群的特質
網路社群有別於傳統社群之處，

即在於前者並不以地理區域和面對面
溝通為先決條件，而是興趣相同者透
過電腦中介傳播(CMC)，聚在一起，密
集地交換心得，分享經驗，及討論共
通的話題。依照 Rheingold (1993) 的定
義，網路社群是由電子聚會發展而
來。當電子聚會激發足夠的人際情
感，從而建立人際關係的網絡，便具
有發展為網路社群的條件。

Galston (1999) 強調由而結構面
去探討網路社群，包括：成員人數的
多寡，是否具有共通的行為規範，情
感連結的強弱，以及是否具有相互責
任感。Dyson (1998) 也主張任何社群
都具有一些共通的本質，比如目標清
楚，有固定成員長期投入，以及具有
明確的規範等。Baym (1998)則比較關
切網路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使
人們將他們的經驗稱為社群。她建議
由表達形式、身分、人際關係與行為
規範等四個面向去觀察社群建構的過
程。

首先，CMC 的特質鼓勵使用者建
立新的表達形式，一方面用來傳達非
語言線索，另一方面展現電子團體特
有的傳播情境。其次，在身分認同方
面，CMC 匿名的傳播環境鼓勵人們會
去創造網路身分。由 ID 的選擇開始，
使用者透過刻意的資訊選擇，進行自
我表述或自我揭露。在這過程中，使
用者可以輕易轉換性別、長相、性傾
向等，或建立多重身分（如林宇玲，
2001; Donath, 1999; McRae, 1997; 

Myers, 1987; Turkle, 1995, 1997）。

使用者建立身分以後，便開始與
其他使用者互動。使用者透過互動以
呈現自我，或表露自我，也藉著互動
建立、發展、延續、或終結人際關係
（如吳姝倩，1996; Myers, 1987; Parks 
& Floyd, 1996）。在行為規範方面，雖
然許多電子聚會在成立之初標榜無規
範、無罰則、來去自如、暢所欲言，
參與者短時間內就會發現，毫無規範
的聚會難以長久，既留不住新人，也
會增加經常使用者的挫折感。久而久
之，網路社群自然產生行為規範，這
與現實社會並無不同。網路社群通常
依據團體目標去建立行為規範，以滿
足團體需求，並提供一個安全的場
所，讓成員安心地互動 (Byam, 1998)。

(二)網路社群的維續
我們針對玉山虛擬航空公司的研

究發現，單純的電子聚會是否能發展
為高認同、高歸屬感的社群，取決於
聚會旨趣是否明確，個人目標是否具
體，是否有固定成員長期投入，以維
持傳播品質。因此，每個社群需要建
立少數、明確且可行的行為規範。成
員透過相互調整，進行社會化的過
程，學習與他人溝通協調，分享經驗
（谷玲玲、張惠蓉，2002）。

除了成員必須完全認同社群的目
標，社群的傳播環境也必須有利於理
性討論與實質互動，人們的付出才會
有實質的回收，人們也因為實質的回
收而持續付出。玉山航空作為一個成
功的網路社群，還在於運用專業知識
與真實事件做為人們進入虛擬飛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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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基礎，使得虛與實之間有絕佳的
聯繫，也使虛與實的界線趨於模糊。

一個網路社群是否能長期經營下
去，取決於幾個條件(Reid, 1998)。第
一是成員的責任感。長期經營的社群
就是靠一群有責任感的參與者熱情、
持續的投入。這些人將原有的人生經
驗、文化特質與社經背景等帶入社
群，從而建立行為規範及社會控制。
第二是人際關係的維續。為了維續人
際關係，成員必須願意改變自己的想
法，必須有能力去體諒別人，也必須
透過溝通協調去處理人際互動。換句
話說，各自表述而沒有互動及協商的
社群將無以為繼。第三是凝聚的機
制，比如資料庫的建立。所有成員都
可以提供資料庫內容，也可以隨時搜
尋所需資料。換句話說，一個成功的
社群必須建立一些機制，使每個成員
作出小貢獻，而非依靠少數人作出大
部分的貢獻。就是這種給予及獲得維
繫社群的發展。

三、結果與討論

由於網路社群的結構、內涵、運
作、維繫等與現實社群共通之處頗
多，二者界線有時並不特別明顯，且
可能相互影響。因此，參與網路社群
除了追求歸屬感，也可能藉此達到現
實社會的某些目標。我們認為，至少
有三個方向值得深入研究。第一，人
際關係是延續網路社群的關鍵，而社
交的動機使人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去
維繫人際關係，社交的動機也增加了
人際關係的延展性。固然有些人只打
算經營網路人際關係，並不希望將之

延伸至現實生活，但是有更多的人因
為見面的想像而努力經營網路關係。

由我們對 Tibetlink 初步的觀察發
現，網路社群固然突破時間與空間的
阻隔，其成員互動的密集程度往往取
決於未來見面的可能性。比如，住在
北美區域的成員，其互動就比區域之
間的互動頻繁。因此，我們認為，未
來的研究可著重觀察人們如何透過參
與網路社群去擴張社交網絡。這種參
與如何影響人際互動，如何建立新的
人際關係，及如何改變人際關係的內
涵？由於 CMC 的傳播環境屬高度分
眾，最容易發展特殊化的人際關係，
比如可以談心的人和提供投資資訊者
可能是兩個完全無交集的人際網絡。
這種特殊化的人際關係如何建構、如
何變化、又如何與真實世界的人際關
係相互扣連？

其次，CMC 去線索、去個人化的
特質，使人們可以在比較平等的地位
上針對特定議題暢所欲言，也為民主
參與提供廣大的想像空間。然而，過
去研究顯示，CMC 對民主參與的貢獻
有限（如 Doctor & Dutton, 1998）。更
甚者，由於人們在網路空間比較不在
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從而鼓勵反社
會行為，比如發表情緒性的言論。

舉例來說，我們分析檢察官改革
協會網站討論版中針對中時晚報搜索
事件的留言發現，大多數人缺乏對議
題的掌握，發言內容流於主觀、情緒
化，且只專心發表個人意見，忽視他
人的觀點。Wilhelm (1999) 的研究也有
類似的發現，亦即線上政治討論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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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的意見交換。不過，退一步言，
現實世界的政治討論也好不到哪兒
去，我們似乎不必對網路民主太早下
結論。正如 Joinson (1998) 所說，網路
空間並非百無禁忌，而是重新定義禁
忌。我們想瞭解的是，CMC 在何種條
件下，有助於參與式民主？什麼樣的
機制有助於議題理性討論與意見實質
交換？

第三，CMC 穿越時空的特性，有
利於興趣相同的人們在網路上快速集
結。這種集結是否有利於人們追求更
高的目標？也就是說，網路社群是否
有助於動員，透過動員達到充權的目
標？舉一個有趣的例子。數年前，交
通大學便當社成員上 BBS 呼籲，在短
短數小時之內在校門口聚集三百個學
生，要求校方改善校內用餐情況。當
時學生若使用傳統壁報或公告欄，便
不會形成如此有效的集結。

有關網路社群是否可以達到充權
的目標，研究著重於弱勢團體對網路
的運用，包括同志團體（如陳錦華，
2001; Nip, 2001），女性團體（如李禮
君，1997），貧民社區（如 Mele, 1999），
偏遠地區（如 Uncapher, 1999）等。我
們希望探究，弱勢團體如何結合網路
與現實社群的運作，以達到現實社群
的目標？該網路社群如何運作？成員
如何互動？如何建構與發展議題？如
何凝聚人氣？如何發展出屬於該網路
社群特有的目標，甚至不必然與現實
社群的目標相符？

網路社群研究使我們不僅瞭解人
們如何在虛擬空間定義自己、定義人

際關係、定義自身與空間的關係，更
使我們體認網路與現實社群可能有的
關聯。截至目前為止，網路社群對現
實社群的影響不大，但其長期效應，
則值得研究者持續的關注。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報告為兩年期計畫的第二年研
究結果，除依原計畫目標，觀察各種
類型網路社群，獲得可觀之研究資
料，可供後續研究參考，本研究更大
膽嘗試以網絡分析來描述虛擬空間的
社交網絡，成功地結合質化與量化方
法來觀察網路社群的人際互動。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網路社群是
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在研究進行的過
程中，我們發現諸如集結、動員、弱
勢充權、電子民主等議題，都是值得
進一步的研究。我們也順理成章地擴
展觀察範圍，看到了網路社群的各種
可能性。在觀察的過程中，我們也看
到網路社群的種種限制，也就是至少
在目前還無法克服的障礙。也因為如
此，我們對網路社群與現實社群的關
聯有更深入的認識。

與預期研究目標相去甚遠的，則
是有關亞卓市的觀察。我們原本計畫
對亞卓市進行為期兩年的觀察，但很
快發現它是另一個大型研究計畫的一
部份，其相關資料也不對外公開，即
使是學術社群中為相異目的的研究也
不例外。由於無法取得相關資料，使
我們無從對亞卓市進行長期且深入的
觀察與評估。特別是評估的部分，該
計畫主持人一再強調亞卓市的實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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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即等於拒絕其他學術社群對亞卓
市進行評估。總之，這部分的研究無
法持續進行，其結果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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