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禮儀與社群規範  



單元簡介  

• 本單元旨在介紹網路世界的禮儀與網路規
範，讓同學能更瞭解網路人際互動中應該
遵守的規則，以及如何在網路社會中作一
個好公民。  



單元目標  

• 網路禮儀 

–能瞭解何謂「網路禮儀」。 

–能舉例說明網路禮儀中，正確的言論禮儀與使
用者禮儀。 

–能瞭解網路禮儀衍生的議題及如何應對。 

–能瞭解網路禮儀的五大精神，並指出符合網路
禮儀的例子。 



單元目標 

• 網路規範 

–能瞭解規範的定義、種類與意義。 

–能瞭解網路規範的定義。 

–能說明為什麼要有網路規範。 

–能瞭解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系統之關係。 

–能瞭解網路特性對規範建立的影響。  

 



單元大綱  

• 網路禮儀與社群規範  

–網路禮儀 

–網路規範 



網路禮儀  



網路禮儀 



案例討論  

• 這3封email出了什麼問題？  

提示： 
•是否在郵件的主旨及內容沒有清楚的表 
  達訊息重點？ 
•是否在郵件內容的文字撰寫及文法上有 
  許多錯誤而有失禮貌？ 
•是否讓收信者不清楚寄信者的身份？  



請假的信件 



繳交作業的信件 



問問題的信件 



何謂網路禮儀  



何謂網路禮儀  

未經學習網路禮儀便匆促跳上網路資訊的高
速公路，這風險就如同到了異國，尚未確認
車道是靠右行或左行時、就冒然開車上路般
的危險。 

 
資料來源：NCSA Education Group(1996)&Elliott(1996); 引自梁朝雲（1997），頁55 



何謂網路禮儀  

 



何謂網路禮儀  

• 網路禮儀的內容就像日常生活禮節一樣繁
多，但其基本原則是相同的－「尊重」。 

–現實生活，懂得尊重，行事為人便不易失禮。 

–網路上也一樣，無論發言、使用、應對互動，
只要秉持尊重的態度，可讓使用者個人與互動
的對方都相當愉快。  



網路言論禮儀  

• 網路是一個開放的空間，而使用者又具有
匿名性特質，在文字使用上應文字簡潔清
楚、盡量少使用語意難辨的注音文。 

• 網路是透過螢幕的溝通環境，「表達清楚
」非常重要。遵守這些基本規範，可以使
表達簡單易懂，不易造成溝通誤會。  



網路言論禮儀  



網路使用者禮儀  

• 建立在「不僅讓自己使用網路方便，也使
他人使用網路自在」的互重基礎上。  



網路使用者禮儀  



網路禮儀衍生的議題  

• 網路論戰 

• 垃圾郵件 

• 網路e語言 



網路論戰（flame）  

• 又稱：網路渲染、網路爭論、網路筆戰。 

• 透過電子郵件或討論版、張貼挑釁或攻擊
言語，引起網路使用者一連串激烈反應。 

• 引起原因：認為其他人不知道自己真實身
分，所以不必害怕其他人對自己的評價，
更不用擔心自己的表現，因此一些使用者
會發出激烈的言論，使網路上的言語衝突
、怒火便經常發生。  



網路論戰（flame） 

• 面對網路論戰，該如何反應呢？ 

 

 

 

–保持冷靜、不捲入論戰的迴圈 

–忽略、不理會挑釁、擾人的字句 

–若對某議題想發表強烈的建議，可舉出合理、
清楚、舉證合於邏輯的理由。 

–具備尊重多元觀點的肚量  

在網路戰火蔓延時，保持一顆平靜的心 

remain cool under fire 

資料來源：Willard（2002），頁39-42。  



垃圾郵件  

• 以巨量廣告信或網路行銷郵件，藉由郵件
伺服器所提供之轉寄服務、免費信箱或者
是利用發信軟體，寄給未經收件者授權同
意之電子郵件地址。 

• 常見如連鎖信、幸運信，或因大量轉寄而
對收件者造成困擾的信件。  



垃圾郵件  

• 面對垃圾郵件的應對措施 

–避免於公開場合中留下個人電子信箱，或是使
用兩個信箱。 

–利用「郵件規則」封鎖或使用過濾軟體，阻擋
不必要之信件。 

–可向ISP單位檢舉垃圾信，例如國內hinet設有
垃圾信檢舉信箱帳號。  



網路e語言  

• 注音文、表情符號等
新奇有趣新興語言。 

• 出現原因：為解決電
子溝通缺乏表情或肢
體輔助的問題，並加
速溝通效率，網友創
造許多屬於網際空間
中特有的輔助媒介。  

資料來源：梁朝雲（1997）  



網路e語言 

• 面對網路e語言，須注意的事項  

–對於網路語言的興起及使用，各方的看法不一
，但目前多數的網路論壇及平台，大多禁止使
用注音文。 

–網路e語言使用的場域，多為非正式的溝通及
文字書寫。若是在正式的文章、電子郵件及溝
通，還是得盡量避免網路e語言的使用。  



網路禮儀的五大精神  



正確  

• 正確的網路禮儀，應使用合宜文字、注意
文法。  



正確 



簡潔 

• 簡潔的網路禮儀，應簡要呈現訊息、適度
使用縮寫加速溝通效率。  

• 如果你是助教，想幫助同學解決問題，你
會喜歡看到下面兩封信中的哪一封呢？  



範例一 



範例二 



清楚 

• 清楚的網路禮儀，應於郵件中簡述主題、
署名，讓人易於辨識。  

• 如果你是老師，你會喜歡看到下面兩封信
中的哪一封呢？  



範例一 



範例二 



安全與隱私 

• 安全隱私的網路禮儀，應具觀眾意識並小
心保守個人秘密。  

• 你如果是這位被詢問的人，你希望你的電
話直接被公佈嗎？  



範例一 



範例二 



友善與尊重 

• 友善尊重的網路禮儀，應適度使用表情符
號表明態度語氣、避免誤會。  

• 這兩個發言哪一個比較符合網路禮儀呢？  



範例一 



範例二 



案例討論  

• 這篇言論是否符合網路禮儀？  

提示： 
•本篇文章當中的文字及文法是否正確？ 
•本篇文章的重點能否用更簡潔的文字來替代？ 
•本篇文章所要傳達的主旨夠清楚嗎 
•未經同意，可以直接公布他人的隱私嗎？ 

•整篇文章是否能給讀者感受到友善及尊重呢？  



案例討論  

• 這篇言論是否符合網路禮儀？  



案例討論  

• 上網批校長 學生觸法網  

–某私立大學校長遭人惡作劇，發出他「蒙主寵
召」的假訃聞，警方追查時出現案外案，發現
該校學生曾上網留言「校長行政獨裁」等批評
文字；校長認為留言嚴重影響他的名譽及校譽
，提出誹謗、妨害名譽告訴，此學生昨天被警
方函送法辦。  



案例討論 

• 批同學沒品 挨告 

–某大學A研究生在網路批評同班同學B「你媽沒
把你教好」、「那來這麼沒品的人」、「白吃
去係係」；B同學憤而提告，警方將A依妨害名
譽罪嫌函辦；A表示，他看不慣對方的行為，
才會罵人。 

提示： 
•網路ID或暱稱是否能完全代表真實生活的人物？ 

•若以暱稱或ID在網路發表言論，是否必須負責？ 



情境劇 -- 「驚爆！！虐狗事件簿 PartΙ」  



想一想  

• 你覺得劇中阿勳、旺仔、小高、小吳出什
麼問題？如果有，你覺得這樣做合理嗎？ 

• 你曾經因為網友的行為或不當行為，而在
網路上論戰嗎？如果沒有，當你看到「沒
良心-火燒小狗」的文章時，會有什麼反
應呢？  



網路規範  

• 網路禮儀為網路規範的一部分  



網路規範  

• 「規範」的相關概念 

–何謂規範 

–規範的種類  

–制定規範的社會單位 

–規範的意義     



何謂規範  



何謂規範 

資料來源：Sociology Central(2006)  



規範的種類 

• 民風習俗  folkways 

• 社會習俗、習慣  mores 

• 法律、法定規範  laws/legal norms 

資料來源：Sociology Central(2006)  



規範的種類 

• 民風習俗包括節慶、儀表，較微弱規範。 

• 處理法律以外事項，目的使社會運作順暢。 

• 在乎行為形式，而非行為本質。 

• 不遵守民風習俗，多半沒有罰則。  



規範的種類 

• 社會習慣是強一點的規範。 

• 社會建構下的道德習慣，界於法律與習俗
、禮儀之間的規範。 

• 要求人們在戒律下自制。 



規範的種類 

• 如不遵守，可能受到口頭譴責、輿論譴責。 

 



規範的種類 

• 法律或法定規範是非常強烈且正式的規範。 

• 明確規範人們行為，也傳達某社群價值觀。 

• 對社會成員來說，法律是最底線的保障。 

• 違犯法律會予遭罰金、監禁或死刑等懲罰。  



規範的種類 

資料來源：Sociology Central(2006)  



制定規範的社會單位 



規範的意義 

• 個人在社會裡的行為，會被外來各式正向
或負向、成文或不成文的規範所約制。  



規範的意義 

• 規範也可能被內化成個人價值體系的一部份
，無須外在獎賞或懲罰，我們也會遵從。  



規範的意義 

• 社會習慣或法律的最高境界，是個體的「
自律」。 

• 自律與自由，是一體兩面；追求個人自由
不能以犧牲別人自由為代價；唯有人人自
律，才能人人都獲得自由。 

• 自律：自我約束。個人或社群如果能接受
、實踐在日常生活中，並養成遵守規範、
自我約束的習慣，才能獲得最大的自由。  



何謂網路規範 （cybernorms） 



何謂網路規範  

• 技術規範 

–例如，網際網路是由一組稱為TCP/IP的通訊協
定所定義的。  



何謂網路規範 

• 技術規範 

–制定網路技術標準相關規範的國際性單位者。 



何謂網路規範 

• 使用規範 

–日常生活使用的網路系統制定的使用規則。  



想一想  

• 網路除技術規範、使用規範外，有沒有社
會規範，也就是網路使用者的行為準則？  



想一想  

• 網路世界裡，使用者互動，需不需要有社
會規範？  



何謂網路規範  

• 社會規範 

–規範是界定個人在社會中合理合法行為的期望
與規則，網路世界既然也是人的社會，自然就
需要規範存在。 



制約網路使用者行為的力量  

資料來源：Lessig著，劉靜怡譯（2002）  



制約網路使用者行為的力量  

• 法律（law） 

–現實社會的實證法律，對侵害法律權的行為施
以「事後」制裁。 

–我國法律裡，與電腦犯罪相關的有   



制約網路使用者行為的力量  

• 社群規範（norm） 

–是網路社群自訂的規則，用來指引、約束使用
者的行為。 

–多數網路使用者認同的習慣法（curstomary 

rules）與網路禮儀（netiquette）。 

–非由國家透過組織化或中央集權化的行為，加
諸在網路使用者身上的限制措施，而是社群成
員之間，加諸在彼此身上的行為規範。  

資料來源：Lessig著，劉靜怡譯（2002）；劉靜怡（1998）  



制約網路使用者行為的力量  

• 市場（market） 

–商業的機制、價格。 

–例如，連線的服務者（如中華電信、台灣固網
、亞太固網、數位聯合電信、和信超媒體）制
訂的網路費用，你可能會因為價格決定每天用
多少時間上網。  

資料來源：Lessig著，劉靜怡譯（2002）  



制約網路使用者行為的力量  

• 程式碼（code） 

–似網路架構（如TCP/IP），也管制網路使用者
的行為。 

–程式碼決定了使用者在網路上能夠和誰溝通、
用什麼方式溝通、可不可以發言、能夠取得哪
些資訊等。 

–修改電腦軟體程式碼，可達到預期的理想規範
效果。   

資料來源：Lessig著，劉靜怡譯（2002）；劉靜怡（1998）  



小結  

• 四種力量都能制約網
路使用者的行為。 

• 四種力量彼此依存。 

• 網路社會規範與資訊
科技的規範功能往往
高過法律。 

• 具體的法律規定，可
以補充網路社會規範
的不足與抽象性。  



網路規範的定義  



網路規範的定義  



網路規範的定義  

• 網路群體規範（group norm）＞社會規範（societal norm）  



為什麼要有網路規範  

• Fernback(1997)用社會學「社會契約」的
概念來說明網路規範。  

 

 

 

• 社會契約讓個體放棄一些個人自由，以換
取社會群體的利益，並保障多數人的自由
與共同利益。  

資料來源：Fernback(1997  



為什麼要有網路規範  

• 在網路社會中，「網路禮儀」或是「有管
理者的討論群」（如BBS站），都是網路
空間中的「社會契約」。 

–例如，BBS站討論版： 

•使用者賦予版主管理、篩選文章的權限： 

刪除與內容無關、有廣告嫌疑、用詞極度不
雅的文章，維護討論版的流暢運行，保障大
部分使用者的權益。 

資料來源：Fernback(1997  



為什麼要有網路規範 

–例如，BBS站討論版： 

•版主沒有言論檢查（censorship）的權力： 

版主不能只刊登具有特定立場的文章，或是刪
掉不合其意見的文章。  

• 網路規範是網路使用者社會契約的一部份。 

• 網路規範要求使用者放棄絕對的個人自由，
才能獲得網路公民自由、保障每位使用者在
網路活動、發言的權利。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之關係  

• 一些現存的社會規範，例如法律，會規範
或影響網路使用者的行為模式。 

–例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可以侵害他人的著
作權，在網路中也不可以。 

 

 

–言論自由是有代價的，在網路上的言論自由也
同樣必須付出代價。   

資料來源：Lessig (1999)  

資料來源：Fernback (1997)  



想一想  

• 規範網路世界使用者的行為，都是採用真
實世界的社會規範嗎？ 

•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有何不同之處，或創
新之處？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之關係  

• 網路規範系統源自傳統的社會規範系統。 

• 網路規範系統逐漸長大成熟，不再只是社
會規範系統的子集合。 

• 網路規範甚至是一個半獨立的系統，與社
會規範系統平行但是有交集的部分。  

資料來源：Mayer(2000)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之關係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之關係  

• 社會規範直接成為網路規範 

–互動是透過網路溝通（communication）形式，所
以許多網路規範都源自於社會傳播規範。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之關係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之關係  

• 社會規範修改成網路規範 

–網路是數位式、書寫式的資訊交換與傳遞，所
以必須修改某些既有的社會規範。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之關係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之關係  

• 網路世界將社會規範屏除在外 

–社會規範可能根本不適用於網路，或用了會讓
網路社群不能運作。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之關係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之關係  

• 新制訂的網路規範，是原先社會規範中沒
有的。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之關係 



想一想  

• 與真實世界相較，網路使用，或網路使用
者有哪些特性，會影響到網路社會規範的
建立？  

提示： 
匿名性：真實世界必須以本人真實面貌呈現，
但在網路中卻可以隱匿身分及真實面貌從事許
多網路行為，這樣的特點可能導致許多人在網
路的使用上，認為從事不當行為與言論不會被
發現，或是不會受到規範。另外也可以從隱私
性、正確性及合理使用性的部分去做思考。  



網路特性對規範建立的影響  

•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間，有些相同，有些
相異。 

• 網路有其特性，讓網路規範的建立受到影
響。 

–例如，對於許多網路使用者而言，網際空間的
匿名性、身份轉換性、高度互動性，有時比真
實世界來的更具平等性、自由性和無規範性。 

資料來源：許統雄（2004）  



網路特性對規範建立的影響 

• 虛擬社群通過某種共識、創設規範： 

–維繫其社群的存在。 

–成為個人從真實社會走向虛擬社群的通路，以
表現出個人人格心態/身份認同的主張。 

資料來源：許統雄（2004）  



網路特性對規範建立的影響  

• 網路的自我規範性與自我監控性 

– self-regulation, self-monitoring 

• 匿名性 

– Anonymity 

• 資訊流通 

– information flow 

資料來源：Major(2000)  



網路的自我規範性與自我監控性  

• 網路發展初期的使用者，本身就具備社群
規範的意識，建立了自我管理的傳統。 

• 後來各式使用者進入網路世界，還是保持
了這種自我規範的傳統。  



網路的自我規範性與自我監控性 

• 網路世界也是一個使用者間可以互相監視
的環境，所以可以發揮部分社會輿論壓力
的規範作用，使網路使用者能夠克制自己
從事負面網路活動的衝動。  



匿名性  

• 日常生活中，我們能以匿名方式做事、發
言的機會不多，更換名字的頻率也不高。 

• 網路是一個高度容忍使用者匿名以展顯自
我、與他人互動的場域。  



想一想  

• 匿名文化建立出來的規範，到底規範的是
名字、還是其擁有者的行為？  



匿名性  

• 一旦名字作了不見容於網路社群的行為，
遭受懲罰，只要換個名字就可以再進來了 

• 如果社群缺乏相關規範，或是不能切實執
行規範，對違規者不能產生阻嚇、懲罰的
作用，將對大部分的使用者不公平，如此
的社群規範力量是薄弱且相當不穩的。  



資訊流通  



資訊流通 



網路規範對網路公民的意義與啟示  

• 1.使用網路必受到各種規範約束 

• 2.公民或網路公民都應遵守規範 

• 3.體察規範的不同適用情境 

• 4.個人與社會應發揮「自律」精神 

• 5.網路公民應參與建立網路規則 

• 6.社群應發展監督與制裁體系 



網路規範對網路公民的意義與啟示  

• 使用網路必受到各種規範約束。 

• 現實社會的社群，與網路世界所形成的社
群，各有各的規範。 

–國家法律：「妨害名譽罪」、「妨害風化罪」 

– TANet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使用者不得散佈
詐欺訊息」 

– BBS版：「不可寫注音文、不可灌水」 

• 網路不是「化外之地」；網路使用者的行
為，會受到各式各樣的規範約束。  



網路規範對網路公民的意義與啟示  

• 公民或網路公民都應遵守規範。 

–網路使用者在現實社會中是公民，在網路社會
中是網路公民，皆應遵守不同社會、社群的規
範，才能讓此社會、社群不至分崩離析、甚至
集體墮落到相互毀滅的地步。 



網路規範對網路公民的意義與啟示  

• 體察社會規範與網路規範的適用情境 

–網路社會的社群與現實社會的社群，各有各的
規範，有些相同、有些不同。 

–個人應體察這些不同處，並分清楚適用情境。 



網路規範對網路公民的意義與啟示  

• 個人與社會應發揮「自律」精神 

–網路社群與網路公民，應把規範內化為自身價
值體系的一部份，養成自律的習慣，時時自我
約束。  



網路規範對網路公民的意義與啟示  

• 網路公民應參與建立網路規則 

–網路公民有義務與責任參與網路規則建立，修
正不適當規範，維護公眾利益（public good）。 



網路規範對網路公民的意義與啟示  

• 社群應發展監督與制裁體系 

–有社群規範，也應成立長期監督社群成員行為
的體系，並發展完備的制裁體系。 

–制裁破壞規則者，也確保所有成員行為得宜。 

–由社群成員執行監督與制裁 



情境劇 -- 「驚爆！！虐狗事件簿 Part II」  

 



想一想  

• 如果同樣遇到此問題，你會如何解決呢？ 

• 如果你是某一個版的版主，請利用這門課
所學，你會如何制定相關規範呢？  

提示： 
舉例來說，如果身為網路社群當中一個版的版
主，那可能可以針對該版的性質，從社會規範、
使用者自律及法律規章等三方面去訂出最適合
該版的版規…。  



結語  



結語  

• 網路禮儀要義在於
「尊重」，有五大
精神 

–正確 

–簡潔   

–清楚 

–安全與隱私 

–友善與尊重 

 

• 網路禮儀相關議題 

–網路論戰 

–垃圾郵件 

–網路e語言 



結語 

• 規範網路使用者的四種力量  



結語 

• 網路規範與社會規範的演變關係 

 

 

 

 

• 網路特性 

–自我規範、匿名性、資訊流通性 

–對網路規範的建立有其影響性   



結語 

• 現實社會與網路社會的規範大部分都相同
，但也有些不同。 

• 要維繫網路社會的生存發展，必須要有一
些外在及自我的規範。 

• 要使網路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能有一個
安全與安心的使用環境，我們除了要發揮
「自律」的精神，還要有參與制訂、監督
與執行規範的行動。  



課後作業  

• 找尋、閱讀TANet使用規範，以及各校的
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試著說明其內容規範
了什麼？哪些是不可從事的行為？你覺得
這規範合理嗎？你支持嗎？ 

• 找一個自己常用的網路應用（如購物網站
、BBS站、線上遊戲等），閱讀其使用者
規範，並發表心得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