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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大家都知道，NII  是國家的資訊基礎建設。從工程角度來看，它涉及龐大

的電信工程，所以許多人認為它是國家電信基礎再造的工程；它也涉及許多電

腦方面的應用，於是，也有許多人視之為國家的基礎資訊工程。然而，這些看

法都不究竟，不澈底。從工程和科學的立埸來說，上面所說的看法並沒有什麼

不對。科技人員的任務，就是要做這些工程建設。可是，從人文、社會的角度

來看，就必須要問：NII對我們社會的民生、經濟、國防……有什麼用處？從社

會整體角度的觀察，則工程人員視為目標的「電信基礎再造工程」和「基礎的

資訊工程」，就只是工具、手段而已；真正 NII 的目的，是要利用這些工具、

手段來改善現有的溝通環境和溝通方法。 

此所謂的溝通（communication ）是廣義的，包括個人、團體、機關組織、

以及機器系統等等之間，彼此意見的表達、交換和資訊共享等情事。是故，本

文所指之溝通是文化的構成基礎之一，許多學門，像是教育、大眾傳播、語言

學、認知科學等等，都是基於溝通的行為而得以成立，而人際關係，社會組織

亦賴以建立。由此觀之，NII 的目的，就是要使整個社會能做到知識或資訊的充

份共享及利用。在理想中，無論在何時何地，每個人都可以透過 NII 的服務，

及時取得所想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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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古以來，並沒有把知識當做商品對待。最近幾年才被逼著整頓智慧

財產權的問題。翻開國外的歷史來看，自從文藝復興以來，知識一直被認為不

是商品，這種情形在學術界尤為明顯。學術自由的精義也正在此。 

然而在現實的世界裡，知識的獲取還是要付出代價的。這是因為，以往的

知識傳播仰賴物質。像出版一本書籍，得經由排版和印製的過程，成書之後就

成為物質般的商品，有儲存、運輸、銷售等等傳統經濟上的問題。是故，凡涉

及物質，便使整個知識的傳播，受經濟法則的約制而涉及有價值的商品和商業

行為了。然而，知識本身並不是可以做商品的。 

現在的技術，已經能使電子成為知識的的載體。電子載體可以取代紙張、

塑材、畫布、舞台等等媒介。如此一來，也就使得知識的傳播脫離了對一般物

質的依賴，電子媒體承載的知識變成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換言之，

即消除了大量生產或複製的問題。如果再有廉價的資訊高速網路，載著他無所

不至，那麼，就更進一步沒有運輸和分配的問題了。 

處此情境，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智慧來善用此一資源：能夠解除不必要的人

為障礙，而使得人類累積的知識得以電子方式，充份平等地由有民眾共享的

話，那麼，人們將步入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所以，有人說 NII 是一個社會的

改造，而不僅僅是電信或電腦的工程建設而已。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NII  所建設的是一項龐大的公共設施 (public utility) 。

它是全民共享的，像：道路、橋樑、水電、電信、學校……等一樣。這些我們

習以為常的公共設施，大多數是物質性質的，所以我們習慣於用經濟的角度來

管理它們。在 NII 的建設中，當然也有物質的成份，經濟角度的管理仍是不可

缺少的。可是，在 NII 中也有「非物質」成份的電子資訊，我們就不能一視同

仁地把它也當作物質來管理了。試想：在物質世界裡，把一棟房子送給別人，

你就少了一棟房子，如果說送別人一棟房子而你並沒有因而損失一棟房子的

話，你會如何對待你的房地產呢？因此，用管理房地產的舊方法來管理電子資

訊是明顯的錯誤；同理可知，在 NII 中的資訊公共設施則需要新觀念、新方法

來規劃、建設、管理、和做好服務工作。這就是本文撰述的主要動機。 

資訊性質的公設施並不是個新觀念，反之，它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東西。使

用得最久，應用面最廣的資訊公共設施就是夏曆（又名農曆）。夏曆告訴民眾

廿四節氣，使耕稼以時；告訴民眾作息祭祀的日子，使生活有律。它到今天還

沿用著。像這樣照顧人民食、衣、住、行、育、樂的資訊系統，歷來並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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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夏曆、電腦和電信網路有什麼關係呢？夏曆只是一種「資訊」而

已。夏曆的例子說明了，「資訊」才是 NII  中最最重要的角色：只要有資訊即

使沒有電腦、電信網路，也可以發展公共資訊設施的。電腦只是處理資訊的利

器，電信網路只是傳送資訊的工具罷了，如果沒有資訊，那麼，再好的電腦和

電信綱路也是枉然。 

當然，在現代化的社會裡，電腦和電信綱路還是非要不可，因為處理電子

媒體承載的資訊或知識，還是要靠它們。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資訊、電腦設施

和電信綱路三者是 NII 的三大基本要件。有了這些基礎，我們才可能建構新的

溝通環境，並建立相關的制度，提供服務，以達到前述的理想。同樣的，資訊

公共設施也如是。在本研究中，我們把對公共資訊系統和公共資訊的探討放在

第一部份，將對公共資訊系統涉及的電腦設施和電信綱路放在第二部份中。 

其實，我們社會中現有的資訊公共設施並不少。譬如：教育系統、大眾傳

播系統以及所有政府的辦公室等等都是，因為它們的工作都是在為全國百姓處

理資訊。也許，有許多人不習這樣的觀念和說法，這是因為我國一直沒有採用

聯合國對職業四大分類的緣故（我們還停留在舊的職業三大類的分法），以致

於對資訊的認知，沒有跟上世界的潮流。在我們的職業分類中，只有農業、製

造業、和服務業，獨缺資訊業（國內將資訊業定義為電腦業，因而造成兩難之

境）。例如，在1992年，美國資訊業人口即已超過全部就業人口的一半，成為

第一大職業，就是依上述四大職業的分類法。而1994年的統計更達百分之六

十。這個訊息對不明究裡的人，是無法想像的。 

這種廣義的資訊概念由來已久，最早可朔及至1962年 Fritz Machlup 的著作

《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 》。 

Machlup 認為知識和資訊是一體的兩面，而知識或資訊終將成為工業社會中經

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比物質、能源等等還重要。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則資

訊也有產生、製造、分配、消費等行為，但是它們和物資的經濟行為並不完全

相同。他認為教育系統（包括研究）是最大的知識製造工廠，圖書館是知識的

水庫，大眾傳播是知識的分配和消費之大者。這種觀念被  Daniel  Bell 繼承發

揚，而有1976年《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風靡一時，此為「資訊社會」一詞

的濫觴。次年，Marc Uri Porat 在美國商業部的贊助下完成了資訊經濟

( Infomation Economy)的研究、規劃、和調查。從此，資訊或知識對全國經濟的

影響明朗了，美國亦由之有了經濟觀的全國資訊政策（不是只重電腦的政

策）。這些以及後繼的研究，使人們逐漸明白電子資訊不同於物質的性質，資

訊或知識的生產、消費、和分配在許多情境下是一體完成的。換句話說，使用

資訊經常就是在製造和分配資訊，在 NII 的環境下，此情況將尤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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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將承繼這樣廣義資訊概念作基楚，來探討公共資訊系統的問題。

然而，由於資訊的應用涉及社會上的每一種行業，在本研究中無法全然論及，

所以本研究的範疇將作下述之規約： 

一、本研究將主要從圖書與資訊科學、資訊管理及社會學等三個領域為主，來

研究公共資訊統涉及的問題。選這三個領域的主要理由是由於近來此三領

域對於公共資訊系統的研究較其他領域為多的緣故。 

二、對於一些既有的大型公共資訊系統，如教育系統、大眾傳播系統……等

等，在本研究中也將它們屏除門外。這是因為，這些系統早已行之有年，

而且已經發展出自已的模式，當然，也有其獨特的問題。不討論它們並不

是因為他們在 NII 中不重要，反而是因為它們在  NII 中的重要性是首屈一

指的。我們以為像這些領域中的問題有其獨特性，單獨解決較妥。是故在

本研究中除涉及共同性的問題稍有指涉外，均不談這些領域中的問題。從

另一角度說，本研究對公共資訊系統一般性問題的探討，反而可以值得作

為改善這些領域的參考。 

以下，我們將先從傳播的角度綜覽電子文件的基本性質，以作為下文討論

的基礎。其次將從圖書與資訊科學的角度來界定公共資訊（ Public 

Information）；從資訊管理領域來談公共資訊系統；從社會學角度來看資訊公

共設施（Information Public Utilities）。之後，我們將用這些文獻分析的結果，

我國公共資訊系統的問題作剖析及建議。 

貳、電子文件的威力 

為了述說的方便，我們權且將國家資訊基本建設（NII）開始發展以後的時

代，稱為新資訊時代。在技術層面上，它的主要特徵是：數位化電子媒介的興

起、電腦網路的普及、多媒體和虛擬實境技術的廣泛使用、和種種文件處理技

術的蓬勃發展和應用。在這些新科技和國家政策的驅使下，社會面臨空前的重

大變革。我們姑且稱這個嶄新的時代為新資訊時代吧。 

如果在新資訊時代來臨時，我們的生活、工作、休閑都沒有什麼改變，那

麼我們就不必作任何調適。所以，當我們談論如何迎接新資訊時代的來臨時，

社會形態未來可能的變遷，就成為必須探究的前題。要探討社會形態的變遷，

必先究其變因。我們先在本章討論此變因，而下章中，將述及社會未來可能之

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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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與媒介 
人類有「致知」的能力。我們古代論及認知問題時，常稱人為「能知」，

即基於此。古人亦把人所知道的所有事務稱為「所知」。從今日看來，「所

知」就是指「知識」，而其範疇與近代對知識所立的種種定義比較，是最廣泛

的，頗適合本文引用作為討論的依據。所以，本文中凡指知識，即泛指人類之

「所知」。 

人類之「所知」或知識，總要憑借能被察覺的物質形式表達出來，才能供

人們辨識、溝通、保存、和作種種利用。所以，自古以來，知識的表達是依賴

物質的，也受限於這些物質的性質和所發展出來的表達技術。為了討論方便，

讓我們用「媒介」一詞來指這種表達知識用的物質以及相關的技術。從人類文

明發展的歷史觀察，媒介之於知識表達的影響非常大，凡是出現一種新媒介

時，必定引起知識傳播方式的改變，進而引發組織和社會的變革，而產生新的

文明。木簡、石碑、紙、印刷術等等是眾所周知古代的例子，而近代化學感光

物質的利用，引發了攝影、電影、刻版印刷、微縮影卷冊、甚至促成微電子技

術積體電路（如：記憶晶片和微處理機）的發明等，這樣一連串的效應更是佳

例。同理，廣播、電視、錄音、錄影等和電腦處理資訊的種種，系統亦莫不源

於其特殊媒介之發明。 

縱觀自古至今這些所用過的媒介，除了電子媒介以外，都是以消耗或破壞

物質本身的方式來表達知識。因此，不僅要耗用物質，更要用去不少資源來達

到目的。如果用以製成承載知識的產品的話，便會受制於這種媒介的物理性

質，而有生產、儲存、運輸、分配等經濟上的問題。在使用時，除要注意保養

維護以外，還要面臨折舊、損耗、腐壞、甚至於遺失、盜取、水火災害等種種

問題。因此，歷來知識傳播的代價都十分昂貴，並且受經濟法則的約束而無法

擺脫商品化的箝制。是故雖有孔老夫子「有教無類」的氣度，雖然有「人類累

積的知識應由全人類共同享用」的人權理想，但是在現實中是做不到的。所

幸，電子媒介的出現使得這種情況全然出現了轉機。 

二、電子媒介 

電子媒介利用帶電的粒子、電波、電磁材料、光電材料等的能量變化，或

是能量平衡的狀態來表達知識。因此，電子媒介在表達知識時只耗用少量的能

(energy)而無物質損耗。通常，電能是最方便使用的能源，而且電能也能夠輕易

地轉化為聲、光、熱等不同形式的能。於是，以電能表達的信息也就能夠方便

地轉化為各種可見、可聽的形式，來滿足各種應用的需求。再者，能的消耗常

常是可以補充，且能夠使物質回復到原來狀態。所以電子媒介有許多獨特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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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是前述的物質媒介難以企及的。例如：在儲存知識時，它可以把已存

的洗去再存入新的。這種能重複使用的性質，大大降低了生產和使用的成本，

也紓解了成品庫存和典藏的經濟壓力。尤有甚者，當再利用數位化技術，即把

所有要表達的知識都用0和1的字串來表達時，所費更低，幾乎到了不需花錢的

地步，而處理知識的能力卻反而大增。這些性質正顯示出各種電子版本盜版猖

狂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當數位化技術廣泛應用之後，在電子媒介領域內，又引發了一次

技術革命。在數位化之前，各種電子媒介依然受其技術規格的限制，有其適用

的範疇而無法彼此相互為用。例如：在廣播方面，調頻和調幅的規格不同，即

表達知識的形式互異，因而不能相容。錄影時，VHS和 Beta也是如此。再說，

一但技術規格決定了，機器做好了，要追加或改變功能更是不可能。像是廣播

就不便傳送畫面，電視只作單向溝通等，這些限制若要變更，不是技術做不

到，而是在現有的機器上無法更改。於是，我們須要擁有各式各樣的機器，分

別作不同的用途。然而，數位化技術的發展日趨成熟後，幾乎沒有一種傳統的

媒介不能轉變為數位式的電子形態，因此，它變成一種適用於任何形式來表達

知識的媒介。是故，它是匯集知識的能手。目前的多媒體、超媒體，即利用數

位媒介把傳統各種語言文字、聲音影像、圖繪電影等媒介所表達的知識作整

合、綜合的處理。 

三、數位資訊 

這種媒介整合的結果，帶來一項難以估算的利益，那就是可以用統一的工

具－－電腦，來做一切數位化知識的儲存、處理、和通信的工作。電腦處理資

訊的本事是不需在此贅述了。要強調的是，它的可程式規劃的性質，提供了增

改功能時只須更改軟體程式的彈性，徹底地清除了上述的限制。這是在應用上

能發展出共同相容的設施，和真正做到不分機種的資訊共享的主要功臣。 

談到這裡，也許有人會追問：此所謂的「資訊」之於前文所謂的「知識」

有什麼不同？簡單地說，資訊就是知識在媒介上呈現的形式。知識是抽象的，

無形無狀。當它借由媒介呈現時，是一種形式(form)，而這種形式即資訊。所

以，資訊並不完全等於知識，它是知識在媒介上的投影，它承載著知識。電腦

是處理形式的高手，它不能直接處理抽象的知識；它必須透過數位化電子媒介

所表達的知識形式－－即數位資訊，來處理知識。也就是說，電腦只可以經由

處理形式的手段，來間接處理知識的內容（content）。以上這段說明也許嫌瑣

碎了些，其重點在於讓大家明白：電腦幾乎可以處理所有的知識，只要知識能

用數位形式忠實地表達。正因如此，電腦帶給數位電子媒介無窮的威力和無盡

的發展潛力，幾乎令人們常以為，所能想像到的總有一天都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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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如果沒有數位電子媒介這麼大的威力，不可能有NII這樣的計劃，

也就沒有新資訊時代的來臨。數位電子媒介的性質像是基因，由此基因而演繹

出無窮無盡的利用。當我們面對新資訊時代時，了解數位電子媒介的性質，正

是掌握了整個發展的源頭。在此，且簡列數位資訊(digital information)的主要性

質如下，作為討論至此的整理。 

 (一)、是取用不竭的資源。它只有開發的成本，而幾無複製（即生產）的成本，且不會損耗、

折舊等。 

 (二)、如果NII的國家資訊高速網路能夠順利完成，那麼數位資訊就可以瞬息傳至任何角落，

幾乎不要花錢。從經濟角度來說，運輸和分配銷售的問題消失了。 

 (三）、易於匯集作集中處理。任何傳統媒介都能轉換為數位電子媒介，而電腦的儲存量幾無

限制，既省錢又極省空間，因此，電腦能很容易匯集大量數位資訊一起處理。 

數位資訊的匯集意味著知識的匯集。不僅可匯集不同媒介上的知識，不同

領域、不同時空、不同語言文字、不同文化社會背景者等皆可匯集。電腦對匯

集後的知識不僅可提供互相參照和鉤稽比對的服務，更可進一步提供了無窮盡

的處理功能。此外知識的匯集必定會產生新的知識，由此而更豐富了匯集的內

容、增加了知識蘊藏的創造力和利用潛力。這對於社會和文化的影響極大。一

旦像這樣匯集的文化系統形成了，它就會變成活的：匯集使典藏更豐富，因而

更促進了典藏的應用，由應用而又產生更新的知識，因而更豐富了典藏。因

此，這樣的系統會持續累積成長，用得越多長得越快，以致於生生不息，活出

嶄新的現代風貌。 

以上所談的這些基本性質，似乎都著眼於知識表達的工程層次，好像和溝通

的內容無關。其實不然，這些性質對溝通的內容和溝通的效果的影響是既深且

遠。為說明這個道理，讓我們摘引韋佛 (W. Weaver) 當年評述夏農(C. Shannon) 的

通信理論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的大意來印證此觀點：「雖然

夏農的理論自資料傳輸的工程層面導出，並且導出的過程和傳播的內容無關，但

是 這 種 關 係 的 反 向 並 不 真 。 傳 播 的 語 意 層 面 和 效 用 層 面 實 深 深 

受此工程層面理論的影響。因此，夏農的理論應該列為基本的傳播理論之一。」 

其實，工程界能決定的只是資料傳輸的形式或知識表達的形式，而無涉於

溝通的內容。但是，從溝通的角度觀察，溝通的內容卻必須套在工程界提供的

形式之中。於是，這些形式的性質、功能、和屬性等，就必定會深深地影響到

溝通的內容以及溝通的效果。是故數位電子媒介的特性雖導自工程層面，然而

它對未來溝通的系統、溝通的內容以及溝通的效果，實在有深遠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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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文件 

自從超文件（hyper test）技術和多媒體（multi-media）技術迅速發展以

來，電腦才真正跨越了媒介技術的障礙，而有能力處理我們平時慣用的圖、

文、表、式雜陳的文件形式。更由於前述電腦和數位化電子媒介的特質，以超

文件和多媒體技術所呈現的電子文件，其功能性質皆超越以紙為媒介的傳統文

件。是故如今的電子文件亦有超媒體之稱。 

可以預見的，以後電腦在處理資訊時，將會配合人的工作習慣，以超文件

和多媒體技術呈現的電子文件為主。為便於稱呼，本文以下凡有電子文件時皆

指以超文件和多媒體技術所呈現的文件。基於上述之討論，電子文件當然是數

位化電子媒介的產物，也是為了配合人的使用所調整形式後的數位資訊。是

故，電子文件因襲了所有前述的媒介性質，而電腦處理電子文件的工作內容，

亦將含蓋以往的資料處理、資訊處理以及人工智慧所發展出的知識處理等所有

領域，以虛擬文件的方式充份模擬並取代目前的所有紙上文件作業。 

至此，我們的討論已從數位化電子媒介的基礎表達方式，延申到電腦或機

器中共同表達的數位資訊形式，進而到為人所用的介面形式的電子文件。當討

論電子文件時，是以應用為導向的。凡涉及應用，即有價值的考量，是故電子

文件之特性固然是秉承數位化電子媒介的基因，但其性質則較偏向實務而多樣

化。茲將電子文件的性質分述如下： 

（一）無所不在（ubiquitous） 

人類的文明是自有溝通而產生，是故，凡有人類文明的地方，皆有資訊。

如果用電腦來處理這些資訊，如前所述，便使得電子文件伴隨文明之所至而無

處不在。換而言之，電子文件的處理技術是任何一個人和任何一種行業都需要

的。因此，電子文件的應用將遍及社會各角落。 

（二）突破傳統的時空障礙 

電子文件是以電子或電波的速度在處理、傳輪。因此，它在處理或傳輸的

反應時間上，比傳統的方式快了非常多。且由於NII欲建構的高速綱路將無所不

至，空間的障礙也小了非常多。這些表徵，已經顯示出電子文件突破時空障礙

的驚人威力。 

如果我們再深入看看，電子文件帶來時空關係的改變將不止前述者。例

如：電子文件可以「看到未來」。通常，一篇文件只會引述以前相關的文獻，

這是看到過去。然而，經電腦整理以後的資料，卻可參考到在此文件發表了以

後相關的文件，如後續報導、評述、或回覆的文件之類的。這可不是看到未來

嗎？其實，在電腦中的時空，已不是我們生活上的時空。電子文件之於傳統文

件，亦有這種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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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於時空障礙的消解，文件不再是靜態的，它可以在綱路上以「動

態」的方式呈現。例如：網路上的雜誌不一定是全部編輯完的，只要一部份文

章定了稿，讀者就已經可以先睹為快。網路上的新聞也有隨到隨登的。又如，

公文亦可同時會簽辦理，不必像傳統的循序處理，而在簽辦的過程中，相關人

員立刻可以知道時下的進度和情況如何。不必等到完全辦完後才能知曉。 

此外，電腦的儲存能力和目前文件的紙張版面比起來，是大得太多了而幾

乎可認為是沒有容量限制的。於是，版面容量的限制沒有了。螢幕上呈現的版

面比紙面上的也會簡單得多。 

一般而言，電子文件將構成一個幾無時空障礙的虛擬時空，如果輔以虛擬

實境（virture reality）技術，則構成一個如太虛幻境的實境影像，而這個影像將

和我們生活的時空交織成為新資訊時代人們所生活的時空。 

例如，文件上了網路之後，是和網路上許多其他的資訊共同匯集在一起，

可同時呈現的。這兒所指的其他資訊極可能將會應有盡有，盡攝古今中外所有

重要的文獻。試看Internet 上已有多少文獻，即知此言不虛。這浩大的資訊給文

件提供了極強有力的背景支援。它將可能會改變文件撰寫的章法，可以不必多

費筆墨於背景之陳述，也許文件中會加些指標或按鈕，以導閱（navigation）的

方式即可在背景資訊中提供極完整且深入的相關知識，而讀者想知道多少，便

可知道多少。這兒我們說「知道」的意思是，讀者想看也可以，想聽也可以，

這是因為拫據預測，以後絕大多數的電腦都具有多媒體功能的緣故。 

在上述的閱聽環境下，虛擬實境的技術不僅提供了圖文並茂的使用介面，

更重要的是大大地加強了分析和呈現相關知識的服務。比方說，一則醫藥報導

可能導閱出人體內航行的動畫，或依閱聽人的選擇，呈現器官病變過程各種不

同角度的立體剖面圖等。 

此外，我們也可以把同一主題，許多不同來源的報導匯集起來，彼此相互

參照比較著閱讀；也可以對一則事件自始至終所有的報導完整地觀察。這些閱

讀方式不僅可獲得更詳細正確的消息，更可以容易地辨別文件的品質。 

對使用者而言，文件的閱讀方式將不再限於線性，即一個文件從頭到尾依

次閱讀，而是可以在許多文件間片斷地、跳躍式的閱讀。這種超文件或超媒件

的閱讀方式，不僅改變閱讀的習慣，也將會改變寫作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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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源中的資源 

如果我們把資訊或電子文件視作一種社會資源，那麼，它不僅是如前所述

取用不竭的資源，還是管理一切其他資源的資源。換句話說，資訊或是電子文

件是可用以取代任何其他資源的。譬如，我們利用電子文件以節省時間，那麼

它就等於替代了時間這個資源。又如，視訊會議替開會的人省了飛機票，那麼

它就替代了燃油和飛行器，以及相關的所有服務（也是資源）。 

依據上述的討論，電子文件是極其重要的管理利器，它可以使新資訊時代

充份利用世上的資源，也充份節約世上的資源，真正能夠接近「物盡其用」的

理想。如此一來，不僅世界的資源可以獲得延長使用的壽命，在生態保育、環

境保育上，電子文件亦有其絕對的重要性。 

更由於電子文件幾乎是所有知識的載體，所以用電腦或其他設備來處理它

時，就等於用機器在駕馭知識！這是新資訊時代重要的特色：我們將可用機器

協助來充份駕馭知識。是故，以後不僅知識可透過電子形式充份共享，並且我

們將掌握處理知識的利器，充份駕馭知識的開拓和應用。 

（四）提供新的工作與合作的環境 

在綱路上發展協力（co-laboration）的工作環境已有數年，且已有小成。在

家上班、遠距上班，虛擬鄰居（virture neighborhood），虛擬社群（virture 

community）等，都是突破現有時空障礙而導出的新工作環境和新的合作、協力

倫理的實踐。以下，讓我們以大眾傳播媒體作為例子，來看看可能的變革。 

文件上了網路，就沒有生產、儲存、運輸、和銷售（分配）等問題。因為

使用者的取用就是生產，就是供需的匹配（分配）；資料庫就是倉庫；而網路

更是所有文件共同使用的運輸網和銷售網。這麼說來，電子書或媒體的經營不

是比現在方便太多了嗎？的確是這樣子的，現在 Internet 電腦網路上花樣百出的

文件檔案，就已露出的徵兆。所以，辦個媒體或從事出版業，再也不是財團才

可以玩的遊戲。以後網路上媒體的增加和競爭群雄並起，是意料中的事。 

處此情境，地區性、專業性、或機構的媒體將會大量湧現，而且撰稿者也

很可能不是專業的記者，而是當事人或從業人員。有些社會學者曾預測，當電

子媒體普遍化之後，很多資訊的使用者就是資訊的創作者(creator)和散播者。這

是因為使用資訊時，經常便會產生新的資訊，並且本身就同時做了散播資訊的

事情。果真如此，資訊或報導的品質會不會產生變化呢？由誰監控品質呢？這

都是未來要面臨的問題。也許以後會有專門追蹤和報導媒體信譽與品質為主的

報導，來為讀者服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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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群雄並起後，政府機關可以不必仰賴媒體，而直接在網路上立刻公

佈消息。再者，以往不易流傳的文件，像是政府的公報，上網路後立刻天下皆

知，也就不必靠媒體輾轉報導了。不僅政府機關可如此，私人企業亦然。那

麼，媒體在網路上將會被削擠成什麼樣子？也許以後評論和分析等知性的報導

會成為重心吧，也許像人物專訪之類報導會多些吧。未來有太多也許！ 

在這種變革下，閱聽人的行為亦勢必隨之而變，無論在心態、認知行為、

及詮釋解讀等方面，均將受到影響。例如，如果在操作、擷取、檢索、解讀方

面有任何問題，立刻可以在網路上求助，總有素不相識的好心人，能立刻幫你

解決問題；又如閱聽後如果有後繼的行動，像是發表意見或是購物，亦可能直

接在網路上直接完成。這表示「知」和「行」將在網路環境下一齊完成。 

參、公共資訊系統的實踐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opin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Article 19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上面摘錄的，是聯合國人權宣言第十九條的文字，即言論自由的條文。在

此條文中，列明了「尋取、接收、和傳告資訊的權利」是基本的人權。換言

之，人要活得有尊嚴，就應該擁有某種程度享用資訊的權利，以維持基本水準

的生活。在日益複雜、變遷迅速的現代社會中，這項基本人權就顯得更為需

要。在本研究中，公共資訊的定義即據此而立。 

公共資訊應該是沒有智慧財產權的，或者其產權是屬於全國人民共有的，

應任由國民充份共享，通常是不收費的。如果在運作上需要收費，也應該考慮

公平的原則，要低廉到人人付得起，以免造成享用資訊時貧富的歧視。 

公共資訊的內容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變遷、基本生活水準的提

升、甚至於社區、族群的發展，將有更易。然而，其立論的基本精神和執行的

原則，則是不變的，一如人權宣言。 

不可諱言，西方先進國家公共資訊系統的建樹比我們完善，對民眾生活的

照顧也比我們周延。在這種環境下，發展國家資訊基礎建設的基礎就比我們的

穩固，因而發展的政策和策略的考量，也就和我們不太一樣。目前，我們並沒

有公共資訊項目的清單，本研究也不會試著來訂這清單。本研究的目的在嚐試

著研討我國資訊基礎建設中，建立公共資訊系統的問題。是故，本章將以公共

資訊這個主題為軸心，來探討一下公共資訊和社會互動的關係，以作為日後訂

定相閱政策和策略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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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時代的脈動 

從資訊的生態上說，有了新的資訊服務，像政府資訊的公開、電子雜誌、

第四台、新聞資料庫之類的，一定會改變些人們生活和做事的方式。於是，新

的價值觀逐漸在社會上形成，並因而影響到管理者的決策。決策的改變將引起

組織或社會生態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將創造新的資訊需求，進而誘發更新的資

訊服務。至此，又回到起點形成了資訊之於社會變遷的生態循環。在這個環

裏，如果新的資訊服務項目對生活或做事的重要性減少到幾可忽略的地步，那

麼這個系統就可說是到了一種平衡穩定的狀態。在此狀態下，社會的變革趨於

平緩，而資訊的服務水準，也達到令百姓生活和做事都滿意的程度。這是資訊

時代的一個理想。在老百姓生活和做事都不缺什麼資訊時，這樣的社會可稱之

為「充份告知的社會」(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一般認為，充份告知的社會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希望做得到。對於一個

由較封閉而轉向開放的社會來說，一旦打開了資訊公開這扇門而進入上述的資

訊生態循環裡，社會持續地變革是可預期的。若政府有意以政策推動，那麼社

會變革之大之快，將會史無前例。目前，我們國家似乎正處於這種狀態。處此

情景，溝通環境的改變和社會的改變之間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關係將更凸出

而明顯。 

未來社會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相信有許多人對此極欲知道。可是，有誰

能看得透未來呢？也許較正確的態度不是問未來的社會是什麼樣子，而是切實

地去思考我們希望有什麼樣子的未來社會。境由心造，有理想、有希望，才有

可能實現。可是，現在有誰在做這些思考？有誰在為未來的社會畫一張藍圖？ 

回到現實的主題吧。目前，從政者、從業者以及一般民眾最重要的事，莫

過於建立起面對急速變革的心理準備，而這個變革將是全面性的，社會上任何

事情都有改變的可能。這個我們生存的社會，早已不是靜態的了。想想過去三

十年間處理資訊的電子新設備是怎麼增加的。三十年前，只有電話、電報、廣

播和電視而已。這三十年電腦的花樣百出不說，只電話一項就有主機、分機，

接答錄機、傳真機、調變器(modem)，又有無線電話、大哥大、二哥大，還有

遙控家電、自動報警、會議電話、話中插播、自動轉號、自動播號、禁聲等種

種功能，此外，影像電話、整體數位網路（ISDN）……說不完的新招。過去三

十年的變化，已有時令人難以適應，而今NII的火車頭會把社會的變化推得更

快。政府和業界是改善溝通環境的主導者，在這變局中首當其衝，其變革之速

是可預期的。在這樣的大環境、大前題下，對民眾的影響亦不言可知。民眾亦

首應有應付變局的警覺，才不致於在這變革的洪流中失去心身、生活、事業上

的平衡，而能獲得較佳的適應。以下，讓我們瀏覽一下與NII相關的社會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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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存關係的改變 

開放的多元社會本來就比封閉的社會複雜。社會多元開放，各機構或社群

依存的關係就隨著資訊的流向而建立起一個複雜的依存網。現在，資訊的典藏

（儲存）、處理、和流通（通信）的環境改變了，數位化電子媒體提供了一個

統一的環境：同樣的知識表達媒介，相容的處理設備，並且架設在同一個網路

上。這改變雖然是在工程層面發生的，但是如前所述，它是基因，凡是用到資

訊的地方都會輾轉地受到影響。而這個影響的主角，就是改變了機構或社群間

的依存關係，也改變了個人的社會依存關係。 

比方說，編輯和排版軟體的流行，使得許多機構和打字行的關係疏離了，

這是分。又如，圖書館如今也做起大眾傳播和教育的事情：美國的圖書館政策

在NII的影響下，已經宣告圖書館要從事學術新聞和社區新聞（對社區圖書館而

言）的傳播工作，以及成人教育和社區教育的工作，這是合；它使得圖書館、

傳播媒體、和教育機構的關係更密切，功能更重複，而呈現出整合的趨勢。 

大體上說，機構之間若是只有服務的關係，像打字排版，則呈現出分的趨

勢。有些行業將因之沒落。若是機構間存在著的是知識性質的關係，如共同擁

有或使用同樣的資訊，則彼此間出現合的壓力。 

例如：在學術界，目前傳播、教育、圖書館與資訊科學、語言學、資訊管

理、資訊服務業（如加值網路、資料庫服務等）和電腦科學等領域的關係日益

密切，而有呈現整合為一資訊學門的趨勢。又如，機關間以往權責的劃分既合

理又清楚，可是如今多半面臨重新整編的壓力。對個人而言，亦產生職務適任

和調整的問題。凡此種種皆是社會依存關係改變而引起的變局。 

就發展趨勢而言，行業間依存關係將更密切，對合作、協力的工作方式將

會加多且日益受到重視。於此，各級政府間的合作，以及政府與民間的合作等

關係，將日益緊密。由於資訊匯集及合作關係的發展，創造力和新應用的爆發

勢必導致更多領域的整合，或發展出許多新的跨領域行業。處此情境，人文和

科學的鴻溝亦將隨之縮小，而更人性化的社會將會逐漸到來。 

（二）知識和資訊的共享 

根據前述數位化電子媒介的基本性質，數位資訊是取用不竭的資源，在資

訊高速網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的配合下，數位資訊的商品幾乎只有開發

的成本，而幾無經濟上的製造、儲存、運輸、分配和銷售等問題。所以，數位

資訊是可供全民共享的。由於資訊承載著知識，資訊共享即意味著知識的共

享。雖然教育水準不同的人對同樣的資訊會有不同的理解和所得，但是資訊共

享若能實現，就可以使我們更逼近知識共享的理想。所以，資訊共享的意義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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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國外，自從文藝復興以來，知識一直被認為不是商品。這情形在

知識掛帥的學術界尤為明顯。所謂學術自由是要求和鼓勵學者公開交換想法看

法，公開發表研究的成果，以期學術界能不分種族、國界、信仰、階級等，鑽

研出更豐碩的新知嘉惠全人類。這是學術自由的精義，也是知識共享的實踐。

學術研究的工作一向可以得到政府的資助也正是基於這個理由。強制性的國民

教育制度和公立圖書館制度的建立也都是以往推動知識共享的具體措施。 

知識不是商品還有經濟學上的依據。依經濟學，商品必須在產權上有獨佔

性，在使用上有排他性。知識都不具備此二條件：知識是給了別人自己並不會

失去，此即無獨佔性；別人用這知識時我也可以用這知識，這是無排他性。所

以從經濟學的觀點，知識不是商品。同理，數位資訊也不是商品！ 

既然知識和數位資訊都不是商品，若還執意要將之據為已有，那就勢必要

設許多人為的障礙了。專利權、著作權、版權、商標權等，都是這類人為的障

礙。這些障礙並非全無道理，它至少可以讓私人投資的努力得到回報，可是目

前的制度卻不盡公平合理。也有人以為，沒有自由競爭的機制，就沒有多彩多

姿和高品質的創意。這話也有三分道理，可是將應公開資訊公開，並不妨礙它

的精緻化和加值，仍可保有廣大的自由競爭空間。倒是，什麼資訊該公開？什

麼資訊可以商品化？是我們目前亟待建立共識的課題。事實上，一個社會只有

在健全的公共資訊系統之下，才有健康的資訊商品。這個共識與我們未來新資

訊時代的長相如何息息相關，更關係到資訊共享的實施和國民取用資訊的權

利。換而言之，界定公共資訊是建立新資訊社會的必要基礎，雖然這條清理資

訊共享障礙的路崎嶇難行。 

（三）新秩序的建立 

自從我們社會民主開放以來，的確使我們接觸到更多資訊，也享有更大使

用資訊的自由。可是，在這些方便之餘，令每個人感到切身之痛的卻是亂象四

起。此二者彼此有關聯嗎？如果分析一下這些亂象就會發現，竟然絕大多數和

資訊使用不當的行為息息相關。例如，特權就和非法或不正當地控制資訊互為

因果。又如，多少追逐名利權勢的事不玩弄資訊的手段？如果資訊能儘量公

開，即所謂透明化，不知能降低多少罪惡和不平之事。當準備迎接新資訊時代

來臨時，導正使用資訊的行為是建立社會秩序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事。 

當然，有許多不當的使用是因為個人道德的虧欠，這是老問題了，暫且不

談。根據學者的分析，資訊使用是否得當的基本癥結，源於四個基本認識，即

資訊的所有權（property）、使用權（access）、適用程度（availability）、和個

人的隱私權（privacy）。換句話說，許多不當的行為是源於對上述四種認識的

偏差造成的。如果社會上對這四種認識已有共識，那麼使用資訊不當的行為就

可大幅降低，而新資訊時代的社會秩序將賴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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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者，所有權的觀念主導一切使用資訊行為的價值判斷，最是要緊；使

用權主張資訊合理、公平、公開地享用，並照顧到取用資訊時涉及的執行細

節；隱私權防止資訊的濫用並保障人權，在知的權利和用的權利間取得平衡；

而適用程度則確保資訊的品質、正確性、準確度、合理的時效、以及相關的典

藏、更新、維護等事宜。此四項觀念，在文件上網路之前便應預為綢繆，要不

然將不知要付出多少社會成本，並使多少人因之受害。可惜國內對此似乎並沒

有重視。然而，這條路遲早要走的。 

對國民來說，能掌握這四項觀念，不僅可以在變局中保護自己的權益，更

可以督促新資訊社會邁向正軌，因為一切NII的建設都以民有、民享為依歸。資

訊的公開和使用實在像兩面開刃的刀，若不好好地嚴守使用規則，則勢必傷到

自己。 

本節並未談到NII一些顯赫的應用，像是教學網和醫產網之類的，是故表面

上看來，和本文的主題似乎有段距離，其實不然。NII的任何應用，都不離開本

節所談的理想、原則和觀念。我們未來的新資訊時代應該是什麼模樣？本節所

談的，應該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綱領和線索。 

二、公共資訊 

根據資訊共享的精神，公共資訊可定義為：「國民在現代社會中求生存

時，在民生方面，諸如食、衣、住、行、育、樂、就業、醫療、和各種生涯規

劃等，所必需的資訊」。公共資訊是維持每個國民其基本水準的生活，並使之

能在迅速變遷的社會中，得到基本人性尊嚴保障的必須品。 

公共資訊的宣告是民權的宣告，也是基本人權的宣告。美國是推行公共資

訊領先的國家，凡是公家機構的資訊，除法律明文規定不予公開者外，都是公

共資訊，允許國民免費取用（手續費、材料費不算）。也正因此，美國可以宣

稱：NII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提昇其民主制度。以下就美國實際的例子說明。 

(一)公共資訊的意義 

首先，讓我們澈底的了解什麼是美國人心目中的公共資訊，因為這是整個

問題的核心。根據美國圖書事業和資訊科學國家委員會在1990年發表的文件＜

公共資訊的原則＞(Principles of Public Information)，公共資訊就是指政府所製作

的、編譯的、以及維護的資訊。根據這個定義，所有政府在使用的和保存的資

訊，無論呈現什麼形式，都是公共資訊。這範圍是極廣的。文中更重要的指

出：公共資訊為人民所擁有，經信託交給政府持用，除非受到法律的限制應供

給人民使用。（原文請參閱本節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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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公共資訊為民有」的這個觀念，是公共資訊整個理念的精髓。有許

多資訊引起的爭端，都是源於資訊「所有權」的混淆不清。釐清公共資訊的所

有權，是正本清源地治本之道。一旦解決了資訊的所有權問題，其餘的事都可

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不諱言，我還沒有做得這麼澈底，於是，時有為此而引起的爭端。譬如，

所保存的醫療資訊究竟是誰的？是衛生署的、衛生局的、衛生所的、還是老百

姓的？在發展全國醫療電腦網路時，就曾為此引起電腦系統的做法和現行醫療

行政在權責劃分上相衝突的問題。雖然經過協調，此事很快就暫獲解決，然而

根本的醫療資訊所有權問題仍然沒有定論。處此情景，將來還會有問題發生

的，例如民眾轉疹時病歷、處方及檢驗和治療記錄的移轉就可能出問題，因而

勢必會造成病人吃虧、醫療資源重複浪費等情事。 

類似的事件，在其他的重大資訊建設項目中似乎都有，而且並不是每都能

像醫療網路那麼快就能解決的。如果趁著如今推動NII時，大家多討論這個問

題，喚起對這個問題的重視，那麼對未來國家的資訊建設和公共資訊系統的建

立，都將有極正面的意義。 

(二)公共資訊實踐之例－－公共圖書館制度 

在美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的建立，植基於公共資訊共享的理念和民主的精

神上。早在1856年，波士頓就設立第一座公共圖書館，到1940年全美國已增至

六千所以上，分佈在各行政區。公共圖書館主要的任務，是透過資訊共享來發

展社區，包括：改善社區中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生產力，促進社區的進步，和

維持社區生態的平衡等。因此，公共圖書館和社區內的學校、民眾團體、機

關、工商業機構等等均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在公共圖書館計劃項下，另有典藏圖書館計劃(Depository Library Program, 

亦有譯為寄存圖書館者)，1992年的統計顯示約有1400座典藏圖書館分佈在各行

政區。典藏圖書館除了負責保存各地方政府歷史檔案外，還負責散佈政府出版

品讓民眾知曉。現在，每年約有四萬種各級政府的出版品，以每年二千萬冊的

量分置於典藏圖書館中，作為政府與民眾間重要的溝通橋樑。 

據統計，每週平均有16萬7千餘人使用這些政府出版品資料。近年來，政府

更每年約釋出7500個資料庫透過典藏圖書館供民眾使用。這些都是免費的，因

為這些資訊都是公共資訊(public information)。 

基於這樣的理念，許多政府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是屬於公共資訊，是公

開由人民共享的。因為，這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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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種公共資訊的界定，自有其歷史和時代背景：從歷史上說，美國憲法

已提供了人民生活上享有資訊的權利，而美國業已有相當完善的制度來提供人

民生活上必須的資訊；從時代背景來看，政府的資訊公開是民主潮流大勢所

趨。換言之，美國對公共資訊這項政策議題的現在訴求是公開政府掌握的資

訊。這個界定並不一定能適用於我們國內的情況，因為我們在提供人民生活所

需的基本資訊方面，所做的還不夠，而這個基礎是我們目前急待檢討和建立

的。 

(三)人文層面的考量 

1994年9月，美國政府公佈了一項在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II)計劃下的規劃草

案：「人文和藝術上資訊高速網路」 (Humanities and Arts on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A National Profile)。這草案意圖把美國教百年的文化累積，如：

手稿、文章、劇本、圖嶼、舞譜樂譜、錄音錄影、圖繪(drawings)、雕塑、圖書

(paintings)、和各式各樣的藝品，甚至包括相關的海報、型錄、節目表等等，一

網打盡地予以數位化，以便於在資訊網路上，不分國界、種族、貧富、知識程

度、社會階級等，讓人人都能取用這些資訊。 

根據規劃，所有有這些資訊的公立機構，如圖書館、博物館、劇院、音樂

廳、美術館、史料館、以及各種檔案室都在計劃之列。不僅如此，有許多私人

單位也興緻渤渤地比照公立機構的方式，加入了這個計劃。如果這個計劃能付

諸實施，豈不是一個氣象萬千的民生資訊系統，而每個人都能坐擁美國文化財

富了嗎？不僅如此，這些典藏還不需佔用你的房間、不須保養維護，因為這些

電子媒體的內涵是沒有折舊、沒有損耗、不怕火燒水淹，更不怕小偷光顧的。 

此外，目前人文和藝術品散落各處，要集中於一處是不可能。然而，電子

媒體卻不受此限，極易匯集。於是，匯集更豐富了它的內容，能發前人所未

見、使之更具創造力、也更有價值。一旦像這樣匯集的文化系統形成了，它就

變成活的：經由使用會促使它持續地累積成長，用得越多長得越快，以致生生

不息，使文化活出嶄新的現代風貌。 

這個系統還有多重意義。它象徵著人文和科技的結合，也顯示NII所推動的

共同環境有助於消解人文和科技的隔閡。它使人文的寶藏化為經濟發展具體的

動力，因為精緻文化不再是少數人享用的特權。它也是典型的公共資訊系統，

真正給國民的生活注入了人文、歷史、藝術的源頭活水。 

其實，在目前的電腦網路上已有許多免費的資訊，使千萬人受惠。可是我

們公立機構有這麼構想的仍然甚為有限。我們在推動NII，是不是也能作此企盼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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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中央研究院開發的廿五史全文資料庫中外馳名早有口碑。可是

已使用七年了，直到現在國內的人要用它還是十分不便。如果當初能免費提供

國人使用用，不知早已嘉惠了多少學生老師和社會人士。倘若由於使用此資料

庫而提升了國內的人文水準，其效益又豈是金錢能夠衡量的？ 

我國的文化累積本來深厚，再加上近數十年對科技生吞活剝地急起直追，

得到了經濟成就，卻也造成人文和科技的兩極化，似乎形成了兩個完全陌生的

團體而不相往來，於是數千年人文的累積竟越來越無助於時下的生活。推動政

府電子資訊的公開，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們是不是下步也該在人文和

藝術的資訊上有所做為呢？ 

如果真能往這方面努力，那麼，我們的語言文字、文學、歷史、藝術、人

文思想等等將真正會給我們社會注入源頭活水，啟開無盡寶藏，不僅會豐富了

生活的內涵、提昇其品質，對我們經濟的發展亦將帶來巨大的動力。 

 (四)附錄：公共資訊的原則（譯稿） 

由於美國國家圖書事業和資訊科學委員會在1990年發表的＜公共資訊的原

則＞十分具參考價值，特在此譯出以為附錄，僅供參考。 

公共資訊的原則 

前     言 

自從立國以來，公開以及無拘無束地使用公共資訊，一直是我們擁有一個好政府和自由

社會的保障。公共資訊幫助我們教育民眾，激勵我們進步，並解決我們至為雜的經濟、科學、

和社會等問題。然而，在資訊時代伴隨著許多新科技來臨時，公共資訊擴充得如此迅速，以致

於製作、使用、和散播公共資訊的基本原則恐將有被忽略、甚至被遺忘的可能。 

因此，圖書館事業與資訊科學的國家委員會鄭重重申：美國政府的資訊政策是立基於憲

法所保證的自由權，並依民之所好，認定公共資訊為國家的資源而開發、保管。我們定義公共

資訊是聯邦政府所製作、編譯、和維護的資訊。我們確信：公共資訊是人民所擁有的資訊，信

託給他們的政府持用；除非受法律限制、公共資訊應該隨時可供人民取用。基於以上的民有和

信託的精神，我們提出＜公共資訊的原則＞如下。 

一、民眾有權取用公共資訊。 

除法律限制者外，政府機構應保證公共資訊的公開、及時和無拘無束地使用。無論公

共資訊以那種形式呈現，人民應無須經特殊訓練或具專門知識和技術來取用公共資

訊。 

二、無論這公共資訊以那種形式呈現，聯邦政府都應保證公共資訊的誠信、完整和典藏。 

面對科技和時間的變遷，政府機構應確實負責盡職地維護公共資訊，並讓民眾可取閱

政府的公務。 

三、聯邦政府應保證公共資訊自由的散佈、複製和再分送。對公共資訊散佈的任何限制，

或立任何其他特殊目的之用途規範，必須以法律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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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聯邦政府應確保使用者或要求查閱公共資訊者的隱私安全，對於政府記錄中載有資訊

的民眾之隱私亦如是。 

五、聯邦政府應落實公共資訊取用管道之廣泛多樣，民間和政府單位均可為之。 

雖然取用的管道可能會因時而異，或因技術改進而變遷，對民眾而言，政府應有義務

鼓勵取用管道的多樣化。 

六 、 聯 邦政府不應允許因收費的因素而妨礙了人民取用公共資訊的權利。 

政府為其公務目的而製作、蒐集、和處理資訊所招致的花費，不可以轉移到欲使用公

共資訊的民眾身上。 

七、聯邦政府應確實提供有關政府資訊的信息，這信息應易得易用，以各種形式的單一索

引呈現。 

公共資訊的官方索引應由各政府機構在保管其資訊時一並保存。 

八、無論民眾住在那裡、工作在那裡，聯邦政府應確保民眾能經由國家網路，像是典藏圖

書館計畫，來取用公共資訊。 

政府機構應定時檢討這類的計畫和新冒出的科技，以確保大眾對公共資訊的取用維持

在價廉又方便的情況。 

結     語 

本委員會提出此＜公共資訊的原則＞作為聯邦政府和全國訂定資訊政策之基礎。我們深

切期望聯邦政府各級機構、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和私人機構，都能利用本原理來發展其資訊政

策，以及用於製作、使用、散佈、和保管公共資訊的事物上。我們深信，這樣的做法最能迎合

國家和人民在資訊時代的利益。 

美國國家圖書館事業和資訊科學委員會 

         1990年6月29日通過 

三、公共資訊系統 

近十年來，資訊管理的學者對公共資訊的實踐，也提出了從管理角度的看

法。早期，在1986年左右的討論重點，集中在公用資訊管理系統（public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PMIS）建構問題。有些論點，至今已不適用

了，這是因為如今技術環境和政策環境都大有改變的緣故。 

稍後的學者認為，公共資訊系統的設計目標並不是為了加強機構管理的控

制，因而把管理一詞拿掉，稱之為Public Information System，即直譯為公共資

訊系統。其定義亦簡單明瞭，即是為一般民眾而設計的資訊系統。此定義和前

文所談的公共資訊，不謀而合。 

管理學者把公共資訊系統依「共享」的程度，分為三個層次。共享程度最

低的稱為資訊套裝系統（information packaging system）。此系統只能提供既定

的成套資訊，而無視於使用者的差異。許多初期發展的公共資訊系統都是這種

形態。它的好處是易於做成，系統單純且成本低廉。缺點則是缺乏彈性，無視

於使用者特殊之需求。是故這種系統只適合資訊較單純的環境使用。 

共享程度較高的稱為資訊檢索系統（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這種系

統可以做到很好的資料共享（data sharing）。譬如，全文檢索系統就是一個典

型的例子。系統中儲存有巨量的資料，並提供非常接近自然語言的查詢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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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檢索機制，為每個使用者分別找到他心目中想找資料。這種系統的設

計是以使用者為主要考慮的，它大致上可以依使用者的特殊需求而做好資料檢

索的服務。然而，它的缺點是和外界沒有好的連繫，以致於無法在NII的環境中

充份發揮整合的效果。 

最理想的系統是能充份做好資料及處理功能的共享（data and process 

sharing），稱作公共資訊處理系統（publ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這

個系統除了具有檢索系統充份的資料共享外，並可對所取得的資料做常用之處

理。美國NII政策中將要實施的即是這種系統，因為在其開宗明義的前言裡，即

強調：充足的資訊以及強大的處理資訊能力，二者是NII所有建設的先決條件。

這種系統也可視為前文中述及的「知」與「行」合一的整合系統。換言之，在

綱路上即可提供完成一件事所需的整個環境。 

資訊管理學者喜歡把公共資訊系統和管理資訊系統（MIS）對映著討論，

以辨別二者的差異。這是因為資訊管理系統通常是為特定的機構或社群所設計

的緣故。在內容方面，涉及許多策略上的細節，諸如：以經濟為主的設計模

式，以政策為主的模式、從技術面的考量、以及從使用者的考量等等。這些研

究自有其參考價值，然而本文不擬討論這些細節，且從略。 

四、公共資訊設施  

社會科學的學者中，最重視公共資訊系統的是日本的增田米二。他認為資

訊設施應該像一般的公共設施，如道路、橋樑一樣，任何人可以不分時、地，

都能以簡單、便捷、廉價的方式取得所需的資訊。他的這種看法，雖在1980年

時即己提出，但是和NII的構想是完全相合的。 

他認為公共資訊設施除了是未來社會的基礎建設之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一

個全體人民協力生產資訊和共同使用資訊的環境。其進程將由提供公共服務的

形態開始，進而使用資訊者逐漸改變為資訊的製造者，之後共享的程度逐漸加

深，而終將到達資訊的產製與使用過程合而為一，並且達到能夠自行累積、成

長的地步。到了這個程度，整個系統將生生不息。 

增田米二非常重視公共資訊設施，他稱之為資訊公用事業。在他的構想

中，資訊用事業將會相當於現今工業社會的生產中心，是未來社會的核心。在

經營方面，資訊公用事業可分為三種形態，即企業經營的、政府經營的和全民

經營的。此三種形態各有優劣而將相輔相成。這些思想和構思，如今看來仍是

非常有參考價值。為省贅言，詳情請參照本節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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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與建言 

在以上各章裡，對公共資訊系統的性質、重要性和未來社會中扮演的角

色，都已約略說明。有些建言也分別在各章節中適時提出。在此，僅就其重要

者綜合整理如下，以作為本部份之結束。 

一、數位化電子媒介帶來了新的知識表達方式，使整個社會生態的基因產

生變化，將使社會脫胎換骨，不可等閒視之。 

它對社會的影響有如文字、紙張、印制術之發明，是空前的。是故NII 

和公共資訊系統帶給社會的影響是全面的、徹底的、長期的、多變

的。在施政方面宜有此體認而作適當之規劃。 

二、對變局的體認和新觀念之建立。 

無論你喜不喜歡，我們已上了這新資訊時代的不歸路。這時代夾帶而

來的社會急速變遷風暴，其前緣已經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工作和休閒

了。因此，目前最重要的莫過於趕快做好心理準備：建立體認「變」

的觀念，平時保持應變的警覺，時時不忘去了解各種變遷的本質和變

遷的進境。這是應付變局的通則。 

如果有心且能做到上述的準備，則無論是資訊技術的創新方面（如，

第貳章），或是人類理想的實踐（即施政上）方面（如，第參章），

都能給我們許多新觀念，而這些新觀念正是我們要適應新資訊時代所

必需具備的。 

三、社會上知識的充份公平共享，有賴公共資訊系統的建立。 

四、有健全的公共資訊系統，才有較公平合理的智慧財產權制度。 

五、公共資訊系統的基本理念是充份的資訊或知識共享。資訊共享含有道

德情操：惜物、惜福。公共資訊的充份利用，可以使自然資源恰如其

分地利用，以達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

理想，並充份做到生態和環境的保育。 

六、公共資訊系統是提升民主政治的基石。 

七、資訊倫理的培養是實踐公共資訊系統的必要條件。 

正當使用資行為是很重要的。對資訊的所有權、使用權、適用程度和

個人隱私權應多做研究；相關的道德、法律、規範及案例等宜多多注

意。此外，有些和倫理相關的概念，如對資訊共享的體認、對協力合

作的心態等，都值得我們重新思考以建立新價值觀。 

八、注意民眾資訊素養的培育。 

一般認為，新資訊時代將改善我們目前的生活品質。在統計上，這話

也許是對的。可是對每一位民眾而言，恐怕還是得靠自己的本事──

儘量提高自己的資訊素養，才能適應未來的變局。 

未來民眾的資訊素養除了要學會操作電腦、綱路各資料庫、知識庫等

技能外，尚應加強溝通能力，加強分析和解識資料的能力，多了解環

境變遷的趨勢和進展，以及培養應付過渡時期失序現象的能力等。這

些能力的培養將是與時遷移的長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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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掘民眾的需求（public interest）是發展各階段公共資訊系統的重要

參考。畢竟公共資訊系統是民有、民享的。然而，民眾的需求並不是

靜止不變的，在NII的推動過程中，它是急速變遷的。如何適時地掌握

民眾的需求是推行公共資訊系統成敗的關鍵。 

十、應加強對公共資訊系統的研究。 

建立公共資訊系統是必須走的一條路，可是這條路上有太多的未知數

和變化。所以，加強對公共資訊系統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

由這些研究，規劃出我們自已要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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