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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靠幾年⼀次的投票體現民間⼒量，常態往往是無奈︔傳統
的民間社團要麼過於弱⼩，要麼被社團精英把持。民間⼒量
要整合為有組織的全民參與，才能發揮主導作⽤，實現民主
真義。本案為此構想了基於移動互聯網的遞進⾃組織系統。 	



⼀、民間⼒量為何需要整合	

對「整合」的擔⼼在於中⼼化，但是各⾃為戰的多中⼼形不成改變現實的
⾜夠⼒量。那種多中⼼仍是以各⾃的精英為中⼼。只要政治遊戲規則不變，
⼈物和組織都脫不開相同邏輯的蛻變。 	

真正的去中⼼是⼈⼈參與，同時又能形成共識，協調⾏動。移動互聯網為
⼈⼈參與提供了技術基礎，遞進⾃組織提供形成共識和共同⾏動的組織機
制。⼆者結合，可以無限擴⼤民間⼒量的整合規模。 	

規模帶來的合法性是民間最有⼒的武器——對臺灣⽽⾔，⼈數上萬就有發
⾔權︔⼗萬即對兩黨競爭舉⾜輕重︔百萬則能在現實成為第三⼒量，直接
改變政治⋯⋯民間因此需要整合，⼒量出⾃整合。 	

⼆、遞進⾃組織原理與⽅法	

⾒《權民⼀體論》（⼤塊⽂化出版）。 	

三、基於網絡的必要性	

傳統整合的問題之⼀在主持權——主持⼈如何產⽣︖規則由誰制訂︖執⾏
和裁決靠誰︖依據是什麼，合法性在哪⋯⋯因為傳統整合由⼈操作，規則
由⼈執⾏，出現各種操縱、規避和鑽營無法避免。主持⼈往往將整合變成
謀私領地，利⽤主持權阻⽌對其更換。這樣的整合無法吸引廣⼤參與者，
先天決定了無法增長到代表民間⼒量的規模，只能停留於⾃我把玩的⼩世
界。 	

傳統整合⽅式的另⼀問題是難以取得共識。⼈與⼈不可能意⾒完全⼀致，
相互合作必須靠遵循規則，求同存異。然⽽⼈性的執著往往在細枝末節固
執⼰⾒，意氣相爭，導致議⽽不決，決⽽不⾏，甚至癱瘓或分裂。 	



兩個問題都出⾃⼈的因素，若將整合基於網絡，便可排除這種⼈為因素。
網絡系統剛性執⾏既定規則，六親不認，⼀視同仁，無空可鑽︔系統視表
決結果為決議，⾃動授予和收回權限，避免執⾏難或不執⾏。即使系統尚
有不周之處，只要沒有⼈為造成的不公，參與者也會保持寬容（如同接受
拋硬幣決定）。何況系統還有按民主決策不斷完善規則的途徑。 	

我的設想是建⽴⼀個將協商、決策、動員、合作等功能聚合為⼀體的網絡
系統，給民間⼒量提供⼀個可長期⽴⾜發展的平臺，⼀⽅⾯⽤於解決局部
和具體的現實議題，⼀⽅⾯整合⼤規模⼈群的共識，協調⾏動，形成⼀個
獨⽴於政權體系和政黨政治的「網絡共和國」，影響和改變現實政治與社
會。 	

四、網絡共和國	

（圖1） 



圖1為「網絡共和國」系統之概貌。 	

其中的「SO媒體」、「統計性歷史」是系統的副產品，各成⼀體，本⽂不
表。 	

「服務公司」是線下實體，利⽤系統凝聚的⽤⼾規模及形成的產品開發商
機，維繫系統運轉與升級所需的技術和團隊，對「民間⼒量」進⾏供養，
另做專題。 	

「民間⼒量」的整合主要由「5W1H系統」、「社交SOC」、「SO專
題」、「網絡政府」四個⼦系統完成。分述如下： 	

5W1H系統	

無權無錢的民間無法形成有剛性約束的傳統組織。在來去⾃由的互聯網上，
如何讓⼈們⾃發⾃願地形成組織並持續凝聚︖僅有理念無法⽀撐，煽起熱
情只能⼀時，需要找到⼀種⽇常需要，通過⽇常的網絡社交即可實現和保
持的組織化。 	

5W1H為when、where、who、what、why、how。 	

⾸先構建⼀種有別以往的搜索功能，⾴⾯同時提供4個輸入框——時、
地、⼈、事（when、where、who、what）供⽤⼾搜索（亦可只搜索其
中2W或3W），由系統將其輸入的搜索項與他⼈輸入過的4W搜索項進⾏
匹配，凡發現有重合（從1W到4W為不同重合度），便會通知發⽣了重合
的各⽅，由其⾃願與重合對⽅做單線或群體交流，就該4w的相關內容進
⾏公開或私下討論。發⽣交流的各⽅即被視為與該4w相關的⼀個專題組，
討論內容存檔於統⼀數據庫。 	

專題組有⼈數限額，使之能始終保持在所有成員皆可充分直接交流的範圍。
當⼈數超出限額，系統便要求專題組分組。分出的組與原組在同⼀⼤組
內。 	

專題組的每個成員除了⾃我表達，還會以wiki⽅式形成關於該組的共識，
補齊與該組的4W相關的why和how。在5w1h皆齊備後，即形成相關產品
——新聞、歷史、⼈物、觀點、⽅案等。這種wiki與以往wiki不同在於，
任何⼈所做的參與都需專題組所有成員表決，獲得三分之⼆多數才會接受。
得到的結果可視為全體成員關於該專題的共識。 	



另⼀個區別是這種wiki是⼀種⾃組織wiki（self-organization	 wiki，簡
稱Sowiki），通過不斷地提升整合層次，將⼩型初級產品逐步整合為⼤型
⾼級產品。如維基百科只能形成辭條，Sowik i可將辭條整合為節、章、
書，實現眾多參與者合作的研究、翻譯和媒體等（詳⾒後節）。專題完成
後專題組可以解散，也可繼續保留，動態跟進該專題的發展。 	

5W1H可以形成⼀種新型社交媒體——通過4W搜索，在陌⽣⼈中找到歷
史交點或興趣交點，以專題組取代朋友圈，在熟⼈之外找到知⼰或同道，
發展出新型社會關係和社會網絡，把單純的社交變成合作共事和創造產品，
並讓每個參與者得到相應收益。這種社交媒體既可滿⾜尚未開發的另類社
交需求，同時能提供商機。 	

「網絡共和國」的形成之所以要從創建5W1H社交媒體開始，是因為整合
民間⼒量必須聚起⾜夠規模的⼈群，5W1H是⼀種有效的⼿段。 	

社交SOC	

SOC（Self-Organizing	 Community）意為⾃組織社區，在此處指的是通
過4W搜索匹配形成的5W1H專題組在規模擴⼤的過程中，不停留於當下
社交媒體的扁平結構，⽽會形成多層⽴體結構，既能無限擴⼤規模，又能
始終保持充分溝通與合作。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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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是過程同時也是結果。作為過程的SOC可以從無到有地建⽴和擴展，
形成⾃我管理機制︔作為結果的SOC是⼀個多層結構，通過每層成員在可
充分溝通的單元內進⾏決策和隨時選舉，實現⾃下⽽上的整合。 	 	

建⽴SOC的第⼀步，需要至少n+1（1110）個成員為初始創建者。此為唯
⼀需要在系統外完成的，⽽後全部活動都在SOC系統內完成，無需外部介
入。 	

n是單元規模的範圍：n	 ≤n＜ñ。設定n的原則是：每個單元的成員數量不
少於n，否則難以進⾏有效活動和表決，亦不能⼤於ñ，否則難以進⾏充分
溝通和實⾏監管。n的限定是：ñ=n2，即n的上限等於n下限的平⽅，以保
證在達到n的上限、分出符合n下限數⽬的組時，每組所含的單元（成員或
組）數⽬都滿⾜n的下限。 	

由不少於n+1（ 1110）的⼈所創建的啟動單元（ 1113），在選舉出組長
（1122）後，單元內的成員（1112）等於n（1114）。 	

灰⾊圓點1112、1222、1332、1101、1201各⾃代表同範圍（層級）的任
⼀成員，其狀況對同範圍的所有成員都適⽤︔灰⾊橢圓1212、1322、1311
代表同範圍的任⼀單元，其狀況對同範圍的所有單元都適⽤。 	

各單元以表決⽅式決定內部事務，包括選舉組長（ 1121）和吸收新成員
（ 11 0 3）。在同⼀範圍（如 12 1 3）內，下級單元（如 12 1 4、 12 1 7、
1218）選舉的組長（如1222）組成上級單元（如1223），作為上級單元
的成員參與該上級單元的管理。此時的1222具有雙重身份，既承擔下級單
元之組長的所有權利和責任，同時也承擔作為上級單元之成員的所有權利
和責任。 	

在需要以表決⽅式進⾏決策時，票權計算的預設規則是：組長在上級單元
參與表決的票權，等於選舉其的單元之下屬各單元全體成員之總數。組長
在其當選單元參與表決的票權，等於其當選單元的組員之平均票權。 	

各層組長（1122，1222，1232，1332，1342⋯⋯）皆由其所屬單元之成員
選舉產⽣，選舉可隨時進⾏，以新的當選者更換原當選者。在進⾏改選時，
原當選者不得參加選舉。 	

在單元形成決議後，單元當選者為決策執⾏⼈。每個單元的決議對其屬下
的簇所覆蓋的各層次所有單元和成員皆有效。 	

SOC的基層單元可以吸納系統外的個體（1101，1201）為成員，或由該單
元成員介紹（是創建SOC初始階段的推薦⽅式），或⾃我介紹，然後由單
元成員表決，根據設定，獲得⼀定比例多數（1100）的贊成，該個體即會
被系統納入該單元，⾃動得到與單元其他成員同樣的權限和義務。 	



當初始單元（ 11 1 3）的成員數達到 ñ（ 11 1 6）時，系統進入分組程序
（1115）。由於這時上⾯沒有層次和單元，須分成不少於n的單元，每個
單元的成員數亦不低於n。在分組過程中，成員之間可⾃由組合。根據設
定，如果反復若⼲次（1110）後，仍然有成員數達不到n的單元，系統將
停⽌⾃由組合，進⾏隨機分組，以保證每個單元的成員數不低於n。 	

後⾯有n跟隨的橢圓（1214、1324）代表n個單元，且其中每個單元之成
員數都不少於 n。單元 11 1 3在其成員達到 ñ（ 11 1 6）後分成 n個單元
（1214），進⼀步組成更⼤的單元（1213）。1212代表組成1213內的任
⼀單元。1222代表1213內的任⼀單元所選舉的組長。 	

1223是由1213內的所有單元選舉的組長們組成的⾼⼀層單元。SOC由此增
加了新層次。在 1213範圍中身為組長者，是組成 1223的成員， 1222即具
有這種雙重身份。 	

1232是由組成1223的成員選出的更⾼⼀層組長。 	

需要強調的規則是：在SOC中，上級組長不得兼任下級組長，也不再是下
級單元成員。如單元1113的成員達到ñ時所分出的1214組中，不包括1113
的組長 1122，這使得 1122正好可以填充新產⽣的上級組長 1232的位置。
當然， 1232具體由誰擔任是 1223單元選舉的結果。如果 1122沒有當選，
由1214諸單元中的某個成員當選，則當選者須離開所在單元，⽽該單元⼈
數因此低於n，則由落選的1122填補，成為該單元成員。 	

組成1213的任⼀單元，其成員達到ñ（1216）時，再度進入分組程序。由
於這時上⾯已經有了層次和單元（ 1223），所以此時只需分出兩個單元
（1217、1218）即可滿⾜n＜ñ的要求，分出的每個單元之成員同樣不得
少於n。新分出的單元也會各⾃選舉組長加入1223。當1223內的組長數量
亦達到ñ（1226）時，因為上⾯沒有層次和單元，因此仍需分成（1225）
n個單元，且每個單元的下級單元數不少於n（1324）。 	

這種分組可通過協商進⾏⾃由組合。若反復若⼲次（1100）仍然有下級單
元達不到n的單元，系統將停⽌⾃由組合，進⾏隨機分組，以保證每個單
元的下級單元數不低於n。隨著1223被分組，1213也會隨之被分為數個同
類單元，結構相同，遵循同樣規則。1219表⽰那種同類單元的並列。 	

1223分成的n個單元（ 1324）組成更⼤範圍（ 1323），各單元選舉組長
（如 1322選舉 1332），由組長組成更⾼層次的單元（ 1333），進⼀步選
舉組長（1342）。 	

1311	可以是本SOC內部要求轉組的單元或簇，也可以是同⼀平臺上的其他
SOC結構，只要1322的成員以表決（1100）通過，該SOC結構的當選者便
可成為1322的成員，該SOC結構也就和1322直接下屬的其他SOC結構，納
入了同⼀體系之中，成為比1322低⼀級的SOC結構（單元或簇） 	



以上描述的是⼀種遞歸關係，只要SOC的基層單元不斷吸收新成員，就會
導致不斷分出新組，進⽽不斷形成新的上級組，SOC的規模和層次也就會
不斷擴⼤。 	

SO（⾃組織）專題	

5W1H是⾃組織形成的專題，當初始參與者超出限額時，SOC功能會將其
分為同屬⼀個⼤組下的不同組，各⾃側重專題的不同側⾯或分⽀。同時系
統會通過匹配，推薦同類或相關的專題組，促使組與組進⾏合作。⽅式是，
各專題組選舉的組長組成上層組，由各組長將各組形成共識的成果帶到上
層組以Sowiki⽅式（⾒下節）進⾏整合。如此形成不斷擴⼤整合的SOC。 	

這種整合可以提供質量可靠的深度新聞、合作研究，民意調查、專著和譯
注，以及⾃組織媒體、對當代歷史的調查挖掘等產品。 	

圖1顯⽰「SO專題」在網絡共和國的形成中處於中⼼位置，由其連接或推
動其他幾個部分。SO專題可以⾃下⽽上形成——利⽤5W1H系統形成的社
交群體討論共同關注的專題，隨規模擴⼤進⾏分組分層，形成針對該專題
的SOC︔也可⾃上⽽下地推動SO專題。從圖3可看到流程——先經圖左的
⾃上⽽下佈局，再經圖右⾃下⽽上整合（線段標號的頭⼀位數字表⽰順
序）。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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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說明如下： 	

1. 啟動組由不少於3⼈的發起者擔任。 	

2. 由啟動組設定一級議題（101），分歧無法解決時以三分之⼆多數決
定（此為普遍原則，以下不重複）。 	

3. 啟動組為每個⼀級議題選擇一級啟動者（102）。啟動者擁有所屬組
的提議權和表決權。 	

4. 「補三」含義是，在⼀級啟動者不夠3⼈時，表決時啟動組成員要參
與表決。 	

5. ⼀級啟動者達到3⼈時，啟動組與該⼀級議題脫鉤。由⼀級啟動者組
成該題⽬的一級啟動組（103向下箭頭）。 	

6. 由該⼀級啟動組繼續吸收本組的⼀級啟動者（103向上箭頭）。 	

7. 該⼀級啟動組選舉本組的一級當選人（104）。此結構中的所有選舉
皆可隨時重選更換，以下不重複。 	

8. 所有⼀級當選⼈組成一級委員會（105）。 	

9. 啟動階段的⼀級委員會可隨時調整啟動組設定的⼀級議題（106），
並以「補三」原則為新增加的議題選擇⼀級啟動者（107）。 	

10.向下佈局的各層無論有幾層，每層皆重複上述步驟。如：每個⼀級議
題的⼀級啟動組佈設本議題下的二級議題（201）→以「補三」⽅式
為⼆級議題尋找二級啟動者（202）→⼆級啟動者達到3⼈時組成二級
啟動組（203向下箭頭）→⼆級啟動組吸收本組⼆級啟動者（203向
上箭頭）→每個⼆級啟動組選舉本組的二級當選人（組長）（204）
→所有⼆級當選⼈組成二級委員會（205）→⼆級委員會調整⼀級啟
動組設定的⼆級議題（206），並「補三」選擇相應的⼆級啟動者
（207）。 	

11.注：上級啟動組的成員可以⾃願退居下級專題啟動者，與被選出的其
他下級啟動者共同組成該下級專題的啟動組。但是在所有下級啟動組
皆達到3⼈可以脫鉤前，仍要履⾏上級啟動組職責。待所有下級啟動
組脫鉤後，上級啟動組解散，沒有選擇下級啟動組的上級啟動者退出。
解散的啟動組之當選⼈和委員會也相應解散。 	

12.圖中的虛線⽰意中間有省略的層次。 	

13.直到所有基層專題組形成後，啟動過程結束，各層啟動者亦逐層下到
基層專題組。這是把籠統的題⽬逐層細化為具體問題的過程，是建⽴



研究結構，不是研究。真正的研究是從基層專題組開始。此時每個基
層專題組是獨⽴的。下⼀步需要進入⾃下⽽上逐層整合的過程。 	

14.基層流程是：基層之上的啟動組以「補三」⽅式選擇基層專題的參與
者（302）︔參與者達到三⼈時成⽴基層組（402向下箭頭）︔ 	

15.基層組的討論產⽣本組內容（502），選舉本組當選人（501）︔本
組當選⼈組成 N 級 委 員 會（305）︔並將本組內容帶到N級委員會
（503—305），通過委員會的討論形成上⼀級整合，如圖中的三級
內容整合（602）。 	

16.凡⾃下⽽上的選舉和表決，每個投票者d票權為其下屬所有分⽀的總
⼈數。 	

17. N級委員會可以對所在層次的專題設置進⾏調整（306），並對新增
加的專題以補三⽅式選擇參與者，直到形成該專題組。 	

18. N級委員會選舉當選⼈（601），當選⼈組成上⼀級委員會（205），
上級委員會繼續整合下級專題的內容（603-205-702）︔往上各層均
重複15、16所述流程。 	

19.每⼀層的專題組和委員會當選⼈，對內代表專題組或委員會參與上⼀
級內容整合，對外代表專題組或委員會發⾔。委員會當選⼈與啟動階
段的啟動組當選⼈不⼀定⼀致。 	

20.⾃下⽽上的委員會不像啟動階段的委員會隨啟動組的解散⽽消失，⽽
會長期存在，不斷提出新的專題，組成新的專題組︔促使已有專題進
⾏升級，跟隨情況動態發展，重新整合，再推動上級的整合升級。 	

21.最⾼層（一級委員會）推出最高當選人（801），對外發⾔，闡述總
體整合。其受⼀級委員會制約。 	

22.不同群體之間進⾏聯合，由各⾃的當選⼈組成上⼀級委員會即可實現，
其他規則皆同。 	



Sowiki 

（圖4） 	

Sowiki（Self-Organizing	 Wiki）可視為SOC與wiki功能的結合，是整合
專題內容的⽅法。參與者運⽤wiki功能對基層SO專題進⾏參與，由該單元
成員對其參與內容表決通過。如果參與者不是該單元成員，在其所做的參
與被表決接受時，系統⾃動授權其即成為該單元成員。如此不斷吸納參與
者，逐步擴⼤SO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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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單元 	

圖4中的 2101是該單元所有成員利⽤wiki⽅式共同參與所形成的專題。專
題內容是動態更新的，隨時可以因為新的參與⽽變化。 2104是創建、整合
與管理 21 0 1的⼩組。任何對 21 0 1的參與，需要 21 0 4的成員進⾏表決
（ 2113），得到多數成員贊成後才能⽣效。這是Sowiki的基本規則。 	

對 2101的參與可以來⾃兩個⽅向。⼀是由 2104的成員（灰⾊圓點 2105代表
2104中的任⼀成員）進⾏的參與 2112。另⼀個⽅向的參與 2111來⾃單元之
外的個體，灰⾊圓點 2106代表同類型個體中的任⼀個，這種個體可以是本
專題內其他組的成員，也可以是本專題外的其他個體。 	 	

任何參與的具體內容 2103都不會⽴刻被專題（ 2101）接納，⽽是處於暫存
的wik i編輯狀態（ 2102）中，等待 2104表決。表決通過， 2103可以進入
2101⽽⽣效（ 2114）︔表決未通過， 2103被淘汰（ 2115） 	

單元之外的個體 2106從基層單元進⾏參與（凡上層單元只有其單元成員才
能對該單元進⾏參與）。其參與的內容由 2104表決（ 2113）通過，參與⽣
效的同時，參與的個體 2106⾃動成為本單元組（ 2104）的成員，如分別指
向 2106和 2104的線 2116所⽰。 	

基層單元也可不對外開放，只允許內部成員參與。這時只需限定 2106必須
具有成員的身份即可。 	

2107表⽰，與 2100類似的結構，在其所屬的上層結構 2300之下，同時並存
多個。（圖中 2207、 2307各⾃表⽰多個同類結構的並存） 	

上層單元 	

上層單元 2300與 2100結構相同，也由單元組（ 2304）、項⽬（ 2301）和
Wiki狀態（ 2302）三部分組成。 	

	 2300	 中的組（ 2304）是由下級組（ 2104、 2107）選舉（ 2113）的組長們
（ 2305）組成的。所選舉的組長，⾃動成為上級單元 2304的成員，繼續選
舉組長，其當選者將進入更上⼀層單元（如 2308⽰）。基層以上的任何單
元之成員，都是下級單元的當選者。——這是SOC的規則。 	

除了基層單元的項⽬內容可以由單元以外的個體進⾏修改，其他層次的項
⽬內容，只能由所屬單元的成員進⾏修改。如對 2300的項⽬ 2301，只有
2304的成員可以修改。但根據設定，某些單元或所有單元可以進⾏不修改
項⽬內容的參與（瀏覽、討論等）。這種「遞進修改權」對每層都相同。
⽽無論在哪個層次所做的修改，皆需所屬單元之成員表決通過後，才能⽣
效。 	



例如下級組的組長（ 2305）會根據上⼀層項⽬（ 2301）所要求的內容，將
⾃⼰單元（如 2100、 2107）的項⽬內容（ 2101）進⾏符合 2301的調整，其
調整結果 2303處於暫存的wiki編輯狀態（ 2302），需要經過 2304表決。表
決通過， 2303可以進入 2301⽽⽣效（ 2314）︔表決未通過，需下級組長及
其所屬的下級單元對其做進⼀步的調整後，再付表決，直到通過。 	

當組成 2304的每個下級單元之項⽬內容都進入了 2301之後，更新與整合繼
續動態地保持， 2304的每個成員（即下級組組長）隨時可對 2301的任何部
分（包括其他下級組送進 2301的內容）進⾏修改，其修改也是以暫存的
Wiki狀態提交，由單元表決。對這種修改，表決通過⽣效（ 2314），未通
過的則淘汰（ 2315）。 	

系統中整合的層次不斷提⾼。以共同寫書舉例，如果把 2101比作段落，
2301就是多個不同段落整合成的節。這種層次不斷向上，規則相同，只是
整合⾯不斷擴⼤——節整合為章、章整合為卷⋯⋯2309即代表這種上升過
程。 	

創建新單元 	 	

利⽤創建新單元的⽅式，可以根據需求⾃我擴展結構，實現動態發展。具
體流程是： 	

系統中類似 21 0 5、 23 0 5、 21 0 6的任何個體，都可向某個既定單元（如
2304）申請，在其下創建新單元（如 2204）及相應的結構（如 2200）。新
單元的項⽬（如 2201）應該是既定單元之項⽬（如 2301）的分⽀，新單元
將作為從屬既定單元的⼦單元。既定單元的成員（如 2304）需要對創建該
新單元的申請進⾏表決。表決通過，新單元啟動，申請者隨之成為新單元
的初始成員。 	

無論新單元在哪個層次的單元之下創建，因為其下尚無層次，其性質便屬
基層單元。新單元之外的個體（ 2105、 2305、 2106）皆可對其項⽬內容
（ 2201）進⾏參與（ 2211）。參與（ 2203）以暫存的Wiki狀態提交，等待
表決。單元成員 2205提交（ 2212）的參與（ 2203）也同樣需要表決。 	

在新單元的的成員數＜n時，不能進⾏表決，這時對參與（ 2203）的表決
由其上級組（如 2304）進⾏（ 2231）。表決通過，參與⽣效（ 2214），未
通過則淘汰（ 2215）。直到新單元的成員數達到≥n時，表決權⾃動從上級
單元轉移到新單元，新單元也有權選舉組長，其組長將加入 2304（如 2232
所⽰）。此後 2304將不再介入 2204的活動， 2200的運⾏也將與 2100相同。 	

無論是上級表決還是新單元⾃身表決，只要所進⾏的參與得到通過被接受，
尚未成為新單元成員的參與者將⾃動被賦予新單元成員的資格和權限
（ 2216）。 	



Sowiki具有Wikipedia相同的開放性、低⾨檻、透明流程，以及吸納參與
者和組成⼤規模社群的能⼒， S ow i k i優越之處在於整合。如果形容
Wikipedia是分別寫詞條，Sowiki則是共同寫書。Wikipedia的缺乏審查
監管，難以約束偏執、惡搞和別有⽤⼼⾏為等問題，Sowiki都會解決，使
網上群體協作的⽔平和質量得到提⾼。 	

網絡政府	

「網絡政府」是對「社交SOC」、「SO專題」、「Sowiki」的綜合應⽤，
由「網絡共和國」的成員（參與者）以SOC的逐層遞選產⽣。 	

⾸先由系統對所有參與者按居住地、⼯作地進⾏匹配，形成與現實政治區
劃⼀致的地域「社交SOC」和「SO專題」。參與者可在相應「SO專題」提
供信息、創建議題、參與討論並進⾏選舉。當選者則按 S O C規則，⽤
「Sowiki」⽅法把所屬組的內容帶到上級組整合，選舉上級組負責⼈⋯⋯
形成鄉鎮—縣—市—國的⾃下⽽上結構。每個⾏政區最⾼層次的專題組即
為該⾏政區的網絡政府。每級網絡政府的當選⼈遞進地組成上級網絡政府，
直至形成網絡共和國中央政府。 	

網絡政府可根據需要隨時啟動新專題，新專題或按區域或按領域，由網絡
政府⾃上⽽下從⼤到⼩進⾏佈局，再進入⾃下⽽上的SO專題之進程。 	

各級網絡政府與所在⾏政區的現實政府並⽴，設置與現實政府相同的機構
和職位（皆以SOC⽅式產⽣和任命）。網絡共和國中央政府設⽴與國家相
同的機構和職務。網絡政府與現實政府同步運轉。網絡政府以SO專題⽅式
模擬執政，經過⾃上⽽下佈局和⾃下⽽上整合，進⾏⽴法、決策，針對現
實政府的執政分析評估，提出批評建議（在圖 1中以「維基治國」表
⽰）。網絡共和國中央政府對外作為網絡共和國的代表，對內作為網絡共
和國的協調者。 	



五、網絡共和國如何參與現實	

只有民主社會才有建⽴網絡共和國的條件，但民主社會有沒有建⽴網絡共
和國的必要︖網絡共和國正是為了解決當代民主的政體——代議制的問
題。我在《權民⼀體論》⼀書對代議制問題有比較詳細的討論，其問題的
核⼼在於民眾不能參與社會管理，權⼒只能委託給權⼒集團。儘管當權者
是經選舉產⽣，然⽽經常的情況是政客在過⼤的民主規模中，利⽤政治⼿
段和包裝技巧，操縱民意贏得選舉，再利⽤權⼒把持權⼒。⽽民眾除了幾
年⼀次選舉，對權⼒集團基本無可奈何。網絡共和國則是讓所有成員隨時
參與，雖然只參與⾃身所處的⼩規模局部，但SOC結構能將所有局部的參
與凝聚在⼀起，形成總體共識，並推出網絡政府，時刻參與現實政治。 	

從原理上，SOC結構產⽣的網絡政府具有比代議制政府更⾼的合法性和代
表性。關鍵要看納入成員的規模。僅靠政治理念的認同擴⼤規模有限，網
絡共和國靠的是4W搜索、5W1H社交、SO專題、SOC結構、Sow ik i合
作、治國維基、網絡政府等提供的各種聯繫、聚集與整合，具有⽇常價值，
因此具有⾃下⽽上⾃⾏擴⼤規模的⾃發動⼒。這是互聯網時代的新路徑，
代表未來的政治⽅向。只要開發這樣⼀個平臺投放於互聯網，能在較短時
間達到相當規模。 	

因為選票決定權⼒，民意在代議制中本是最有影響⼒的因素，但是因為只
有⼈群達到相當規模、並能表達共識時才被視為民意，那離不開組織化，
⽽以往的組織化成本⾼，且與組織規模成正比，民間⼒量無法承擔（暫不
談組織形成後即會被精英把持），因此除了數年⼀次的選舉能規模化體現
民意，其他時間的民意表達只能停留於民調數據或局部的集會遊⾏，民意
的共識與規模都處於模糊狀態，可被任意解讀，對權⼒集團就無法起到制
約作⽤。 	

網絡共和國的組織成本低，利⽤網絡的溝通、協商、決議和動員機制便捷
迅速，SOC結構產⽣的網絡政府有充分的代表性，以SO專題整合形成的共
識能夠清晰呈現和表達，因此只要網絡共和國具備了⼀定規模，便可成為
現實中舉⾜輕重的政治⼒量，時刻發揮影響⼒，反過來進⼀步促進規模擴
⼤。 	

網絡共和國的系統要基於移動互聯網，以個⼈⼿機為主要終端，給參與者
最⼤即時性和⽅便性。形成的過程可從⼩到⼤，但須始終有全局設計。與
⼤型社交媒體合作開展「4W搜索」，對推廣將有事半功倍之效。 	

所謂參與不⼀定都是針對政治，如基層的專題可以只跟⽇常⽣活有關，類
似鄰⾥互助、物業管理、合作消費等項⽬，甚至提供諸如⽇記或買菜記帳
的功能，那些信息經過統計處理，便可成為⾼層次SO專題的第⼀⼿信息。
基層SOC單元是形成SOC結構的基礎。對4W搜索，可⽤「尋找⽣命交點」



吸引⼈們填寫⾃⼰或家⼈的編年⼤事（⾒圖1）。達到⼀定數量後可能出
現各種4W匹配，組合出多種專題，不乏奇遇，進⼀步吸引⼈參與。 	

如果利⽤各種傳播⽅式讓民眾瞭解網絡政府的模擬執政，對其理念、能⼒
和⼈物產⽣信任。待時機成熟，網絡政府的當選⼈便可參加相應地域的現
實公職選舉，由網絡共和國提供競選⽀持。若能當選，網絡政府的模擬執
政可嘗試於現實執政，改變現實政治，網絡共和國在此過程中始終提供信
息、民意與研究⽅⾯的⽀持。 	

只要能夠聚集⾜夠規模的⼈群，網絡也會產⽣商機，因此網絡共和國不會
單純燒錢，有諸多項⽬實現收益。成⽴專⾨的服務公司是為防⽌公益與商
業的衝突，服務公司⼀⽅⾯利⽤網絡共和國的項⽬進⾏商業經營，⼀⽅⾯
成為網絡共和國長久持續的技術和經濟保證。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