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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語（中文姓氏筆劃序）

╳╳ 邱林川●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及新媒體系教授 →本

書最大獨特之處，是把平台經濟放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

歷史脈絡中，進行總體性的分析解釋。在作者斯奈錫克看

來，工業資本主義與網路新經濟之間存在很強的歷史連

續性。只有理解了前者及其內在問題，如產能過剩、「資

產價格凱恩斯主義」，才能理解後者為何可以如此狂飆突

進。歸根結底，科技資本、工業資本都與金融資本一樣，

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組成部份。如此的總體性觀點，適

用於西方國家，也適用於亞太地區。→為了論證「平台」

和「資本主義」骨肉相連這一與眾不同的重要觀點，斯奈

錫克首先回顧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三次危機，逐步導向平

台霸權。然後他提出平台企業的五種類型，逐一進行深入

剖析。他在總結部份進一步反思平台資本主義的規律與挑

戰，並展望平台社會主義的前景。╳╳

╳╳ 林佳和●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本書有

着非常明確的左翼進路，在看似繁複的發展形貌下，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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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資本主義之秘密，梳理出貫穿之社會權力關係，協助

讀者參透現況與可能趨勢。當中亦不免帶到與平台資本

主義對峙之策略，例如平台之民主化，記述着平台相關行

動者的反制，不論只是倡議中的前者，或是已然萌芽的後

者。作者斯奈錫克對反制平台的手段着墨並不多，但不能

說這是本書的瑕疵，只能期待更進一步的探索。╳╳

╳╳梁旭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研究媒體、族

裔政治及零散勞工）→數碼化的媒體科技發展，促使媒體更趨

歛合（converged），亦直接造就平台化經濟（platformed econ-

omy) 興起，帶來無限具創意的商機之餘，亦引發新的勞工

生態及其問題。當中，蓬勃的代購及外賣平台經濟尤其為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業的打工一族帶來「及時雨」，包括

不少結構性欠缺就業機會的邊緣組群（例如女性及少數族

裔）。但另一方面，較低技術的平台勞工，因工種選擇較

少，員工易受制於資方壟斷式的操作，強迫他們以自僱形

式工作，欠缺勞工保障。又因入行門檻低，吸引不少人紛

紛入行，使資方可以不斷將單價下調，造成剝削。在「零

散勞工」（gig labour）已主導全球化勞工生態現象的今天，

我們好應追溯產生這種勞工特性及問題背後—數碼及平

台化資本主義—對勞、資，以及客，三者關係的微妙轉

化，才能較全面、深入剖析零散勞工對邊緣社群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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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資本主義》正正為這重要及影響深遠的題目作了

先導性探討，除為平台經濟提供歷史視野之外，亦勾劃科

技及經濟巨輪怎樣推動媒體化商業，分析其對資本主義本

身的影響，並對不同類型的社交媒體、平台生意對媒體網

民、消費者等「數碼勞工」或平台僱員所構成的剝削有深

入仔細的討論。此中譯本盡見譯者的功力及忠於原著的心

思，將原文所包含的抽象深奧概念精闢地翻譯過來，然後

加入原著英文詞彙給讀者作對照。譯本更將原文深入淺

出、平易近人的筆觸及神緒發揚光大，筆風順雅，可讀性

非常高。此書不單大大填補了有關平台經濟的華文著作的

空隙，更將對亞太區相類研究，及對此課題有興趣的華文

讀者社群，貢獻深遠。 ╳╳

╳╳潘毅●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斯奈錫克《平

台資本主義》寫出了我的心底話，他從馬克思理論傳統出

發，有力地指出，平台經濟只不過是資本主義這個幽靈的

一項變種，必須揭開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面紗，才能讓它

的「真相」畢露，讓大話連篇的數碼平台逃不過大眾雪亮

的眼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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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蕙如●台灣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助理教授→

目前，有關如何服膺平台邏輯賺大錢、如何抓準平台上的

消費者等相關行銷書籍相當多；另也有一些批判平台如何

壟斷與操控使用者的相關論述。然斯奈錫克直接針對平台

的特徵與基礎建設作介紹與分析，並透過近代資本主義發

展史檢視當代平台經濟的基本元素與本質。本書是一本適

合一般讀者或相關興趣研究者的入門知識書，是當代所有

網路使用者都應理解與閱讀的內容，協助我們看清平台經

濟本質背後的殘酷，以及我們日益依賴平台的日常生活該

如何重新檢視其中壟斷與剝削的問題，並且構思不同於現

今平台經濟的新模式。╳╳





以《平台資本主義》思考當下
中國資本主義的崛起和發展
 

※
序
①

→→潘毅●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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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當左翼思潮連續不斷地受到挫折的時刻，我意外地收

到譚以諾來信，邀請我為《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

talism）的中文版寫序，他是這本著作的翻譯者，我欣然接

受邀請。斯奈錫克（Nick Srnicek）《平台資本主義》寫出了

我的心底話，他從馬克思理論傳統出發，有力地指出，平

台經濟只不過是資本主義這個幽靈的一項變種，必須揭開

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面紗，才能讓它的「真相」畢露，讓

大話連篇的數碼平台逃不過大眾雪亮的眼睛。

本書的基本觀點是，二十世紀以降，資本主義的利潤

不斷下降，傳統的工業革新搶救不了企業盈利，平台經濟

於是誕生，資本往往轉投於數碼平台來維持盈利增長和企

業活力，以應對遲緩的生產領域。作者說：「二十一世紀

的資本主義已經找到一種可供利用且數量龐大的新原料：

數據。」通過一系列發展，平台已經日益主導着企業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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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方式，進而壟斷數據，然後提取、分析、使用和銷售它

們。而工人階級在這種新型的資本主義模式下，卻節節敗

退，受到嚴重打擊。

甚麼是平台 ？作者解釋說，「最顯淺來說，平台是使兩

個或以上的群組能互動的數碼基建。它們因而將自己定位

為匯集不同用戶的中介機構：客戶、廣告商、服務供應商、

生產商、供應商，甚至是實體物品」。他進而論證：「二十一

世紀，基於數碼科技的轉變，數據日漸成為公司及其與工

人、顧客和其他資本家的關係之核心。平台成為新的營商

模式，足以抽取和控制海量的數據，而在此轉變中，我們

見證着大型壟斷企業之冒起。」

作者對我最有啟發的一點，是他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正見證資本主義採用新的基建，但這些基建能否復

甦奄奄一息的資本主義，使之增長？數碼時代還存在競

爭嗎？還是我們將走向新的壟斷資本主義？

這個問題，牽動着我的一些思考，由於我的局限，我的

思考更多是放在中國資本主義的崛起和發展這個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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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崛起

近年來，我和幾位研究生開展了一項研究工作，旨在

考察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崛起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與斯

奈錫克博士一樣，我們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已經進

入了一個全新的壟斷階段，這個階段不僅得益於高新科技

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它獲得了國家權力的鼎力支持。為了

實現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國家在國內外開展基建計劃

（如新經濟區、高速公路和高鐵、數碼平台和物流等），這

些舉動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列強之間的激烈衝突。我們將這

一歷史進程歸納為「基建資本主義」（Infrastructural Capital-

ism）。這一概念生動地體現了擴張資本主義的物質屬性，

並揭示了其中潛藏的矛盾和危機，為新的階級鬥爭指明了

方向。

我們把中國資本主義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界定為基

建資本主義，其特點是從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和

帝國主義競爭過渡，並試圖擺脫 2008–2009年全球經濟衰退

後延續至今的危機。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應對經濟增

速的下滑和社會衝突的激增，儘管這些問題在新冠疫情期

間下難以得到緩解。通過基建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我們描

述了這樣一種資本主義形態，它本質上建立在由國家牽頭



平台資本主義

或扶持的對於實體和數碼平台基建的興建上。這涵蓋了道

路、城市、高鐵和物流運輸等實體基礎設施，以及這些實

體基礎設施與電子商務和平台經濟等數碼基建的銜接。

這個實體和數碼平台的重要銜接，將決定了中國未來資本

主義的存活和工人階級的鬥爭。基建資本主義構成了所有

其他形式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這些形式包括採掘資本主

義  （Extractive Capitalism）（Mezzadra & Neilson，2019）、工 業

資本主義（Industrial Capitalism）（Braverman，1998）和數碼資

本主義（Digital or Platform Capitalism）（Fuchs and Mosco，2015；

Srnicek，2016）。中國的基建資本主義已經日趨國際化，經

由「一帶一路」這一攬子專案，中國的國家資本和私有資

本得以輸出過剩產能，並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

施，以保障對其資源的開採，在此過程中也再造了與這些

國家種種的緊張關係。

除了加深與世界各國的矛盾和衝突外，基建資本主義

的發展，當然也加劇了中國國內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階

級衝突。首先，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徵地，而過去三十年

來，由於徵地和徵地過程中的腐敗問題，土地糾紛已經成

為國內最為普遍和激烈的抗爭類型之一。其次，基礎設施

建設過程中的勞務外包和工資拖欠問題十分嚴重，導致建

築工人的抗議頻發；另外，數碼平台背後的零工經濟，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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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對新入行的工人階級的剝削。最後，基礎設施建設（包

括高鐵建設等）的融資累積了大量的政府債務，給未來中

國經濟的發展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隨着中國資本主義繼

續採用同樣的方法和機制來開展基礎設施建設，這些矛盾

不僅得不到解決，還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繼續惡化。

這種在全球和中國形成的基建資本主義格局，通過掠

奪、榨取和剝削工人和農民，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實現了

資本的增殖和積聚。全球的基建專案作為壟斷資本主義的

支柱，它所創造的新型現代性絕不是「一切堅固的東西都

煙消雲散了」，而是如磐石一樣堅固，支撐着工人階級的力

量在未來的迸發。

層出不窮的階級衝突

我們不僅僅止步於以自上而下的權力視角來概念化

中國資本主義的當前形態，歸根結底我們關心的是中國工

人運動。對於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再造，不能抽象地予以回

答，而必須放在中國基建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背景中才

能加以理解。與斯奈錫克《平台資本主義》一書的精神一

樣，我們不僅沿襲了矢志掙脫資本主義牢籠的經典馬克思

主義的理論傳統，也承繼了為打破工人和農民身上的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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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鎖而拋灑過血淚的中國革命歷史，而理解中國工人階級

的形成恰恰需要基於中國自身的革命傳統。對於中國革命

遺產的繼承和發揚不僅有助於理解當下對基建資本主義

的抗爭，還給予我們對超越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想像和可

能，給我們提供了工人群眾反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珍

貴歷史經驗。（Chun，2013；Karl，2020）喚起過去的革命，

或許會有助於豐富對於當代資本主義及其危機的理論剖

析，這種對於革命歷史的重新書寫不僅將過去與未來打

通，同時還牢牢地紮根於國際馬克思主義的土壤中。剝離

中國官方馬克思主義對革命所持有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理

解，並將其與國際馬克思主義重新連接，有助於將中國當

代左翼思想重新匯入全球反資本主義浪潮之中。

我們構想建立一個由三種力量組成的基建性組織網

路：工作場所內由勞動者掌握的工會、工業區裡的工人中

心，以及職業院校的團結網路。顯而易見，只要勞資衝突

仍然聚集在工作場所，那麼像 2018年佳士運動這樣以工人

力量為基礎輔以學生支援的工會鬥爭，就不會因為一次沉

重的打擊而終止。我們認為，工業區和社區中的工人中心

仍然具備激進化的潛力，他們可以圍繞工人的社會再生產

議題開展組織工作，並在工人階級的家庭之間形成互助團

體。另一方面，作為生產中國近一半青年人的新工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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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重要場所—職業院校，也將成為「學做工」的新型

試驗點，蘊含着產生激進團結、教育和連結的無限可能。

不管是阿里巴巴網店的數碼勞工，抑或是菜鳥快遞的物流

工人，他們大都來自職業院校。作為工人力量聯合的三大

支柱，工作場所、社區和職業院校都根植於並重建了工人

的基礎性力量（infrastructural power)，促進了工人階級在生

產和社會再生產領域的抗爭。

左翼運動的新紀元？

在當代中國，反資本主義的激進左翼運動是否可能 ？

儘管在當前無孔不入的國家權力面前，左翼運動的前景看

似空前渺茫，但我們依然認為左翼運動的潛力始終蘊藏於

中國日益加深的資本主義危機之中。作為一種批判的武

器，我們的工作發端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里程碑節

點—學生－工人抗爭聯盟的誕生，即眾所周知的 2018年

佳士運動。

我們試圖發掘的正是這種批判性的馬克思主義傳統，

而我所依靠的是致力於發揚工人群眾革命潛力的經典馬克

思主義理論。我們並不臆想一個光明的未來，因為我們正

面臨一個令人十分窒息和緊張的政治氛圍，還有新興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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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工人運動所遭遇的挫折。這種左翼工人運動雖然還不太

成熟，卻展現出挑戰全球和中國資本主義的勇氣，顯示出

直面老牌和新興帝國主義國家之間衝突的決心。

最後，讓我回應斯奈錫克《平台資本主義》的呼籲，

「隨着平台日漸深入我們的數碼基建，隨着社會對它們的依

賴日強，我們必須了解它們如何運作，了解我們可以做些

甚麼，這點至關重要。如此，我們才得以建設一個更好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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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擺脫了工業時代奴役我們、剝削我們的機器，

但是數碼設備帶來了一種新的強制，一種新的奴隸制。

―韓炳哲，《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 

我（們）現在幾乎無法離開手機或其他任何可以連網

的 3C媒介了。這種新的媒介化／平台化的媒介使用方式深

深地鑲嵌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時刻（工作、社交與休閒）、

物理性的空間（家中、移動中的公共交通、工作場所、消

費場所）與精神的狀態（持續性的疲憊、過度刺激、注意

力短暫）：

睡前滑手機並且確認手機設定了數個鬧鐘鈴響可以

一早叫醒我。早上出門前再三確認是否帶着手機，甚

至走出門都快到捷運站了，會因為沒有帶手機匆匆

跑回去拿，手機比錢包還重要，應該說手機是錢包。

COVID-19需要實名制的時候，手機不離手有個冠冕堂

皇的理由，說服自己要折回家拿手機是為了成為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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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下的好公民。在捷運上戴上耳機可以連上 Netflix

追劇，或 Apple Podcasts 聽節目，或看 YouTube、玩遊

戲；不然滑 IG、臉書看一下新聞、有趣貓狗貼文與

朋友動態，按讚留言 tag 朋友，同時總會看到商品銷

售貼文／直播置入其中，讓我想要下單，想要進一步

google 或是比價。不小心點了某個 FB 上的影片，FB 

Watch 上的短影音讓你一個接着一個往下看。還沒到

辦公室前，手機安裝的 Gmail App 提醒你有些新的郵

件進來，有些馬上要處理回覆的工作。Line 群組有

長輩群組、家人群組、高中好朋友群組、工作項目各

種不同群組彈跳出訊息……

我們穿梭在不同情緒狀態的碎片化情感的、工作的、

消費的對話／討價還價的不穩定關係裡。在時間與空間

流動的過程中，思緒心神都綁在同一個帳號（或同一個

介面）所連通的各個平台服務中，用各種零碎的時間與情

緒交錯的思維，持續為平台做工。這種對於媒介物依賴的

狀態，從原本就設計連上網路的媒介物（電腦、筆電、平

板），到現在被冠上「智慧」的所有物件都逐漸媒介化。

例如：「智慧」電視、「智慧」手錶與「智慧」家電，乃

至於一個城市，我們都賦予它成為「智慧」城市，彷彿數

位化、平台化作為萬事萬物的「解方」。然而這是誰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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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為了解決甚麼問題 ？ 為誰帶來利益 ？ 因此將排除誰

的利益 ？

 

 這種平台化日常的狀態某程度上可以用斯麥茲（Dallas 

Smythe）1970年代所提出的閱聽人商品論（audience commod-

ity）進一步解釋。他當時分析電視、廣告主、閱聽人之間

的不對等勞動與對價關係，如同今日巨型平台、廣告主、

網路使用者（閱聽人）之間的關係。斯麥茲以馬克思對

於勞動異化的分析，進一步解釋閱聽人在休閒時間（free 

time）看電視，其實仍是勞動，而收視即為工作。（Jhally 

& Livant，1986）因此，媒體賣給廣告主的產品是閱聽人的

收視時間。而現今平台並不直接將閱聽人賣給廣告主，而

是更進一步掌控收集、儲存、提取分析所有使用者數據資

料，變成獨家壟斷的新服務，所有廣告主只能透過平台所

提供獵捕消費者的服務達到廣告效果。我們如此依賴平

台，結果讓我們更難遠離平台，因為它連我們各種喜好習

慣、各種內容都可以做到精準投放的效果。

然而，除了「平台－廣告主－閱聽人」關係之外，

斯奈錫克（Nick Srnicek）在本書揭開平台本身也是由各種

人工勞動力所聚集的服務，探討平台的後台：「工人－平

台－廣告主－閱聽人」的關係。斯奈錫克目前在英國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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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任教，擔任數位經濟講師，並且持續在平台經濟、數

位勞動、人工智慧的政治經濟學等議題發表單篇學術論

文。本書僅有三章，但以精煉的文字將平台經濟發展鑲嵌

於過去的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精細分類五種類型平台基

礎結構與運作模式，並且指出平台經濟的困局與未來。平

台的營利模式以數據為中心，巨型平台（例如臉書〔Face-

book〕和谷歌〔Google〕）串接企業、廣告主與終端裝置的

用戶；Airbnb 平台上有房東與旅客；優步（Uber）連接司機

和乘客；Foodpanda 連接外送員與顧客。斯奈錫克指出，人

們之所以在精益平台出售勞動力，是因為失業率增長的危

機，他稱之為失業式的復甦：

經濟增長恢復，但卻沒有就業增長。因此，眾多工人

被迫絕望地尋找任何可以生存下去的手段。在這情

況下，自僱職業不是自由選擇，而是被迫的。〔⋯⋯〕

優步承認，倫敦的司機大約有三份一來自失業率超

過10% 的社區。在健全的經濟中，這些人沒有必要從

事微型任務（microtasking），因為他們會有適當的工

作。（本書，72）

費雪（Mark Fisher，2014）引用貝拉迪（Franco Berardi）

的說法，指出晚期資本主義工作文化的強度和不穩定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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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處於一種既疲憊又過度刺激的狀態。新自由主義將改變

休閒與工作時間的壁壘，將休閒時間強制變成工作時間。

韓炳哲甚至認為這種將工作時間絕對化的過程，休息成為

工作時間的其中一個階段而已：

我們將工作帶進度假，帶進睡眠。因此，今天的我們睡

不安穩。作為筋疲力盡的業績主體，我們的入睡就如

同雙腳麻木之後的失去知覺。〔⋯⋯〕我們的放鬆也

只不過是工作的一種模式，其目的不過是勞動力的

再生。休息並不是脫離工作的另外一件事，而是工

作的產品。（2019，51）

這也回應了 19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時代背景發

展，資本全球化削弱了原本以穩定且固定契約的工作環

境、就業結構與勞方為主的協商能力。新自由主義的流行

意識形態鼓吹我們擁有更多自由選擇的機會，但是也包含

個人成敗責任自負的暗語，呈現出一種不穩定的自由形

式。政府去除管制（縱容）企業於新的工作環境與網絡收

編各種彈性勞動：零工經濟、按件計酬工作、斜槓青年、

兼職勞動、彈性勞動、自由工作者等。在資訊化與平台化

社會，這類型的生產過程彈性化與生產地點分散化是最主

要的特徵之一，但實際上帶來的是一種以平台邏輯集中控



平台資本主義

制的壟斷狀況。然而，平台化社會所強調的主流論述與意

識形態，具有加州意識形態（Californian Ideology）的調子，

延續着個人主義、矽谷創業家氛圍與生活風格消費的意識

形態。這種趨勢構成了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2021）

所提出的兩種矛盾：一是網際網路興起所帶來的生產關係

無產階級化，其中包括由下而上的創新、開放式創新、新

工作方式，這種形式出現在 Web2.0時期，以維基百科、開

源社群與民主化的網路社交活動為主。二是這個新技術的

逆轉，以巨型平台地理整合了所有人，透過人工智慧、強

運算、大數據收集等將前者的貢獻轉化成一個價值化的過

程。斯蒂格勒指出：「它不再是供人使用生產工具，而是

生產工具使用工人。」（217–8）。

 斯奈錫克認為這種「聚焦在資本而非勞動」的狀況，

展現出資本主義與數碼科技結盟的「一種粗鄙的經濟主

義」，但這種重資本賤勞動的現象，不僅只是反映現實，

也顯示「我們身處的世界中，勞工運動早已被大大削

弱」。（本書，1）近年來，零工經濟的現象逐漸受到關注，

例如當代藝術家戴勒（Jeremy Deller）2015年的作品呈現了

從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工業革命的殘酷，並且連結當代平台

經濟與科技如何展現「全新的剝削勞動景觀」。（本書，

50）其中兩件直指「零時合約」（zero-hours contract）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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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場所的監控」。巨大黑色的布面橫幅（以英國傳統工會

旗幟製作的方式）繡上一句話：「哈囉，你今天休假。」

（Hello, Today you have day o�.）這是一封發給零時工的簡訊。

戴勒認為，這種用手機簡訊通知你「今天不用來工作」的

誤導說法，將「你今天沒工可做」美化成「你今天休假」

是非常下流的說詞。另外一個作品展示 Motorola WT 4000追

蹤設備，像是亞馬遜（Amazon）倉庫工人穿戴在手背上的

那種，用來監視工人的速度與效率，落後時機器將發出警

告聲。長期以來，亞馬遜阻止工會運作，並且發生多起倉

儲工人重傷甚至死亡的事件。2019年，亞馬遜甚至推出倉

儲工作「遊戲化」，透過小遊戲與積分機制（以工作速度

來競爭一種名為 Swag Bucks 的貨幣，可以用來換商品），讓

工人以更快的節奏完成工作，實際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倉儲

出貨的生產力。（Keach，2019, May 23）追蹤設備，就像是韓

炳哲所描繪數位時代的控制移動性，已經超越了工廠的限

制與地理空間，像在外送員和各種零時合約工作中看到的：

基於可移動性，它〔數碼設備〕把每一個地點都變成

一個工位，把每一段時間都變成工作時間；從這層意

義上來講，它的剝削更為高效。可移動性的自由變成

了一種可怕的強制，我們不得不時刻工作。（2019，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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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實也反映在英國導演洛區（Ken Loach）2019年的

社會寫實電影《抱歉我們錯過你了》（Sorry We Missed You，

港譯：對不起，錯過你）之中。影片描述一對育有二子

的夫妻的勞動狀態，先生是派遣送貨工人，自備小 van 靠

行，依照送貨速度給薪，不達標準則可馬上炒你魷魚。公司

用「新科技」監視你包裹有沒有送達，期間任何意外（車

禍、生病或被警察開單）都責任自負。太太擔任「零時

工」（zero-hour contract）看護，有看護委託案才有收入，劇

中也呈現那種坐公車到偏遠社區準備做看護工作、到達前

一刻遭取消委託的狀況，所花費的時間與交通費自付，看

護工作按件計酬，由使用者付費。

斯奈錫克在本書提到優步的案例，指出平台經濟看似

獲利豐厚，但實際上建立在服務與人力外包的狀態，而這

種過度剝削工人權益的情形，顯示的是若「僱員重新獲得

基本的工人權利，結果很可能是企業在經濟上無能持續下

去」。這顯示平台經濟模式實際上是一種對於勞動剝削隱

蔽不談的姿態。

需要科技不斷轉變。為減低成本、擠走競爭者、控制

工人、減少周轉時間和增加市場份額，資本家會受利

誘去持續轉化勞動過程。這是資本主義深層動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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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源，資本家傾向不斷增加勞工生產力，並且擊倒

彼此，以便高效地產生利潤。（本書，13）

斯奈錫克在最後一章，提及國家與使用者的角色與行

動的可能性。雖然巨型平台目前具有難以撼動的壟斷特質

與主導地位，自從 2021年澳洲新聞議價法事件，凸顯臉書

與谷歌等企業對於民主社會與新聞業的影響。近年，歐盟

也早已展開調查，針對巨型平台在歐盟區的相關責任，已

完成修正與立法。全球各國正在反思平台的角色，以及長

期以創新之名規避管制的問題。閱讀斯奈錫克的《平台資

本主義》，能更進一步令我們反思日常生活與平台之間的

關係，以及我們可以促成的行動。

與其僅僅監管企業平台，不如努力創建公共平台―

由人民擁有和控制（更重要的是獨立於國家監控機

器）的平台。這將意味着，國家須大量投入資源，發

展支持這些平台的必要技術，並把它們以公共設施

的形式提供予民間。更激進的是，我們可以推動後資

本主義平台，利用這些平台收集數據以分配資源，實

現民主參與，並進一步發展技術。今天，我們必須將

平台集體化。（本書，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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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是第一本以「平台資本主義」為名的專書論著，

作者斯奈錫克檢視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以及平台經濟

模式如何以奪取壟斷當代的新原料：「數據」，為資本主義

「續命」。目前，有關如何服膺平台邏輯賺大錢、如何抓準

平台上的消費者等相關行銷書籍相當多；另也有一些批判

平台如何壟斷與操控使用者的相關論述。然斯奈錫克直接

針對平台的特徵與基礎建設作介紹與分析，並透過近代資

本主義發展史檢視當代平台經濟的基本元素與本質。本書

是一本適合一般讀者或相關興趣研究者的入門知識書，是

當代所有網路使用者都應理解與閱讀的內容，協助我們看

清平台經濟本質背後的殘酷，以及我們日益依賴平台的日

常生活該如何重新檢視其中壟斷與剝削的問題，並且構思

不同於現今平台經濟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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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誕生、茁壯與混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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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技、數位溝通形式、半導體、管理工作之 IT、

視聽科技、數位器具、3D、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大

數據（big data），所謂數位轉型（digitale transformation），踏

入人們的周遭世界，已有相當時日，這不僅改變我們的生

活方式與慣行、看待與思索問題的方式，更重要的、但實

則未必清楚的：它同時質量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生產

關係。

三十年來，隨着資訊科技的發達，數位化成為人們共

通的媒介與工具，從產業的生產、管理、聯繫介面，到勞

動者從傳統企業內、走向企業外與跨企業，不再是全面向

的結合與聯繫，而呈現點對點的（Peer-To-Peer）、一定程度

脫離人格控制面的、使用得以數位化描述與溝通的勞務提

供為中心，技術的革新，帶來生產方式與關係的變遷，進

而促使新的經濟模式誕生。資本主義，走過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的危機，在全球化絕美的搭配下，新的數位平

台經濟模式，油然而生。「跨足不同經濟體系、不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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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群體間的聯繫」，透過平台的建置，將某些服務或商品

之供給者與需求者聯繫起來。不同類型的數位平台形式，

相當程度改變了傳統的市場與市場結構，同時產生兩個重

要效果：由於其他額外之數位商品與服務使用者的不斷

湧入，加入平台的邊際成本會顯著降低，產生所謂規模效

應，而愈來愈多的額外使用者加入，又會產生加乘吸引其

他人的網絡效應，這些都象徵着產業成長的無比潛力。這

是個數位平台的時代，這是個平台資本主義的時代。

倫敦國王學院數碼經濟學講師斯奈錫克（Nick Srnicek）

2016年出版的《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一書，

篇幅雖然不多，但從日常生活觀察到的許多現象出發，直

指資本主義不同發展階段之延續，順暢地鋪陳歷史軌跡，

指明接下來適時誕生的資訊科技如何與平台形式完美地結

合，走過商品，跨出貨幣，邁向一個嶄新的資本主義發展

階段。這背後左右着一切的是此一「神秘的媒介」：數據。

這是個數據的年代。Who owns the data? 成為當代資本主義

發展的通關語。

面對以數據為核心媒介的數位平台經濟模式—斯奈

錫克所稱的平台資本主義—不同於充斥着言論市場那般

的，諸多令人目眩、存在於每個人周遭、但卻難以參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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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斯多德奧秘」的現實發展、革新、新創、交疊、連結，

作者站在一關鍵的基點：如此情勢看似全新，「實是遮蔽着

長期久存的事實」。迥異於專業言說上那些「技術性描繪

文字」，本書強烈地指出，必須以二十一世紀的左翼思想

來檢視今天出現的重要轉變，「我們必先要明瞭我們在更

廣闊的語境中之位置，才能創造策略把它轉化」。在全球

化發展甫始的九十年代初期（如果暫且忘記十九世紀至第

一次大戰爆發間的初次全球化），引起多少辯論之「無可

避免的鐵律」抑或「資本與國家推動的 political project」，究

竟是歷史的線性必然 ？ 還是有機會加以對抗與扭轉的政

治行動 ？ 眼光飄向今天的平台時代，這本書，無疑給了一

個明確的答案，彷彿帶領着讀者，試圖一起抓出那條貫穿

的紅線。

Google 為何要投資住宅暖氣供應系統 Nes？又與 Uber 一

起向美國國會遊說自動駕駛汽車？Microso� 與 Amazon 爭相

與德國汽車製造商，共同商討自動駕駛汽車的雲端平台，

所為何來？Amazon 又為何要開發 Echo—那個消費者放

在家裡、永遠在線、「你呼喚 Echo，它就會回應你，同時記

錄周遭的活動」的智慧音箱？Facebook 為何要收購 Oculus 

Ri� VR 虛擬實境頭戴式顯示器？其實，如同生活中處處可

見的蘋果 Siri、Android 的 Google Now、智慧型電視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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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眼花撩亂的投資、兼併、開發、跨業，有時大賺其錢，

有時好意免費，有時卻令人難以置信的虧損連連—回到

數據，回到必須爭奪佔有數據的新市場，在作者的「歛合

論」下，一切都有了合理、不免令人倒吸一口氣的解釋。對

於不同的平台模式，廣告、雲端、工業、產品、精益平台，

乃至於平台大混鬥，這本書，有着非常精彩的剖析—在

數據的媒介下，在技術條件的成熟上，在平台資本主義所

宣告的數據爭奪時代中。

這本書有着非常明確的左翼進路，在看似繁複的發展

形貌下，道出平台資本主義之秘密，梳理出貫穿之社會權

力關係，協助讀者參透現況與可能趨勢。當然，當中亦不

免帶到與平台資本主義對峙之策略，例如平台之民主化、

平台相關行動者的反制，不論只是倡議中的前者，或是已

然萌芽的後者。可惜的是作者斯奈錫克對此着墨並不多，

但不能說是這本書的瑕疵，只能期待更進一步的探索。

不管只是想更透徹地理解平台時代，在爭奪與積累數

據的市場目標下，各式平台如何建置、擴張、經營、謀劃

與交錯互動，還是試圖掌握更多「後全球化時代」下，新

興的平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關係之秘密，斯奈錫克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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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平台資本主義》，作為入門，作為下一步思考與行動

之基礎，都是值得拜讀的好書。特此推薦。



資平台經濟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總體分析
―《平台資本主義》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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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網路新經濟，進而引發社會討論的詞彙，往往每

隔一兩年就會「換季」一次。好像時尚潮流，多數不能持

久。「平台」屬於少數例外。在西方脈絡中，其緣起一般

追溯到 2006年谷歌（Google）併購油管（YouTube），在公司

對外披露的文件中首次使用「平台」（platform）提法。之

後十餘年間，學界、商界、政界、輿論界對平台的討論不

絕於耳。辯論至今，仍鮮有共識。

華文網際網路世界裡，最早使用「平台」二字的恐怕

是台灣的「新聞平台」，即整合不同新聞機構亦包括公民記

者的報導，放到同一網頁裡，方便鄉民瀏覽。與大陸的「門

戶網站」意思基本相同。然而，此「平台」非彼「平台」，

華文和西文用法的具體所指其實有相當差距。

西方的用法，也是今天更流行的理解，一方面更寬泛，

可指 Uber、滴滴這樣的打車代步軟體，也可指 Deliveroo、

Foodpanda 等 送 餐 服 務，或 是 Airbnb、Upwork、Amazo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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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ical Turk 等形形色色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還

不提社交媒體平台，其範疇遠遠超出新聞或娛樂媒體的

內容提供。另一方面，「平台」核心業務是對大數據進行處

理分析，再在此基礎上將不同持份者（如消費者和服務提

供者）進行自動化的配對，利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以達至

網絡效應，進而獲得壓倒性的市場份額，攫取壟斷利潤。

究竟如何具體定義平台及其類型？應如何去理解它的

變化，和圍繞它的各種爭議與辯論？為甚麼平台經濟會異

軍突起，在過去一段時間進入幾乎所有行業，實行「數

位破壞」（digital disruption）？又為甚麼近幾年來，針對平台

的批評聲浪不斷，政府和社會組織開始推出限制平台的

各種政策？從 2021年年中至此文寫作的 2022年年中，著名

的平台巨頭，無論是紐交所的 Uber 還是港交所的阿里巴

巴，股價都基本被腰斬？且分析師們對這些平台企業均態

度悲觀 ？

尼克．斯奈錫克的這本《平台資本主義》原版於 2016

年，至今仍是英語文獻討論平台經濟的重要起點。它採用

批判政治經濟學視角，一針見血點明「平台」不過是資本

主義新的修飾詞。雖然採用新的智能科技手段和新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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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包裝，但其運作邏輯就是為了資本積累。這既是平台

誕生的初衷，也是其之所以帶來經濟、社會問題的根源。

本書最大獨特之處，是把平台經濟放到世界資本主義

體系的歷史脈絡中，進行總體性的分析解釋。在作者斯奈錫

克看來，工業資本主義與網路新經濟之間存在很強的歷史

連續性。只有理解了前者及其內在問題，如產能過剩、「資

產價格凱恩斯主義」，才能理解後者為何可以如此狂飆突

進。歸根結底，科技資本、工業資本都與金融資本一樣，

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組成部份。如此的總體性觀點，適

用於西方國家，也適用於亞太地區。

為了論證「平台」和「資本主義」骨肉相連這一與眾

不同的重要觀點，斯奈錫克首先回顧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

三次危機，逐步導向平台霸權。然後他提出平台企業的五

種類型，逐一進行深入剖析。他在總結部份進一步反思平

台資本主義的規律與挑戰，並展望平台社會主義的前景。

最後這點「平台社會主義」是我的個人引申，作者原文是

「必須將平台集體化」、「與其僅僅監管企業平台，不如努力

創建公共平台—由人民擁有和控制（更重要的是獨立於

國家監控機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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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譚以諾翻譯此書，讓華文讀者得以了解書中的獨

特見解。

或許有一天，「平台」也會被「換季」，成為過氣的時

尚。或許有一天，「資本主義」的前面又會有新的修飾詞、

新的障眼法。但我相信，本書的總體性觀點很可能依然適

用。它的結論也會日久長新：資本主義必須被超越，平台

帶來的危機也可能是實現超越的契機 ！

書於新加坡國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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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被告知，我們正活在巨大的轉變中，共享經濟、

零工經濟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等說法在我們身邊出現，伴隨

着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彈性這類誘人的形象。作為工人，

我們該從固定工作中解放出來，尋找機會以販賣各類產品

和提供各類服務來過活。作為消費者，我們眼前有千萬種

按需服務，亦有一堆接駁用具，承諾於我們心血來潮時滿

足我們。本書正是要探討這當代現象和新興技術的化身：

平台、大數據、立體打印、進階機械人、機器學習和物聯

網。本書並非首本討論這些話題的書，但取態與眾不同。

在現有著作中，有一批聚焦在冒起中的科技之政治，集中

探討私隱和國家監控，卻忽略了與擁有權和盈利相關的經

濟議題。另一批關注企業如何體現某些理想和價值，並批

評它們的非人性化—但同樣，這批著作無視經濟語境和

資本義制度之強制。1 有些學者確有考察這處浮現的經濟

1 Morozov, 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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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向，但僅視之為個別現象和脫離歷史的存在。他們從不

疑惑為何我們現在的經濟長成這樣，亦不明瞭當下經濟如

何回應往日的問題。最後，確實有不少分析指出智能經濟

對工人來說是何等糟糕，亦指出數碼勞工如何顯示出工人

與資本關係的轉移，然而，它們對更廣闊的經濟動向和資

本主義社會間競爭的分析，則置之不理。2

本書旨在從資本主義和數碼科技的經濟史出發，於上

述角度輔加觀點，同時指認出各式經濟形式及內蘊在當

代經濟中的競爭張力。本書把主要的科技公司視為資本

主義式生產模式裡的經濟動力，確保讀者能了然它們的

運作。這意味着從中提取出以加州意識形態（Californian 

Ideology）之價值來定義的文化動力，或想要執掌權力的政

治動力。那些動力被迫尋求利潤，阻擋競爭。這使它們無法

預計和推測甚麼事情可能發生。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驅使

公司不斷尋找新利潤、新市場、新商品和新剝削的方式。

對某些人來說，如此聚焦在資本而非勞動，或會推演出一種

粗鄙的經濟主義；但是，在我們身處的世界中，勞工運動

早已被大大削弱，如此看重資本只不過是反映現實罷了。

2 Huw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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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看到數碼科技對資本主義的影響，該聚焦在甚

麼地方呢 ？ 我們或可以察看科技領域，3 但嚴格來說，這

領域只佔經濟一小部份。在美國，它只佔私人公司價值的

6.8%，僱用約 2.5% 的勞動力。4 美國的工業雖漸失地位，

但相對科技領域，製造業仍僱用多三倍工人。在英國，製

造業僱用人口是科技領域的三倍。5 部份原因是因為科技

公司出名規模細小。谷歌（Google）直接僱用 60,000人，臉

書（Facebook）有 12,000人，至於 WhatsApp 以 190億賣給臉

書時則只有五十五名員工，而 Instagram 以十億出售時只有

十三名員工。回顧 1962年，最重要公司的僱用人數遠超以

上數據：AT&T 有 564,000名員工，埃克森（Exxon）有 150,000

名工人，而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則僱有 605,000人。6 

因此，在討論數碼經濟時，我們必須緊記，它比一般分類

下的科技領域要廣闊得多。

3 「科技領域」這字眼經常出現，卻鮮有清晰的解釋。我們以北美工業分類系

統（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cation System，NAICS）及其法規來定義這領
域。在這系統下，科技領域可以被視為包含電腦及電子產品製造業（334）、電訊業
（517）、數據處理、寄存及相關服務業（518）、其他資訊服務業（519）和電腦系統設
計及相關服務業（5415）。

4 Klein, 2016.

5 O�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6b.

6 Davis, 20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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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淺的定義來看，我們可以說，數碼經濟指的是日

益依賴資訊科技、數據和網絡來建構營商模式的生意。

它橫跨傳統領域—包括製造業、服務業、運輸業、礦業

和電訊業，並對當下經濟的大部份層面日見重要。按此理

解，數碼經濟比起一般的領域分析認為的要重要得多。首

先，它是當代經濟中最具動力的領域—有說此領域創新

不斷，並且領導經濟成長。數碼經濟看來像是停滯不前的

經濟之領航燈。其次，數碼科技一如財經金融，在系統上

愈見重要。數碼經濟日漸滲透到當代經濟之基建中，它的

崩潰將會帶來經濟災難。最後，因其動態力，數碼經濟成

為一種理想，能把當代資本主義再往前推。數碼經濟慢慢

變成統攝模式：城市要變智能，公司必須具有顛覆行業的

能力，工人要彈性靈活，政府要變得精益且聰慧。在如此

環境中，勤勞的人受惠於眾多轉變，成為人生勝利組。我

們是如此被告知的。

本書的論點是，資本主義的利潤長期下降，它於是轉

投數據以維持經濟增長和活力，以應對遲緩的生產領域。

二十一世紀，基於數碼科技的轉變，數據日漸成為公司及

其與工人、顧客和其他資本家的關係之核心。平台能夠

抽取和控制海量的數據，成為新的營商模式，而在此轉變

中，我們見證着大型壟斷企業之冒起。今天，中高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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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經濟體日益由這些企業主導，而本書所概述的動

態力，表明上述趨只會持續下去。本書旨在把這些平台放

回更大的經濟史之中，把它們理解為產生利潤的方法，並

描繪出因它們而來的趨勢。

本書同時結合現存的討論。第一章的討論對經濟史學

家來說應該不會陌生，當中勾勒的幾場危機，鋪墊了 2008

年後的經濟根基。它旨在歷史化冒起中的科技，視之為更

深層的資本主義趨勢的結果，指出它們如何深陷在剝削、

排抗和競爭的系統之中。第二章的材料對向來有追蹤科技

商業的人來說應該甚為熟悉。這章以各種方法，點出平台

的誕生，為其分類，希望藉以清晰地說明幾個當下熱論的

話題。與首兩章不同，第三章希望為讀者提供新的討論。

基於前兩章的內容，這章旨在描劃出幾個可能出現的趨

勢，粗略地估算平台資本主義的未來。這些預測對任何政

治工程來說都是必須的。我們如何概念化過去和未來，對

我們如何策略地思考和發展政治方略以改造今天社會甚

為重要。總言之，我們到底視冒起中的科技為開創了新積

累資本的領域，抑或視之為舊有政體的延續，會帶來不一

樣的結論。這會影響我們評估危機出現的機率，亦會影響

我們推測到底甚麼危機終將出現，同時會影響我們如何設

想資本主義底下勞工的未來。本書部份的論點是，如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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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看似全新，實則遮蔽着長期持續的趨勢；本書同時想指

出，二十一世紀的左翼份子必須掌握這些今天出現的重要

轉變。我們必先要明瞭我們在更廣闊的語境中之位置，才

能創造策略把它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