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 年 5 月，我的電腦中毒了。 

不曉得從哪裡轉寄來的一封信，夾帶著特洛伊木馬病毒(Trojan horse virus)

入侵我的電腦。遭到入侵的我的電腦，整個作業系統卡在視窗桌面上，什麼功能

都執行不了，螢幕一直出現「請先執行 XXX 程式」的字樣。幾經輸入搜尋指令

不果後，電腦停滯的狀態使我立刻聯想到「電腦中毒」的可能性。 

剛剛意識到電腦中毒時，我的頭皮發麻，心臟一陣痙攣。倒不是有什麼損失，

而是從來沒想到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中毒之前，從來沒想過在電腦上工作的我與電腦病毒會有什麼關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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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作業系統之前，我收發信件的系統是「終端機模擬程式」(telnet)1。我

曾經因為用 telnet 收信，被朋友笑說，因為系統過於落伍，所以病毒無法進入，

但這也使我的電腦反倒莫名其妙成為眾人之中，最安全的一台電腦。用 Telnet

系統收發電子郵件的好處的確是不需要擔心段數太高的病毒，但不方便處也在於

管理信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時後的我，不過是因為某一堂課的老師要求要將作

業貼上 BBS 討論區，所以也就被迫把作業打成檔案，以電子郵件傳送給同學。

每週只要能完成這項工作，網際網路就與我沒有太大關連；BBS、WWW 這些東

西對我來說不過一串串英文字母的組合，至於郵件的聲光效果、背景畫面，或者

郵件管理系統，不但不重要，也根本不是我所會意到的。 

後來加入 Windows 作業系統，啟用 Outlook 收信，聲光電子郵件本身多采多

姿，但也從此後門大開，病毒可以隨著通訊錄系統長驅直入。「先進系統總是夾

帶想像不到的困擾」這件事，終於從書上的一句警語，變成了實際生活中的體驗。

電腦中毒了，還好我有備份，所以原先的工作幾乎沒有什麼損失。我慶幸著自己

維持良好的備份習慣，也才終於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年代，模控學(cybernetics)已

經成熟到能夠預先設想、模擬突發狀況、在設計了種種回饋(feedback)機制隨時

修改反應方式的情況下，我們還是需要備份(back-up)作為後援。 

不過，這種僥倖的感覺沒有維持多久，因為清查檔案之後我才發現，我備份

了文字工作檔案，卻沒有備份信件與通訊錄。我重新灌錄 Windows 作業系統之

後，才發現電流的重組是徹底地將現在與剛剛果決地切斷；以前還可以翻翻垃圾

桶，保有一點點找回隻字片語、靠著膠帶黏回來的希望，在電腦工具中，根本不

存在。就這樣，我遺失了幾位朋友轉載而來的電子郵件地址，有些平常根本只靠

網路聯繫的人，一下子就失去聯絡管道，「溝通」(communicate)不到。 

電腦中毒之後，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不再是按下「開／關」鍵，而是，

                                                 
1 telnet，中文稱「終端機模擬程式」，是一種遠距登錄系統。透過命令個人電腦成為遠端電腦的

終端機，來使用、擷取遠端電腦內儲存的訊息。目前擷取遠端訊息的方式主要是透過萬維網

(WWW)，telnet 因為沒有聲光效果，主要是對 BBS 討論社群才是熟習的操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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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般人一樣，洗臉刷牙去。兩、三天之後，我便習慣了眼睛還沒睜開就去按下

「開／關」鍵的起床習慣。電腦中毒之後，早晚兩次，收發信件的習慣即刻被懸

置，我心裡牽繫著這幾天不曉得有那些人寄信給我、寄了什麼訊息給我、有沒有

需要回覆的、有沒有看了會好笑想要轉寄的。收信習慣被懸置，我的心也好像吊

在某種不確定、不清楚的狀態中，就怕遺漏了什麼。電視影集看完了，才剛按下

off 開關，回頭一想，沒有電腦可用，馬上又打開電視一台一台地轉了起來。既

有的習慣馬上被取代，新的活動填充多出來的時間。 

中毒之後，跟電腦相關的工作完全停滯，講起科技，不是抱怨微軟容易被攻

擊，就是講講現在重新購置電腦、裝設硬體、灌錄軟體的進度。不過，相對於電

腦「沈睡」了將近一週的狀態，我，做為這台電腦的擁有者、使用者，中毒事件

帶來的時間停滯感，只維持了兩三天。這「兩三天」的結束，一方面是我自己察

覺到備份問題而開始進行的檔案清查工作；原先應該進行的工作隨著電腦中毒而

停擺，而清查檔案的工作則成為新的例行公事。另一方面，在身邊的人試著幫我

「醫治」電腦的過程中，他們對我提出的一些使用習慣的問題，使我開始想到將

來要怎麼建立良好的使用電腦習慣；如是，我才真正從「中毒驚嚇」中醒過來。

清查備份檔案的工作，好像是從例常行程中走岔的路線；原本我「應該」是打開

電腦，進行日復一日的例行工作，但中毒的狀況將過去幾年來已然固定的僻習打

破，例行中的時間隨著電腦螢幕的靜止，被困在某個時間點上，進行不下去。但

日常活動卻走出了另一條支線：清查備份、尋求解毒、購置新電腦……時間，循

另一組活動，重新滴答。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停在某一個時刻中的，並不是電腦、電腦程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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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任何硬體、軟體，而是我透過電腦進行的各種生活內容，甚至是透過這個傳播

科技進行的各種溝通活動。我以為是電腦中毒了，但其實是我與這器械緊密接合

所創造出來的生活內容、固定方式無法運作(dysfunction)。所以，應該被命名為

「中毒」的，不是電腦，而是我原來與電腦合作無間所形成的常軌化生活方式。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有機會看清楚原本自命為電腦白癡的我，並沒有因為技術不

純熟而與電腦保持距離。反倒是大量工作與習慣的活動方式，使得電腦成為我日

常作息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像是我的皮膚一樣，有任何一點小差錯，都足以改變

我的作息2。中毒的，是我與電腦科技共構出的生活方式。 

然而我們彷彿已然熟悉於這類場景。 

電腦中毒那天早上，我才剛接收完電子郵件，電腦就已經因為不明原因「當」

掉了；依照過去的習慣，重新開機大概可以解決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小問題。於是

我關掉了電腦，先做別的事情去了；打算一會兒再重新開機，應該可以排除剛剛

的問題。所有動作都在無意識與有意識之間自然而然流洩出來，不用多思考，也

沒有標準作業程序的問題。 

關機不過五分鐘，我就接到一通電話。這通電話主要是要警告我，最近如果

收到他寄的信件，千萬不要開啟，因為已經有許多人提醒他，他的信箱已經連續

好幾天寄發有毒郵件。乍聽，我臉頰兩側便發麻起來，牙根也開始分泌酸酸的液

體，整個腦袋都鬧烘烘的。這是因為我為了節省撥接費用，總會在網路上先列出

收信清單，將廣告信刪除。當天接到電話前，我已經看過收信清單，並且確定我

收到了來電者的來信；那封信在我接電話的當下，已經在我的收件匣裡面；我的

電腦已經當掉了，這通電話確定了當機的原因就是中毒。我開始忖思，「不要開

                                                 
2 我們都有一種經驗，當某根手指頭受傷的時候，不管碰水洗手、還是執行日常的工作，平常覺

得他無用的那根手指頭，突然之間會變成所有不方便的源頭，好像在所有的手指頭裡，就是那隻

受傷的才是最重要似的。這裡自承的經驗，就像是那根定位不明的手指頭；當不方便浮現出來的

時候，他是以「整個身體中的某一部份」，以及「這根手指頭造成整個身體不舒適的感覺」的方

式展現出來；過往我們認為電腦「送修」的說法，使得電腦與他的使用者可以以工程的方式切割

開來。然而在這邊要說明的卻是，在人與電腦這類技術關連在一起的方式中，電腦比較像是身上

的皮膚，或者我們的第十一根指頭：就算是受傷的手指頭，卻也仍舊是「我的」手指頭，是不可

能按照工程分類的方式切割，拿去「送修」的。由這邊，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很明確地，不是落在

區隔開的「電腦」與「我」，而是落在兩者共構出來的生活方式範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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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是什麼意思呢？ 

接到這通電話，是解開了我的電腦何以當機的迷團，但卻讓人更為光火，也

特別覺得運氣差。除了惱怒通訊技術過於便利快速，也不解電腦病毒為什麼要被

發明出來，更無法釋懷微軟 outlook 系統的通訊錄功能為什麼就發展不出不會自

動轉寄的功能。現在可好了，電腦執行的通訊功能把我原本與他人無涉的一般文

件工作也一併毀了。這才是「包裹搭售」(package selling)在「此刻」對「我」的

真正意義吧：因為同是微軟的架構，所以當微軟作為一個超大型軟體供應商，壟

斷市場以致於因為遭妒而被駭客攻擊時，我們這些其實不過是使用 word 文書處

理系統，然後同時一併購買 outlook 信件處理系統的使用者，就一併變成攻擊的

受害者。「包裹搭售」意味著：賣給我的不但是電腦作業系統，還有微軟代表的

特殊政治經濟與技術結構與市場位置。一切對網際網路駭客與病毒程式作者的撻

伐、包裹搭售法在美國的司法裁決中被認定為壟斷、技術高超的 Linux 使用者對

微軟的不屑與輕蔑、甚至是因為使用 outlook 使得我們對溝通工具的想像僅能侷

限在那個固定的藍色版型上…一切早已發生的事件，栩栩如生地進入我所能知覺

的這次中毒事件中，變成我個人的記憶的一部份。我那些網際網路空間裡的鄰人

早已經開始承擔的事件雖說一再重複，日復一日，可是到「此刻」，才真正地成

為「我的事件」；我終於才證明了原來我也是賽伯利亞(cyberia, Escobar, 20003)殖

民地中的奴隸。 

若非如此，包裹搭售裡到底「包裹」了哪些東西，向來不是我們在花錢買科

技時的考慮呢！ 

透過描述說明中毒的經驗，我的日常生活中的傳播科技經驗被開展出來。而

這展開之後的樣子，包含了一些莫名的受傷（我中毒了！），也包含了通訊便利

帶來的時空壓縮。科技對人們提供的保證：便利生活、電腦無所不能、信息傳遞

更為快速便利、處理溝通問題更為有效率、甚至可以傳遞多種形式的資訊；電視

                                                 
3 Escobar(2000)將網際網路視為一個有待研究者進入探索的部落，並以「模控空間」(cyberspace)
以及「西伯利亞」(Siberia)為基礎，重新將之命名為「賽伯利亞」(cyb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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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中的科技產品描繪著我們如何「在家工作」、如何在網際網路上找到友誼；

日常生活中談及「電腦經驗」時，以中毒、毀壞、停滯為核心的談論內容……這

些種種，將電腦中介科技的實用經驗朝著某個黑暗或光明面推去。對這些經驗的

說明，講述的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生活的意義，講述的也是難以用概念描述所含括

的豐富經驗。 

相對於過往把自身自歷史中抽離出來書寫科技史的態度，我們這裡的討論是

以日常經驗為起點。所以讀者們將會看到，我們對電腦中介科技的著迷，其實是

來自於生活中遭受驚嚇、感到開心、無奈無助、舒適便利，或者想要破口大罵的

體驗。這些體驗不是附著在科學技術在實驗室中發展出來的那一刻，也並不圈限

於經濟活動的範圍，當然就不是已有的概念框架或理論來理解。 

經驗作為經驗，他就是他自己，不是那個社會學家或人類學家分類的類目。

我們在這個時代中經驗著自己揉捏出的時代。我中毒了，但幾天後，隨著新的軟

體灌錄完成，隨著新硬體到貨，我使用電腦中介器械的生活再度步入常軌。在這

個再度常軌化的生活中，一切看起來沒有改變，但我的確經驗到面對這類場景的

體驗。2004 年 5 月，一次「類中毒」的經驗襲來，我不慌不忙地從抽屜裡拿出

備份硬碟，好整以暇地用覆蓋的方式將乾淨的硬碟內容覆蓋到好像是中毒了的硬

碟上，二十分鐘內既解決了電腦硬體呈現的詭異狀況，同時也在整治的過程中，

像是開個玩笑般地確認備份的重要性。輕鬆自然的經驗，再也沒有 2002 年夏天

中毒時那種頭皮發麻的窘困與慌張，也更不需要四處打電話求助。2005 年 2 月，

烤雞病毒透過即時通訊軟體 MSN 向我傳送有毒程式，我從未見過這種東西，甚

至從未聽聞，但是在參考週邊環境的其他條件之後，決定不予裡會。幾分鐘後證

明我的抉擇成功阻擋了病毒的入侵。我的生活與電腦中介器械如此緊密關連，使

得我無法承擔電腦中毒可能帶來的資料毀損與通訊中斷；但似乎也正就是我的生

活太容易中毒，所以反而「久病成良醫」，更加有能力在面對未知的新狀況中，

繼續維持不得不與電腦中介傳播器械黏合在一起的生活形態。 

從不解、困惑、困窘到從容、輕鬆、好整以暇，我和電腦中介器械共構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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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從不理解的難受與詛咒，轉向見怪不怪的自在。 

 

 

 

 

（一）網絡、電腦、資訊 

 

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有一大堆名字。Castells 稱為「網絡社會」(the network 

society, Castells, 1996[2000])，Lyotard 說是「電腦化的社會」(computerized society, 

Lyotard, 1979[1984])，Bell 稱為「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 Bell, 1979)；還

有人稱為媒體時代、數位化時代。 

伴隨著這些高度技術化的詞彙為這個時代的命名，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

Fukuyama 說因為有最完備的政治制度，以及已經確保將不斷精進的科技技術，

不再有大的歷史變化，於是便可期待「歷史之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Fukuyama, 

1992 [1993])。可是沒有出現在史書的人們不可勝數，殖民地、流離者、為了節

稅將國籍設在開曼群島的商人，有人鼓吹棄置大寫歷史(History)，撰寫屬於女

性、下層階級、第三世界、少數族裔、方言使用者的小寫多向歷史(histories)。 

人們一邊歡呼著史普尼克號升上天空，歡呼挑戰者號安全重返地球，歡呼加

拿大短跑名將強森將男子 100 公尺競速時間縮短到 10 秒之內，歡呼第一隻複製

羊桃莉的誕生代表人類有能力以其技術複製合成我們所需要的生物器官。可是另

一邊，Tenner(1996[1998])卻警告人們，萬物已經對人類展開報復，電腦化的辦公

室就是「對身體的報復」。 

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上帝被宣告死亡，人類的理性為人類自己決定一切；

可是過沒多久，人們自己所構成的機構制度，又反過來成為人們質疑的對象。古

賓根委員會(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Restructuring on Social Science, 1996)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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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作考察，察覺從 19 世紀以來人類以自己為對象生產的各類社會科學知識

在世界經濟以及帶著特定種族霸權觀點的知識系統之下，大規模地進行知識上的

殖民活動。歷史沉殿殿地附加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上，附加在世界中活著的我們

身上。古騰堡發明印刷術被認為是傳播科技的一大革新，加快了書籍印刷的速度

與數量之後，知識也就跟著下放到平民百姓的手中，不再被貴族壟斷。可是，

Beck(1992)用「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Beck, 1992)描述的不僅僅是一個實體社會

的運作樣貌，還有危險的「潛在」性格在人們身上的直接作用；而且風險的潛在

性，對於知識越是豐富多元的人來說，他們感覺到的風險威脅也就越高。知識下

放，我們也就越有能力透過知識感知危險。 

Webster & Robins(1998)說，資訊社會裡有一個鐵的牢籠(the iron cage, 

Webster & Robins, 1998)，理性與控制過度發展的結果，使得人們面臨新的封閉

狀態。然後 Lash(2002)說，資訊社會中的資訊生活就是一種不平衡的狀態，一方

面快速大量地累積數位相關的資訊產物，但另一方面也以同樣的速度製造並累積

大規模的不平等現象；人們透過科技系統來瞭解世界。(Lash, 2002:15)。我們這

個時代，複製羊桃莉的名字像上帝的名字一樣四處傳頌，人們沒敢明目張膽複製

一個完整的人，卻製造出令 Donna  Haraway 著迷的，「帶著巨大絲蛾某個基因

的馬鈴薯」，和「帶著深海鰈魚基因的蕃茄」(Haraway, 1997:62)。我們生活的這

個時代。 

我生活在這個時代，對於人們指稱這個時代的各個詞彙概念再熟悉不過：從

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 Bell, 1973)到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 Bell, 

1976)，從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 Jameson, 19904)到網際網路星雲(the 

internet galaxy, Castels, 2001)。對這些概念如此熟悉的使用，使我誤以為我對這

                                                 
4 依照 Jameson 的說法，「晚期資本主義」的一般用法源於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 Adorno 與

Hokheimer 的作品中到處可見。不過，當我們談及「晚期資本主義」除了指稱跨國資本企業形式

之外，還說明了一種新的媒體關係（當然就是指網際網路）、傳統勞力的危機以及全球上流階級

化傾向的時候，我們所談及的多半就是在 Jameson 描述之下的「晚期資本主義」。就概念考源來

說，「理當」回到法蘭克福學派，但就用法來說，指向 Jameson 的「晚期資本主義」，表現為 Jameson
所提及的文化、意識形態、錄影帶、建築、句子、經濟、電影…多重面向，在描述上是更為豐富

的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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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代知之甚詳，乃至於可以洞察，在面對一切選擇的時候作出正確的判斷。然

而 2002 年夏天的那個電腦中毒事件向我開展出來的經驗卻顯示，我熟悉這個時

代的方式並不是從外面旁觀、研究、理解這個時代，而是以某種「我也是 Haraway

筆下的賽伯人(cyborg)！」，「同樣遭遇著與加勒比海黑人類似的離散(diaspora)經

驗。」或是「在『駭客任務』的動畫效果裡體驗身處母體之中的詭異感」等等方

式體驗著這個時代，浸泡在這個時代之中。那是一種儘管再熟悉，卻仍可能遭受

驚嚇的時代。 

我好奇，在這些中毒場景中不斷遭到驚嚇的我們，有一天會不會免疫呢？ 

 

（二）瀕死經驗？科技場景中的拉扯經驗 

 

2005 年 2 月 3 日，才剛打開電腦，我的即時通訊軟體 MSN 上就傳來我的聯

絡人要傳送的檔案，檔案的名字叫做「webcame.pif」我點選了 MSN 的視窗之後

問，「 ？」傳送檔案的視窗沒有回應我的問題，只是再度傳送叫做「LMAO.pif」

的檔案，我再度鍵入中文詢問「 ！」，視窗沒有回應，只是再度傳

來「LMAO.pif」檔案，沒有其他訊息。

」……一連串的

疑問之中，我還不斷地移動滑鼠按下「拒絕接受」的按鍵。連續四、五回之後，

這個信箱的所有人終於回覆我「 」… 

 

Q ？ 

A  

Q  

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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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分鐘之後，我的 MSN 聯絡人清單上開始出現「 MSN

msn 」這類暱稱，而剛剛以為自己按

錯鍵的聯絡人發現，他沒有執行任何動作、沒有聯繫我，向我呼喊聯繫的，就是

暱稱為「烤雞」的 Bropia 病毒。於是，我將自己的暱稱改為「MSN

！」 

按照網際網路研究者的看法，我們在網路上使用的暱稱，乃是對我們是何人

的說明與描述；那麼此刻，我對我自己的描述便是「MSN 發現新病毒」5…… 

好像不只是這樣！？ 

我回頭看向自己更改暱稱這件事，看到的是我的聯絡人清單上超過 40 位好

                                                 
5 1990 年代中期，順應著網際網路的興起，以及上網人口的急速增加，對於人們在網路上的行

為的研究，也呈現高速增加的趨勢。馮建三 1999 年翻譯 Webster 的《資訊社會理論》時，考據

了「資訊社會」一詞的起源；其中一項小調查顯示，雖然「資訊社會」一詞在 1979 年便已經出

現（當時是 Bell 以負面的方式使用這個詞彙）但兩年之後，著名的傳播學期刊《傳播摘要》

(Communication Abstract)才出現了「資訊社會」的論文。以此為關鍵字的論文數在 1990 年達到

104 篇的高峰。後來雖然立刻下滑，但以「網際網路」為登錄題目的文章，卻從 1994 年的 0 篇，

在 1997 年時立刻上升為 69 篇。馮建三對此提出解釋說，流行的意識已經不再以「社會」作為高

遠的目標，反倒是，只要打出「科技」之名，就足以使人目眩神迷；馮說「…
』…」（馮建三，

1999:384）。在眾多有關網際網路的討論中，有關網路使用者之「身分」、「認同」的說明，可以

說是最重要的次領域。從最早期以人口學變項（特別是性別變項、城鄉差距）作出的「數位落差」

(digital divide)論述（如：王郁文,2001、彭慧明,2001），到考慮文化背景，以及網際網路作為復興

在地文化活水的文化研究式或社會運動式用法（如：田乙汝,2004、陳錦華,2001、林智惟,2000），
再到近晚「人-動物-機器人」複合體所謂「賽伯人」(cyborg)之倫理意涵的談論（如：張自強,2003、
李嘉維,2002），網際網路給研究者的主要提示，在有關「我（們）是誰？」這個問題上，似乎特

別醒目。不過，學術工作的成果，是否能夠直接參照於日常生活中的眾人呢？從傳播研究的歷史

來看，新的技術總是吸引著傳播學者的眼光；然而當我們瞭解到每一個新的技術在他生出的時候

總是「新的」，而且「新的」便意味著總會被「更新的新」取代的時候，就不難瞭解，以「資訊

社會」或者「網際網路」為題的研究在數量上的起起伏伏，只不過代表著「更新的新」取代了「資

訊社會的新」。假如就本文所談及的各種經驗來看，「資訊社會」已經內化成為每一個在這個時代

生活的人必備的心理條件，跟學者是否以此為主題作研究，不但沒有關連，甚至不互相呼應；內

化為心理條件的「資訊社會」，與在科技發展線性邏輯上不斷被更新的事物所取代的「資訊社會」，

根本上是兩件事。前者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某種生存技術，而後者，則是理論概念之間相互差異

的詞彙隱喻。我們可以打個比方。當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聽到「我中毒了」，我們所意向的對象必

然不是某種生物學意義上的病毒入侵生物學意義上的身體，而是傳播活動意義上的電腦中介器械

因為網際網路的傳輸活動，遭到外來程式的控制。我們對「中毒了」這三個字的理解，以慣用語

的方式呈現出這個時代眾人的生活中，那些不可或缺的器械與日常生活的交錯置入。只是，把「中

毒了」這個簡單的資訊社會生活經驗，以如此長而不當的方式來描述，簡直是蠢到了極點；但問

題不再是怎麼去問一個不蠢的問題，而是，「為什麼這麼做會很蠢呢」？這個問題也許可以作為

「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所必備的心理條件」這句話究竟意指為何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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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信箱，當我在更改暱稱的時候，想到的是我自己的電腦知識與他人的電腦知

識。相當程度上，因為將研究工作的焦點放在電腦中介科技、電腦中介傳播上，

我理所當然地收集了許多類似的訊息。整個研究的過程使我發現，人們總是在中

毒、生活遭受打攪、習慣被破壞的時候，才把電腦當作受傷的指頭看待，體認它

為自己身體的一部份，然後也才能體察那股不便利感。在病毒如此真實地想要透

過 MSN 系統入侵我的電腦之前，我早已聽聞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傳送病毒檔案的

風聲，再加上一些有的沒的判斷6，我成功地拒絕了病毒傳訊。然而我的朋友呢？ 

更改暱稱幾分鐘之後，立刻又有聯絡人清單上的朋友傳送訊息過來，不過這

次不是病毒攻擊，而是詢問「 ？」 

我上網搜尋新聞報導，果然在「聯合新聞網」的首頁上看到《聯合報》電子

報已經將 Bropia 病毒，在亞洲地區造成的災情放在排序頭條，下頭還附註清除

程式的新聞與網址。 

從這個詢問來看，我的 MSN 聯絡人清單上，顯然有人並沒有這樣的警覺。

有鑑於大家上網「總是」先察看 MSN 清單上聯絡人的暱稱7，我認為要告訴眾人

這個消息的最好辦法，就是更改我的暱稱。 

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考量。正因為 MSN 的即時通訊性格，所以所有暱稱、

                                                 
6 所謂「有的沒的判斷」，在這個事件中，很明顯地出現在兩個地方。首先，病毒透過 MSN 視窗

傳來的檔案名稱，跟我們一般命名檔案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們總是以有意義的中文或英文命名檔

案，所以對小狗的照片取名「我家帥狗 1.2.3」，對出遊的照片取名為「巴黎倫敦 1.2.3」，當我看

到「webcame.pif」時，對這檔案名稱的不解，變成了引發警覺心的第一個關鍵。再者，病毒顯

然選擇了一個不好的窗口傳送檔案給我，因為在我對該聯絡人的瞭解裡，他不常傳送這些訊息，

所以一旦他要傳訊息給我，我反倒因為驚喜或者訝異，而多了一分奇怪的感覺。所以我不斷地問，

「 ？」「 ！」我說，「 ！」然後斷然按下「拒絕」檔案的按鈕。 
7 陳瀚權（2005）〈老闆：MSN 使工作效率低落〉一文中提到

MSN 參見 2005
年 2 月 5 日「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INFOTECH/INF3/2496682.shtml。底線為本文

所強調。 
另外，本文羅列網址作為資料來源；然而「聯合新聞網」的網頁設計，當天新聞下線後，就

無法直接連接該則新聞，因此本文所有來自「聯合新聞網」的訊息，應該回到聯合報系線上資料

庫系統「聯合知識庫」依照日期或關鍵字（標題任何文字）查詢。本文所使用的所有電子資料庫、

線上資源的查照方式，將依各資料庫實際情況，另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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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狀態更動，不但立刻顯示在我的聯絡人清單上，也會立刻被我的清單中的所

有線上狀態的聯絡人所截獲，甚至當病毒想要假借我的名義傳送有毒檔案給我的

清單上的朋友時，他們將首先看到我的暱稱叫做「接收檔案前請先確認」。「MSN

發現新病毒，接收檔案前請先確認」這個訊息所設定的對象，顯然就是此刻正在

線上，對病毒來說明確的攻擊目標群；這隻病毒賴以為敲門磚的我的帳號，在我

更改了暱稱之後，將同時成為他砸向自己腳趾頭的那塊石頭--至少是個門擋。在

經常使用 MSN 的前提下，在清楚知道自己打開電腦總是會先察看所有人暱稱的

前提下，在幾度不想打攪別人卻想傳送訊息，於是瞭解了暱稱之「傳遞訊息用途」

的前提下，在瞭解電腦中毒帶來的不方便簡直就是「生活中了毒」的前提下，我

更改了我的暱稱。 

Deleuze(1962[1983]，轉引自 Massumi, 1992)對「現象」(phenomenon)的說明

指出，現象不是表象，甚至也不是指出現一種靈異景象，而是一個符號(sign)，

是一個表徵(symptom)，這個表徵將會在既存的力量之中，發掘出他自己的意義。

Massumi 對這句話的解讀更清楚地說，符號表示了濃縮了的時間，符號所封包

(envelop)的，同時是向未來／前方投射出的潛質，以及向過去／後方指出的各種

物質過程。於是意義就是指整個物質過程被封包在現象／符號上的網絡。

(Massumi, 1992:10) 

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者總是以暱稱透露個性訊息（謝育貞，2005.02.04）8。

可是這一次將我的 MSN 暱稱改為「MSN 發現新病毒，接收檔案前請先確認」，

與過去任何一次改變 MSN 暱稱在技術以及使用上是同樣的事件，而且是每天上

演的同樣事件。然而考慮 Deleuze 講的那種「

」，電腦中介科技透過網際網路，在我這次改變

MSN 暱稱的舉動中，在我複雜的考量中，向我展現在我跟他遭遇場景中拉扯的

                                                 
8 謝育貞(2005.02.04)的專題報導中將 MSN 暱稱分為幾種不同類型。「心情日記型」根本就以暱

稱來寫日記；「打死不換型」是從註冊開始就只顯示中文或英文姓名；「展現個性型」有個人文字

風格與個性圖案；「徵友邀約型」直接將暱稱改為邀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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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我在這裡所經歷的拉扯，是在種種「該不該開啟這個檔案」、「有什麼辦法可

以保持網路上的聯繫」、「不開啟會否損失什麼」、「假若中毒了，有沒有辦法補

救」、「我的備份檔案是什麼時候製作的」、「這個聯絡人有什麼特定目的要傳文件

給我嗎」…..等諸如此類在「烤雞病毒」透過 MSN 向我傳輸病毒的那一瞬間，

浮現在我腦海的這些選項，以及選項之間的矛盾。 

於是，同樣是電腦病毒透過機機相連網際網路傳送感染交互影響的過程，在

這回 MSN 病毒肆虐中的感受，與我在 2002 年夏天那次中毒經驗，大不相同。

不只是因為彼時我的電腦真的感染了病毒，於是「我的生活」中毒，我終於感知

到電腦科技與網際網路傳輸管道在我的生活中舉足輕重；更是因為這次透過

MSN 傳送的病毒，活生生地以某個可見的視窗、可見的傳送檔案、甚且模擬正

常要求接收檔案的格式那樣，拍打著我對外通訊的大門。2002 年夏天的中毒事

件，以當機和停滯不前的螢幕畫面，模模糊糊地、語焉未詳地、帶點神秘兮兮地

在該事件尚未為我的意識所察覺之前，就已經入侵我的電腦系統。一直到接到友

人來電提醒他的信箱可能發出病毒信，我才能確認這件事已然發生在我未能察覺

的瞬間，系統的某個角落。那個中毒的場景從開機當機，直接跳往中毒重灌，沒

有運用知識判斷的餘地。然而透過 MSN 傳來的病毒卻大剌剌地敲著門，還要你

「同意」他進入你的電腦作業系統。訊息一個接著一個出現，我好像變成一個生

化人，盯著螢幕看著「是否接收檔案」詢問的視網膜上，浮現一連串選項「

？！」，而相應於這些問題的答案在我對環境的知覺中也慢慢浮現出來。 

更大的差異在於，這一次我因為在過往生活中聽聞到的各種中毒經驗，還有

透過電視新聞、網路訊息而事先地獲知了即時軟體受到病毒攻擊的可能性，於

是，就在我對整體網際網路環境的理解中，就在我明白參與網際網路就代表了將

自己暴露在類似的事件中的情況下，我獲得了考慮要不要開啟檔案的機會。2002

年夏天的經驗如果是基於無知而造成了電腦與生活的中毒，那麼在 2005 年的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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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事件中，我並非因為認識該病毒而有了防範的措施，而是因為對整體社交網絡

的理解而心生警惕。看來，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所需要的生存技術，不是

高超的網際網路或電腦中介器械在工程方面的知識，而是對自己交往對象的最粗

淺的常識：此人此刻傳訊息給我是有問題的。 

我們或許可以將自己所生活的這個時代命名為「資訊時代」或者「數位年

代」，可是「進到資訊時代」，卻無法說明我們每一個人在每一次衝擊中學習或體

驗到的經驗，也無法說明那個因為看向自己所有決策過程，而揭開的體悟經驗。

而且，「資訊時代」或「資訊社會」這樣的字眼，其實未能向我們解釋我們是怎

麼走到這一步來的。 

「烤雞病毒」敲著我的通訊大門，打算向我傳送病毒程式後沒多久，我的

MSN 聯絡清單上一位聯絡人以「 MSN 」為暱稱

登入上線。我在工作中瞥見電腦螢幕右下角升起的那個警示小方格，馬上點選他

的帳號，然後傳入「

！」然後我傳送在「聯合知識庫」看到的新聞頭條給他。我傳的是個網址，但

訊息剛送出去，我就知道我的行徑跟病毒沒有兩樣，於是我立刻補上「

。」在「烤雞」的籠

罩之下，接下來所有傳遞檔案的工作都變得異常的仔細。我首先要呼叫接收檔案

的人，然後要說清楚「 XXX YYY

ZZZ」；或者根本就因為 MSN 病毒的緣故，放棄原本即時通訊的便利迅速，

改以電子郵件(email)傳送檔案。沒有中毒的 MSN 使用者為了避免病毒流傳，改

用 email 傳送檔案。 

或許是因為「電腦病毒」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是黑死病，而不過是小感冒，

所以從一開始我們便做好了感冒該有的自我預防。根據「聯合新聞網」2005 年 2

月 4 日的報導，「 IM 」，面對 Bropia 病毒透過

MSN 的攻擊，大量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者湧入功能類似的 Yahoo Messenger，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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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還把 MSN 上的暱稱改為「 …」的字樣9。在透過 MSN

攻擊個人電腦的病毒10出現之前，依照科技線性發展的邏輯來看，防毒軟體不可

能預先知道病毒的形態或者攻擊的模式11；這也就等於是在說，我們並不是因應

這種類型病毒攻擊法則，然後築成了科技防禦工事，而是另有一個其來有自。 

「聯合新聞網」撰寫這則報導的記者認為「

                                                 
9  何 佩 儒 (2005.02.04) 。〈 網 友 避 禍  轉 往 Yahoo Messenger 〉，「 聯 合 新 聞 網 」：

http://udn.com/NEWS/INFOTECH/INF3/2499182.shtml。 
10 「烤雞」並不是第一隻透過 MSN 這類即時通訊軟體攻擊個人電腦的病毒。早在 2002 年 4 月

17 日，名為「求職信」(Klez)的病毒，便是一隻以整合了電子郵件以及即時通訊軟體 ICQ 作為攻

擊途徑的病毒；根據防毒軟體公司「賽門鐵克」的記錄，當時報告遭到感染的電腦至少有千台左

右。這個數字看來甚小，不過在 2002 年即時通訊軟體未如今日使用之盛的情況相比對，已經被

防毒軟體公司賽門鐵克標定歸類為等級屬於「傳散力頗高」的電腦病毒。（參見：

http://securityresponse.symantec.com/avcenter/venc/data/w32.klez.h@mm.html）半年之後，2002 年

10 月 10 日，全球第一隻完全透過 MSN 攻擊個人電腦的病毒 RODOK 現身臺灣、韓國。相對於

「求職信」是整合了電子郵件與即時通訊軟體兩種攻擊模式，RODOK 是一隻專門以即時通訊為

對象的病毒。RODOK 現身時，臺灣地區 MSN 使用者已經超過兩百萬，而更重要的是如防毒軟

體公司「趨勢」的技術人員所說：「

」（參見 2002 年 10 月 10 日，《民生報》A8 版，〈病毒入侵 MSN Messenger〉）。在專家提

出的防毒之道中，總是提醒人們不要開啟來路不明的郵件，然而作為第一隻整合即時通訊軟體攻

擊個人電腦的病毒，「求職信」病毒帶來的是全新的體驗；我們原以為當時使用 ICQ 的人不多，

不會造成災害，然而，正是因為沒有太多人受到影響、沒有太多人注意，「求職信」便不會以諸

如 2005 年 2 月 3 日那樣，頭條的方式出現在「聯合新聞網」當天的網頁上，一般人也就更無從

得知這種新形態的攻擊模式。這於是造就了後來 RODOK 以及 Sasser（「殺手」病毒）在即時通

訊軟體使用人口大增的情況下，一旦發動攻擊，全球的即時軟體使用者只要一下子便哀鴻遍野。

這幾乎也就是說，當我們「知道」病毒程式可以這種方式攻擊我們時，我們遭遇到來路不明的檔

案，就有機會意識到「他是病毒程式」。說起來，「趨勢」的技術人員講的並不是一種技術能力、

科技條件，反倒比較像是一種心理機制、態度或者日常生活知識：我們到底對自己所身處的網路

連結有多少認識，足夠使我們在有所考量的當下，有機會浮現這樣的念頭，意向到那個可能性呢？ 
11 防毒軟體的「防毒」法則，是透過比對病毒碼來完成的。個人電腦的使用者在安裝防毒軟體

之後，電腦系統便能夠比對外來的一切程式或電子碼與安裝完畢的病毒碼，一旦比對相符，便判

定為「病毒」，加以阻隔或去除。但這個先後的次序卻使得「防毒」工作將永遠地有一個漏失：

新的病毒。由於防毒軟體沒有辦法辨識新病毒的病毒碼，於是就不可能如期所宣稱地「防範」病

毒。1998 年年中出現的「CIH 病毒」，就是一例。 
「烤雞病毒」對 MSN 發動攻擊之後，在網路上相關的討論大增。在討論「烤雞病毒」的格

式、攻擊形態、修復之道之中，夾雜著一股對防毒軟體的不滿情緒。這股不滿情緒多半指出，雖

然使用者勤於更新病毒碼，但面對新形態病毒的攻擊，不管是病毒碼、趨勢、賽門鐵克，其實最

多只能作到事後修復，而不是他們所宣稱的「防範」病毒。底下這個網址顯示了相當典型的抱怨：

http://blog.blueshop.com.tw/Default.aspx。作者說「Norton ，a piece of shit」，然後仔細描

述中毒之後的各種動作：「 alt-tab MSN C:\
sexy.jpg hot.pif」。整個描述中出現的技術語言使我們相信他至少知

道去哪裡察看中毒的狀態。相較於我 2002 年夏天的中毒事件還以電話作為溝通中毒訊息的狀況

來看，可以說，「理解」中毒或許有技術差異，但「感知」中毒，卻不見得是在技術層面上的活

動；「電腦中毒」與使用者的技術條件沒有直接的關係。在「烤雞病毒」的釋例中，反倒是「對

傳送檔案感到狐疑」或者「不輕易接收檔案」這種態度，才是真正的防堵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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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N Messenger 。」12從這

報導來看，記者筆下的網友們之所以不只擁有單一 IM（即時通訊）軟體，乃是

因為特定軟體就是駭客最喜歡的攻擊目標。在過去的經驗中，我們學習到的是駭

客透過微軟視窗作業系統的漏洞大量散佈電腦病毒，所以當新的傳輸工具出現

時，我們想到的其實不是科技發展線性邏輯對我們保證的「新的比舊的好」邏輯，

而是，透過我們的經驗瞭解到「雞蛋不可以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邏輯，而這個邏

輯的認取，乃是因為我們在這個時代中生活著，才得以透過體察「微軟 vs.駭客」、

「我 vs.微軟」等關係，「事先地」在自己使用的電腦系統中植入不只單一一個即

時通訊軟體。 

於是，在我們與電腦器械、網際網路的交手歷程中，我們學會了改變自己的

生活態度、生活習慣，同時還改變了電腦器械或程式的「用法」，以取得更為舒

適便利的生存環境。當我們瞭解到 MSN 因為身為微軟家族的一員而不斷成為網

路駭客的攻擊對象時，我們便學會不再完全依賴單一一個即時通訊系統，而在自

己的電腦裡加入其他替代的系統。當我們將原本獨立開發的兩個系統，同時安裝

在自己的個人電腦中時，我們設想的場景，是自己與電腦中介器械遭逢的某個特

定場景：中毒。在每一次自己中毒，或聽聞別人中毒的訊息中，我們漸漸習慣這

些事件，並且學會了自我療癒：Ghost 備份、防毒軟體、多重通訊選項……各種

手段顯示，我們不但在資訊時代中，更在其中以各自、各式方式打造著能夠生存

的空間。我們從經驗中習得，而不是在工程理論裡獲得答案。 

我們有關電腦中介傳播的考量，於是並不是從生活中切割出使用電腦的那一

塊，也不是每一個決定的單獨設定。我們總是在對這個時代某些已知的知識和訊

息之中接觸更多訊息、作出更多決定。這樣，電腦中介傳播到底意味了什麼，還

是要回到「我們這個時代」向我們給出的種種生活條件去看待。而構成「我們這

個時代」的，就是我們正經驗著的各種生活經驗。線上遊戲籌碼「天幣」從一種

                                                 
12  何佩 儒（ 2005.02.04 ）。〈網 友避禍  轉 往 Yahoo Messenger 〉，「聯合新 聞網 」：

http://udn.com/NEWS/INFOTECH/INF3/24991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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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貨幣的地位，在遊戲參與者的爭奪中，製造出專門打電動獲得天幣並且出售

獲利的新興「職業」；在 BBS 上作為抱怨發洩倒垃圾的「恨版」發表不負責言論，

卻被線下世界中的大報紙《中國時報》以頭版頭條的方式大舉報導為「網路世界

中的劈腿事件」13，並引起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以及傳播學界批評記者不夠專

業、不報導有關公眾利益事件，卻在個人私德上大做文章的撻伐；在網際網路上

因為參與同樣的討論社區，進而相識相戀，結為連理的美好愛情故事；透過網路

參與者各自的電子郵件信箱轉寄尋人啟示、徵求骨髓移植自願者啟示、串連社會

運動、或者僅僅是廣為流傳的笑話；賣什麼都不稀奇，以致於可以簡單在其中買

到槍械大砲的拍賣網站……我們的經驗多采多姿，就算不參與網際網路，也照樣

可以從大量擷取網路消息來源的新聞頻道中模模糊糊地知曉存在一個他並不參

與的「新世界」。 

問題於是是朝向我們經驗中的科技活動展開的。 

 

 

 

 

（一） 「我」身處於其中… 

 

1982 年 9 月 16 日，《聯合報》啟用「電腦化自動排版系統」。正當報社大張

旗鼓在報紙上歡喜慶祝出報時間可大幅縮短的時候，報社內部悄悄出現了白領記

者與藍領排版工人之間的同事認同問題：因為報社引入電腦排版而被裁員的藍領

排字工，在爭取自己權益的時候，遇到了該不該將工作權絲毫沒有在這股變遷中

受到影響的白領記者、編輯當作是自己人而尋求協助的問題。相對地，對白領階

級記者編輯來說，又該不該在同為勞方的角色中，出面爭取藍領排字工的權益

                                                 
13 參見《中國時報》，2005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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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聯合報》資方數位化報社的作業中，藍領與白領勞工的矛盾此刻以科技介

入的方式具體揭露出來。 

乍看之下，這是社會變遷對「人力資源」的嚴苛要求，造成了勞力付出者必

然遭到挑戰的命運，我們似乎可以輕易將藍領勞工的工作權、工作能力，以「加

強數位技能」來解決。這是我們理解電腦中介科技之意義的具體事件，我們透過

藍領與白領勞動者之間的對立分化指出電腦中介器械在其中的形塑力量。在這

裡，「電腦中介器械」似乎是個重要修飾詞，分別指向「可被電腦器械取代的藍

領」以及「器械再發達也不能替代的人腦」。在這個解釋之中，我們好像因為看

到了電腦器械，反而指出了人的本質，或者說作為一個「人」與其他萬物不同的

特出之處。科技的介入使我們有理由藉以說明人的意義。 

然而越是找尋藉口，我們卻距離自己越來越遠。說著勞工分化，我們就把自

己分化在某一種勞工類屬之中；說著報業體系，我們就把自己說成某種職業類

別；說著數位技能，我們就將自己說成帶著特殊職業技巧的上班族。一次又一次

地切割之後，那些伴隨著電腦自動排版系統而感受到的生存壓力、無可奈何，甚

至是瞭解到數位技能乃是重要工作技能的那個「理解」，都被因果解釋（

）和分類方式（ ）

給模糊掉。在我們甚至還不清楚整件事是怎麼一回事之前，就事先地被解釋掉；

最麻煩的是，被解釋掉的是「我們自己」。 

當我們透過「勞動力分化」的方式來理解《聯合報》引入電腦排版系統事件

時，我們理解的是電腦中介出的人—其實也就等於是說，倘若沒有電腦的中介，

「我們自己」就不可能被描繪出來。這有一個理解上的荒謬：到底是誰在思考呢？

是電腦工業？還是《聯合報》管理階級？是爭取工作權的藍領排字工？還是猶豫

著要不要成為同盟者的白領記者？電腦中介器械在這裡為我們指出的是「勞動分

化」；倒過來說，我們似乎是在「勞動分化」上看出「電腦中介器械對我們的意

義」。當我們這樣思及電腦中介器械的意義時，「我們自己」就成了「勞動分化」

分類模式下的某個類屬，這時，勞動者身分取代了我們，成為真正被說明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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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於是乎我們也就這樣理解自己在諸多生活場景中的模樣。不過，若真的拿

同樣的理解路徑，拿來看待類似事例，有些事例卻以極為奇怪的方式浮現在我們

眼前。 

「報社內部藍領／白領矛盾」透過連署、支持名單展現出的藍白領區隔，在

1988 年 4 月《中國時報》記者張玉琴、吳永毅、以及特約記者鄭村棋等人，發

起成立「《中國時報》產業工會」時，再度浮現出來。我們在《聯合報》自動排

版系統中指出的「勞動分化中的我」，這時再度出現—但卻空缺了原本事例中我

們想要思索的「『科技』對我們的意義」。1988 年，科技看來是不在場的。 

為什麼會有這層差別呢？我們該怎麼去體會、思索「電腦中介科技（傳播）」，

才不會在分類、推論中，將我們自己，或者我們所關切的對象給談不見了呢？是

不是說為了確保思及的對象精準無誤，所以那些沒有出現「科技」變項的事例，

我們就不予談論呢？在《聯合報》引進自動排版系統的討論中，我們真的有將焦

點對準在我們所關切的「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上嗎？假若答案為

真，那麼又怎麼會將「我們自己」—那個感知著該「意味」的—給說不見了呢？ 

就本文所關切的電腦中介科技來看，我們所當研討的，似乎只有《聯合報》

數位化的經驗。然而真正使我們領會到該事件中該科技的意義的，卻是它所引領

出的「藍白領勞工矛盾」。於是在這裡，從我們所能看見的（「引進自動化排版系

統」！），到我們所賦義的（「勞工內部矛盾」！）之間，似乎有一個從「經驗到

該事件」到「理解之」的跳躍轉進。那麼，要怎麼作，我們才有機會從看見轉向

理解？這個轉向之中，有沒有扭曲、隱藏、特地凸顯或者系統化的理論論述，引

領我們理解的方向呢？我們是否一定要在某個已知的理論系統中理解「電腦中介

科技」的意義？假若我們在自己所處的時代中，感受到不同於理論論述的結論

時，又該怎麼看待自我經驗？除了既有的討論外，我們是否無法感知新事物呈現

給我們的世界面貌？ 

或者，更基本的問題，我們是怎麼領會電腦中介科技（傳播）的？ 

這些問題，引出了我們所關切的問題：電腦中介科技（傳播）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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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首先遭遇到這問題問在哪裡、怎麼起始、如何理

解、表達出什麼等問題；很明顯地，這些問題，有賴一個「我」在一個「世界」

中領會、認識一個「呈現給我的事物」。 

從中毒經驗感受到的威力中，我開始了對電腦中介科技的追問，在這立基於

經驗的理解活動中，我們在什麼樣的前提條件下，才有可能依照經驗所呈現給我

的，對它提出說明呢？對電腦中介科技的追問，的確是一個時髦的議題，然而我

在這邊所要談的，不只是追逐時髦話題，還有一個人們思索問題的古老性質：好

奇。 

電腦中介傳播在西元 1990 年代中期之後，隨著技術精進、經濟門檻下降以

及介面簡化引出的使用意願顯著提高，而變身為我們這個時代中，與遠方溝通傳

通的重要中介科技。更有甚者，它不只中介，同時也將我們領到一個經常被名之

以「虛擬」(virtual)的社交場所中。我們對電腦中介傳播活動的好奇，不只是因

為它與過往經驗中的其他媒體不同，更因為我們顯然已經涉入在其中，很難區分

到底我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遭迫使」地與它關連在一起。 

這真是件麻煩的事，因為這裡所要談論的，顯然是個我們自己就身在其中不

斷改變其狀態的現象。當我們自己都身在其中的時候，便無法用鳥瞰的方式對它

提出科學定義上的客觀說明；可是若我們因為自然而然、理所當然，於是便得過

且過，不予追究，遭到漠視的卻又是我們自己的生命形態與生活內容；我們似乎

會在其中漏失對自己的理解。於是，對電腦中介傳播意味如何的追問，再也不限

於對該器械的疑惑，而是我們身在其中感知些什麼、理解到什麼、能否面對的問

題。 

由此，本文開始了這個發現之旅：現象學場域中的旅程。 

 

（二） 現象學旅程(practice of Phenome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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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眼見電腦螢幕停滯在單一畫面上，無法運作，並且得以指認為「我的電腦

中毒了」，到因為電腦中毒而無法維持既定常軌工作與生活模式，因而理解到「中

毒的是我與電腦共構出的生活模式」，我察覺一種在我們這個時代生存所具備的

一種本質性的特徵。在這種本質特徵中，包括電腦中介器械、透過這些中介器械

所架構出的人際交往模式、社會生活與工作程序，以及我自己在其中已經習慣成

自然，甚至像是水對於魚那樣只有在缺乏它的時候才感覺它的必要性，我彷彿是

說明著身處於這個時代的人，應該具備的各種生活技術與基本配備；這種本質特

徵，在我們面對自己的經驗，並且描述它的過程中，具體地顯示出來。 

這種「本質」，並非一種有如牛頓運動定理一般的原理原則，也不是科學主

義透過歸納或演繹達到的規則律令。相對地，那是人在自己的經驗中，透過洞察，

對內涵或形式的掌握。例如：每次當我提及「電腦」時，我和我的受訪者在沒有

提示的情況下，總是不約而同地以「中毒」、「技術門檻」（如：設定電腦或更新

軟體時所需要的幫助）、「社交溝通」（如：即時通訊、跨越時間空間距離）等角

度作為這個討論題旨的「回應」。這個時候，我對「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

的追問，似乎以某種心有靈犀、有目共睹或者心有戚戚焉的描繪方式，浮現出來。

要觀察這種看來具有某種普遍有效性的描述，那麼對我們每人心智活動中，顯露

出來的那種本質加以詳述，就成為我觀察的對象；而現象學的「本質還原」(eidetic 

reduction)此時便提供了一個對意向結構的觀察方式。就是在這裡，我們切入了

有別於社會科學對「客觀」、「有效」、「第三人稱敘述」之定義的觀察角度，引入

以現象學方法為主軸的討論中。 

在我從「電腦中毒」領會到「我的生活中毒」的過程中，我不但經驗著電腦

中介器械給予我的「狀況」，同時也在我對這狀況的體會、思索中，漸漸開展出

一種彷彿具有某種「別人也聽得懂」的特徵。 

Husserl 在《笛卡兒沈思：現象學導論》14一書中談到哲學家笛卡兒在《沈思

                                                 
14 Husserl, Edmund (1973) Cartesian Medi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Trans by Dorin 
Cairns. Martiuns Nijh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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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Meditations)中的哲學活動。Husserl 說，任何一位想要成為哲學家的人，一

生之中一定要有一次返回自身，丟棄過去，並且建立對科學對象的新的想像的活

動。這種活動雖說是哲學家個人的事務，但想要對真理有所掌握，卻非得從「他

自己」的洞見指導，邁向普遍有效(universal)。Husserl 認為，笛卡兒的沈思，就

是哲學家從反省開始，對自己的方法有所瞭解，進而掌握真理的原型。(Husserl, 

1973)正由於沈思者具有絕對無可懷疑的存在的性質，因此，在這種方法下，客

觀外在世界才能被演繹出來。 

那麼，沈思者所經歷的那種屬於我自己生活中的經驗，何以是一種足以說明

我們這個時代電腦中介生活的代表、典型或能夠揭露本質的特殊經驗呢？這是因

為，我們將「電腦畫面停滯不動」這個現象，透過沈思，剝除掉一般人理解這現

象的各種偏見、理論與自然態度 (natual attitude) ，進入到現象學態度

(phenomenological attitude)15中，對自然態度及其中所發生之意向性加以反思，使

得我們得以與我們的意向活動拉開距離，將之顯題化，然後思索它。這個時候，

透過現象學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16，我們可以將思索的焦點，從一般

關心的目標離開，而回到一個僅對準意向性的觀點中。由於意向活動是意向著客

體端，對事上對象作種腫的詮釋，因此必然牽涉到字詞、圖畫、符號等指示或表

義活動。這些活動現象學稱為範疇意向性(categorical intentionality)，也就是將邏

輯運作帶入經驗中，把事態與命題勾畫出來的活動。這些活動都牽涉到判斷、勾

劃，，因此一方面是理性的活動，另一方面也便是可以傳達給別人的活動。而我

所沈思的，透過勾劃給他人的方式，在具體的勾劃中呈現出一個整體來。於是，

在語言範疇中的確認活動中，我們便指出了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面向：

以語言交換互相提供確認或推翻。由此，我們便可以透過第一人稱的敘述位置，

來說明普遍有效的真理。 

                                                 
15參見 Husserl(1976[1994])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The Hague, Netherlands : Martinus Nijhoff. 李幼蒸（譯）（1994）。《純粹現象學通論》，

台北：桂冠。§ 75。 
16 Ibid,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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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腦中介傳播的釋例中，我們脫離了防毒軟體在工程活動上的效力，而進

入到「當電腦中毒時，我們察覺到電腦越是功能強大，我們就越是依賴他，然而

也就越被他所制約（也就是本文所說『我的生活中毒了！』的部分）」的意識活

動中。在這個轉移中，我所關切的不再是電腦硬體、軟體這些屬於器械性質的正

常或脫序，而是討論我們身在其中，事物透過我們的意識，向我們展現他自己的

內涵或形式。這個時候，由於我們懸置(suspend)了一般關注電腦病毒或防毒軟體

的意向性，於是被我們關注思考的有關工程活動的自然態度被懸置。然而此一懸

置卻不是說我們改變了自然態度（不是像批判所說的那樣改變了事物的面貌，朝

向某個理想前進），而不過是凍結、懸置了這些自然態度。這麼一來，因為將自

然態度「置入括弧中」(bracketing)，於是事物便得以以「被意向性所關連的方式」

17保留著，因而維持著事物對主體示現的樣式與狀態。所以說「中毒的電腦」仍

舊維持它中毒的狀況，我們雖不討論它，卻也不是忽略它；而只是要將「中毒的

電腦」在置入刮號後，回到我們意向著它的方式，進入沈思。或者倒過來說，我

們面對著電腦中毒的狀況，所要討論的並非他在自然態度中那些軟體是否更新、

技術是否優良等問題，而是：人們如何思索「電腦中介科技（傳播）」，這些思維

透過什麼模式表達出來等等問題。 

因此，在這個還原、思索活動中，我們得出的，將會是對我們這個時代思維

路徑的深入考察18；現象學方法，則在此提供一可能達成此一沈思的哲學場域。

                                                 
17 在現象學中有一組詞彙用來描述意向活動中主體與事物的相遇：「所意」(noema)與「能意」

(noesis)。「所意」指意向性的客體端，是自然態度的意向所指向的任何事物；這個客體端在超越

現象學中，被現象學還原置入括弧內，而「置入括弧」就是為了使得這個客體端能夠在現象學還

原的活動中，保持著他揭示給主體的那個樣式。「能意」指我們意向事物時的意向活動，比方知

覺、表義活動、判斷、記憶等；在現象學「存而不論」(epoch)凍結了自然態度之後，我們便得

到了稱為「能意」的意識活動。現象學的討論，焦點在於意向性(intentionality)，但意向一定是對

某個事物的思維，所以對意向的討論不可能不牽涉到意向性所指的事物，因此，在現象學方法中

必定要透過從自然態度轉向現象學態度時，將所意置入括弧，才能在保存其示現樣式的情況下，

去討論意向結構。而我們之所以要討論「意向性」，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在經驗中與事物接觸，由

於經驗不具有連續的性質，因此難以以普遍有效的方式讓我們掌握，於是我們必須經由沈思，透

過意識來彰顯當下的意義。參見 Husserl(1976[1994])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The Hague, Netherlands : Martinus Nijhoff. 李幼蒸（譯）（1994）。
《純粹現象學通論》，台北：桂冠。§ 87, 88, 91。 
18 現象學的「存有學還原」(ontological way to reduction)與「笛卡兒式的還原」(Cartesian wa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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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serl 在《笛卡兒沈思》書中討論的是純粹的科學，我在此，則透過社會生活

中總是遭遇著的電腦中介科技與傳播活動，進行這個沈思活動。 

電腦器械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成為新世代的名字(「e 世代」！)，所以我

們不必再懷疑它的威力。可是，我們到底是怎麼思索著我與電腦的關係的？本文

的現象學旅程，由「我的電腦中毒」到「我與電腦科技共構出的生活中毒了」這

麼一個轉移，展開了經歷現象學還原的沈思活動。 

 

（三） 本文架構 

 

在底下的文章中，我們從電腦中介科技本身最為顯著的「技術」性質下手，

先看看「技術性質」所帶出的討論範圍。 

雖然我們在討論電腦中介器械的活動中不斷看出「我們自己」身處其中因而

追問「電腦中介傳播到底意味著什麼」；雖然我們對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總

是需要需要一個感知的主體，然而我們所能感覺到的，卻似乎總是落在「器械對

象」上面。這使我們不得不將本文討論的第一步討論聚焦在這個「對象」上，從

中去指出它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在第貳章的說明中，本文所呈現的即是「電腦中介科技」因為其技術條件而

劃出的討論範圍。這個討論方向將指出，原本我們以為屬於「器械對象」的純粹

工程技術或科技發展的活動，因為我們身處其中，而實際上混生著一個並非技術

活動能夠解釋的討論區塊。這個討論區塊不是以補充的方式，在有關器械對象的

討論中補足其意義的完整性。相反地，倘若沒有「我」在其中感知，「對象」就

                                                                                                                                            
reduction)不盡相同。笛卡兒式的還原是要求人一生要有一次完全的懷疑，但這種懷疑卻是使得

所有自然態度滑入單一一種態度—也就是懷疑—中，這不是一種哲學態度，因為我們不能沒有理

由地懷疑。而現象學的「存有學還原」乃是要藉由廣大整體脈絡的恢復，克服個別科學的自我遺

忘。如此一來，我們首先肯定了：事物展現一定受到科學方式（意向）的影響；接著，還原並不

是限制，反而是因為與自然態度保持了距離，而使他保存原有的面貌，然後我們便得以加以分析。

也就是說，必須有所反思，考察科學活動的意向性、判準、方法，才不會遺忘了我們自己，最後

導致科學知識無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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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是個對象。這也就等於是說，儘管眾多討論假定了對電腦器械這個「對象」

的討論只是個純屬科技發展的簡單問題，然而在對這問題的考察中，我們卻能清

楚看出根本不可能在指出電腦作為「對象」的要求中，摒除「能夠將之視為對象」

的「我」。 

的確，電腦中介傳播就是以其技術本質，以及技術所能達到的特殊效果（如：

匿名、快速）而與其他傳播活動區別開來；可是我們早在自己的經驗中領教到，

當我的電腦中毒的時候，我們真正在意的除了器械軟硬體裝置的修復外，還有自

己日常作息的變動與每受一次驚嚇就強壯一次心靈的感受。更重要的是，若沒有

「我」的介入或引發或作為事物呈現的領受者，這些感受都不會顯現，電腦中介

科技的「意味」也就不可能被揭露開來。於是，儘管從技術出發，我們卻因為放

不掉自己在其中的作息，而不斷必須看著與科技遭逢中的自己。這麼一來，不但

技術滲入了人文的性質，有關「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的討論，也就必然地

將轉向有關文化構成的範疇。在此，本文由第貳章「科技性質中的人文場景」轉

向第參章「科技文化內涵」的討論。 

文化的討論向來繁雜，它可能是一種生活形態，可能是一種理解的傳統，也

可能是新奇事物每次出現在同樣地方的某種神秘的慣性。本文第參章透過發生在

電腦中介傳播活動從技術轉向到文化活動的討論，指出的是科技活動中的濃厚人

文氣息。而這裡所說的「人文氣息」不是一種附著在電腦中介活動上的特徵，而

是因為作為「對象」器械，其實是在「作為人們感知對象」這樣的理解脈絡中才

得以成立，因而必然具有的性質。也就是說，「人文氣息」並非我們所規定，而

是感知活動中必然會彰顯出來的「客觀性」19。 

這也等於是說，我們不是透過指定「文化」向度而指出討論的路徑的；相對

地，我們是面對著自己經驗中的電腦中介傳播活動、我們自己遭遇到的科技場

景，在剝除太過「自然而然」的理解架構（

                                                 
19 此處「客觀性」與科學研究中所談客觀主義不同，是現象學對「客觀性」的說明。相關討論

參見第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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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重新返回到自己的經驗的情況下，才開展出這麼一個

討論的場所。在這樣的討論中，因為我們自己不斷的介入，而體悟到：一個科學

主義式超然客觀的觀察地點，將會把我們自己與我們的經驗割離；當我們在自己

的作為中看待電腦中介傳播時，我們首先需要一個對自己談論問題的起點，有所

理解。 

所謂「自己作為起點」，在現象面，指的是「我們這個時代」電腦中介器械

實際上已然介入我們的經驗，不但是它形塑著我們的經驗，我們的經驗也改變著

它的面貌。於是我們就像航行在海上的一艘船一樣，雖然可以駕馭自己的方向，

卻不能不說的確受到海象天候影響著航程；這時，我們不是置外於我們所關切的

現象，從高處鳥瞰，而是身處於其中，卻仍舊想知曉我們所面對的生存場景。另

一方面，「自己作為起點」，就認識活動來說，表明了「認識」乃是一個牽涉到我

們去感受、理解、說明乃至於詮釋的意義賦予活動。在這個賦義活動中，電腦中

介器械因為是我們所「思及」，於是取得了其作為意向對象的客觀性。這種客觀

性的說明，使得我們在看待電腦中介傳播活動時，一定要透過「我思及它」的方

式將這些活動納入到意識生活所思考的範疇中。從此，我們再也不是與對象切離

的主觀者，器械也不是在我意向之外仍能被思考的對象。在這裡，思考電腦中介

傳播不是兼具科技與人文，而是「在人文與科技的遭逢中」被思索。 

在此，我們進入到第肆章的討論中。透過一個就談論「經驗」而言比較合適

哲學場域的設置，重新再看待在我們這個時代中，電腦中介傳播的意味。我們稱

之為「現象學場域中的電腦中介傳播」。在現象學場域中，我們自己作為經驗感

知的起點，一方面是事物得以顯現出來的承載物，另一方面又是主動給予意義的

主體。於是，我們有必要重新考察我們認識活動的前提。而對電腦中介傳播的研

討來說，回到我們與電腦中介器械、活動、溝通的遭逢經驗中，將使我們能夠補

充理論與經驗之間的落差與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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