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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很粗糙的觀察，可是卻指出電腦中介傳播的細微形變。 

1996 年我開始使用電子郵件的時候，為了能在家撥接上網，便在中華電信

申請了一個電子郵件帳號和撥接系統。我的電子郵件信箱因此顯示 hinet.net 伺服

器。在此之前，我不但沒有使用網際網路與人聯絡的習慣，也甚少與電腦打交道；

現在學生們動輒以電腦寫作業、製作海報的狀況，在我剛開始念碩士班的時候並

不盛行。 

使用電子郵件，是因為某堂必修課老師要求每週作業必須上傳 BBS 討論區

供大家取閱。也就是說，我開始使用電子郵件，是學校老師的要求。那時，絕大

多數透過電子郵件聯繫的，是我的同班同學；他們之中有大半因為住在學校宿

舍，使用宿網上線，也使用學校以學號分配的電子郵件信箱，伺服器的名稱經常

是 grad.cc.nccu.edu.tw。 

其實那時候有其他不住宿舍的同學使用免費的撥接電話；相對於我每個月得

花費好幾百元在撥接上，使用免費撥接電話的同學完全省掉這筆開銷。我一直很

好奇，這類免費撥接電話到底要怎麼安裝、怎麼使用？不是會需要一個軟體、一

個撥接程序、一個電子郵件信箱嗎？這些「需要」在我的情況中，完全由中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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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撥接服務承擔，我只要申請了，然後將磁片插入軟碟機執行程式，以後就可

以直接點選桌面上的小圖形，連接上線。我想要知道的是，即便有人提供電話號

碼，你到底要怎麼「撥」出這支電話呢？怎麼用電腦去「撥」出呢？就算真的撥

得出去，這撥出的電話跟網路又有什麼干係呢？1這些問題在我心中盤旋甚久。

不過，好奇心被每週趕著跑的作業掩蓋過去，根本顧不及技術問題，那時候的我

只想用最簡便的方法解決擋在我和老師之間繳交作業的科技障礙。花錢了事，於

是成為最簡便的辦法。 

大部分的同學都是在老師要求之下才開始使用電子郵件的，所以大部分同學

也就使用學校提供的電子郵件信箱。幾年之後，同學們畢業，學校信箱也就停用，

取而代之的是工作職場提供的信箱，像是 chinatimes.com.tw 一類的信箱。於是，

每次得知有人換工作，也就總是他發信給大家請大家更改電子郵件信箱的時候。

現在看看同學們電子郵件的更改軌跡，便可以看出新聞媒體從業人員跳槽的路

徑。而我因為使用付費的電子郵件信箱，所以表現出最為穩定的狀態；於是，總

是有一大群一大群的朋友把我的電子郵件信箱當作是伺服器一樣，往我這邊灌

輸、傾倒大量朋友間的通訊訊息。我穩定的電子郵件地址，使我成為訊息流動的

集散地。 

1999 年剛開始念博士班的時候，因為修課的關係，與碩士班的同學也有聯

繫，有些碩士班同學使用兩個信箱，一個是學校的帳號，一個則是免費信箱，

yahoo.com、hotmail.com 或者流行過一陣子的 url.com.tw、以及前幾年還不需付

費的 mail2000.com.tw。因為大多數同學都是進了學校、分到一個電子郵件信箱

之後，才開始以電腦中介作為傳播活動的工具，所以那時候有個不成文的遊戲規

                                                 
1 從「工程技術」的角度來看，我的問題其實就是沒有瞭解到「網際網路」其實就是藉由電話線

通路構連起來的資訊傳送模式。工程技術的解釋模式的確說明了這種科技技術的基礎，不過，卻

沒有說明我在感知上不理解「電話線」與「網際網路」關係的這一層。這個問題更清楚的問法是，

理解了電話線乃是網際網路所必須的基礎工程建設，是否就可以瞭解免費撥接軟體是怎麼「撥」

出電話的？還是說，我對這種狀況的不明白，其實已經示現了，對 1996 年的我來說，就是以一

種「難以理解」的狀態呈現給我，揭示了我的生活環境中他那暫屬於邊緣的位置。這個區別在於，

當我們試圖以「電話線就是網際網路的基礎建設」時，我們乃是以一個清楚的科學理由試圖解釋

其中緣由；而當我們理解到「對特定時間上的特定某人來說，他表示了這種器械的不普遍與無法

理解」時，我們所說明的，乃是一個人文化了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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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只要知道某人的學號，幾乎就可以確定可以用電子郵件找到他。我也曾做過

這種事：為了怕我們自己主辦的研討會人來太少，便依照學號一個一個寄發電子

信件，也管不著這人我是否熟識、也顧不及那人是不是知道我、甚至連接到信的

人是誰都不知道，學校帳號有規則的排序，方便了我們聯絡到其實不知道是誰在

使用的電子郵件信箱2；科技版亂槍打鳥，莫此為甚！ 

同樣的道理，有許多寄到學校信箱的電子問卷，也就這麼同理可證地湧入大

家的學校信箱中；特別是研究生以電子郵件使用者為母體的使用者調查研究，根

本就以學校帳號為收信母體，大量發送電子問卷。而我，因為一直都沒用學校的

信箱，所以從來就不在這些問卷所規劃的母體範圍中。 

過了三年，一次擔任某科老師的教學助理時，負責聯繫大一全班修習該門必

修課的期末報告。由於每個人的報告內容不同，必須一個一個透過電子郵件聯絡

全班超過七十位同學；他們發信給我，然後我回信指派作業範圍。工作開始之前

我一度以為我將會收到一連串以學號作為郵件信箱的來信，這個狀況對於已經被

垃圾郵件困擾許久的我來說，的確是過濾垃圾郵件的最好依據。但是，在大約三

十個人來信之後我卻發現，這群與我相差大約十年的電子郵件使用者，他們主要

的信箱是 yahoo.com、hotmail.com、pchome.com.tw 或 msn.com，根本不是我想

像中將會有一堆學號夾藏在其中的電子郵件地址。我好奇地問，你們都不用學校

提供的信箱嗎？得到的回應是，這是進政大之前就用的信箱，用習慣了，沒必要

為了進大學改信箱。當然，學校系統隨時出問題的不穩定狀態，也是他們不屑使

用學校的免費信箱。更別說，離開學校之後帳號關閉又得重新換個信箱，這可是

會使很多朋友聯絡不上的！ 

我原本以為可以以學號作為過濾垃圾郵件的辨識標籤，沒想到這算盤完全落

空—我對電子郵件的「使用慣性」，實在知之甚少！兩年後，隨著學校「遠距教

學網」的建置，原本使用各式免費信箱的大學生，因為登錄遠距教學網的需求，

                                                 
2 這種行徑與現在網際網路工程師們竭盡心力想要防堵的「垃圾郵件」沒有多大差別。但對於剛

開始使用電子郵件的我來說，卻是將訊息傳送給不知名、卻相當具體的對象的有效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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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開始使用學校所提供的電子郵件信箱；後來，大學財務自主之後自籌款項比例

增加，使得各大學開始重視「校友」所代表的資源，而開始提供免費的校友信箱，

或提供既有信箱的永久使用權。這些措施使得以學術網路伺服器為郵件地址的信

箱（即，「.edu.tw」）又開始出現在我的通訊錄地址簿以及聯絡人清單上。 

電子郵件帳號或者只是一個地址，代表送信的最終目的地；可是幾年下來，

我以電子郵件所聯繫的範圍，明確地展現出電子郵件系統的使用形變。在我剛開

始注意到電子郵件時，是進到學校之後被要求使用，所以越是現成的信箱就越多

人使用。而這「現成」，指的不只是學校提供「免費」信箱，還包括系統相容的

問題、安裝維修方便性的問題。在個別使用者技術不熟練、其他管道相對比較貴、

比較麻煩、比較不容易保固維修的情況下，學校的信箱成為最重要的聯繫網絡。

接著，電子郵件的使用原則是「隨時保持可得(available)狀態」：學校的信箱方便

同學找自己，可是還是得有其他信箱作為後備。最近則是，學校不再是信箱的主

要提供者，因為使用電子郵件的習慣早在進入學校前已然養成，學校算是後到

者，無力介入已經成形的傳播活動型態。最後，數位科技透過網路學園、遠距教

學等模式更深入到教育活動內部，回過頭來又以新的科層／機構方式，開啟學術

網路在網路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新的使用向度。 

在臺灣，學術網絡(TANET)一直是支撐網際網路發展的最大主力，不管是在

學術網絡上討論的人數、儲藏在此的資訊或國家挹注的資源，都堪稱最大。到今

天，學術網路仍舊是資源最為豐富、快速的傳輸通道，可是附掛在上面的、真正

使用中的學生電子信箱，卻越來越乏人問津。 

然而這不只是學術網絡的問題，而是電腦中介傳播活動在個人生命史中的時

間問題，同時也是一個人使用電腦中介器械時，他所被投身進去的既與世界(the 

pregiven world)的問題。在我剛開始使用電子郵件的時候，電腦中介傳播活動一

直晚到我大學畢業都還沒能進到我日常生活中成為必需品；真要記述我的生命

史，電腦相對於其他溝通工具是出現得極晚。但是對於 1985 年左右之後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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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電腦在他們的生命史中，卻很早就佔據溝通活動成為主要溝通管道3。2001

年我離開兒童英文教學工作的時候，幾個貼心的小女生（小學生）要我跟他們保

持聯絡的方式，就是要我提供電子郵件信箱給她們；更早，我剛進入補教界時，

人們留的不過是電話和地址。 

有趣的是，留下電話地址的學生，大概是因為找不到主題講電話、寫信吧，

從來沒有聯繫過，音訊一下就消失；但留下電子郵件地址的，卻透過時時轉寄的

網路笑話、流行圖檔，漸漸變成信件內容不知所云、無的放矢，但轉信形式的確

「聯繫上」(connecting)的活動。我離職後好多年，還跟這群小朋友聯絡、吃飯、

相約拍大頭貼。現在，不用相約，每天在即時通訊軟體 MSN 的上上下下，以及

隨時改變的暱稱，不斷地將這些學生的狀態透露給我： X

…後來，個人 MSN

暱稱甚至成為公佈各類訊息（世界盃成棒比賽的即時戰況報導）、求才訊息（雜

誌社找體健耐操美編一名）的布告欄。聯繫活動儘管被動，卻從不間斷地展開。 

從電子郵件信箱伺服器的轉變路徑，看出的是電腦中介科技技術發展與電腦

中介科技進入個人生命史這兩個時序的交錯與置放，造成的溝通斷層。這個斷層

不能僅從技術發展的角度觀看，因為僅是觀看技術就無法穿透透過轉寄垃圾郵件

維繫人際情誼的舉措。這個斷層也不單單是種個人在技術與技術之間的某種選

擇，因為電腦中介科技看來除了溝通具體內容外，還有聯誼等這類「只不過是想

要不斷發送訊息，以確定節點之間暢通無阻」的那個面向；而這個面向，又有通

訊技術、通訊軟體提供者（例如：微軟）在工程與人文之間的想像。4 

                                                 
3 根據雅虎奇摩(Yahoo Kimo)的調查，對於民國七十年後段至八十年前段出生的的人來說，網路

媒體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媒介。消息來源：中時電子報 2004 年 6 月 23 日「雅虎奇摩：網路已成七

上八下世代重要媒體」（「七上八下」應為筆誤，該文內容所稱「七下八上」才是正確的描述。）

參見 http://tw.news.yahoo.com/040625/19/r34q.html。 
4 早在微軟推出即時通訊軟體「MSN」之前，已有線上即時呼叫系統「ICQ」(I seek you)。不過

相較於 MSN 在短時間內巨幅擴張使用人口，ICQ 顯然是較為低調的即時通訊軟體。但這是否就

表示 MSN 比 ICQ 更受到網路使用者的喜愛，那也不一定。就本文的談論脈絡來說，MSN 不但

有微軟所代表的作業系統以包裹搭售的方式配搭促銷（特別是 MSXP 版本作業系統採取內建方

式強力傳散 MSN），而且 MSN 初生時，網際網路參與人口已經和 ICQ 大不相同。從我的電子郵

件通訊錄所顯示的那種細微形變來看，MSN 初生時，整個時代與社會面對他所給出的既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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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章節中我們已經談到，Habermas 範式下的研究類型，將網際網路電

腦中介傳播當作是一個人獲取民主所需充足資源的管道，並且致力於消除可能阻

礙民主發展的數位落差。可是在像是 MSN 這類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中，卻經常

出現以「應用該系統」本身為核心價值，不再外延到其他意義5上的使用行為。

假若我們從技術面看向其中的人文性質6，已經可以在 MSN 系統本身的變革，看

出系統工程中的人文趣味已然能夠帶領 MSN 的「進步研發」。例如，MSN5.0 版

之前只是單純的通訊軟體；到了 MSN6.0 版，使用者可以配合數位相機、網路擷

取畫面等，以圖片方式顯示自己的狀態。在 MSN7.0 版，過去只能呈現靜態畫面

的圖示功能，則開始支援動畫模式。於是，MSN 的使用者，從雙方各自訊息的

傳送、交談，到達一個可以單就 MSN 功能為核心的社交活動：比方，以「傳送

MSN 動畫」為目的的 MSN 交談（「傳送 MSN 動畫」本身就是目的，他不再延

伸為其他活動的起因或結果；而「傳送動畫」本身就是交誼的內容，可能只是為

了博取朋友間的哈哈大笑）這時，交談溝通比較像是我們過去打電話給朋友閒談

聊天的模式，而比較不像是 Habermas 範式下，將個人使用網際網路當作是獲取

「民主所需的訊息」這種特意著重於某些看來有些道貌岸然的用法。 

現在，電腦中介傳播絕不只是技術，也絕不只是個人媒介使用的選擇而已；

麻煩的是作為溝通工具的電腦中介傳播，非得牽涉到大家共同的作為。有的時

候，更因為某些相當個別的畸形使用方式，使得電腦中介科技變身成為除了溝通

之外其他活動的中介技術7。這些技術在嚴格定義下可能無法被稱為有效傳播，

                                                                                                                                            
相當不同於 ICQ。而即時通訊軟體必須在溝通者之間有同一系統平台的標準作業流程，則更以指

數方式增生 MSN 的使用者。 
5 此處「外延」是沿用 Roland Barthes 對符號意義的解析上所發展出來的概念‘denotation’。這個

概念表示，符號除了有透過 Saussure「能指-所指」武斷排列所造成的差異意義外，還有參照(refer)
到文化內容的意義來源。比方，「月亮代表我的心」，使得「月亮」不但具有「地球衛星」的意義，

還有在說出該話語的文化中所認定的「皎潔、純淨」等意義。參見 Barthes, 1972[1998]。 
6 本文第參部分處理的即是這種「從技術下手看向人文性質」的認識方向。這種方向與純粹技術

決定論（本文完全不予討論）或社會決定論（如本文第貳部份討論的 Habermas 範式）都有不同。

在本章最後的結論中，將仔細區辨出差異。在本文第肆部分另外將從現象學場域的角度看待科技

與人文「雙重性」以及「共同性」。 
7 例如：使用數位相機拍照的好處固然是可以立刻看到所拍的照片，並且立刻可以選擇多拍一

張、刪除一張；可是同時卻也代表了只有在電腦工作的情況下才能將這些照片打開來看。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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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無法稱為正確使用，或者，可能根本不牽涉最「先進」的技術；他們唯一的

共同點只是，都在日常生活中真真切切地上演。這些時候，電腦中介科技的歷史

不能僅僅書寫技術，因為只有將個人生命置放在科技中，我們才有機會看出電腦

中介傳播的到底意味著什麼。 

眼光一開，我們可以看到電腦中介傳播傳散瀰漫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樣貌。

更有趣的是，相當程度上，非得透過電腦中介技術所保證的某些工具性能力，例

如：快速、跨越地理界線、壓縮時間感、節點對節點的傳送等；在這些工具性能

力的保證之下，有些事，才能以特定的面貌呈現在我們眼前。然而，電腦中介科

技所保證的傳播溝通活動，不像有時候我們可以把老虎鉗拿來當榔頭用，那個技

術的門檻既高又低：電腦中介器械的存在是必然的事實，可是我們可能根本不明

白這機器裡頭發生了什麼事、作用著什麼化學變化。或者你明白機器裡頭發生了

什麼事，卻像那些「網路小子」(Geeks, Katz, 2000[2002])或「網路駭客」(Hackers, 

Himanen, 2001[2002])一樣，悶頭在程式，忙著炫耀自己的技術而不怎麼在意電

腦中介傳播已然成形的、在全球範疇上的影響可能性與後果8。更或者，更為聰

                                                                                                                                            
我們可以把照片帶著到處走、到處觀賞，現在，則需要電腦才能看這些數位化了的照片。相關的

討論可參見方念萱，2003。方念萱(2003)針對網路退用者的訪談結果中，有一位女性網路退用者

談到數位相機拍攝的照片被年輕一輩以光碟的方式儲存，對媽媽來說，便算是「

」。（方念萱，2003:19） 
8 1998 年 6 月，一隻偽裝成微軟視窗 98 更新程式以及其他許多受歡迎的應用軟體的病毒，騙過

個人電腦的防毒軟體，隱身在更新系統中，供全球電腦使用者下載。當月 26 日，這種被稱為「腸

病毒型」的電腦病毒，透過控制電腦的 BIOS 系統，感染全球包括臺灣、大陸、美國、德國、法

國、挪威、澳洲等地的電腦系統（陳姵樺，1999.02.28），造成全球六千萬部電腦，以及若干大型

伺服器當機。（陳錫仁，1999.05.03）這隻「腸病毒型」病毒，後來出現了四個版本的變形，其中

一種因為在每年 4 月 26 日發作，正好與「車諾比」核電廠事故同一天，因而也被稱為「車諾比

病毒」；在加上它的大小只有 1KB，並且會將自己分解成數個小部分，藏在感染程式節區與節區

之間的空白處，因此被感染的檔案大小不會改變，也就難以察覺；這隻病毒也就因為他專門填充

空白處而被稱為「填空專家」。相對於過去以破壞硬碟為目標的病毒，這隻病毒會破壞電腦的開

機系統，因此中毒之後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更換主機板。但這卻使得中毒的電腦使用者痛不欲

生，因為一切資料都被銷毀，根本無法挽救。1999 年開始，電腦工程界開始認為腸病毒／車諾

比／填空專家的起源就是臺灣；1999 年 4 月 29 日，報載刑事警察局電腦犯罪小組查出大同工學

院資訊工程系畢業的陳盈豪就是這隻「CIH」病毒的作者，而「CIH」正是他英文名字的縮寫。

陳盈豪在「落網」之後說，因為曾經被防毒公司騙了，所以才會寫出毒性甚強的電腦病毒，要給

防毒軟體公司出洋相。（韓國海，1999.04.30）陳盈豪說，製作 CIH 病毒的動機只是為了炫耀，

並沒有散播或破壞他人電腦的意圖；他所屬的大同工學院在該病毒危害到學校電子資料庫安全的

時候，已經處理過，記了他大過一支。陳盈豪被逮捕之後表明，自己只有製作病毒的能力，卻不

一定有解毒的能力，但他「 CIH
」，在刑事警察的牽線下，陳盈豪與當時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系四年級的翁世豪見面，提供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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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簡單的圖形化操作介面引導我們操作電腦，但真正使用著這些程式的我們卻老

是被自作聰明的「word」氣得想砸電腦9。 

於是乎，有關電腦中介傳播的想像、探討和鑽研，不是只有 TANET 速度、

國家資訊基礎建設 NII 的投資金額、電腦中央處理器從 486 進化到 Pentium IV、

可攜式硬碟容量已經擴張到 80G、網際網路有助於民主發展、公共領域在網路中

的實現…如此而已。這些都僅僅是，關照電腦中介科技的技術想像。對於傳播科

技、電腦中介傳播活動的瀰漫，還有一塊可名之為「生活世界」的，必須討論。

當我們轉向這個生活世界時，另外出現的是一個詭異的感知矛盾：正因為電腦中

介器械無所不在，而使得我們更為重視它的效應；可是與此同時，也正是因為他

無所不在，在其中確實地生活的我們，就越來越有能力「見怪不怪」。這種怪怪

的矛盾感覺，引發我們對它的好奇。 

現在，問題又繞回去了：電腦中介科技處處展現他自己，而我越來越有能力

見怪不怪，這時，在我與電腦中介科技的遭逢中，電腦中介傳播到底意味著什麼？ 

 

 

 

 

當我們認識到電腦中介傳播活動，乃是關連到一切生活內容的某種生活形態

時，我們對電腦中介傳播的詰問，其實就是來自於對生存處境的關注。 

在我們回應著 Habermas 範式下不得不以既有架構來談論新經驗所可能遭遇

的單一化的困難時，我們已經說明了社會不平等「資訊化」之後，不同形態的數

                                                                                                                                            
原始碼，讓翁世豪寫出解毒程式解救中了 CIH 病毒的電腦。陳盈豪自承撰寫病毒的動機就是：「為

了炫耀」而已。 
9 我的一位訪談對象說到一次「被 word 氣的想砸電腦的狀況」。他說：「word

(pattern) … …
…」一陣亂七八糟的描述之後，我的受訪者下了一個結論：「

word
」訪談 2004/06/10「word 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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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落差概念（或術語）篩網為我們設定、區隔了思考電腦中介器械的特定方向。

現在，我們要在這些概念介入之前，從 Fredric Jameson 有關「晚期資本主義，或

後現代文化邏輯」的角度，來看待這些現象。我們將所有透過電腦中介傳播器械、

活動聯繫起來的舉措、現象，都視為特定環境（即，晚期資本主義）中的「文化

內容」，然後從中尋找「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的可能答案。 

本章的討論是要回應 Habermas 範式下可能推衍出的「歷史的終結」。提出透

過生活樣態的多重、繁雜面貌，我們將對 Habermas-Fukuyama 連線的「現代性

知識型」做一回應。我們將從網際網路自 1970 年生出以來就不斷被談論的幾個

議題，試圖勾畫出這個物件在人們談論中的面貌。這些面貌，既沒有固定非如此

不可的談論方式，也不是透過因果關係建立的主要歷史。在這些說明中，我要呈

現的是：電腦中介傳播已經是一個在所有談論中都不可避免的現實；他被談論成

「文化」的內涵，以其「文化化」的性質，充滿人們的行動之中。按照 Jameson

的說法，這種在資本主義晚期長出的文化方式，可以稱為「晚期資本主義，或後

現代文化邏輯」10。 

2002 年夏天的那次中毒經驗中，電腦停頓讓我體悟到的第一件事不是自己

技術太差（所以無法自己修復）、經濟條件太差（所以買不起好的電腦）、也不是

程式系統怎麼運作（所謂「中毒」是指電腦會打噴嚏嗎？）、或者如何防堵病毒

（是否要安裝防毒軟體）等問題，而是，我的通訊錄裡到底哪些人有可能是傳送

病毒給我的元兇呢？如果我將這些可能的信箱都阻斷(block)，是幫助我不受病毒

侵襲，還是漏失掉朋友同學同事傳遞過來的訊息呢？這麼一想，電腦中毒問題即

刻以溝通問題的方式呈現在我眼前。立即的效果便是，科技活動在人際面（溝通

面）的效應，成為我的思考焦點。 

由此看來，要說出「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得從我們「怎麼描述」電

                                                 
10 Jameson, Fredric (1993[1998])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吳美真

（譯）（1998）。《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台北：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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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介傳播下手。11 

假如電腦中介器械與電視、報紙、雜誌等大眾傳播媒體有任何不同，大概會

表現在電腦中介傳播因為互動、即時、高速傳輸以及種種虛擬12等能力而展現出

來的效果。這些效果可能轉化、改變了參與其中眾人的各種關係。這些特質使得

電腦中介傳播的參與者與大眾傳播媒體時代的觀眾、聽眾、閱聽人在「溝通行動

能力」方面，有性質上很大的不同；電腦中介傳播的參與者，比起電視觀眾和報

紙讀者，更有能力自行決定所讀內容，更有能力決定自己與訊息的時空關係，面

對幅員更為廣闊的訊息型態，並且更有機會參與媒體訊息的製作，消費者過渡為

「產消者」(prosumer, de Kerckhove, 1995:chap.8)。同樣的，順著參與者行動能力

的範圍、活動方式爆炸般的擴張，在電腦中介傳播傳輸線上運作的經濟、社會、

文化等活動，也表現出相當不同的面貌。它是如此不同，以致於現在我們連是否

應該稱電腦中介傳播為「大眾」傳播媒介，都是個待商榷的問題；它的面貌如此

殊異於以往，使得有關電腦中介活動的討論似乎自然地籠罩在所有人文學科的討

論上，不但開啟跨領域研討13，甚至成為架構各式未來想像的平台；而更重要的

是，電腦中介活動從 1990 年代初期起，就其表現出的現實而言，紮紮實實地滲

                                                 
11 有關「描述即意義」的討論，必須以 Husserl 的「形構」(constitution)來理解。根據 Husserl 的
講法，「形構」表達出意識對象之擁有其所有「意義與存有」的方式；形構同時是一種顯現

(Presentation)，又是一種生產(production)。對事物自身來說，他自身是顯現的，而對主體而言，

這個顯現則是生產出來的。於是，當我們面對現實時，我們不只是觀察客觀事物，我們同時在賦

予意義。尤有甚者，代表事物自身的客觀知識是從意義的充實中顯示。於是，世界之存在雖是給

予(given)我們的，卻同時是意義在意識中建構(construct)出來的。（Husserl[1989]§10,23，轉引自

蔡錚雲[2004]）由此，當我們以一個整體的方式抓取客體、我們意向著他，他成為我們意識的對

象，我們便立刻地由範疇與感官中綜合出一個對象來；這就是「形構」出一個我意向中的對象。

藉由 Husserl 這個說明，實體（客體）不可能在意識之外被經驗到，而當我們在意識中經驗到這

意識之外的東西的時候，他也同時取得了他的客觀性；參見 Moran, 2000：chap.5。 
  我們在此引述 Husserl 的討論，並不是要由以作為研究的方法或架構，而是要從此指出包括

Castells、Lash 在內將電腦中介傳播的意義「文化化」的理論家，在觀察電腦中介器械相應的世

界時，所構成的電腦中介傳播的意義。 
12 這裡的「虛擬」(virtual)大抵指向電腦中介傳播活動中可以匿名、有一個以上身分(identities)、
有不同 IP 登入…等可能性。所以說「虛擬」可以解釋為就個人的主體而言，能指(signifier)與所

指(signified)不再呈現一對一的對應關係。 
13 當然，從 Husserl 的「形構」的角度來看，所謂「跨領域」乃是一種我們對「學科領域」的固

定想像，構成的知識形態；這幾乎可以說是一種自然態度般絕少被疑問的思考方向。對於本文追

問「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來說，重點在於他「牽連到日常生活」，而不是在哪個

領域中討論。但回過頭來說，學科劃界與電腦中介器械一樣，都是我們這個時代已有的既與條件，

因此在討論時，本應對這個條件所有理解，然後才能置入刮號，懸而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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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並且穿透包括文學與科幻電影、世界金融秩序、資本兼併、流行工業、反對運

動、生物演化、太空探索……等各樣人類的既有活動中。我們在試圖以既有的框

架（如：「大眾」傳播媒介）架構它的過程中，感受到框架本身的不足，但卻越

是要架構他，透過各種感覺器官，去體會他，但其實又是在他所設定的感知方式

中決定著感知的內容14。 

拿我的經驗來看，從被上課老師逼著連上 BBS 交作業，到每天花超過十小

時掛在網路上，以即時通訊軟體暴露自己上線狀態的現在，中間過去了八年。我

與電腦中介、網際網路的聯繫越來越密切；這種密切是我所身處的人際網絡、機

關組織、社會型態共同造就的結構。莫若同學們的作業要在幾分鐘內互相傳送完

畢、莫若機關行號的電話聯絡方式附掛在網頁上、莫若朋友保持聯繫的型態從打

電話漸漸過渡到轉寄網路笑話、文章 po 版15、莫若即時軟體相當程度上取代電

話成為人際談話的溝通中介器械…若非這一切莫若，電腦中介傳播的威力就令人

難以理解。我已經不太可能以「假如沒有電腦中介器械作為傳播工具」的前提來

設想自己的生活、工作與人際交往。就好像公司老闆禁用 MSN，對員工來說是

一大打擊一樣，要是從時間應用、績效管理的角度來看，員工上班用 MSN 跟人

閒扯，看起來像是上班時打混，老闆禁用 MSN 乃是對工作效率的要求。不過，

我的訪談對象卻告訴我，禁用 MSN 之後，最成功阻礙的，其實是他與老闆之間

的溝通。先前透過 MSN 即時可以確定的訊息，現在要用電子郵件確認。他的老

闆更「白癡」的地方在於，剛發了一封交辦事項的電子郵件，立刻又發了一封信

問：收到我的信沒呀！我的受訪者說，簡直蠢死了！16 

這個時候，訊息與傳播器械不只帶有內容，更重要的是，這些器械乃是個人

或者集體發聲(enunciation)的新裝置構造(Guattari, 1992)；它像喉頭裡的聲帶，更

                                                 
14 這是 de Kerckhove 的觀點，他認為電視構塑(modulating)「感覺意義」的系統，重新編輯感受，

讓它自己像磁鐵一樣黏貼在我們的肌膚上。就在電視的播映中，他或許沒有超越我們的思考，但

卻成為所有參與（看電視）者的思考，成為一種集體沈思；這類媒體，成為我們的「文化肌膚」。

參見 de Kerckhove, 1995。 
15 Po 意指「post」，指在網頁、BBS 上張貼文章或留言。 
16 訪談 2005/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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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感知周遭的皮膚(de Kerckhove, 1995)。因為透過這些機械裝置提出意見、發散

訊息，於是作用在機械裝置上的力量，也間接作用在人的感知、身體以及人際溝

通上。 

 

（一） 網際網路政治經濟簡史 

 

從網際網路或電腦中介器械的技術走出，現在我們大概已經瞭解，電腦中介

傳播意味著什麼，其實與我們生活中的活動關連在一起。著眼於此，理論家在關

切實際操作場景中的電腦中介經驗時，將政治經濟活動推上舞台，拿來協助我們

理解它的意義。 

1950 年代開始的電視研究已經指出，電視作為一種向大眾傳送的傳播科

技，一方面使得烏合的大眾(mass/mess)得以集結，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特定價值觀

底下的預設立場，可以毫不篩選地以現代版三人成虎的姿態（透過大眾媒體的傳

送）取得正當性17；大眾傳播溝通工具的威力立現。電視溝通活動，特別指出「大

規模播送」的勸服力量。de Kerckhove(1995)說，電視造就的是「大眾人」(mass 

human)，被大眾媒體包圍；相對於此的是 de Kerckhove 稱為「速度人」(speed human)

的電腦時代人。速度人擁有的速度，來自他接近其他事物與資訊的即時能力。這

些人透過電腦科技高速傳輸的能力，隨時游移在各處，因而隨時使自己成為所有

事物的中心；我的受訪者說，老闆以為近用 MSN 可以以電子郵件代替，乃是大

錯特錯的原因便在於，MSN 的「即時性」絕非電子郵件任何「速度」可以望其

                                                 
17 大眾傳播理論中的「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以及「議題建構」(Agenda-Building)等兩個理

論便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可以為社會大眾設定乃至於建構議題，使得所有人都被媒體教會「想些

什麼」(what to think of)。而瑞典媒體研究學者 Rosengren 所發展出來的「文化指標」，則更進一

步指出，媒體不但為我們設定所思及的議題，而且還決定了我們所想像的世界的面貌。Rosengren
的研究指出，看電視看得越多的人，他所描繪出的世界，就長得越像電視所呈現的世界。在 1970
年代「兩級傳播理論」指出大眾媒體之外，人際關係也是影響人們接受訊息之效果的影響因素之

後，大眾傳播理論邁入了「效果有限論」；然而，Rosengren 的討論一出，大眾傳播理論又返為「大

效果論」，認為大眾傳播媒體對一般人的影響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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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背18。另一方面，當電話以鈴聲響起的方式極具侵略性地介入我們如常的作息

時，電腦卻要求人們自己尋求連接上全球網際網路的通路與模式。速度人相對於

電話人只能被召喚的被動角色，被電腦中介科技要求必須具有積極參與介入的個

性。於是 de Kerckhove(1995)在 The Skin of Culture 一書中，數次強調：「速度人」

乃是一種心理的素質(an issue of psychology)，而不是一種經濟的特質；電腦科技

是一種心理19科技(psychotechnology)。 

從工程技術到心理科技的轉變，要從電腦中介器械史說起。 

電腦中介傳播賴以維繫的網際網路，起始於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國防部發展的

封包技術、分散網絡(distributed network)等技術與概念。這些念頭起源，是為了

避免國防部資訊中心受到攻擊，某一部份網路損毀而完全停擺。（Gray, 2001、王

佳煌，2000）1958 年 9 月，美國為因應蘇聯發射史普尼克號衛星，成立「先進

研究計畫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1962 年，該局底下的

「資訊處理技術辦公室」(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fice, IPTO)成

立，以研發互動式計算活動(interactive computing)為主要的工作。在這個辦公室

以及計畫局的主導下，「計畫局網路」(ARPANET)變成為該單位的主要研究成果

之一；而 ARPANET 正是後來網際網路的雛形。(Castells, 2001:10) 

ARPANET 建構初期，以電腦為中介技術的網絡，仍限於美國西岸幾所大學

電腦中心之間的聯繫。1972 年，為了將聯繫的節點擴大，出現了「聯繫網絡的

網路」(a network of networks)概念。為了聯繫各個區域網絡，一個可以共享的通

                                                 
18 不過，如果深究起來，真正使得 MSN 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不是其速度，而是它的「互動性」

上。 
19 這邊所指的「心理」或「心理素質」並不是在傳統「心理學」這個脈絡下的假設驗證或實驗

結果，也不是一種心象(impression)。本文通篇所指「心理」乃是一種感受性。它的意義在於，

這種感受是我們生存於世的經驗所構成的存在處境。因此，「心理」在本文中將不指向任何心理

學實驗或驗證的結果，而是感覺、感受以及生存的體驗。De Kerckhove 在此所說明的「心理特

質」，是針對「相較於電話接受是一種被動地遭到入侵的狀態」，電腦中介傳播活動至少要求人們

要按下電腦硬體上開關鍵，而帶有一種積極介入的性質。De Kerckhove 等於是在說，我們要能

使用電腦，首先似乎是要有意願；而意願，比較像是一種心理條件，而不是一種技術條件。而本

文要藉以說明的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中，這種心理狀態實在太常出現了，所以我們經常以習

以為常的方式看待之，也不認為「按下開關鍵」是一個「選擇」；甚至，不具備使用電腦、網路

技術的婆婆媽媽也都能來上一句「 ！」（「愛之味牛奶花生」的廣告詞）。這

種心理條件，顯然是普遍存在的，只不過，不一定是理性而有意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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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協定，自當必要。1973 年，Vint Cerf, Gerard Lelann 以及 Robert Metcalfe 三人

在史丹福會議上宣讀有關通訊協定的基本構想—TCP；1978 年，這個構想進一步

區分成網路內與網路間的通訊協定—TCP/IP。到今天為止，TCP/IP 仍是電腦溝

通平台的操作標準，所有意欲透過網際網路溝通的個人電腦，必須遵守這個通訊

協定。1980 年代開始，美國國防部為了要聯繫更多國防單位，便計畫將通訊協

定廣推到其他單位；但考慮國防單位在安全上的特殊需求，ARPANET 正式區分

為國防單位使用的 MILNET 以及 ARPA-INTERNET。接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

會建立自己的網路系統 NSFNET，1990 年，國防部所使用的 MILNET 因任務結

束正式停止，但在這段歷史中發展出來的網際網路通訊協定以及相關技術，正式

移交給國家科學基金會接管。1995 年，美國國家基金會管理網路的工作也結束，

網際網路開放給商人和私人操作的系統。 

1990 年之後，美國國防部所代表的軍事力量退出網際網路，1995 年（美國）

國家科學基金會也退出對 ARPANET 的管控，將網際網路的技術資源開放給商業

與個人所代表的私人利益與網路活動。 

Castells(2001)對網際網路的歷史回溯指出，網際網路的生出，乃是大科學(big 

science)、軍事計畫(military research)以及自由主義文化(libertarian culture)交互作

用下的產物。(Castells, 2001:17)雖然網際網路的前身 ARPANET 是美國國防部在

冷戰零合競賽中的產物，但 Castells 指出了一個時間與文化上的巧合：1960 到

1980 年代的學生運動風潮。(Castells, 2001:23)Castells 認為，1960 年代開始，校

園裡學生運動掀起的個人自由風潮為了達成運動目的，需要各個校園內部的連

結，這根本上與網際網路的概念符合一致。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網際網路最早的

開發者，也都是校院內的計算中心與工程師。也正是因為網際網路隱含的「資源

共享」、「軟體合作」等概念，也最適合生長在鼓勵創新、合作的校園環境中。於

是，充滿排外意識的大科學(big science)與學生反文化運動中與社會緊密的結

合，在這個環境中，竟然出現兩個世界之間相當程度的交集。 

透過網際網路發展的軌跡，Castells(2001)指出網際網路主要形構者，其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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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他提出使用要求的使用者。比方 1980 年代的幾個主要電腦服務公司，美國

線上(America On Line, AOL)以及 Prodigy 等，後來演變成為內容服務者(content 

provider)。這些公司所使用的網路雖然不是原創，可是從 ARPANET 社群所發展

出來的各種變形，在網際網路上集結，使得今天的網際網路呈現多采多姿的樣

貌。這便是從自由文化 (freedom culture)所發展出來的真正模態。 (Castells, 

2001:27-29) 

只是，這樣一種素質實際的表現是什麼？怎麼表現出來？ 

 

（二） 跨越界線 

 

1.國家：轉化為戰爭與治理問題的電腦中介傳播 

 

電腦中介傳播賴以維繫的網際網路，起始於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國防部發展的

封包技術、分散網絡(distributed network)等技術與概念。(Gary, 2001；王佳煌，

2000)軍事上的用法主導了網際網路起源時期對「網路」的想像。1973 年便已由

美國國防部資助研發完成的通訊協定技術(TCP/IP)，在今天仍是電腦溝通平台的

操作標準，所有意欲透過網際網路溝通的個人電腦，必須遵守這個通訊協定。一

直到 1980 年代中期之後，美國國防部才將原先僅作為軍事用途的軍事通訊網路

分割成二，並將其中一部份自國防部移出；1990 年代之後，大學、學術機構以

及經濟體的投入，才更進一步造就了今天網際網路的面貌。 

早期網際網路內蘊的戰爭思維體現了前述 de Kerckhove 所說的，網際網路所

具有的「心理科技」的心理素質。這個時候，心理的素質在「封包交換技術被具

現出來(actualize)」這件事情上，被揭露出來：軍事部門的主要思維架構在「溝

通需求」上，或者更嚴格地說，是「確保溝通可進行」。這表明了，網際網路發

韌初期，技術發展與導引技術的思維（這思維同時也就導引了經費與人力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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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向）並肩合作所能強調或帶領出來(bring forth)的，就是遠端、非中心、非直線

最短距離且迂迴漸進的溝通路徑。對這種心理素質的強調與帶出，使得網際網路

一開始便取得了促生 Lyotard(1979[1984])所言，各種問題的加速器的角色。在網

際網路的官方歷史中，「國家」於是乃是策略地20肯認這種心理素質的促動者。

許多國家境內的各類區域性網路科技發展，初期都有賴政府挹注金錢與研發人

力，並在制度上推展有利於資訊與傳播技術發展的環境。政治部門經常是網際網

路初期提倡者。 

義大利北方依偎著大工業城米蘭(Milano)的小城鎮圖靈市(Turin)即是一例。

Berra(2003)的討論指，對網際網路的討論多半集中在促進「全球傳輸」的說法上；

然圖靈市的市政網路經驗則指出，在一個工業技術並不特別突出、城市發展算不

上快速、甚至有個大城市在鄰近地區吸收絕大多數人力與投資資源的小城市中，

市政府由上而下建置的市政網路，基本上測試出的是公共系統與私人系統的相容

程度。這是個相當具有地域性的經驗，與網際網路全球化論述中大量排除在地脈

絡的談法出入甚大。在圖靈市的經驗中，市政系統最早的功能根本就是為市政官

員找出何以政府行政無效率的機制。透過私人系統連上市政網路的初期使用者大

多是透過連外網路，繞經地球上其他地區的系統，才又回過頭來連回圖靈市的市

政系統。這個經驗使得圖靈市政府獲得了網際網路使用者在有關連結設計、系統

相容性方面的早期資料。Berra 的討論提及，即便行政系統本身，都可能因為身

處組織架構中的不同位置，而對於這類網絡連結有相當不同的態度：有些接受、

有些協商、有些悍然拒絕。Berra 認為，圖靈市市長以及參與圖靈市公共網路的

早期網路參與者是推動圖靈市市政網路系統建置成功的兩大推手。 

Berra 有關圖靈市政府網路系統的建立歷程的討論強烈地暗示了，在市民社

會無力擔負網際網路所需經費資源的情況下，市長、身處他地的早期市政網路參

                                                 
20 這裡說「策略地」是相應於軍事上實際作戰的需要。我想要說明，國家（至少是美國國防部）

在發展網際網路基礎技術的歷程中，並不是一個架空在真空空間中的理論進展，而是一種相應於

實際作戰所需的「回應」。這對於交戰情境的「回應」，其實就是對當時戰爭情況的認定、自我需

要（溝通需要）的想像，是對這些認定與想像的肯認，具現(actualize)了網際網路的發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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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如：從圖靈市移居出去的他處住民）等人的心理想像，才是具現市政網絡

的動力。這個說法使我們想起 de Kerckhove(1995)說的，「像海參把胃投射出去覓

食」那樣，地理上不屬於圖靈市的那一群網路使用者，透過電話線將他們的手伸

入圖靈市。這時，在地的意義從區域、地理，移向心理性質；Castells(1997[2002])

稱之為「認同的力量」(power of identity)21。 

有些國家，例如法國，電腦中介技術系統並不是作為軍事用途22，但國家力

量的主導，仍舊是不爭的事實。國家／政治力量主導網際網路傳播科技發展已經

成為今天書寫電腦中介傳播史，不可忽略的一環。只是，著眼在不同的條件下，

每一個案例所強調帶出的網路性質與起因，並不全然相同。 

從 TCP/IP、分封交換等技術的本質來看，其特殊性在於分散風險以及再度

溝通的可能性：一方面將訊息化整為零透過不同傳送路徑分進合擊，另一方面又

要能夠溝通不同電腦的操作標準與協定。電腦中介傳播科技打從一開始就在這股

「先分裂再重新組合／溝通」的邏輯下開展。或者可以說，電腦中介科技的本質，

就是「溝通的」(communicating)。 

不過，在 Berra 試圖說明圖靈市的網路系統時，除了圖靈市政府、早期網路

的參與者之外，我們看見 Berra 對於圖靈市本身的地理位置、工業化程度，以及

他與周邊各個城市的關係，都作了說明。在 Berra 對這些「周邊」的說明中，市

政網路對圖靈市的意義，被定位在圖靈市作為怎麼樣的一個城市之中。Berra 這

個描述的方向使我感到好奇：假若這是一個在網際網路架構所提供的可能性之下

小型城市的改造歷史，為什麼我們在描述圖靈市的網路系統之外，還要對這些顯

                                                 
21 雖然 McLuhan 有關「脫殼之人」(discarnate man)的說法似乎更具體地說明我們的心靈與身體

的分置狀態，但這說法卻不可避免地使我們走上身心二元的道路。這對 de Kerckhove 所要說明

的，網際網路時代電腦中介器械就是身體感官的角度來說，將會是一個認識上的弔詭。相對地，

Castells 以「認同」這個帶有身體、意識形態（想像認定）和（與他人的）關係的字詞來談論，

似乎是個比較好的隱喻。不過，本文後面的討論將提到，Castells 雖然已經注意到「認同」在網

絡社會中的「力量」，但他的論述策略卻比較接近 Habermas 的角度，也就是以「認同的力量」

作為驅力，以達成特定崇高目標的方式看待認同力量的操作。這與本文強調「雖然無所不在，但

其實已經見怪不怪」的隨興態度，有著認識趣味上的差異。 
22 法國的系統 Minitel 主要作為一般人電訊通訊（如：電話）之用。不過絕大多數評論者雖然接

受 Minitel 計畫深具實驗性，但由於過界管制的限制，未能走出法國國境，Minitel 最終變成一個

失敗的實驗。今天法國人早已捨棄 Minitel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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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並不「虛擬」、「網路化」、「數位化」的成分再作說明？瞭解到圖靈市與他附近

工業大城之間的關係，何以有助於我們理解圖靈市的網路系統建置歷程？ 

讓我們暫時把這個好奇狐疑放在這邊。 

 

2.經濟模式（例如：微軟）23：轉化為司法問題的電腦中介傳播 

 

隨著軍事對立態勢的結束，以及美國國防部網際網路在 1984 年分割為兩部

分，並開放其中一塊給非軍事部門，再加上政府部門與大學電腦中心在 80 年代

後期透過通訊協定完成的合併，使得主導網際網路的國家力量與軍事思維漸漸退

場，商業機制下的網路服務(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成為 1990 年代網際網

路以等比級數高速擴張、普及、乃至於成為必要溝通工具的推手。 

2001 年 5 月 3 日，時任軟體大廠微軟公司(Microsoft)資深副總裁的 Craig 

Mundie 在紐約大學史坦商學院的一場演講24中提到，許多網路公司(.coms)的失敗

完全可以歸咎於免費(free)使用或收取有限金錢報償的原則，Mundie 認為有些公

司生產的產品本身其實具有相當大的價值，但網路公司不知怎麼地，卻不「賣」

這些東西；Mundie 認為這是錯誤的策略。Mundie 認為商業活動就是要以獲利為

目標，否則網路公司的未來就只能靠禱告自求多福。 

Mundie 的演講引起自由軟體運動陣營的注意。以 The Open Source Definition

作者 Bruce Perens 為首的十位「推動開放原始碼運動及其使用執照」(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的領袖級人物25發表一份〈自由軟體領袖並肩作戰〉

                                                 
23 國家以不同於 1970 年代的方式介入網際網路運作的舉動，並不僅限於對微軟出招。包括反托

拉斯法等司法介入手段，在 1991 年時也發生曾在 IBM 身上，而且 90 年代初期微軟尚未獲得如

今地位，IBM 其實是這類司法調查的主要對象。本節以微軟為例子，是因為在今天，相對於其

他任何軟硬體企業，作用在微軟身上的議題似乎是最複雜而全面的。中文網站中，一個具有代表

性的網站在 http://antims.visualmedia.com.hk/，它針對微軟在壟斷技術上的操作與破解有詳盡的說

明，同時，透過比對微軟所發佈的新聞稿，這個網站顯然也以「戳破微軟神話」為架站主旨。 
24 該演講講題為‘The Commercial Software Model’，演講全文可以在微軟的網頁上找到，網址在： 
http://www.microsoft.com/presspass/exec/craig/05-03sharedsource.asp 
25 除 Bruce Perens 之外，其他九位是：開放原始碼的精神領袖 Richard Stallman（Stallman 同時也

是自由軟體基金的創辦人）與 Eric Raymond、Linux 原創者 Linus Torvalds、GNOME 圖形使用者

 90



(‘Free Software Leaders Stand Together’)26。聲明中指，「自由軟體是建立鼓勵革新

與公平競爭的軟體環境的絕佳方法」27；Perens 等人批評，Mundie 將 free 理解為

「免費」，其實大大誤解了自由軟體運動所強調「free」意義：它意指「解放」而

不是「價格」(Free refers to liberty, not price)。聲明中還說，微軟「透過傳輸無法

相容」的伎倆作為它的主要市場策略，不僅跟別人的系統不相容，就是微軟自己

的系統，新版與舊版之間也有不相容的問題。自由軟體運動的領導人直指微軟以

商業利益為考量的市場策略，並沒有為軟體工業創造更具創意的上網工具。 

這兩份文件，揭露出的是今天通往網際網路的軟體道路上，一個棘手的技術

-經濟問題：技術不單單是技術，不是 70 年代由國家軍事部門與早期駭客相互合

作的單純研發工作。此時此刻，研發活動裡深植著經濟利益主導的思維邏輯。在

微軟資深副總裁 Mundie 的眼中看來，微軟所推崇的「商業軟體模式」與 Perens

等人的「開放原始碼模式」已經在那斯達克(NASDAQ)的指數上看出輸贏：2001

年那斯達克指數的崩盤已經說明了，過去兩個十年建築在網路公司上的經濟上

揚，已經在時間的考驗下顯露出它的不穩定特質。Mundie 認為網路公司只是販

賣夢想、無法真正獲利，就是投資人喪失信心導致那司達克指數巨量滑落的主因。 

Mundie 的說法當然有陷阱。2001 年那司達克指數在四天內狂跌 70%，一下

子跌掉一兆兩千萬美元，創下 1998 年 10 月以來的歷史新低；這看來駭人數字被

Mundie 拿來當作投資人對網路公司的信心喪失的證據。然而，這批數字卻帶有

另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911 恐怖攻擊。Mundie 所指的「崩盤」乃是 911 事件之

後華爾街股市首度恢復交易之後第一週的股市交易狀況。相對於 911 事件對紐約

股市的衝擊，Mudie 所謂投資人信心全無這個解釋，顯然是個不視歷史場景的莫

須有罪名。 
                                                                                                                                            
介面桌上型計畫作者Miguel de Icaza、Python語言原創者Guido van Rossum、Perl語言原創者Larry 
Wall、出版商 Tim O’Reilly、Red Hat 共同創辦人 Bob Young、以及 VA Linux 執行長 Larry Augustin。 
26 ‘Free Software Leaders Stand Together’全文可在 Bruce Perens 的個人網頁上找得到，網站上並附

有西班牙文、法文、義大利文、日文、俄文、 svenska 語的譯文。本文網址在：

http://perens.com/Articles/StandTogether.html。 
27 原文為：Free Software is a great way to build a common foundation of software that encourages 
innovation and fair competition.此處譯文為陳俊銘所譯，取材自《聯合報》2001.06.01，3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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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或電腦中介科技在 Mundie 與 Perens 辯論中展現的技術與經濟的複

合化本質，意外地揭露了國家／政治部門介入網際網路運作的合法性，已經更加

縮減、更無力且無「法」介入。一方面，國家並不擁有這些技術或技術的智慧財

產與著作權，不論是商業邏輯或分享邏輯，就技術言，國家均無置喙餘地；另一

方面在自由經濟大旗與全球化美景的勾勒與攜手合作之下，市場開放才是真正的

政治正確，「國家」標誌早已退縮成為只能在奧運競技場上伴隨金牌獎章舞動的

國旗。我們仍舊使用 1973 年發展完成的 TCP/IP 通訊協定作為個人電腦間的溝通

操作標準，然而 70 年代作為網際網路發想源頭的對立態勢，到今天，已既非冷

戰雙雄，也不是國家與經濟體的對立，而是網際網路通路上，對於市場的兩種不

同思維邏輯：Mundie 以及微軟所代表的商業思維，以及自由軟體運動技術先驅

（後來也成為特定言論與意志的領袖）所代表的解放思維(free refers to liberty!)。 

這幾乎就是 Mundie 與 Perens 辯論所給出的啟示：網際網路如此自由，以致

於檢查網際網路本質的討論只消對技術的經濟模型討論便已完滿。 

可是，這種解釋僅僅是一個偏斜視角下的結論。 

1991 年 3 月 12 日《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已經對

微軟的市場競爭手法展開調查。臺灣媒體對是次調查的轉載指，軟體出版公司

(Software Publishing Corp.)與蓮花開發公司(Lotus Co.)指控，微軟身兼 MS-DOS

以及視窗兩大系統的開發者，故意誤導周邊軟體公司相信 MS-DOS 是市場主要

的作業系統，以致於大家紛紛開發與 MS-DOS 相容的軟體；然而事實上，真正

叫好又叫座的，卻是微軟開發不到六年的視窗作業系統。這項誤導使得軟體開發

公司發展出來的一系列相應軟體在 MS-DOS 確定在市場上遭到挫敗之後，像保

齡球瓶一樣，連鎖倒地。（胡結茵，1991.05.19）FTC 在 1991 年對微軟的調查，

主要就是針對微軟同時是系統又兼具應用軟體的供應商角色。然而，這次調查因

為牽涉到「微軟是否真有誤導軟體廠商開發 MS-DOS 系統」的認定，在沒有直

接證據可以證明微軟有「故意誤導」行為下，調查幾乎不了了之。 

1997 年 10 月 20 日美國司法部又對微軟提出訴訟。美國司法部認為，微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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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Window 95 的授權契約，要求電腦廠商必須附加安裝微軟的網際網路瀏覽

器「網路探險者」(Internet Explorer, IE)，這個條件違反了 1995 年協議規章(consent 

decree)，因而向哥倫比亞特區的地方法院提起訴訟。1998 年 5 月 18 日司法部與

二十州以及哥倫比亞特區的檢察長共同對微軟提起反托拉斯訴訟，理由是微軟挾

作業系統通路優勢，將另一個品牌網路瀏覽器「網景」(Netscape)壓垮。1999 年

11 月歐盟經濟委員會官員透露，歐盟已經就所有對微軟在歐盟範圍內違反反托

拉斯法的指控展開調查。這項調查在 2004 年 4 月間做出裁決：微軟需繳付四億

九千七百萬歐元的罰款，並以提供相關軟體，做為其他軟體公平競爭的機會。2003

年 2 月由網絡和電腦公司以及電話公司組成的「電腦和通訊業協會」28在歐盟轄

區內指控微軟的作業系統 Windows XP 在移動通訊、視頻傳送、電子音樂以及新

的網絡服務方面，非法排擠競爭對手，違反歐洲的反托拉斯法規。微軟被告，不

斷被告，而且理由都一樣：違反反壟斷法規。歐盟經委會發言人也立刻聲明，經

委會即刻接受審理「電腦和通訊業協會」對微軟的指控案件。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與歐盟經濟委員會透過「反托拉斯」(Anti-Trust，即，

反壟斷)規定與法律，這顯示，商業競爭使得國家或政治力量再度返回商業化

(Mundie)或技術化(Perens)了的網際網路／電腦中介傳播科技範疇中。國家的返

回路徑不只一條。FTC 也好，歐盟經委會也罷，或者臺灣政府與微軟的行政和解

29，科技官僚「處置」微軟帝國的手段其實更為細緻。 

「反壟斷」、「反托拉斯法」是直接「制裁」、「處罰」微軟帝國。國家與政體

（如：歐盟）揮舞「司法」大劍，就足夠站上網際網路紛爭的舞台。只不過，微

軟在商言商，國家或司法體系的介入，每每遭遇言論自由或自由市場這類說法的

抗拒，如再加上託辭於 Habermas 範式下的「民主」與「公共領域」概念，沒有

                                                 
28 該協會由網路、電腦、電話公司組成，其中包括幾家著名的公司，柯達、美國線上、諾基亞、

昇陽、雅虎等。相關訊息參見：「大紀元網系」http://www.epochtimes.com/b5/3/2/12/n274915.htm。

然而這些廠商本身其實也都是各國反壟斷法的制裁對象；例如 2004 年 5 月就傳出中國大陸有意

對包括柯達在內的跨國企業，以反壟斷法予以制裁。詳見《中國時報》2004 年 5 月 26 日 A13
版。 
29 2003 年 2 月行政院與微軟就幾項反壟斷訴訟達成行政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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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政府膽敢與民主制度作對。於是，只好真的在商言商；國家、政體在此

情況下發展出另外兩種不同的制裁策略，與微軟帝國在市場上硬碰硬。 

第一種方式是透過變項了的司法體系，也就是消費者保護運動。在美國聯邦

貿易委員會對微軟的調查，或者州政府檢察長對微軟提出的訴訟中，司法體系乃

是個來自外部的力量，大家爭論的焦點仍在「微軟是否『故意誤導』軟體廠商發

展不適當的軟體，進而造成了小廠的損失」。這些著眼在「故意」、「誤導」、「不

適當（軟體）」的指控，因為仍舊著眼於大眾人時代的電視邏輯，所以對於一個

在網際網路上憑藉技術門檻橫行無阻的工業體來說，不過是道德勸說，對於在商

言商邏輯，並無實質攻擊能力。講明白一點，難道我們會（能夠？）因為微軟的

企業形象很差就不使用視窗系統嗎？這除了具有技術能力的專家，一般人恐怕很

難經由拒絕購買產品的邏輯來實現30。（這不就是我初始使用 telnet 收信結果被排

拒到通訊網絡的賽伯利亞的又一翻版？）消費者保護運動之所以可以稱作是一種

「變項了的司法體系」，是因為它的運作規則基本上採循反托拉斯法的類同方

式：以不平等作為控訴內容。可是在商言商的邏輯本質就是不平等，否則就 Marx

就不會說私有制度乃是造成各式剝削和異化的元凶。「微軟是否『故意』誤導軟

體廠商的研發方向」這種訴訟措辭，使得電腦中介工業的訴訟，其實也不過在既

有的司法窠臼中談論「意圖」和「過失」問題。這條路走的是堅實的司法途徑，

有對錯標準是非黑白的確實標準，可是微軟走的卻是網際網路經濟學的路，能賺

得的絕不手軟。 

雞同鴨講莫此為甚。 

然而當消費者保護運動是經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官」這類科層體制內的位

置出面提出訴訟或處罰時，就會造成企業體的實質損失。1998 年 3 月，就在微

軟董事長 Bill Gates 在出席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前一天，對於有人指控

微軟企圖控制進入網際網路通路的指控嗤之以鼻，並且加以否認；但同時，微軟

                                                 
30 我在訪談的過程中，曾經提及對於 Linux 系統的興趣。我的受訪者簡單問了我對 Linux 的理解

之後說，「 ！」（訪談 200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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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也在聽證會前一週發佈聲明表示，微軟已經和歐洲、美國超過 40 家網路服務

業者修改合約內容，容許他們可以販賣並且促銷微軟競爭對手的瀏覽器軟體（《經

濟日報》，1998.03.04）。在商言商，微軟此舉當然直接使得它的利益受損。但微

軟此舉的示好意味，卻是招然若揭。不僅如此，消保官的出現，使得消費者有機

會透過政府部門集結起來，集體訴訟的結果，企業體經常便需要付出大筆賠償與

補償費用。 

第二種方式則像是變相了的商業競爭。幾乎是從新的千禧年的第一年開始，

北歐、西歐、中國大陸、乃至於南美洲、印度等國家就陸陸續續提出資助「替代

視窗」的各種計畫。法國與德國主管文化、國防或教育的政府單位基於「安全與

統一」的理由，在「防範經濟間諜」、「減少使用容易被病毒感染的軟體」、「防範

美國公司替美國（政權）打開各國資訊後門」等考量之下，政府部門直接「放棄」

使用微軟，改用 Linux 系統。 

這個態度明顯是「變相了的商業競爭」，利用政府部門不以「獲利」為主要

考量，而更側重安全、自主等考慮的優勢，直接讓商業市場上的寡佔方向一舉翻

轉：從微軟獨佔，轉為使微軟直接出局。挪威政府在 2002 年 7 月取消獨厚微軟

的合約，因為合約中限定政府只能採購微軟的辦公室軟體（侯吉亮，2002.07.26）；

2002 年月臺灣官方首度為 Linux 軟體站台，成立「開放軟體產業推動小組」，計

畫以五年目標投入開放軟體的開發廠商 100 家（林信昌，2002.07.26）；印度總統

卡拉姆在 2003 年 5 月間宣佈「將效法甘地的精神，對微軟霸權展開『非暴力、

不合作』的抗爭；2003 年 9 月，中國、日本、韓國達成協議，由三國政府集資，

開發微軟的替代電腦作業系統（《臺灣立報》，2004.04.01）；中國大陸藉由 Linux

系統自行發展出的「Linux 紅旗」根本上就是用來對抗視窗作業系統；中國大陸

甚且認為與微軟的競爭軟體不僅關乎市場、中毒風險、潛在後門等技術效應，根

本上也就是一個與國家尊嚴息息相關的戰爭。憑恃中國大陸自身雖封閉但卻龐大

得足以自足的市場，「Linux 紅旗」已經足以由大陸市場自行而獨立地養活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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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作業系統，全球經濟思維在國家變相的商業競爭下破功31。即便微軟母國美

國，也從國防部和國安局等機構開始，採用 Linux 系統，並且自行研發安全升級

版的 Linux 軟體。這裡再也沒有司法訴訟的公平正義怎麼界定、是非黑白如何標

準的問題，純然是「必須考量獲利」與「不必考量獲利」兩種組織之間，在技術

場域上的競賽。「Linux 紅旗」有恃無恐地憑藉中國大陸廣袤內部市場累積資本

的能力，老老實實地告訴微軟，這一塊土地就足夠養活一個新的作業系統的、近

乎暴力的技術-經濟壟斷，使得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外商也只能挫折地配合；昇

陽公司總代表甚至說，（在這個時代）要強國「必須要擁有智慧財產權」（劉忠勇

[編譯]，2001.12.05）。中國大陸的作法不再是向微軟購買使用權，而是重新創造

新的智慧財產。這的確是微軟所言「在商言商」，可是絕對是被國家扭曲了的、

帶有國族意味的在商言商。國家的性質在經濟競爭轉化為司法問題的過程中，從

主要的地域概念轉向行政權。 

國家與政體在電腦中介傳播科技、網際網路範疇中，是國防部「先進研究計

畫局」，開發並「擁有」網際網路使用與所有權；是聯邦貿易委員會、是歐洲經

濟委員會、是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官，決定並制裁微軟帝國的壟斷；同時也是取消

政府與微軟合約、成立「XX 小組」、集資單位，協助、資助、決策且為替代視

窗的其他作業系統站台的對抗要角。 

這個時候，我們所看到的不再是國家從封建領主轉向民主制度之下的公領域

社會角色的扮演，而是一個透過「微軟」這個大型軟體公司牽連出來的生活世界。

在其中，包括了在商言商，包括了法規政策，包括了一字雙解的「自由」(free)…

甚至「微軟」這個符號，透過在美洲、歐洲、亞洲乃至於跨國法庭中，個個官司

場景的出場、缺席……如此這般，我們竟也就足以勾勒出「全球」的樣貌，向提

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一詞的 McLuhan 致敬。就在網路標準經濟學、反壟

                                                 
31 請注意，這仍是一個「商業的競爭」，因為 Linux 紅旗的憑恃，正是微軟口口聲聲不斷託辭的

「市場」。它不過是變了樣，在中國大陸，以一個封閉而決策武斷，然卻又明顯夠大的市場，取

代在行銷學、宣傳學策略下透過民意調查呈現出的「消費者版圖」與廠商共同決定的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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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法規與消費者意識三者之間，架構出電腦中介傳播策略體的本質樣貌：原來像

微軟這樣的公司對我們的影響「無所不在」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樣看來，即便從如此大範圍的角度切入，意圖理解電腦中介傳播的意義，

也仍舊會處於一種多因、未能單純因果論之的狀態中。現在的問題於是變成，倘

若如此，我們解釋電腦中介傳播意義的預設（如：「公共領域」或「自由市場」

這類單向的概念），會否一開始就讓我們難以洞察這種複雜的樣貌？那麼，要怎

麼看才真能看出個所以然來？ 

這個問題，也先擱置在這邊。 

 

3.科技上身：轉化為挪用(appropriation)的電腦中介傳播 

 

網際網路興起成為重要的資訊、商務交換場所之後，跨國界活動難以以既有

法律架構來規範的說法便相繼出現。Joel Reidenberg (1999, in Kahin & Nesson 

[1999][eds.]32)對網路法規的討論直指市場或產業標準、網站參與者的私人契約以

及網路社群各自的行為規範，才是真正具有規範的力量，地方政府只能管轄其領

土中的企業或人民；他還說，歐盟新的資料保護令，已經開始要求評估國外的資

料處理標準。網際網路衍生出的，在法律執行面上的困難，直指國家在資訊化時

代中的退位，我們好像真難以以此來理解網際網路上的活動。然而包括美國司法

部、歐洲聯盟或中國大陸在內的國家權力，卻在 1990 年代中，大規模對微軟興

訟，甚至以民族尊嚴作為拒絕採用微軟的理由；這些活動在現實的向度上，充分

地將「國家」現在的面貌呈現給我們。所以說也許從論理的角度，國家難有法律

位階上的主權，但真逢到這些具體的案例中，「國家」卻從未缺席。 

同樣地，電腦作為一種技術高階的器械，從 1996 年 Sherry Turkle 撰寫 Life on 

                                                 
32 Reidenberg, Joel R. (1999)〈網際空間的管理與立法〉，見 Kahin, Brain & Charles Nesson 
(Eds.)(1997) Borders in Cyberspace:Iinformation Policy and the 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巫宗融（譯）（1999）。《數位法律：網際網路的管轄與立法、規範

與保護》，台北：遠流。第三章。頁，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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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reen 時，強調了技術菁英的優越33，到 Castells(2001)對網際網路文化的描

寫為止，技術菁英乃是網路文化的最重要組成元素，從未缺席過。1990 年之後，

微軟視窗作業系統已簡化了的圖形介面在市場上大獲成功，一直到今天仍是個人

電腦作業系統的主流。很清楚地，視窗作業系統的成功，至少包括了「友善的介

面」以及「行銷成功」這兩個因素，不僅如此，後來專門攻擊微軟的駭客們還指，

微軟設計的所有軟體都與其他作業系統不相容，這使得使用視窗作業系統的人就

只能與同樣系統的人交換檔案文件34。這等於是變項地以限制資訊的交換流通，

來換取獨佔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市場的契機；換句話說，電腦中介相關技術儘管高

階，但技術本身不一定是阻撓應用的關鍵。根據 Castells(2001)的闡述，網際網路

發展早期，雖由美國國防部「先進計畫局」主導，但主要的程式撰寫，卻都是由

參與當時計畫的大學教授，以及他們的研究生，在一種極其開放、創新的氛圍中

共同架構出來的。Castells 甚至還說，1960 年代學生運動、校園、嘻痞等顛覆的

文化背景，才是 ARPANET 得以成形的重要背景，因為要不是校園裡的開放氣

氛，資訊工程科技的研究生不會有躍躍欲試的動機。 

這麼一來，技術，乃是以一種包裹在在市場策略、整體文化氛圍之中才孕育

得出的物質基礎。今天我們要以科技科學創新來看待「網絡社會」的崛起，絕不

可能將技術當作唯一、甚或最主要的因素。 

國家或技術，當我們以定義邏輯的方式設想國家主權退出網際網路，並因而

看見網際網路所帶有的公共領域想像時，他其實在每一個實際的案例中，以其本

來面貌，或者改換過符合於網路運作標準的方式，不斷呈現那些從未為我們所知

的那一面。或者，當我們認識網際網路的技術特徵，下了一個定論說技術乃是主

導網路世界的關鍵（或基礎）時，技術的流通與阻隔，卻顯示他自己為一種商業

                                                 
33 儘管 Turkle 將電腦分為「透明的 DOS 系統」與「不透明的 Windows 系統」兩種，儘管 Turkle
的受訪者說，DOS 系統允許人們自由寫作程式，因而有一種征服的快感與成就感，而 Windows
勝在其簡單的介面，卻因為一切圖形化而難以一窺其核心，反倒顯得不透明、使人搞不清楚。然

而不管是那一種，要能操縱電腦中介器械代表的程式門檻，卻是同樣表現在兩種系統之中。Turkle
的描述策略顯示，相對於我們在意的日常生活使用，她更為有興趣的是兩種系統對技術菁英的使

用形態的影響。 
34 相關批評參見「反微軟資訊新聞」網站」：http://antims.visualmedi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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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價值或國族價值觀。於是，電腦中介傳播的那種「文化化」的特質被揭露出

來：包括國族或技術這類硬梆梆的概念在內，都要以實際遭逢場景中的形態各異

表現出來。 

社會觀察家 Howard Rheingold 在 1994 年便以「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

討論起電馭空間中的生活形態。Rheingold 被《商業週刊》譽為在網路社會領域

中最具有前瞻性的觀察家（見 Smart Mobs 中文譯本封面頁），特別是他對虛擬社

區的討論，更是網路社會學的先驅。Rheingold 提到幾個網際網路早期建置的互

動空間，如：MUD，以及兩個虛擬社區：Télématique 以及 Messageries Roses，

並且詳加描述這些互動與虛擬社區中的技術與社會交往條件。不過，我們在這邊

提到 Rheingold，卻是要與他所提出的「虛擬社區」概念，做一個正好顛倒的說

明。 

我們在這邊討論的網際網路生活，與 Rheingold 不同。相對於 Rheingold 將

「連線上網之後」參與網際網路所連接起來的特殊社群活動，本文要討論的卻

是，「無論連線與否」電腦中介器械藉由網際網路也好、它的物質本質也好、經

濟活動中對 Nasdaq 指數的關注因而熟悉高科技產業也好……這些種種即使當我

們的手指不在鍵盤上的時候也仍能感知到的那個整體生活環境。假若 Rheingold

因為線上社區的去地域化當作是他談論「虛擬」的標準，那麼這裡所談論的就是

一個「實在」生活世界中的電腦中介經驗。 

本文的立場其實也正就是Rheingold在 2002年 Smart Mobs35一書中所討論的

那種資訊化狀態。表面上看起來，Rheingold 所意向的討論對象從 1994 年的個人

電腦轉向以手機為中心的行動網絡，對於科技決定論者來說，技術更新（從個人

電腦到手機）造成的社會變遷，本就是不變的定律；電腦中介傳播活動的討論，

也起於每一種技術誕生所造就的物質條件變遷。不過，Rheingold 的觀察，卻從

電腦螢幕一行行跳顯出來的文字，轉向澀谷八公銅像前的十字路口快速按動鍵盤

                                                 
35 中文本譯為「聰明行動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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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拇指族，轉向赫爾辛基遙控住家保全裝置的家長，和斯德哥爾摩餐廳門口秀出

手機簡訊代替邀請卡的來賓。從「必然扣連著網際網路電話線與個人電腦」的，

與線下生活切斷的，並且特地凸顯電腦中介器械本身的物理性質的討論，轉向一

個個活生生的生活場景，Rheingold 筆下的「赫爾辛基」、「澀谷」以及「斯德哥

爾摩」不是器械所生出的，而是器械得以表現的舞台背景；這些背景不但在說明

器械時必須配搭、在舞台上升降起落，而且轉換舞台，就代表不同的戲碼曲目。

於是，背景不再只是因果邏輯下被指認出的「脈絡」因子(factor)，影響著舞台上

的表演；而是，當我們抓取「電腦中介傳播器械的意義時」，與這些數位器械一

起，被我們整個感官知覺、認知範疇以整體的方式一下子就抓取到的，使器械即

刻產出意味的既與條件。Rheingold 的實證資料顯示，同樣是手機、同樣是行動

數位技術，美國的年輕人就不像東京或赫爾辛基的年輕人那樣依賴手機來維繫社

交生活。「手機」或「行動數位」當然是東京年輕人能夠這樣社交的基礎條件，

可是倒過來，要是沒有東京年輕人的行動襯飾與凸顯，像 Rheingold 這樣的社會

學家可能不會注意到這是數位時代的新議題。 

跟我們一樣，Rheingold 在中譯為「聰明行動族」的討論中，將數位器械的

行動化裝置在一般生活中的滲透使用描述得栩栩如生；與他在 1994 年認為「網

路上」才存在的虛擬社區、虛擬認同，已經大為不同。Rheingold 顯然已經走出

了網路線圍成的小框框，回到生活世界中。而這，不只是行動數位技術本身在物

理性質上的可能性造就的。不管是利用 3G 手機到販賣機訂冷飲，還是手機轉帳

繳稅，或者「速配」那樣的電子費洛蒙，網際網路上的內容供應商(content provider)

以及電子商務交易系統實驗性質的各類服務，以及為這些器械創造出新用法的人

們，才是種種挪用的主角；而這些主角，在日常生活的襯飾之下，取得了他在我

們這個時代的特有定位。 

透過對網際網路（或電腦中介傳播活動）既有解釋架構：如，早期的軍工複

合體、稍後的微軟商業模式、近晚大多數政府機構採行的開放軟體 Linux 系統，

軍事部門、國家、商業、與技術等等被認為影響網際網路後續發展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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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仔細看待他們展現其力量的規模與方式之後，呈現出互相滲透、轉移的樣貌。

這個樣貌當然是我們指認「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的解答來源，不過，更重

要的是，當我們試著將 Rheingold 的「虛擬社區」活動，置放在整個時代的生活

脈絡中來看待時，虛擬社區好像其實並不意味著一種與實在生活相互區隔獨立的

生活方式，彷彿每個人都只能在兩者中取其一，或者某段時間若非選擇實在生

活，就只好選擇虛擬生活這樣的互斥關係。相對地，在實在生活的映照中，虛擬

社區意味著與特定器械關連在一起的生活形態，它照映出實在生活的具體客觀。

它很像台北捷運建設完成前後的不同通勤方式：它真的是一種新的通勤工具，但

卻不因此排擠了既有的行動模式。甚至，正因為捷運的便利，使得我們在對既有

上班時間的重新設定中，感受到原先安排的一天流程的那種秩序性。就在我們對

「每日行禮如儀」的秩序的瞭解中，我們安插捷運通勤的時刻表於其中，然後經

過幾次早早遲遲的修正，我們便能透過重新構成新的時間流程，使一切生活再度

步上軌道。「虛擬社區」是這麼一種東西，他使我們赫然發現「鄰居」在地理上

的鄰近性，赫然發現鄰居沒有興趣的交集（但虛擬社區中的人可能有）、沒有互

相隱匿真實姓名的必要、也沒有互相對彼此某種「技術」條件的要求。所以我們

幾乎可以說，虛擬社區的出現，不是證明了電腦中介器械作為新科技的萬能與新

奇，而是「原有社區（概念）」的侷限與偏向。 

這也就是說，當我們對電腦中介傳播採取文化化的觀察角度，將它放為日常

生活中去對待時，我們原先的生活也鮮活起來。我們在安插新事物於我自己的日

常生活中時，重新學會了與新事物相處的模式；然後一次一次，由於「創新」的

無所不在，而漸漸「見怪不怪」。這時，電腦中介傳播的意味，也便就彰顯出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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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on  

 

Jameson 在〈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36中，以「美感上

的民本主義」(Aesthetic Populsim)來解釋所謂「後現代主義」。Jameson 的想法是，

在現代主義最興盛的時候，備受英國精緻文化倡導者 Leavis、美國文學界「新批

評」(New Critics)乃至於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 Adornor 以及 Horkeimer 批

評的「文化產業」37被創造出來，並且生產出大眾文化產品；而後現代主義的範

疇中，雖然有著與大眾文化產品截然不同的風情，可是各種形式的後現代主義，

似乎都無法避免被各種文化產業所誘惑，造就出一種後現代「墮落」風情畫。現

代主義汲汲營營創造的再現形式的經典在 1950 到 1960 年代之間從高峰落下，

Jameson 說，當再現形式不能再為現代主義提供活力與動力的來源時，在那之後

的後現代主義，也就不得不以經驗作為依據了。Jameson 引用建築大師范圖里

(Robert Venturi)的《向拉斯維加斯學習》一書指，現代主義把建築物當作一個超

大型的雕塑品這麼整治著，造就出的是與周邊環境切離分開、格格不入的烏托邦

式寓言；而「向拉斯維加斯學習」就是要凸顯民本精神在美感上的表現。結合棄

置了朝向崇高形式而不得不接受的「經驗」與范圖里所強調的「民本精神」，

Jameson 的「後現代主義」顯然定位在無所不在的「文化的」範疇上。一方面，

Jameson 的分析指出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高峰時期「文化產業」所生產出的文

化並不相關，但另一方面，文化產業在現代主義發展的歷史中，已經毫不猶豫地

擴張到所有生活的範疇中。不管是文藝小說、科技科學、司法政治或經濟與社會

制度，在現代主義文學家精心安排中，特意引用到偉大作品之中的種種拙劣的材

料，使得生活中無數瑣碎的經驗已經揉合到文化經驗中。這些破碎的生活片段，

                                                 
36 Jameson, Fredric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ru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本文所引為陳清僑的譯文，收錄於張旭東（編）（1996）。《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

輯：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277-359。此處所引英文原文，除中文

譯文原本所附外，參考 Micheal Hardt & Kathi Weeks(2000)(Eds.) The Jameson Reader. Oxfrod: 
Balckwell Piblushers. Pp.188-232. 
37 「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y，對臺灣的讀者來說，多半譯為「文化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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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後現代文化的基本材料，也就是後現代經驗不可分割的部分。 

Jameson 對後現代主義的直接說明指出，後現代主義雖然是一個歷史分期，

但卻不是那種將活生生的歷史時刻歸納簡化為龐大論述同一體的歷史方式；相反

地，後現代主義主要必須透過一種「文化主導」的概念來理解，才有可能掌握。

而這種「文化主導」則表現為某種新潮，但人們卻似乎不再為之驚慌失措、不再

感覺威脅或羞辱的文化特徵。打個比方，這就好像是說，1990 年網際網路還沒

成為普通而重要的消息來源時，人們對他的寫作乃是「資訊焦慮」38，擔心著在

資訊時代，當一份報紙上記載的訊息比一個英國人一生接觸的訊息還要多的時

候，我們到底該怎麼面對資訊的洪流，而承載如此大量訊息的現代報紙，又到底

能不能提供民主社會中的我們，在政治判斷的時刻，所需要的訊息。而現在，以

網際網路科技為支撐架構的電子報，因為技術上的革新，已經足以應付以「一小

時」作為週期不斷地更新頭條新聞，但我們，卻好像不再「焦慮」訊息過多，而

反倒有一種在其中的自在悠遊：我們明知自己有限的媒體時間僅容我們關注在幾

個有限的媒體上，卻一點兒也不會因為漏失其他媒體、其他時刻中的訊息而感覺

焦慮；相反地，某種朦朧模糊的「心知肚明」，倒使我們放下心來。依照 Jameson

的說法，這種情況還不是網際網路帶給我們的生活改變，相反地，就在文學與建

築等傳統美學談論的範疇中，以文化主導示現出來的後現代主義，早已被既存的

社會體制所吸納，與當前西方世界的正統文化融為一體了。 

後現代主義那個「文化導向」的理解方式，使得傳統上我們藉由學科制度區

分開來的幾個生活場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現在變得彼此跨越滲透，

而在 Jameson 所說的那個文化導向的向度上越來越緊密地關連起來。新興藝術接

受跨國資本贊助、電視上放映簡介博物館的影片並且將攝影機鏡頭停留在蒙娜麗

莎美麗的微笑上（絕大多數人都是透過電視或印刷書籍看到蒙娜麗莎的微笑）、

政治競選活動的綜藝化與政治人物的明星化……然後 Jameson 最後將「晚期資本

                                                 
38 Wurman, Richard S. (1990) Information Anxiety: What to Do When Information Doesn't Tell You 
What You Need to Know. New York : Ban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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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以相互替代的方式（「或」）等同起來。資本裡面，填塞

的便是從「文化導向」這個特徵去定義說明的後現代主義。 

Jameson 的說法為先前談及的轉化為治理問題的政府角色、轉化為司法問題

的經濟模式、轉化為溝通活動的技術條件，提供了談論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

各種形式的互相轉化、不同生活領域的交替錯置都顯得再正常不過。這種談論的

方式，在社會學家 Manuel Castells 以及 Scott Lash 那邊，以「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以及資訊批判(critique of information)表現出一種社會學式的、同時也是仍

舊強調批判性格的說明方式。他們所說明的，也都是「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

麼。39 

 

（一） Castells：全面網絡化的社會 

 

Castells 從 1996 年開始撰述的三大冊「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著作，

中文譯本超過一千三百頁的論述中，大量列舉出網絡社會的興起、它的特徵、以

及在經濟與文化面向上成就的新世界。這三大冊著述，與之後在 2001 年出版的

《網際網路星雲》40一氣呵成，Castells 對網際網路中的各層次活動可以說有全面

性的掌握。我們要談論「將網際網路的影響文化化」這層意義，不能錯過 Castells

提供的大量資料。 

 

1.Castells 策略 

                                                 
39 Castells 所談論的「網絡社會」與本文主要談論的「網際網路」有具體對象的差異：網絡社會

針對的是人群的活動，而網際網路顯然是電話線所串連起來的技術架構。不過，我們在此看待網

絡社會的方式，是認為網絡社會使得網際網路技術在「社會」的層次上發生的事件得以以「社會

學」的角度呈現。至於 Lash 的「資訊批判」，將「批判」一詞所繼承的德國哲學與後結構主義傳

統聯繫起來，卻又在考慮資訊時代特殊「人與科技的接觸」的事實前提上將科技說明為一種非客

體的、非對象的，而是內在於人的體驗文化的方式。Castells 和 Lash 表面上看起來分別談論「網

絡社會」與「資訊批判」，然他們所稱「社會」與「資訊」其實都以網際網路的本質性技術作為

論述的必要前提。是在這個角度上，我們說這兩位社會學家都是對「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

的說明。 
40 Castells, Manuel (2001) The Internet Galax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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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ls 的討論方式可以依循這樣的進路來理解。首先，技術方面的革命，

提供了社會大不同於以往的物質基礎；而我們所面對的這個時代，也就是 Castells

所撰述描繪的時代，技術變遷的核心，在於資訊處理與溝通的技術(Castells, 

1996[2000]:33)，更重要的是，這層技術的轉變，並不是將新技術當作是變遷的

最後成果，而是進一步將這些知識與資訊應用在知識生產與資訊處理／溝通的設

施上；Castells 認為，透過使用、操作中的學習，我們發展出的，其實是人類史

上第一次將心智直接當作生產力的勞動形式（Castells 認為，過去談「心智」只

是當作勞動生產的元素之一，不是直接當作生產力）41。 

說起來，Castells 似乎就是要說，技術的變革乃是社會變遷的主要因素，這

跟我們熟悉的「科技決定論」(technology-determinationism)好像有異曲同工的趣

味。不過，當 Castells 試圖說明圍繞在網路技術本質而漸次浮現出來的「全球」

生活形態時，一種他稱為「創新氛圍」 (milieux of innovation, Castells, 

1996[2000]:38)的特性，在創新地理轉移的分析中被透析出來。這層氛圍的析出，

表明了 Castells 與科技決定論的決裂，邁向一個參雜了感知成分的地域分析路

徑—以每一個地區的創新氛圍為基底，構畫資訊化之後的新地圖。Castells 呈現

的多重資料顯示，網際網路革命如同工業革命一樣，越是依賴新科技的社會，對

於創新的需求也就越大，那麼也就越能提供創發者所需要的寬容而善於交換的

「氣氛」。是這種氣氛，指出了社會對技術的利用才使得技術真正地成為這個時

代人們生活的核心。 

Castells 稍後的解析指出，在網際網路技術開發的歷史上，西方社會正好遇

到以學生運動為主軸的顛覆氣氛，美國西岸和法國在 1960 年代中後期的幾場重

要學生運動，創造了「反的社會文化」。而這股氣息，在學院老師對學生運動寄

                                                 
41 最好的例子就是《明日報》的主持人詹宏志。從 1980 年代開始，詹宏志就以《創意人》一書

走紅於藝文界，他不止具有作家的身分，同時也因為在幾個重要的社會趨勢上成功地預測社會變

遷，因而成為「趨勢大師」；《明日報》可以說是他對臺灣社會網際網路化的重要預測。在詹宏志

的身上，明顯看到所謂「趨勢」，就是他的心智勞動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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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同情、贊成甚至參與的整體環境中，也使得研究生各種光怪陸離的想法受到了

相當的尊重與賞識。Castells 認為，是這個氣氛支持了主導網際網路前身

ARPANET 的「先進計畫局」首任局長，同時也是來自學界的 Joseph Licklider

在定位計畫局的任務時，以整合各地電腦資源為首要工作；而實際執行的方式，

就是將當時美國西岸幾個設有電子計算機中心的大學，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提供計

算機資源。最早透過網路連接的四所大學計算中心，投入的最重要資源除了各自

的電算硬體設備之外，還包括資訊工程方面的老師，以及他們所帶領的研究生。

現在所有撰寫早期網際網路建置歷史的說明都指，創新氛圍使得研究生在網際網

路工程上的貢獻大為提高。後來，當網路基本架構 Unix 系統在 IBM 的「財產權」

聲明中被私人化之後，撰寫替代方案 Linux 系統而大大出名的 Linus Torvalid，同

樣也是芬蘭的一名大學生而已。 

然而，即便 Castells 藉著「創新氛圍」這樣的語彙來說明技術需要社會的使

用才能站上核心位置，發揮他在技術層面上的實際用法，但忍不住地，Castells

一而再，再而三描繪的全球場景卻顯示，在網絡社會中，一個社會其實對他的命

運無能為力：沒有任何一個社會可能自主地將自己排除在網際網絡的通路之外。

Castells 以資訊化經濟以及隨後造成的全球化過程指出，不管在意識形態上持有

保守主義或自由市場觀點，1980 年代之後，主要工業國家漸次取消交易限制，

加上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直接對世

界上絕大部分國家施加壓力這兩種方式之下，資本獲得了全球暢行無阻的護照。

換言之，全球國家要麼就是具有創新氛圍，因而在網際網路發展的早期便形成各

自社會所需的網絡系統（如：法國的 MINITEL 系統），要麼就是當經濟落後的

時候，接受以上三個跨國金融金構提出的貸款或援助計畫，最後同樣會整併到資

訊化之後的新經濟體系中。所以說全球國家、社會，不管是早是晚，不管在創新

氛圍的地圖上佔據什麼位置，對於他自己在新經濟中的命運其實是無力干預的。

於是，討論資本的流向、討論勞動工時的分配方式、討論虛擬空間中創設出來的

真實文化內涵、討論全球賭場中的時間價值，便成為我們得以「解決」網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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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某些並不為人們所期待之後果的方式。 

就在一方面明瞭社會對其命運的無能為力，但另一方面卻又懷抱著社會學家

改造社會的責任感之中，Castells 以「認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作為解

答這一困境的出路；而全球向度上的「社會運動」，便成為 Castells 此一解決之

道的經驗資料。 

Castells 對墨西哥游擊隊 Zapatista 的資訊化、環境運動、父權家庭之終結以

及作秀的、行銷的政治，以詳盡資料的描述，不斷地將「資訊化」牽引到這些被

他指明為「認同活動」的運動中，然後進一步說，這些都是我們在資訊化時代、

在網絡化社會中，慢慢累積的經驗值。就此，科技（包括網際網路等電腦中介器

械，以及複製科技這類依賴於超快速計算能力電腦的科學）以及資訊化的資本主

義崩解了傳統我們所熟知的各類社會組織形態：父權、國家、政府治理、乃至於

人們自啟蒙以來就「習慣於」對大自然的剝削。Castells 在《認同的力量》中想

要作的，似乎就是在各個向度上，累積經驗值以使能我們接近、認識、甚至接受

「資訊化」。 

 

2.Castells 弔詭 

 

我們不得不感激 Castells 的努力，特別是他在「資訊時代」第三冊《千禧年

之終結》(The End of Millennium)中徹底地將國家和工業體制打包丟入歷史的洪流

的那個舉動。網絡社會的崛起，在千禧年時，造就的是「一個變動的時刻」(Castells, 

2000[2001]:1-342)。不過，就在 Castells 將資訊化社會，或電腦中介傳播，定位為

                                                 
42 雖然 Castells 一開始就將「資訊時代」這三部書以連續的方式書寫、出版，不過有趣的是，中

文譯本卻以「一、三、二」的順序翻譯出版。我們不曉得其中是否有翻譯的困難或特殊的興趣；

不過，對繁體中文的讀者來說，第二與第三冊的順序，顯然已經在出版時序中被打破。從本文的

角度來看，其實更說明了我們可以將 Castells 這些論述雷同於打電動玩具時所需要的經驗值，是

同樣的道理：畢竟，經驗值的累積，只有在不同關卡與等級上，才有先後順序的差別。中文譯本

出版時間的錯置，反倒使我們確信，對 Castells 來說，不僅僅是千禧年終結了，其實歷史也已經

在停滯不前地論述中，默默地被終結掉—因為畢竟，最終會終結掉的事物，是不在意時間的性質

的。我們只是好奇，我們對「網絡社會」的理解停滯，究竟是一種試圖掙脫其牢籠卻不果，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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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的時刻」的同時，我們卻彷彿感到些許的落寞，因為他好像把一切都說完

了。屬於 Fukuyama 的「歷史終結」的幽靈，好像在 Castells 身上附身返回。 

在三冊著作中，Castells 依循他對「創新氛圍」那種地理式理解的偏好表現

在章節的安排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網絡社會的崛起》談論的是 1970 年前後

美國國防部主導的 ARPANET 以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七大工業國）就業

與勞動結構43；但到了《千禧年之終結》，有關貧窮、犯罪發展危機、（金融）風

暴等討論，則主要以非洲、俄羅斯、拉丁美洲、亞太這些區域為主。實在叫人難

以相信 Castells 是沒有歧視偏見。Castells 談論的，去國家化的新世界，滿載著重

重優越感，伴隨著地緣政治論述給予的正當化神力，規定了網絡化了的「新世界」

仍舊要一再重複出現落差區隔與種族主義的暗示。儘管網際網路所暗示的「數位

落差」乃是今日許多不平等的來源，但 Castells 左手讚揚墨西哥游擊隊 Zapatista

是「第一個資訊化的游擊隊運動」(Castells, 2000[2001]:91)，右手卻指控國家權

力與商業力量在網際網路時代中從「大哥哥變成小姐姐」(Ibid:327)，到讓人搞不

清楚網際網路「作」了這麼多（或者，人們透過網際網路作了這麼多）我們到底

該怎麼看待之；資訊化或網際網路或電腦中介傳播，對 Castells 來說，究竟意味

著什麼？44 

在這個情況下，閱讀《千禧年之終結》的結論，似乎可以提出一個說明。

Castells 在〈結論：理解我們的世界〉中，透過「新世界」的名字，向我們指稱

了他所理解的世界。這個世界中有些重要的特徵，那就是圍繞在資訊技術革命及

其所提供的物質基礎上，經濟、權力、文化符碼的運作新規則。然而身處於這個

「新世界」的我們不免狐疑，Castells 透過「認同的力量」所要表明的，真的就

                                                                                                                                            
不得不放棄，還是一種早已見怪不怪，因而根本就不想再投注過多努力在其中的「得過且過」情

緒？假如是試圖掙脫卻不果，Castells 上千頁論述到底想帶我們去哪兒？假若是見怪不怪，我們

不再投注心力於其中，那心力該往哪兒去？本文在第肆部分，將針對從「無所不在」到「見怪不

怪」的轉折再作討論。 
43 參見《網絡社會的崛起》第一至四章。頁 31-424。 
44 Castells 在「資訊時代」第二冊《認同的力量》的序言〈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生活〉，以及第

三冊《千禧年之終結》的序言〈一個變動的時刻〉兩篇文章中，都談到這個寫作計畫的目的，就

是認為必須瞭解這個時代、我們的世界，而且再探索之後可以以嶄新的社會理論來說明之。所以

說，我們對他提出「網際網路到底意味著什麼」的追問，仍是在他原先的寫作計畫中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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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在「結論」中所說的「階級轉化」等等新秩序而已嗎？Castells 藉由「怎麼

辦？」的提問(Castells, 2000[2001]:398)表明其志，他說他來自一個工業年代的政

治左派，而身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相信他的工作就是提供經驗與理論元素來處理

網絡與資訊化帶來的社會改變；同時，這些經驗或理論元素該怎麼被用，必須由

社會行動者在他們個別具體的情境中自行思索考慮。身為知識份子，他雖不中

立，但也不想以後設立場事先為不同社會脈絡中的人們規定出結論。 

在 Castells 如此表明其志之後，問題變得更加模糊難解：當我們遭遇到

Zapatista 游擊隊的事蹟時，是該料想到一個新興社會運動（公共領域？）的可能

性確實實存而歡天喜地呢？還是要為了經濟條件缺乏（畢竟，「資訊化的游擊隊」

仍舊需要相當的器械，這就代表了經濟上的門檻限制）而不得不接受 IMF 大規

模「I’M Fired」計畫，因而為了在全球一體的經濟體系中，自我社群命運的不可

操控而悲從中來呢？Castells 未能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將對資訊化生活的觀察以

「千禧年的終結」來表示，被終結掉的是一個基督教中心的紀元方式，還是

Castells 字裡行間不帶髒字的指責？千禧年與網絡化的新世界在什麼向度上關連

在一起而值得大書特書？是崇讚上帝紀元確切地表現了「網絡社會」的出現，因

而必須進行一場宗教禮讚式的歡呼，還是，偶然不過，所以現在看起來其實根本

誤會一場？！ 

其實，Castells 無法回答本文搗蛋式的提問，因為 Castells 對他自己所設定的

任務在於：「探索」然後「理解」我們的世界。基於社會理論的「解謎」

（puzzle-solving，Kuhn 語）性質，Castells 自問自答。而我們的好奇僅是在於，

這問題在什麼向度上顯得如此重要？ 

我們對「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感到好奇，正如同 Castells 一般，想要

以描述來理解這些種種在我們這個時代中出現的現象狀況。而 Castells 對我們宣

示，當他可以描述各方、各類型、各層次、乃至於各個地區、人種、國家的資訊

化經驗時，他就越能提供我們想像這些事件的元素。那麼，每個社會行動者（例

如：其他國家的游擊隊組織）便能夠在各自的社會脈絡中採取比較合適的相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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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這個作法，就好像是打電動一樣，當我們練習越多次，「經驗值」便能依練

功時間長短、次數多寡，而累積到一定的程度，然後每一次遇到惡魔或困難時，

就能夠輕易迎刃而解。 

但這說法卻有兩個弔詭。首先，Castells 雖稱他並不以「客觀地」談論為目

標，但的確自承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左派思維影響，這使得他對於特定面向的資料

與分析特別熟悉，像是生產關係這類字詞，就大量出現在「資訊時代」三冊著作

中。然而，Castells 一開始說明整體技術條件的地緣關係時，不知是有意或無心，

談及了某種難以以客觀數據去說明的「創新氛圍」，並引以為整個技術興起的源

頭。這談法使我們感到十分困惑，因為這沒來由的「創新氛圍」一開始便以沒有

歷史的方式無疑問地落座在美國西岸；儘管資訊產業有它在工業時代的先驅或遺

產，但 Castells 的整體說法卻是要我們確認，新經濟是從資訊化開始的巨變。用

我們的比喻來說，Castells 等於是告訴我們，有些人就是可以先天地帶著已有的

籌碼來打電動，有些人就是不行；問題是沒有人知道究竟是「哪些人」。網絡社

會的崛起，僅僅是一個標題，卻沒有真正地說明他的構成與興生。 

網絡社會崛起之後，「認同的力量」似乎是 Castells 用來解析網絡社會特徵

的另一個理論元素。在他對網絡社會中的認同與意義的說明中，Castells 講到了

一種「沒有國家的國族」：加泰隆尼亞(Catalunya)。Castells 引用加泰隆尼亞總統

以及多年來的國族領袖的話說，加泰隆人有自己的語言、文化，但卻沒有與西班

牙政府脫離的野心，是一個「沒有國家的國族」(Castells, 1997[2002]:49)接著，

Castells 以十數頁的篇幅說明加泰隆尼亞的起源，以及它與西班牙政府之間的關

係（特別是加泰隆人在西班牙政治活動中的地位），最後，Castells 給定的結論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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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ls, 1997[2002]:58) 

 

這個時候，我們終於瞭解 Castells 所說的「認同」是怎麼樣的一種「力量」

了。原來 Castells 在對傳統形式的國家、政體的分析中，看出的是以民族組成比

例、政黨比例以及土地的有無，不僅是組成國家的元素，同時也就是認同的內涵；

在具有這些元素條件的情況下，認同因其而穩固也就不會有問題。而網絡社會的

興起，對 Castells 的解釋架構來說，由於崩解了國家的地理疆界，使得經濟活動

與國際政治的基本單位不斷在網際網路上游移，因而也就顯得特別不明確、無法

掌握。這個時候，「認同」就不是固定的元素，而將會成為一種帶有顛覆、反對

意味的「力量」。 

當 Castells 這麼說明「認同」時，認同被說明為一種透過土地、國籍身分（的

有無）而得以確認的性質。 

不只是國族認同，Castells 在論證性別關係時，也講到了網絡社會對性別關

係的影響，就是造成了「父權家庭之終結」。(Castells, 1997[2002]:Chap. 4)全球婚

姻關係（離婚模式）以及非婚生子女的統計數據顯示，1980 年開始，全球所有

地區的婚姻關係都朝向不穩定發展，Castells 認為這是父權家庭危機的最明顯結

果。而就他的推論來說，在這股趨勢之外的日本特定地區，之所以仍能維繫父權

結構，主要是因為在 1980 年代缺乏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義的緣故。 

我們其實不了解 Castells 為何對父權結構的鞏固或崩解如此耿耿於懷，只知

道，在這個以「資訊化」作為核心的論述中，Castells 不斷要告訴我們的就是：

網絡社會使得全球女性不但有機會以彈性的工作方式兼顧家庭與工作（而這個趨

勢顯示在失業率數字上：男性失業率不斷攀高的時候，女性就業率卻屢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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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可以藉由網際網路提供的聯繫通道，交流、融合各地姊姊妹妹們的經驗「

(hyperquilt)。」(Castells, 

1997[2002]: 158)假如網際網路、資訊化真正地以新的社會形態，也就是網絡社會

的方式崛起了，我們拿網絡化之前的父權來做參照，對於我們想像網際網路，到

底意味著什麼呢？ 

Castells 論證的方式似乎是：從離婚的全球趨勢、從非婚生子女人數的提高

中，我們試圖找出原因，然後我們便在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就業率的提升中，看

出似乎有一個社會形式更適合單親媽媽就業，而這個社會，被透析出他的網絡化

性質；如此，我們看見網絡化社會新經濟在性別這個向度上的影響，最後便造成

了父權的終結。透過一步步的推論，Castells 的理性完美邏輯為我們編織父權終

結之後，在網絡社會中女性透過參與網際網路而得以架構出的新世界。只是，我

們不免好奇，到底是因為離婚率升高，迫使女性必須返回就業市場，所以提高了

網際網路新經濟在性別議題上的重要性，還是因為新經濟使得女性更容易投入勞

動市場中，因而使得離婚變得可欲的選項。Castells 的邏輯縝密，但因果可能顛

倒。而 Castells 更麻煩的問題其實可能在於：為什麼理解性別關係要從「父權」

下手？ 

沒有人知道哪一個推論的方式才是正確的，這種事情，難以實驗，只能臆度

並且信任我們自己透過理性架構做出的假設方向。 

這是一個困境，但造成此困境的原因，可能不是新經濟、資訊化、或者網際

網路。Castells 三大冊書，為我們展現的是網絡化的全面性；我們幾乎可以說，

對 Castells 來說，「電腦中介傳播，就意味著無所不在的巨變」。對於生在「我們

這個時代」的人來說，Castells 所描述的，其實就是我們每日舉目所見的情況，

說是事實，也不過份。只是，Castells 在為這些情況作定位時，採取了巨型理論

定位的策略，因而將土地與國家對照於「沒有國家的國族」，將女性透過網際網

路交織成的「超時空百納被」以父權的終結來理解；是這種理解的方式才是使我

們感到困惑的地方：因為對網絡社會的探索，終究沒有抓住他的「新」，卻照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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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理論的「舊」。 

此時，Castells 所談到的「被終結掉的」，恐怕不是他自以為的父權或國家，

而不過是對父權與國家這些既有力量的原有解釋與想像。1995 年，隨著 WWW

的風行，對於網際網路上性別關係的討論也大量生出。這些研究早就顯示，在網

際網路空間中，女性仍舊要面對性騷擾、甚至虛擬強暴45；在討論空間中，男性

與女性習慣的使用語彙不相同；甚至，男性因為在受教育過程中被鼓勵接觸機

器、數理邏輯，因而使得他們在階級清楚分明的網路社會中46，佔據技術專家的

地位，因為有能力決定發言者權限。Castells 從「超時空百納被」引導出父權終

結的結論，真會讓我們有種錯覺：身為女性的我在使用電腦中介器械的過程中，

不斷要向男性友人求助的場景，或者女性在資訊化勞動市場上多半扮演生產線作

業員、後端支援（如：秘書、品管）等角色的工作場景，倒底是一種理論上的例

外，還是一種不可否認的現實？此間落差的來由又是如何？ 

這個時候，我們重新來提問「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便會發現，網際網

路、資訊化或者網絡社會，也許不是提供檢視這些理論元素的檢驗場；相反地，

他也許是提供一種將錯覺（理論）與現實（現實！）區分開來的可能。只是，

Castells 大規模的論述已經表明，這種可能性不會在既有的邏輯路徑上出現，而

需要另一個場域(philosophical domain)，在那個場域上重新看待錯覺與現實之間

                                                 
45 這類的研究顯示，登錄討論空間的稱呼偏向女性化的人，被搭訕、打攪的機率，多於男性化

的暱稱。因此，我們此處講的「女性」正是網際網路上的那種「符號上的女性」。這更代表了「女

性」的定位與遭遇，在網絡化的社會中，從身體女性擴而張之到符號化的女性身上。參見 Borsook, 
1996; Bruckman, 1994; Dibbell, 1993; Rosenberg, 1992 等。 
46 儘管網際網路在 1970 年代的建置有它分散、去中心、非階級化的技術發展策略，但就使用而

言，網際網路上的參與者，仍舊對階級有種著了魔似的執迷。這種「階級」根本也就是 Castells
自己在 The Internet Galaxy 一書中談到網際網路文化以及自由軟體運動時，曾經論述的特徵。在

該書第二章，Castells 將「技術菁英」(techno-meritocratic)界定為打造網際網路新世界的最基礎層

級，Castells 在當中談論的「階級」主要扣連在每一位技術菁英依照其所寫出的程式的「應用程

度」而獲得不同程度的敬重，這時一種「階級」被說明出來。可是，Castells 沒有注意的另一層

階級卻也在他的論述中明顯被突顯出來。當談到自由軟體運動時，Castells 說在網際網路上，有

權力評斷「哪一個程式應用性更高」，則是由「網際網路歷史上的地位取得評斷別人的權力」，比

方自由軟體基金會的創辦人 Stallman 在其中就具有相當崇高的地位，因為他是首先揭竿起義反

對 Unix 私有化的自由軟體運動祖師。這種階級與「程式應用程度」那種階級不同，因為他根本

上的構成方式，與父權那種注重「起源」的態度，並無二致。Castells 在此著重的是應用軟體本

身的優劣，其實與他暗地裡洩漏出來的階級態度，極其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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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從 Jameosn 所提示的跨界模糊無所不在，到 Castells 試圖理論化的嘗試，

我們感受對「電腦中介傳播」之意味「被說完」的怪異，卻又被不斷發生的小件

事（烤雞病毒襲擊 MSN 使用者！東海大學劈腿事件被《中國時報》以頭版頭條

報導！47網友在自殺網站上相約集體自殺！）鬧得不堪其擾。這個時候，也許資

訊化再也不是像 1969 年 ARPANET 剛架構完成時，僅僅四所大學計算中心的連

結那樣，每一事件都是巨大事件；也許我們真的走向一個網絡所串連的世界，只

不過，狀況未如 Casrells 想得那麼簡單。 

 

（二） Lash：生活的科技形式(technological forms of life) 

 

1.Lash 的資訊批判(informationcritique) 

 

Jameson 以「晚期資本主義，或後現代文化邏輯」來稱呼與我們十分接近的，

1960 年代之後再現與形式主義崩落之後的現實狀況。對 Jameson 來說，這個歷

史時期必須以一種「文化主導」的概念來理解才能掌握；而這種文化，就是人們

不再會為新潮的事物而感到驚慌失措，不再感覺備受新事物的威脅。英國社會學

家 Scott Lash 顯然同意於這樣的談法，並且進一步將 Jameson 所說的「文化主導」

以相當具體的情境描繪出來。Lash 說，所謂的後現代化(postmodernization)，就

是指社會結構由資訊與傳播結構所取代。(Lash, 2002:28) 相對於 Castells 討論的

「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Lash 討論的是「全球資訊文化」(global information 

culture)。很明顯地，Castells 在千禧年之前的關注，仍是一個可經由清楚結構分

                                                 
47 《中國時報》在 2005 年 3 月日因為轉載台大 BBS 站「批踢踢實業工坊」上的一篇抱怨女友

劈腿的文章，而遭到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媒體改造學社等單位的撻伐；媒體監督單位皆對《中

國時報》將私人情感事件做大為頭版頭條的作法不以為然。不過《時報》對於這些批評指教大多

以「報導事實」或「教導年輕人不要意氣用事」等理由推託搪塞，不肯認錯，這引起學界更多的

批判。然而事隔兩個月，從 2005 年月 9 日開始的改版動作顯示，《中國時報》似乎有意將這類八

卦新聞推擠到比較不顯著的新聞版面上。相關討論參見：陳順孝(2005.05.16)〈我看中國時報改

版〉，http://ashaw.typepad.com/editor/2005/05/post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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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而得出的「社會」，但 Lash 卻已經將我們這個時代以一種「文化」來說明：不

再具有社會的結構特徵，並且更貼近一種整體的氛圍。這一點從 Lash 有關「生

活的科技形式」(technological forms of life, Lash, 2002: 15-25)的說明可以看得很清

楚。 

Lash 所說的「生活的科技形式」，主要是針對西方文明垂直式的分類系統所

做的反轉。這不是 Lash 個人在學術工作上的成就，也不是針對網絡化社會、資

訊經濟或網際網路、電腦中介活動發展出來的批判；事實上，對西方文明的科學

化傾向批判，早在 Husserl 寫作《歐洲科學危機和超越現象學》48時便已經說明

出來。Lash 以為，正由於西方科學主義採取了主客對立的世界觀，並且認為事

實可以以某種再現物(representationals)替代、呈現出來，因此整個西方文明便成

為一種「再現的文化」(representational culture)。這種文化不只將所有的事物以二

元對立的方式區分開來，並且還在兩兩一組的對立中，區分出高下（這就是他所

指「垂直式」的意義）；在這高下之中因此也就難免有佔優勢的一方，以及被貶

抑的一方。然而科技普遍到生活之中，使得既有的優勢通通出現了危機。其中最

主要的起因在於，科技生活形式基本上並不附著在什麼事物身上，他們本身是扁

平的(flattening)、非線性的(non-linearity)、抽離懸置的(lifting out)，所以他也就不

會成就一件事物或一個地方的優先性。這個時候，能夠在這種新的經濟形態中獲

得勝利的，乃是流動(flows)以及「連結」(the ‘and’, the conjuncture)。接下來，想

要說明這種生活形態，也就不能再以政治經濟學的語彙，像是：理性選擇、決策、

策略應用等對照(conrrespondence)邏輯下的「隱喻」(metaphor)來講述，反倒像是

夢境印象、國家或社區認同中無法明說的神話迷思(myth)、經常不連貫的行動視

野與習僻，以及有關身體的默會之知(tacit)成為說明的主要語彙。作為經濟與政

                                                 
48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Trans. David Carr. (1970)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歐洲科學危機和超越現象學》，張慶熊（譯）（1992），
台北：桂冠。對西方文明、科學主義的批判不只是 Husserl，還有後殖民論述、文化研究、後現

代論述等；我們在此特別標定 Husserl，是因為 Lash 書中有關「生活的科技形式」說明之前、之

後，大量處理與 Husserl 現象學有關的本體立場，該書第 12 章甚且直接以〈科技現象學〉

(Technological Phenomenology)為標題，由此可看出他的討論脈絡。而為本文行文的清晰，有關

現象學的討論，則在下一章中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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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生活背景的文化，將會改變整體文化實踐的內容，並且構連出沒辦法證實的假

設。因此應該以「轉喻」，這種帶有移動(movement)味道的詞彙來說明。 

這種強調移動、混亂的討論，點出的是 Lash 不斷強調的那種，透過資訊網

絡所建立的談論主題：「離散」(diaspora)49；而這，不僅是就「主題」背離了批

判理論，同時，這也使得 Lash 對他自己在整個資訊批判的活動中所採取位置，

從帶有先驗標準的批判者，轉為 Donna Haraway 所說的那位「謙虛的目擊者」

(modest witness)50—在自己身上收集資訊社會與資訊批判的證據。 

而 Lash 所說的「生活的科技形式」到底是指什麼？Lash 在此顯然採取比較

基進的談法。他認為，我們作為一個有機生物體，並不只是將機器裝在我們身上

（如：人工心臟、假牙），然後仍舊以古老的哲學傳統思考著自己的生活。相反

地，我們是以我們的身體與模控機器之間的「介面」(interface)，來思考、過活。

所以我們根本上以介面的方式操做著自己，而不是以賽伯人(cyborg)的方式操作

自己的身體。我們的確整天都離不開手提電腦，喝杯咖啡還要選擇能夠有無線上

網的咖啡廳，覺得不帶手機或手機沒電很不「禮貌」；依照 Lash 的說法，我們沒

有一個人不在種種介面的引領下思考。由此，Lash 得到的啟發在於，我們所能

獲得的意義，既然都得在這些介面的引導下思考，於是我們也就不可能在日常生

活、偶然匯聚之「外」，獲取先驗的意義。這個時候，知識必然是反思地連結到

各類活動、表現與事件上；知識因而也與實踐沒有了距離。當我們能夠如此對待

「生活的科技形式」時，理論與實踐之間，便由兩個元素之間的辯證關係，轉變

成一種「融合」(fusion)的關係。 

電腦中毒的時候，我們不是在定格無法執行指令的畫面中體察到「中毒」的

意義，而是在我們的生活隨著也停擺的那幾天中，感覺到其中的落差。於是在中

毒經驗中談論「電腦中介傳播意味著什麼」，也許「不方便」或「容易壞」這樣

的說法就會違反電腦中介器械所承諾的進步、高科技、便利等性質。很清楚地看

                                                 
49 若 Lash 強調「離散」是實驗組，那麼對照組就是作為既有批判理論討論焦點的「認同」問題。 
50  Haraway, Donna (1997) Modest _ Witness @ Second _ Millennium. FemaleMan _ Meets_ 
OncoMouse: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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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我們的經驗，我們與這些介面「生活在一起」，才是他的意義所從出。 

在文化工業當道的現代社會中，文化已經變成意識形態工具。但更遭的事情

發生在後現代之中，Lash 認為，在現代化過程中，文化臣服於經濟邏輯、資本

累積，而在後現代，文化與經濟邏輯已經分離，剩下的只有「累積」。這時，文

化就成為 Heidegger 所說的技術，是等待被領用的儲備物(standing reserve)。 

從網頁搜尋引擎「Goolge」衍生出的「Goolge Bomb」將我們這個時代「等

待被領用的儲備物」的內涵，做了一個清楚的揭示。 

2004 年年底，臺灣記者協會引用《今週刊》第 412 期報導指，臺灣首富郭

台銘旗下的鴻海精密集團因為不滿《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在 2004 年 4 月 29

日一篇〈英特爾新平台—嘉惠鴻海〉的報導，認為該篇報導將會導致該公司至少

三千萬元的商業損失，因而向台北地方法院訴請假扣押曠文琪財產，導致曠文琪

從 2004 年 6 月起，每個月薪水被扣三分之一，名下財產亦不可處理。臺灣記者

協會在 2004 年 11 月 22 日的常務執委會中決議聲援曠文琪，並要求鴻海在 12 月

15 日前撤回對曠文琪的假扣押，否則將串連「國際記者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將鴻海打壓新聞自由51的行徑散佈給全球的記者知道。 

在此事件中，除了臺灣記協的國際串連行動外，與曠文琪同一報系的中時報

系記者李怡志也為此發起「Google Bomb」，在「網路世界中」抗議鴻海打壓新

聞自由。Google Bomb 也稱為「Google Wash」是一種利用 Google 特殊演算法，

試圖影響特定站點在 Goolge 搜尋中查詢結果排序的作法52。在曠文琪事件中，

發起人李怡志邀請個人網站、網誌(Blog)、個人網頁在自己的網頁中加上一個連

結，將共同的關鍵字（以這次來說是「打壓新聞自由」），連至想要連接的網站（即，

「鴻海」的網站）。造成關鍵字與特定網站的直接關係：「打壓新聞自由」即「鴻

海」。活動從 2004 年 12 月 17 日發起，到隔天晚上九點，鴻海已經成為 Google

                                                 
51 臺灣記協認定鴻海事件為「打壓新聞自由」事件的關鍵在於，以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名義提起

的訴訟，並沒有針對記者任職的報社、報系或他的主管，而是單就報導該則新聞的記者一人提出

告訴，這使得記者可能要單獨面對可能傾家蕩產的威脅，進而造成寒蟬效果。 
52 「維基百科」：「Google 炸彈」，http://zh.wikipedia.org/wiki/Google%E7%82%B8%E5%BC%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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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打壓新聞自由」結果中的第三個網站、第五筆資料，再隔一天，鴻海網站

已經躍升為Google查詢打壓新聞自由的第一筆資料。53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在 2004

年 12 月底與曠文琪達成和解，接受媒體訪問時說：我和我的主管們都沒有時間

上法院。 

事後，發起 Google Bomb 的李怡志和臺灣記者協會都認為，這是繁體中文

世界第一次有目的的「Google 炸彈運動」，並且評估運動策略非常成功。 

2005 年 3 月 2 日，堪稱臺灣兩大報之一的《中國時報》以頭版頭條的地位

報導「東海大學劈腿事件喧騰網路」，引發學術界接連兩場座談會痛批、數千名

網友連署要求道歉，但《中國時報》卻回應說報紙在該事件中是基於報導網路現

象、教導年輕人正確的網路相關法規，才作大該則新聞。嗣後，《中國時報》繼

續炒作名人私領域的感情事件（如：TVBS 主播潘彥妃與陳勝鴻的緋聞），長期

觀察新聞媒體表現的學界人士開始擔憂，《中國時報》舔不知恥的程度已經到了

百「批」不侵的地步。然而，在網際網路上經營「網誌」的輔仁大學新聞系講師

陳順孝卻在 2005 年 4 月 28 日的網誌中以一篇〈Google 幫我舉牌，長期抗議報

閥〉指出，正在擔心著《中國時報》以為風波平息，不理會輿論的時候，透過檢

查他的網誌「阿孝札記」的逆向連結時發現，「

。」54 

陳順孝的說法是，在接連兩個重要的報導倫理疏失後，《中國時報》表面上

看起來不動如山，然而，如果在 Google 查詢欄中鍵入「中國時報」，那麼他在「阿

孝札記」中發表的〈中國時報，為何還不認錯？〉一文，將會在搜尋結果以排名

第五的姿態出現，而網友們抗議中時新聞處理的〈『拒絕無知抄襲  要求媒體自

律』連署書〉則出現在第十位55。陳順孝認為，這代表了想要透過 Google 認識

                                                 
53 參見：http://www.ettoday.com/2004/12/21/10844-1730442.htm。 
54 參見：「阿孝札記」http://ashaw.typepad.com/editor/2005/04/google.html 
55 事實上，鴻海事件雖然以和解落幕，現在在 Google 上搜尋「打壓新聞自由」排名第一的查詢

結果也不再是「鴻海精密科技集團」，但原載於「阿孝札記」的〈抗議臺灣首富用錢打壓新聞自

由 〉 仍 舊 是 「 打 壓 新 聞 自 由 」 的 排 序 第 一 名 。 連 接 不 同 ， 但 效 果 類 似 。

http://www.google.com/search?sourceid=navclient&client=REAL-tb&ie=UTF-8&rls=RNWA,RN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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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的人，就會看到這家媒體在這事件中的偽善表現。陳順孝接著評論

說，這不是 Google Bomb，不是一個人為操作的事件，「 」。

Google 的查詢結果像是柯賜海每每在新聞人物背後肩頭上舉著標語，形影不離

一樣， 」。陳順

孝說，這是一種很奇妙、很有潛力的社會運動模式56。這個結論真是耳熟，好像

在 Habermas 那兒也聽過。 

Google 到底是什麼？Goolge Bomb 又是什麼？ 

而對一般市場經濟學來說，網際網路上的網頁既然以使用量、流通量決定其

價值，那麼在市場機制看起來，Google 到 2005 年 2 月 16 日為止處理的 80 億網

頁，以及「Google」這個商標所代表的廣泛名聲與網路使用者的搜尋習慣57，將

使得 Google 主畫面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利基。（參見 Lévy, 1998: 79-85）

但「阿孝札記」的作者陳順孝與臺灣記者協會的結論顯然認為從 Goolge 到 Goolge 

Bobm，轉化成的是一個社會運動的支持模式，「搜尋引擎 Google」以「社會運

動新模式 Google Bomb」 的方式被取用。假如再往前推一步，Google 的創始人

Sergey Brin 與 Larry Page「

」，Page 說：「

                                                                                                                                            
2003-33,RNWA:en&q=%E6%89%93%E5%A3%93%E6%96%B0%E8%81%9E%E8%87%AA%E7%
94%B1。 
56 陳順孝所指的那種「社會運動潛力」是否真存在於 Goolge 的搜尋邏輯中，我們不知道；看起

來，似乎只要是透過 Google 搜尋「中國時報」這組關鍵字的網際網路使用者，就會被眾人一起

構成的排序結果引導，與〈中國時報，為何還不認錯？〉一文連接起來；如果加上曠文琪事件中

成功的 Goolge Bomb 來看，似乎說明為「潛力」，是有道理的。不過這其中還是有些技術盲點。

首先，《中國時報》作為一個實體媒體，他的讀者不一定與網際網路交集；而即便慣習於在網際

網路上閱讀電子報的人，除了知曉 Goolge 這個搜尋通路外，其實還有附在網頁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 ie」快速連結上的「我的最愛」協助跳過 Google 查詢的可能，《中國時報》在網際網路

尚未成為平常的消息管道之前便已經累積的社會地位與聲望，很可能使得它的讀者並非透過

Google 認識到它，這使得這顆 Google Bomb 與鴻海之於「打壓新聞自由」，很不相同。而 Goolge
的「好手氣」(good luck)功能直接聯繫主要網頁的作法，更直接跳過排序結果，連到網業中，使

得排序無意義。 
57  「維基百科」在「Google」條目下指，有 80%的網路使用者都使用過 Googl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Google&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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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耀

宗，2005.01.13）這樣看來，從「網頁關連」（或「網頁註解」）到「品牌 Google」，

轉化成的是品牌概念與網際網路上有效訊息的需求。這一個接著一個，揭露出來

的是我們對待 Google，或曰網際網路搜尋引擎的思考方式。 

在「Google 的歷史」上思考著它，我們看出的其實是人們對待自己的方式，

是我們重視經濟效益、或者重視社會公平正義等等這些念頭。 

在這樣的討論中，我們似乎快要走出社會學談論媒體的方式。1980 年代，

英國政治經濟學派在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前提下，對於「媒介理論」

(theory of media)嗤之以鼻，Murduck & Golding(1984)甚至以「媒介理論？社會理

論！」為標題撰文指，媒介既然是社會的一個部門，要談論媒體既然非得談論整

個社會結構不可，那麼就不存在可以稱為「媒介理論」的東西（「媒介理論(?)」）；

根本上，媒介理論其實就是「社會理論」(!)。Murdock 與 Golding 兩人的說法等

於是說，將焦點關注在媒體身上，甚至以理論來描繪一個社會部門，乃是將這個

部門獨立出來，無視於它與其他社會部門的關係的談法。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待

媒體，認為它比起一般社會部門，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地位。 

然而，時至今日，不管我們是生活在大眾時代、資訊時代還是後現代文化中，

所有有關「我們這個時代」的描述與體會，都不可能離開媒體。Murdock 與 Golding

說，社會中不只是媒體一個部門，這說法或許沒錯，但對於我們這些將電視，將

網路當作知覺接收重要工具，將網路「穿」在身上（Rheingold 所描述的「聰明

行動族」！）的人來說，媒體也許只是一個部門，但卻是以貼在我們身上，以我

們的「文化肌膚」（skin of culture, de Kerckhove[1995]語）的方式，將整個世界展

開來的那一個部門。以 Lash 的話來說，我們是以這些媒介所提供的「介面」思

索著自己，正如我們想像 Google Bomb 的時候其實是想像著 Goolge 在網際網路

使用者心目中的地位。於是乎，現在的情況倒轉了過來。媒介的確是社會生活的

要角，不是全部，可是他再也不僅僅是「一個部門」而已；或者說，他仍舊是一

個部門，但卻是「守門部門」或帶著媒體武力立足於社會中的部門，而不是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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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中跟隨社會腳步變遷流轉的「某個」部門。 

事實上，真正倒轉的倒不是理論上的優先，而是在實際的生活中，由於實驗

室的研究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實在距離太遙遠了，一般人根本不可能以科學知識原

來的面貌接觸這些「真理」，而在我們這個時代中，唯一想辦法讓我們仍然能夠

與實驗室真理接觸的，就是中間的轉化媒體。於是我們才會看到，在臺灣該不該

繼續興建核能第四電廠的「核四爭議」中，不管贊成或反對都有握有精密科學知

識的專家背書；然而越是專家背書，核四爭議就越顯現出他的政治性格。Lash

於是說，各種偶然出現的客體，都是在媒體中獲得了他們在「理想-典型」秩序

中的位置；於是，現在應該討論的，就是「媒體理論」(Media Theory)。 

這話說得很有道理，我們光是看待「網際網路」這個對象，從「

」到「 」

等兩極的說法都有，我們經常都只能在特定的新聞報導中看出他「現在」意味著

什麼。然而，Lash 真正要說明的，並不是社會或文化理論非得要談論網際網路

這種媒體不可，而是要說，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已經長得跟資訊、媒體越來越

像了。網際網路的出現引導了我們對「公共領域」的看法，那些強調透過電話線

路穿透時間空間距離，在網際網路上從一個網頁跳到另一個網頁，從一個超連結

找到另一個超連結的狀態，使我們開始了對「流動」、「不穩定」、「變化生成」等

特殊的關照。移民者與八千里外母國的親戚建立新的聯繫關係(Hiller & Franz, 

2004)，低收入家戶、性偏好方面的弱勢團體、特定族裔等在社會結構中受壓抑

的人，透過網際網路找尋與類似之人的集結可能性(Mehra, Merkel & Bishop, 

2004)。然後參照於此，我們看到的理論也幾乎就是如此。以「性別表演」取代

性別的酷兒理論、以離散取代國族連結的認同問題、談論移民而不討論家族源

起、談論我們所歷經的現實如同昨晚作的夢一樣……這不是一個對照的結果證實

了 Lash 所言不假，而是，理論如同我們的現實生活，像 Jameson 說的那樣，再

也不害怕新的事物會威脅到我們。 

Lash 在此趣味地解釋了人稱「媒體理論大師」McLuhan 的「媒介是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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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延伸」(media is the extensions of man)這句話的意義；Lash 說，既然媒體

是人的延伸，那就表示，媒體不是「代表」了我，而是，他「就是」我。當「我」

經由媒體延伸出去的時候，便等於我在一個距離之外進行著溝通的活動

(communication at a distance) ，此時，便也將形成一種有距離的文化

(culture-at-a-distance, Lash, 2002: 176)，而「我」也就成為「主體的外在化」

(externalization of subject)狀態。McLuhan 此言，說明的是人與科技的融合狀態—

海參已經投射出去到外面覓食的胃，當然還是海參自己的胃，可是卻不在是安居

於它腹中只屬於它自己的一部份；相反地，這個被投出去的胃，在改變了背景環

境的襯托中，變成了補食器，成為威脅。由此，當我們被 McLuhan 說成一種外

在化了的主體，我們面臨的困難不是「我是誰」，而比較像是經由「我在哪裡」

的背景襯飾看出不斷流出的自我。而這種狀態在古典社會學的「架構」中，是不

太容易說明清楚的。 

原本，人不是海參，我們不具有將自己的器官投射出去的生物本能；但是透

過科技器械—特別是電腦中介器械—我們的感官一一被丟出身體的範疇之外。現

在，人們的眼睛、耳朵都跟著發現者號登陸木星了！ 

從感官的面對面性質，轉向帶有距離的文化活動，這種文化上的改變，Lash

認為不能理解為一種「發展」(development)，因為一個人進入文化中，與一個文

化同化，是找不出確切的時間點的。這使我再度想起觀察虛擬社區以及聰明行動

族的 Rheingold。Rheingold 或許有能力指認各種行動數位科技的技術產期，但卻

顯然無法說明他對東京街頭手機族的研究，除了他自己「注意到」之外，還可能

有什麼樣的起點。這種模稜兩可的「起因」58之所以模糊，並不是因為作為一個

研究者我們沒有「即時」看到該現象出現的那「一剎那」、那「起頭」；Rheingold

是這麼說的： 

 

                                                 
58這顯然並不是透過實驗法獲得的「因果關係」中的「起因」，而毋寧是中文語言結構下的話語

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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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de

20

……

 

 

(Rheingold, 2002[2004]:ix) 

 

Rheingold 腦袋中的嗡嗡聲，並不是因為他所觀察的現象出現在「未來」，而

是因為原本模模糊糊的個別現象，就開始要連成虛線了。我們可以說，是因為現

象出現得越來越多，而是觀察家不得不注意到他們；但同時，像 Rheingold 這樣

的觀察家，對這些現象付出的關注，對於這些現象如此浮現出來有著同樣的責任

(responsibility)59。「文化化」之後，我們就不能不說，Rheingold 的說明對象本身

                                                 
59 這個「責任」應該回到 Heidegger(1955[1977])有關科技問題的詰問中來理解。Heidegger 說，

長期以來我們理解某樣事物的方式是「效應」，Causa 或 casus 都從屬於動詞 cadere，to fall（成

為、被說出），意指帶出某種事物，而使得某樣東西掉落出來以如此這般方式成為一個結果。這

個討論應該回到 Aristotle，而不是希臘時期。我們所說的起因，羅馬人所說的 causa 在希臘文中

都以 aition 表示，意指某樣東西得負責。這四個起因，互相從屬，乃是對其他事物（之出現）負

責的方式。比方，一隻銀製聖餐杯的出現，一隻銀器、杯子以聖餐杯的方式被揭露出來。Heidegger
說，銀是製造銀杯所需，所以杯子得負責。杯子虧欠於，並應感謝銀，因為銀使得銀杯可以製造

出來。但作為銀製聖餐杯，這種獻祭的器皿並不是完全由銀提供神聖性；銀製聖餐杯對銀的負責，

跟女士的銀製胸針或戒指很不相同。也就是說銀製聖餐杯另一方面也有來自「聖餐杯」的意思。

所以說「聖餐杯」和「銀」兩者共同為獻祭用的器皿付出責任。還有第三個面向，那就是將聖餐

杯確定在神聖儀式以及賦予神聖範圍中的這種東西。透過這一點，聖餐杯成為一種獻祭器皿。畫

出這個範圍，事物並不是沒有意義，而是，因為有範圍內外，在器物被製造出來之後，事物才真

的成為他將成為的東西。這種給出界線的、完成界線的，在希臘文中便稱為 telos，在英文裡經

常被翻譯為「目標」(aim)或「目的」(purpose)，但這解釋法根本就是錯誤的。所謂 telos 是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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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呈現這樣的模態，但 Rheingold 注視著這些文化現象，投注觀察，甚至賦予

意義，使得「科技文化化」真正地成為我們這個時代討論電腦中介器械的重點角

度。 

好了，這就是 Lash 所說的全球資訊文化(global information culture)。在這種

文化特徵中，Lash 說，我們可能不是基於什麼偉大的理由而加入新的世界，絕

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不過是在裡面耍玩(play)而已。引用歷史學家 Johan 

Huizinga(1971)的說明，人不再是理性的動物(homo sapiens)，也不再是勞動的動

物(homo faber)，而是遊戲人(homo ludens) 60。而遊戲人的遊戲文化，牽涉到玩遊

戲的參與，那是一種自願的活動，是「走出真正的生活，走入活動的時間空間中」

(it is a stepping out of real life into a temporary sphere of activities, Latour, 1971:8 轉

引自 Lash, 2002:157)。耍玩因為跟興趣、直接參與有關，跟理性的選擇沒有太大

的關係，所以說，如果我們試圖以理性選擇的角度看待全球資訊文化中的活動，

就有可能因為將合法判斷、知覺判斷、道德判斷甚或美學判斷引入到原本以「盡

                                                                                                                                            
主宰這件事負起責任，以及所有得為獻祭器皿付出的共同責任。最後，要銀製聖餐杯在我們面前

並具有獻祭功能的說法，責任歸屬還有第四者，那就是銀匠；不過這不是因為銀匠付出了勞力所

以得負責；銀匠不是一個效應的起因。銀匠很仔細的思考，並且將前述三者該付出的責任聚集在

一起。所謂仔細思考，在希臘文中是 legein, logos。Legein 的字根是 apophainesthai，to bring forward 
into appearance 帶出來使顯露，銀匠所負的共同責任的起點就是將獻祭器皿帶出來，擱置拿取並

且保存他們首次的偏離。前面三種負責路徑必須要感謝銀匠，因為他們之所以可以出現的那個點

以及如何出現，以及他們可以參與獻祭器皿的製作，都有賴銀匠的恩澤。今天來思考這些問題，

很容易就偏離到有關責任或者道德上的缺陷等問題，或者將它們理解為效應(effect)的問題。然而

其實，「負責」的原則性特徵就在於使得某物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抵達（這件事情上）。就在「某物

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抵達」這個意義上，負責就變成了一個引發或者一種轉介，（事物）可以更進

一步(go forward, Ver-an-lassen)。看看希臘人經驗到的「負責」(being responsible)，並以此為基礎，

便可以賦予「引發」(to occasion)這個動詞一個比較含括性的意義，如此這個動詞便可以是「起

因思想之本質」的名字，正如希臘人思想的那樣。相反地，「引發」一詞比較普通而狹隘的意義，

除了說明、釋放（訊息），以及整個因果關係中的次級原因之外，其實空無一物。透過「將呈現

帶出來顯露」(bring what presences into appearance)這個規則，這四個路徑便可以統合起來；Plato
用一個句子講述這個「帶出」(bringing)的意思：任何一樣事物經過並由不呈現朝向呈現前進的

時刻(occasion)就是 poisēsis，就是帶出來。帶出來只有在某事物的隱匿性質朝向非隱匿才會到來

(coming)。這種到來在我們稱為「揭露」(revealing, das Entbergen)之中，自由地休止、移動。相

關討論參見 Heidegger, Martin (1955)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The Questions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from German) and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Lovitt 
(1977).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Pp.:3-35。 
60 更精準的說法是：人不再因其理性或勞動的特徵而成為一種特殊的動物。在「耍玩」的說明

中，其實並不排除人的理性活動與勞動，只是，Huizinga 或 Lash 要談的是透過耍玩進入到一個

不同的文化形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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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為主的玩耍活動中，而使得玩耍失去了自由，變得一點都不好玩了。不好玩

會造成什麼結果嗎？由於耍玩只是為了要取得樂趣，不要為了抵達某個特定的終

性(fanility)，也不是為了要對應某個先驗的判斷結果，所以不好玩也只是走人不

玩而已。 

這樣一來，我們從慌張的資訊焦慮，轉向見怪不怪。 

 

2.提供 Lash 談論之可能性的場域 

 

不過，Lash 談論的那種「資訊文化」(information culture)，顯然已經跟社會

學家討論的「資訊的文化」(informational culture)很不相同了。Lash 要能如此談

論這些場所，不但要脫離古典社會學的分析架構，他對於他自己與世界上所有現

象之間的關係，還必須先談個清楚才行。由於說明為一種生活形式，Lash 的討

論中無可避免的就談到了「人」以及他所感知到的事物之間的關係。在這裡，現

象學似乎為 Lash 提供一個很好的討論背景。 

Lash 談論的是一種在資訊科技構成的具體舞台上，人們因為以介面思考，

而形成的「遊戲人」狀態。若我們將這種狀態類比於 Heidegger 所說的「框架」

(enframing)，大概可以看出其中的意涵。Heidegger 說，科技(technology)是一種

揭露的模式。現代科技是什麼？這同樣也是種揭露。只有當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

這個基本的問題上時，現代科技所代表的「新」才能將自己展現給我們。 

然而，即使能揭露支配所有現代科技的關鍵，也不一定是帶出來(poiēsis)統

治現代科技的那種揭露，因為這種揭露，在我們與我們的對象（即，客體）之間，

其實是一種挑戰（Herausfordern，挑戰，或召喚出某種行動），這種挑戰的內容

是對自然提出提供能量而且還要能蓄積起來的這個不合理的要求。但這一點難道

跟古老的風車磨坊所做的不一樣嗎？Heidegger 說，不！風車磨坊的扇葉的確是

跟著風轉動；他們完全是根風的吹動有關。但是風車並沒有將來自空氣流動的能

量鎖住，試圖儲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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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Heidegger認為，這種「挑戰」自然能量的設定，是一種促發(expediting, 

Fördern)，這可由兩方面來說明。這在揭開(unlock)與暴露(expose)兩方面都是促

發。然而促發本身從一開始就是永遠都是朝向其他事物的，拿 Heidegger 所解析

的時代來說，那也就是要求要「由最小的損耗產出最大的結果」。從某個礦區挖

掘出來的煤礦並不是拿來備用的，它可能只是單純地出現在某個地方而已。它是

儲備物資(stockpiled)；也就是說，他正等著被呼喚(on call)，準備要將儲存在其

中的太陽的溫暖傳送出去。太陽的溫度以「熱」的方式被要求(the sun’s warmth is 

challenged forth for heat)，而「熱」又轉化為傳送蒸汽的東西，蒸汽壓力又轉化

為輪子，然後可以使得工廠持續運作。 

這麼一來，Heidegger 所說的「框架」(enframing)，便是指我們將這些可以

將人聚集在一起，使人在那個聚集中可以將自我揭露編排為備用物的這種挑戰。

而 Heidegger 所觀察的「現代科技」，那些巨大的渦輪、風車，將自然當作是一

個個待解秘密，要一個個解開之後，為人們所取用，成為備用物。這麼一來，「科

技」問題其實是框架問題，Heidegger 於是說，這再也不是科技器械的問題了(not 

technological)。 

Lash 的談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特別是當 Lash 說，「介面」就是我們思索的

方式時，他變成了 Heidegger 的跟隨者，因為「以介面引導思索」也就是意味著

我們對世界上事事物物的要求、對他們提出的挑戰，決定了事事物物向我們顯現

的面貌。不過，Lash 的態度顯然比 Heidegger 要輕鬆得多了。倘若我們對「資訊

的文化」(informational culture)的討論集中在與「資訊」交集的那一塊空間，那

麼 Lash 對全球資訊文化(global information culture)的討論要指出的便是，沒有一

塊不是資訊。家裡沒有電腦的人，仍舊從電視新聞裡看到「東海大學劈腿事件從

BBS 站上流傳出來」，不具備有網際網路使用、搜尋、篩選訊息能力的人，依舊

可以透過新聞記者知道「網友對我國旅美棒球選手的鼓勵」。不但「能夠」知道

網友的意見，而且還非得瞭解不可—就一般的新聞收視活動來說，無法拒絕接收

如此出現的訊息。這是一種倒轉。古典社會學式的分類類目，使得我們熟悉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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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變項切出來的觀察方向，所以我們看到網際網路的去階層化、去中心化進入

特質時，便想起了公共領域，然後接著用彌補數位落差的方式談論著「網際網路

的公共領域功能」；最後在經濟解決之道無法縫合數位落差時，才想起了人是在

社會網絡中行動的，所以有關性別、族群、家戶收入等等類目，又一項項被翻出

來逐一討論。這種討論要麼無窮無盡，只要找得出還沒被研究的變項、區域、人

群，就可以不斷地滿足「做學問」的要求；再不然，就是像 Castells 那樣，一口

氣說了一千多頁數十萬字，卻給我們一種「怎麼就這麼講完了？」的荒謬感。

Lash 的全球資訊文化的倒轉在於，我們仍有能力看出網際網路在政治生活中的

特異功能，不過，這種功能恐怕不能以切裂的方式來談論，也無法用大規模總體

性的角度來說明。我們可以用一個「Google Bomb」的形成、執行與效應，小規

模地來說明其中糾結不清的社會運動、經濟、媒體與新聞倫理，乃至於新舊媒體

關係。然而這種說明卻會使我們看出介面引領我們思考的真正的模樣，向我們揭

開我們對這些事物已經設定好的知識方向。 

Lash 談論的文化（資訊文化、全球資訊文化）一開始就與「關連著、附著

在機器上的行動者」的內在計畫(immanent plan)有關係。當他這麼談論的時候，

一個與人的經驗脫離的科技世界，就不是談論的核心：我們不是從科技器械散發

出的輻射狀物質，而感覺到科技的實在或科技的影響。相反地，是我們自己透過

關連在機器上的這個狀態，使得我們以這種方式取得了知識、過著生活、並且感

知到不平等或耍玩的樂趣。那麼，我們有沒有選擇「不如此參與」的權力呢？這

恐怕要問我們的朋友（要問問與我們同一時代的人），而不僅僅是我們自己。 

舉個簡單的例子，當 Rheingold 觀察中的青少年從別人的手機螢幕中體會到

傳送手機簡訊的樂趣之後，他與手機關連在一起的世界有了什麼變動呢？一方

面，這種樂趣已經被展現出來，就在享樂的當下，適不適合的理性測驗早已被嬉

鬧的笑聲掩蓋；再方面，對於已經成為事實的世界，我們還問「假如沒有手機」

這虛無的問題，不是荒謬得叫人不敢領教，而是，即便有心也根本無從想起。 

於是 Lash 如此討論「資訊文化」，如此進行「資訊批判」的起點在於，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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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者的經驗去談論事物，而不是先驗的標準。在此，Lash 自己很清楚，我們

現在也看明白的是，現象學對主客體的態度，是這一塊「全球資訊文化」得以以

如此形貌浮現出來的關鍵。Lash 自承，他採取的是 Harold Garfinkel 的現象學。 

在 Lash 的描述中，Garfinkel 討論的現象學，去除了現象學始祖 Husserl，幾

位大家 Heidegger、Derrida 對超越還原(transcendental reduction)的討論，直接就

「知道知識的方法」來做討論；這也就是 Garfinkel 所說的「民俗方法論」

(ethnomethodology)。而應用在對全球資訊文化的討論上，現象學在兩方面上，

能夠為 Lash 提供不同的理解管道。Lash 說到： 

 

……

Garfinkel

…… 

(accounting practice)

(incarnate)

(reflexive) (reflection)

……Garfinkel Beck

Garfinkel

(top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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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h, 2002: 168-170，本文節譯) 

 

也就是說，Lash 一方面看出了主體的意向，使得客體顯現出來；另一方面，

透過主體向外部的意向，一個外在於我們心靈的世界便也得到他確實存在的，「客

觀性」的明證61。這樣，我們便可以理解 Lash 早先說的「耍玩」到底是怎麼一

回事。原來，是我們的「參與其中」，使得科技被我們給玩出現在的面貌。而現

象學的討論，則幫助看出我們在已經組構好的場景(organized settings)中，成員們

在操作既有的結構時，與（新的）事物或其他成員之間發生的遭逢(encounters)。 

 

(what) (explication)

(how)

(operation)

Husserl  

(ethnomethodology)

(method) Husserl Garfinkel  

(Lash, 2002:167) 

 

                                                 
61 現象學與科學主義對「客觀性」的談論不同。科學主義將主客對立之後，把自己所觀察的對

象具有「普遍」、「可重複（獲得實驗結果）」、「不受觀察主體影響其面貌」等性質，作為「客觀

性」的來源；但現象學卻是在主體感知到該客體「不是我自己」的確認中，確定了對象的客觀性。

兩者之間的差別不僅僅是方法上的程序步驟而已。有關現象學的討論，參見本文第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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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Lash 的文化化角度來看待，我們可以看出，電腦中介傳播的意味在於，

在我們的經驗中，我們意向著什麼、體驗到什麼、怎麼思索他。由此，我們可以

進入現象學場域中，重新看待「我自己的經驗」。 

 

（三）電腦中介傳播活動的談論場域 

 

Castells 的網絡社會採取典型社會學式的分類方式，將整體受到網際網路影

響的社會生活，包括勞動、經濟、性別關係、國族想像等，以區分的章節逐一論

述，架構出大規模的，對網絡社會的說明結構。不過，若是想要在 Castells 看似

全面性的架構中像 Rheingold 一樣，看出澀谷街頭除了人流、車流之外還有一股

在拇指之間傳輸的簡訊流，就會出現「這些現象是否有機會浮現出來」的困難。

在此，Lash 以「科技的生活形式」引入了日常生活細微活動內容的改變，使得

我們有機會在自己的感官經驗中，以自由耍玩的態度，將電子遊戲當作是正經事

來辦理。同樣以全面而廣袤現象作為談論的對象，假若我們比對 Castells 和 Lash

的談論路徑，卻會看出一個認識形構上的麻煩。 

其實，能夠區別 Castells 與 Lash 的最簡便界線，在於兩人談論電腦中介活

動的立足點。 

Castells 不論在談論 Zapatista 游擊隊，或者網絡社會中女性成員跨越時空編

織成的超時空百納被時，展現了一種透過數字精論純化過的客觀主義立場。這種

客觀主義立場使得 Castells 雖然論及網絡社會崛起所需的「創新氛圍」， 卻是以

地理區位的方式來表達。電腦擁有者的數量、數位器械的產值、每一個城市在所

謂「新經濟」中挪移資本的能力……數字精練過的思維方式，使我們對這種「氛

圍」的體會領受一下就從豐富多樣的精彩面貌，歸結到某種與工業城市分佈圖緊

密關連在一起的知識系統中。但 Castells 卻沒有告訴我們，這麼說何以是準確的？

何以是切實的？ 

這不僅是一個表達的問題—不是說 Castells 不用數字表示就不會有問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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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是認識「電腦中介科技（傳播）」的時候，選擇了將電腦中介器械與體驗

它的自我切割開來造成的結果。這切割使得我們在談論網絡社會時雖然洋洋灑

灑、無所不包，卻因為沒有打算誠實面對這種科技一開始就帶著人的期望想像與

使用，而硬生生地將其意義也就限制在不痛不癢的數字模型中。Castells 模型的

最大特徵在於，電腦中介科技（傳播）在他的努力中被「主題化」，成為言談的

對象。然而這樣的談論，卻使得談論者從來就未能找到出口與定位。 

當我的電腦中毒，我因而必須重新設定生活「常」軌，並且在這個經驗中體

驗到電腦科技與我的工作、生活與社交形態密切交織的時候，我並非人口學分類

中的任何一個類目或數字，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說著「我的電腦」中毒（而不

只是「某台電腦中毒了」）。這個時候，我是否只是某個社會行動的談論者呢？為

什麼強調「我的」電腦，卻不是「某一台」電腦呢？「常態」的設定隨著我的電

腦正常、中毒、修復而不斷變更不斷適應的時候，指出的不是一個與電腦中介器

械割離開來的日程安排而已，而是必須透過說明電腦中介器械在我的生活中的使

用方式、程度才能加以說明的遭遇經驗。這其中，有早在中毒之前便已經設定好

的整體數位化溝通環境，有「電腦中毒」所代表的全球一體的意味，甚至還有我

們「久毒成良醫」的那種哭笑不得卻又泰然自若。這也就是說，我們自己非得要

在這些經驗中，透過說明我已在其中的既與(pre-givenness)條件，然後才能因為

遭遇中毒，而指出這個經驗的內涵與意義。Castells 的困難不在於以數字顯示這

些經驗，而在於從未想到經驗的內涵很有可能有他自己表述的模式，至於那是什

麼，必須回到經驗，而非分類的類目上。 

當我們談及「經驗」時，會遇到一個客觀主義無法克服的困難：在哪裡看到

經驗。我們顯然不是在被電擊的老鼠身上看到經驗，因為經驗不僅僅是指受到電

擊棒操弄時身體上的反應，還有我們感官與綜合判斷對這經驗的定位、說明、賦

義。這個時候，作為經驗者的「人」／「主體」，必定要在我們的視域範圍中才

行。而 Lash 的討論首先便是要修補討論「電腦中介科技」時主體缺席的窘境，

然後再談過度主體化，最後將本體論態度暫留在現象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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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Lash 以「生活的科技形式」對西方文明的垂直式分類系統作一反轉時，

他首先打破的是純粹由結構構成的世界觀；正因為「生活」的帶入，使得 Lash

得以將活生生地生活著的人納入到討論之中。然而這個採用卻不是以類似法蘭克

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方式，讓人取代上帝的角色成為仲裁者，而是以「謙虛的目擊

者」這樣的角色在其中陳述著自己目擊的世界。這個時候，人不能缺席，而且要

陳述、要描繪、要透過語言給出意義，然而人又並非世界中唯一帶著動力的力量。 

Heidegger 對科技的詰問，說明了科技「思維」，而非科技器械，才是科技問

題的本質。科技不發一語卻能訓練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新的生存技術，這經常地

造就了我們以為去談科技器械性質便能指出「科技的意義」的思索方向，卻忘記

了一直以來就是「我們」在擘化著科技發展的藍圖、推動著科技發展的方向。我

們再也無法缺席，可是在 Castells 筆下卻又那麼地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這該怎

麼辦好？ 

也許，是該回到「我們在這個時代中的經驗」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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