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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我們在現實世界所相信的價值，所背書與同意的事項，也越來越可以、越來

越實際地呈現在網路上。我們都想確保全球資訊網所確立的世界，能依照我

們的理想進行。 

~Tim Berners Lee，《一千零一網》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網路研究自九０年代崛起以來，至今已歷經三重轉變，學者關注的焦點漸從

網路特質、使用者與虛擬社群的認同趨向，轉為深究電腦網路的近用行為、網路

論述，以及介面與互動意義等主題（Silver, 2000）。但值得注意的是，無論是積

極認同抑或多所批判網路傳播的論述，均係立基於「電腦中介傳播抹除了生理身

體的桎梏」的前提下為文；逃離天賦形貌與身體的渴望，更是處處散見於學者說

法之中。例如，以特克（Sherry Turkle）與雷因格德（Howard Rheingold）為首

的研究者，即高度肯定文字溝通對網路傳播的貢獻，並對網路將人類自肉體解放

而出的力量，抱持正面樂觀的態度。特克（Turkle, 1984/施寄青譯，1987；Turkle, 

1997/譚天、吳佳真譯，1998）指出，電腦網路提供了一種「以文字為基礎的社

會虛擬實境」，人們可以在其間超越生理身體的限制，戲耍性別、扮演角色，甚

或進行自我塑造與自我創造的行為，促進多元整合人格的產生。而首提「虛擬社

群」（Virtual community）之說的雷因格德（Rheingold, 1993）也明言，虛擬社群

成員從事的活動其實與一般集會者無異，但最大的差別就在於，虛擬社群是「透

過電腦螢幕上的文字來行動，身體則被留置在後」。其它諸如提出「去線索理論」

（cues filtered out）的研究者，所擁觀點雖與前者相左，但也都認同電腦中介傳

播篩除了「非語文性線索」的特性。他們一再宣稱，電腦中介傳播透過文字與匿

名溝通的形式，隱匿了面對面交談時可展現的面貌、表情、動作與腔調，是以極

易造成人們過度放大或倚重有限資訊（Culnan & Markus, 1987；Dery, 1994），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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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出現如網路小說家痞子蔡1所戲稱的情節，極不利於人際關係的展開： 

「網路上的暱稱總是虛虛實實，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做不得準的。換言之，

恐龍絕不會說她是恐龍，更不會說她住在侏羅紀公園裏，她總是會想盡辦法

去引誘你以及誤導你。而優美的暱稱，就是恐龍獵食像我這種純情少男的最

佳武器。說到恐龍，又勾起了我的慘痛記憶。我見過幾個網友，結果是一隻

比一隻兇惡，每次都落荒而逃。」（蔡智恆，1998） 

由此可知，不論學者們眼中的溝通效果與評價如何，過往的網路研究普遍主

張，電腦與網路傳播造就了匿名、純文字、不見形影的交流環境，使用者則仰賴

文字資訊（text-base）形塑或辨識彼此的形象。也就是說，若以莎翁名言重新詮

釋虛擬世界，網路互動將展現出如下圖景： 

「網路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使用者不過是些演員；他們都有下線的時候，

也都有上線的時候。一個人在每次上線時扮演好幾種角色」2。 

在其間，「文字」是網路使用者扮裝的粉墨，螢幕則是隔絕前、後台的巨帷，使

用者投注情感穿梭其間，維繫了這座舞台上的表演運行不輟。 

網路世界裡文字互動的威力方興未艾，但另股以擬真實像為基礎的新興風潮

也已悄然吹起。1996 年，美國女大學生珍妮佛林蕾（Jennifer Kaye Ringley）3首

開視訊（Web-cam）自拍風潮；她透過網際網路與視訊設備的使用，全天候在網

站上刊載個人即時生活樣貌。此舉不但為林蕾網站創下每周破億的瀏覽量，也帶

動網路自拍行為發跡，為網路既有的文字互動形式另闢新窗，開啟了「以影像／

相片寫日記」的網路熱潮（Snyder, 2000）。 

在台灣，視訊自拍站台雖不若美國普及，但盛行另一種「網路相簿」（Web 

photo album site）功能。網路相簿係由平台業者統一設計語法和規格，使用者只

要完成註冊手續，即可採用業者提供編輯軟體，在平台空間中上傳、收藏或展示

                                                 
1 網路小說作家蔡智恆筆名，曾發表著名網路小說《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2 原文為「全世界是一座舞台，男男女女不過是些演員，他們都有上台的時候，也都有下台的時

候，一個人一生中扮演好幾種角色。」語出莎翁名劇《皆大歡喜》（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3 JenniCam原網址為；http://www.jennicam.org。但自 2003 年 12月 10起，該站已遭平台業者取
消帳號並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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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圖片檔案。此外，由於部分業者還增設留言板的功能，確保使用者在刊載相

片之餘，亦能與觀看者發生交流互動，此舉更使網路相簿迅速竄起，如今已成本

地最熱門的網路服務項目之一（賴至巧、楊清雄、梁欣怡，2004 年 04月 16日；

喻文玟，2003 年 10月 1日；王皓正，2002 年 6月 12日；陳正宇，2000 年 7月

5日；史榮恩，2000 年 4月 14日）。 

1999 年，國內僅有兩家業者提供網路相簿服務，但截至 2005 年為止，具備

相關服務的網站已增長為 19家（見表 1）。其中尚不包括交大、東海等僅對校友

開放的學術網路相簿平台，以及網友自行撰寫程式創立的個人相簿空間，或寄宿

於國外伺服器的相簿平台，其況之盛可見一斑。而在使用情形部份，單是網路相

簿先驅 TaipeiLink4一站，就曾擁有四十萬人以上的註冊會員5，主機內存放相片

高達數百萬張，還曾寫下單日千萬人次以上的瀏覽量。其餘後起之秀如 Pixnet6、

無名小站7，也分別擁有數十萬不等的註冊會員，在在顯示網路相簿的魅力與普

及情形不容小覷（林上玉、吳玉貞，2004 年 5月 8日；江昭青、楊國泓、楊文

華，2003 年 10月 6日；林麗雪，2000 年 5月 6日；呂郁青，2000 年 4月 23日）。

事實上，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8的「ARO網路測量研究」報告就顯示，

截至 2004 年 6月為止，曾到訪網路相簿的不重複使用者，早已佔據整體網路使

用者比例四成以上，而單是今年三月無名小站網路相簿的造訪人次，更已突破

392萬人（創市際電子報，2004 年 7月；創市際電子報，2005 年 4月）。暴增的

數字比例不只標示出國內網路相簿平台的繁盛，也突顯出網路相簿如今本地網路

文化中最不容忽視的現象。 

表 1 網路相簿平台簡介 

網路相簿 容量 資格 起迄 會員數 網址 
DCView 5 

10-60
Free 
VIP 

1999 341,056 http://www.dcview.com.tw/my/s
howallalbums.asp 

                                                 
4 http://photo.taipeilink.net 
5 協志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6 http://www.pixnet.net 
7 http://www.wretch.cc 
8 http://www.insightxplor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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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link 150(
張) 

Free 1999 400,000 http://photo.taipeilink.net 

艾美網 20 Free 2000.04 已關閉 http://www.imria.com.tw 
英普達 
iPhoto 

30 Free 
 

2000 已關閉 http://is.net.tw 

星光大道 150(
張) 

Free 2000  http://www.starblvd.com/photo/

YAHOO!奇
摩 

30 Free 2000.12  http://photo.tayahoo.com 

蕃薯藤 10 Free 2001.07   
銀箭沖印 200 

500 
Free  
VIP 

2001.10  http://www.photofast.com.tw/ 

憶美網 30 Free 2001.11  http://www.myemage.com/ 
台灣固網 
Anet 

30 ISP User 2002  http://www.anet.net.tw/album/ 

台灣電訊 
gogonet 

30 ISP 
users 

  http://www.gogo.net.tw/photolo
gin.htm 

和信 GIGA
寫真館 

128 ISP 
users 

 5,012 http://photo.giga.net.tw/ 

交大資科 100 
150 

Free. 
Student 

  http://pic.twbbs.org/ 

PCHome 10mb Free   http://photo.pchome.com.tw 
柯達 KOL 30 Free for 

1st year 
  http://www.kol.com.tw 

PIXNET 100m
b 
600m
b 

Free 
 

  http:// www.pixnet.net 

無名小站 100m
b 
1gb 

Free 
VIP 

2003 600,000 www.wretch.cc/ 

XUITE  30mb
500m

Free 
VIP 

2005.3  http://www.xuite.net 

富士數位沖

印網 
2 Free   http://www.webphoto.com.tw/w

ebphoto 

網路相簿（Web-Photo-Album）結合了網路的「分享」特性，一方面供給用

戶儲存數位圖檔的網頁空間，一方面提供公開展示功能，讓使用者可在揭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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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之餘，自由瀏覽其他使用者的相簿或發生互動。由於部分相簿業者還設置留

言版、瀏覽計次與排名服務等功能，瀏覽率高的相簿有機會從茫茫網海中脫穎而

出，獲置於相簿網站首頁，吸引更多訪客觀覽，達到「一美天下知」的效果（謝

育貞，2004 年 9月 12日；賴至巧、楊清雄、梁欣怡，2004 年 4月 16日；李汶

芯，2003 年 11月 2日；史榮恩，2003 年 11月 01日；喻文玟，2003 年 10月 1

日；史榮恩，2003 年 7月 24日；龔小文，2002 年 8月 16日）。再者，瀏覽量不

只反映出用戶的人氣起伏，有時更能進一步轉換為實質利益，譬如吸引星探造訪

發掘明星，或成為相簿業者倚重的活招牌，還有用戶善用水漲船高的名聲，為自

己經營的網路拍賣帶來高額利潤。例如網路知名賣家 PKGirl9，就是以提供服裝

與攝影的方式和網路相簿美女合作，一來提供網路相簿美女更多的曝光機會，二

來藉由網路美女的高人氣促銷商品，達到雙贏共利的效果（陳怡靜、劉煜仕，2003

年 12月 9日；李汶芯，2003 年 11月 2日；吳珮綺，2003 年 7月 22日）。此外，

過去更曾發生使用者為求衝高瀏覽人次，不惜安裝作弊軟體，最後導致相簿平台

癱瘓的現象。而新手為求月暈效果，主動依附、串連高曝光者的現象更是屢見不

鮮，足見瀏覽量對相簿使用者而言意義非凡。 

網路相簿原初即為滿足使用者「用相片寫日記」與「分享生活資訊」的需求

而生，然在網友群起效尤、業者表揚鼓勵之下，如今的網路相簿儼然已成新興的

社交平台，不只註冊人數屢創新高，瀏覽／點閱量更從毫不起眼的數字，一躍成

為相簿用戶論計知名度的判準。而對高瀏覽量的競逐之風，一來促成「網路美女」

的崛起，二來也對原有的網路文字互動投下變數，種種特性使其成為近年最不容

忽視的網路現象之一（游婷喻、張亦萱，2005 年 4月；江昭青、楊國泓、楊文

華，2003 年 10月 6日）。 

一、 美貌上線：網路美女的崛起 

網路美女是網路相簿引發的重要熱潮。網路相簿揭示了用戶的實體容貌，使

用者不再需要透過文字拼貼對方形姿，只要送出一列相簿位址，便可直接引用數

                                                 
9 http://www.pkgir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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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圖片驗明正身。也就是說，網路相簿技術的出現，助長了實體世界的容貌滲入

虛擬空間。此一轉變不僅挑戰過往研究對網路「抹除容貌與身體桎梏」的期待，

也使歷來爭議不斷的「美貌迷思」，再度經由科技接軌傳輸上線。 

網路相簿站台動輒上萬用戶，每天有千百萬張的圖片流竄網路世界；用戶不

只傳輸個人圖片，也會循經站台附屬的計次、排行、鏈結等功能，進一步連接、

觀賞他人相簿。其中，面容姣好的年輕女性，是最受網友青睞的對象。PCHome

網路家庭業者就指出，「不管是美女自己的相簿，或是蒐集來的美女相簿，通常

都是點閱率最高的相簿」（史榮恩，2003 年 11月 01日）。網路相簿先驅 TaipeiLink

的經營處處長曾玉雍也發現，「現在不僅許多學生熱烈討論網上的校園帥哥美女

們，許多星探也密切注意這裡，有會員後來甚至成為某歌星MTV 女主角」。（江

昭青、楊國泓、楊文華，2003 年 10月 6日）。而除瀏覽相簿之外，更有網友會

進一步在 BBS站或網路家族成立「帥哥／美女板」，目的就是在討論、交流相簿

上發現的帥哥／美女資訊。譬如擁有六十萬會員的 PTT BBS，「帥哥美女板」

（Beauty）的瀏覽量長居排行榜鰲頭，板內文章更有九成聚焦於網路帥哥／美女

的討論（見圖 1）： 

 

 

圖 1 熱門看板排行 來源：PTT BBS 熱門看板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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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擅長蒐集網路美女資訊的版友，則被其他網友戲稱「大神」10以表敬意。此外，

亦有網友欽羨網路美女的高知名度，頻頻留言示好或要求交換連結，渴望藉由網

路美女的友誼，達到提升個人相簿人氣的效果，種種現象均反映出網路逐美浪潮

之盛（江昭青、楊文華，2004 年 10月 4日；林欣，2004 年 3月 1日；陳姵樺，

1999 年 6月 19日）。事實上，網路美女不只是網友崇拜的對象，還是業者倚重

的宣傳利器11；平台業者好將瀏覽量大的相簿置於網站首頁以為招攬，或不時舉

辦網路選美活動，利用既有的相簿資源炒作話題，達到推銷用戶、推廣站台的雙

贏效果。是以，當實體世界的選美活動日趨低迷的同時，虛擬世界的逐美之浪卻

正從網路相簿朝外漫開（李汶芯，2003 年 11月 2日；吳貞瑩，2003 年 4月 6日；

陳怡靜、劉煜仕，2003 年 12月 9日）。 

「網路美女」憑藉對網友的號召力，在網路世界裡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

她們不僅能吸引無數的虛擬愛慕與崇拜，在遭逢困難時同樣也較易取得網友協

助，例如 TaipeiLink名人「小餃子」，就是在網友的通報下，攔阻相片遭人盜用

的問題： 

「像今年 22歲的『小餃子』有一雙靈動大眼睛，每天花 1、2個小時上網、

自拍、寫日記，中文系畢業的好文筆讓她不只靠外表累積 1000 多名訂戶，

美美的照片甚至遭人冒用在網路上交友，還是靠其他網友識破揭發，可見她

在網路的知名度。」（龔小文，2003 年 4月 22日） 

「美貌」是人類歷史上從不偃息的話題，網路相簿的出現不只造就「網路美女」

的興起，也擴張了「容貌」在虛擬世界的影響力。這些影響或以虛擬形式，或轉

換為實體效應發生作用，逐漸與網路原初承載的期待悖離。究竟「網路美女」對

網路互動造成何種變化？當「美貌」開始滲透虛擬世界後，又將在網路文化上產

                                                 
10 網路用語，原是網友對 Google無所不知的搜尋功能之戲稱，在「帥哥美女版」則用於指稱善

於搜尋網路美女各種資訊者，而「神一下」也暱稱為搜尋美女資料的動作。最常見的對話是「我

在學校裡看見某某打扮的美女，有哪位可以『神』一下，告訴我她的姓名？」 
11PCHome網路家庭相簿的使用條款即明定﹔「投稿人同意無償授權本公司，得因推廣或行銷本

服務或相關活動之目的，重製或編輯投稿人所上傳或刊載於本公司網站之著作及/或資料，並得

使用於相關行銷媒體，包括且不限於「PChome Online 會員電子報」及「PChome ePaper 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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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哪些效應？這些問題猶待研究的進一步解析。 

二、 容貌至上：網路互動的轉變 

麥克魯漢（McLuhan, 1964）嘗言，任何新技術的出現，首先會扭轉人類生

活的尺度，進而對心理、社會與文化層面發生全面性的影響。因此，過去強調文

字溝通的網路世界，被視為更利於使用者自我剖白，但也更不易掌握對方身分的

一種互動模式（Turkle, 1997/譚天、吳佳真譯，1997）。國內一些研究就指出，網

路文字溝通因為不見彼此形象，是以網友必須學習一套新的網路語言，發展出不

同於面對面傳播的溝通方式以行互動（廖鐿鈤，2001；陳俞霖，2003）。而網路

聊天、傳訊等未見形影的特徵，往往強化了網友對互動訊息中各種蛛絲馬跡的倚

重： 

「從網路認識一個人，一定要仔細看他的文章，如果男生只分享情愛心得，

這樣的男生世界太小，如果他寫的全是工作，代表他的生活乏善可陳，最好

是文章內容包羅萬象，思維與心胸都較為廣闊。」（游淑綺，2004 年 11 月

10日） 

而網路相簿平台的出現，則又再次衝擊既有的文字互動模式。網路相簿將實

體世界的容貌延攬上線，網友無需再汲汲於文字線索的拼湊，或仰賴「多高？多

重？三圍？可愛嗎？」等全無憑據的說法，揣擬螢幕後的形影姿容。如今只消一

列網址、一本相簿，對方容貌便無所遁形，而缺乏相簿或姿容不佳者，則可能再

度於網路世界中遭到排擠： 

「新浪 BBS網站…與一般 BBS最大差異，在於提供照片、圖片等功能，不

再是純文字，避免發生恐龍胖妹化身網路美女、上 BBS站交友騙錢的事。」

（陳正宇，2000 年 7月 5日） 

換言之，過去盛行的「網路交談 實體會面」的互動形式，儼然已被「交換網路

相簿 網路交談 實體會面」，或「交換網路相簿 結束網路交談」的流程取代。

網路相簿造就了一種在「已知對方形貌與基本資訊」的前提下進行的互動形式，

這不僅衝擊著網路的「匿名」特質，也使文字不再是網友彼此衡量的唯一基準，



 12

更讓容貌的影響力滲入虛擬空間。其次，由於容貌對網路互動的重要性增加，容

貌卓絕的使用者不但能吸引無數虛擬愛慕，還是相簿業者倚重的對象。但相對而

言，缺乏相簿或姿容不佳者，則可能成為網路世界裡排擠、眾所攻訐的目標。而

由此衍生的相簿剽竊情形也日趨嚴重，遂使相簿業者不得不加註法律說明12，以

遏阻網路相簿平台內圖片盜用的問題。 

再者，網路相簿由於附有留言、鏈結功能，用戶不單能觀覽他人相簿，還能

集結成群，發展出緊密的社群關係；這種社群關係有時是實體世界友人的網路串

聯，也有經由網路互動而集結成群者，他們會透過留言版彼此支援，或將實體聚

會的相片帶上網路，一再改寫、模糊實體／虛擬的邊界。此外，新手網友也常會

藉由親近高知名度者或加入相簿社群，分享月暈效果，達到吸引網友的目的。而

在前述行為交織之下，網路相簿社群有何特徵？影像帶入社群對成員互動產生何

種影響？社群內的權力與階級差異如何？至今卻未有研究提出說明。 

事實上，網路相簿的出現不只改變了虛擬世界的互動模式，也為實體世界的

人際關係埋下變數。筆者參與觀察期間就曾發現，有些不甘男／女朋友變心的相

簿使用者，會透過盜用帳號、或藉網路相簿散佈親密合照的方式以為報復，或憑

藉網路相簿宣示主權。此外，亦有相簿使用者會試圖在實體世界中，和自己欣賞

的網路美女發生連結。種種現象顯示，網路相簿已經對既有的網路互動與實體人

際關係造成衝擊，然本地研究除黃哲斌（2003）、詹明璋（2004）與林慧琪（2004）

曾以網路相簿為題興文外，仍罕見相關討論初現。且黃哲斌與詹明璋係聚焦於自

拍動機與意涵的解釋，而林慧琪雖觸及相簿使用行為的探掘，但並未將網路相簿

視為社群現象進行解析，是故均無從反映使用者從中發展出的互動意義。而方瑞

華（2002）雖曾以 TaipeiLink為題，然其觀察重點乃在平台功能的整理，以及社

群成員對平台的滿意程度，並未檢視「網路相簿」引發的各種效應。有鑑於此，

                                                 
12 「未經事前授權你不可以將這些文字、圖檔、圖片或其他著作或資料使用於： (1) 銷售、轉
讓、出租、出借、轉授權、隨書附贈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商業用途。(2) 上載於其他任何網站、或
以其他方式提供予其他人使用。(3) 色情、侮辱、誹謗、非法交易、或其他不符合著作權法或其

他法令規定之行為。(4) 為上述使用目的所為之修改或編輯。」（PCHome一般會員使用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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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朝網路相簿社群發問，除探討使用者從事網路相簿的行為與動機之外，亦

將針對社群內的成員互動、權力與階級關係進行解析，以期更清楚地勾勒本地網

路相簿社群內的各項行為細節和互動關係。 

第二節 研究背景 

本研究旨在探討「網路相簿」社群中的互動文化，儘管網路相簿已是本地普

及的網路現象，但無論在定義或相關資訊上，猶仍處於眾說紛紜的狀態。因此，

本節首先將對「網路相簿」的背景資料進行梳理，一方面重新界定「網路相簿」

的意涵，另一方面也對本地網路相簿的緣起與特性進行整理和簡述。 

一、 何謂網路相簿 

「網路相簿」（web photo album），亦有「數位相簿」（digital photo album）、

「線上相簿」（online photo album），或「電子相簿」（electric photo album）之稱。

根據牛津字典（Oxford dictionary）定義，「相簿」（photo album）是一種「用以

蒐藏相片的書冊」，係為因應傳統攝影儲存相片需求而生的產物。傳統攝影原是

透過鏡頭擷取影像，並倒映於感光軟片，再進而沖洗為實體相片，以達到影像保

存的效果。不過，這種原有的圖像儲存形式，已於 1981 年日本新力公司（SONY）

推出第一台數位相機後出現轉變： 

「數位相機是經鏡頭接收外界景物的影像，映受不同的光色在 CCD上，以

感光所成許許多多不同電流資訊變為數位號碼，儲存在記憶體板中。CCD

可以選刪其已拍攝之影像資料，可輸入電腦，相機本身亦可按鍵作顯像、刪

除、再重複使用，不像軟片一曝光，就得裝新底片。攝影的影像儲存以前是

銀鹽軟片(一整卷)。現在是新進科技產物、數位記憶體(一小薄片)。拋棄傳

統底片沖洗化學程序，即可輸入電腦看成果，修改編輯印刷，傳遞無界，又

可繼續無限次進行拍攝。」13（孟博，無年份） 

也就是說，數位相機的出現顛覆了圖片的儲存與展現方式，如今「相片」不再是

                                                 
13 見＜世界攝影歷史＞，原載於「攝影家手札」網站

http://www.photosharp.com.tw/photo123/history-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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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可觸、可及的紙本，也無需經過曝光、沖洗、印刷的流程，只要透過線路

連接，便可以電子圖檔的形式為人傳布、儲存與紀錄。用來儲存前述電子檔案的

資料庫或硬碟空間，便被稱為「數位相簿」（李若松，1998 年 1月 21日；林珮

瑜編譯，1997 年 6月 4日）。 

WhatIs.com進一步將數位相簿定義為： 

「使用者透過軟體，將圖片檔案從數位相機、記憶卡、掃描器或電腦硬碟轉

置於資料庫中。相簿軟體使用戶可經由仿製相簿而成的書籍介面（book-like 

interface），對圖片檔案進行瀏覽、分類、編輯、標籤、排置的處理。有時也

可使用幻燈片式的瀏覽、沖印和免費網路存取空間等附加功能。」（WhatIs, 

200114） 

意即，數位相簿是提供使用者存取數位圖片檔案的資料庫，它的存在形式包括了

光碟片、電腦硬碟，或是網際網路中的免費空間。之所以沿用「相簿」一辭，乃

是因為數位相簿在操作介面上，依然沿襲傳統相簿的書籍形式所致（史榮恩，2001

年 8月 31日）。 

「數位相簿」一辭涵義廣泛，但本研究觀察對象僅鎖定網路上具有分享特性

的數位相簿行文。是以，若沿用「數位相簿」之稱，易與非網路連線的數位相簿

（如個人電腦中的數位相簿）混淆，加以「數位」僅僅點出攝影設備與儲存技術

的轉變，無法揭示數位相簿連結上網的特質，另一「電子相簿」之稱也有同樣弊

病。至於另一個常被使用的「線上相簿」，雖帶入了網路連線的概念，但仍不足

突顯數位相簿網路化後最重要的「分享」功能。然而，網路相簿最重要的特質，

便在於其無遠弗屆的「分享」特性： 

「儘管 email已臻完美，但圖片勝過千言萬語，更重要的是，在數位相簿之

中，你可以和你所重視的朋友們『分享』自己的生活。」（ PhotoRing, 200115） 

綜論之，數位相簿與電子相簿雖點名技術的變異，但因範圍浮泛，難以突顯

                                                 
14 WhatIs：http://whatis.com 
15 PhotoRing：http://www.photo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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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與相簿的連結關係，而線上相簿雖融入連線概念，卻不利於呈現數位相簿透

過網路形成的「網絡」特質。未避免流於前述困境，本研究改採「網路相簿」（web 

photo album）一辭，藉此指稱「存放於網路空間中的數位相簿」，一方面揭示網

路相簿的「連結、分享」特性，一方面也與其他非連線數位相簿形成區別。網路

相簿（web photo album）之稱也延續了網站（Web site）的特性；網站擁有自己

的位址，由多重頁面串聯而成，使用者可經此位址連向站內的不同頁面，或對外

連至其他網站，網路相簿也正具備此一特色。因此，網路相簿可說是揉合「個人

網站」（web site）與「數位相簿」之長，一方面在網上另闢空間供使用者存放數

位圖片，另一方面則透過網路位址的串連，協助使用者在網上展示、分享數位圖

片檔案的空間。 

是以，本研究擬以「網路相簿」作為研究對象，主張其應具備如下特性： 

（一） 網路相簿是將數位圖片存放於網路空間中的數位相簿，使用者透過

網路相簿業者提供的編輯與上傳軟體，將數位相機、記憶卡、掃描器或

電腦硬碟中各種數位圖片檔案，上傳至網路相簿中。 

（二） 網路相簿擁有自己的網路位址，使用者可利用這些位址連結相簿內

的各張照片頁面，或是外連至其他用戶的網路相簿。 

（三） 網路相簿僅接受數位圖片檔案，對程式語言的把關比個人網頁嚴

格，但仍允許使用者在合法範圍內修改相簿的配置、背景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年本地亦出現許多類同於網路相簿服務的新興功能，諸如

Blog和 Yahoo!奇摩交友，也都以「分享」為目的，提供使用者刊載個人圖片的

網路空間。然而，Blog功能較為近似個人網站，雖允使使用者刊載圖文影音檔

案，但主要是以「文字」訊息為主，圖片多係用以輔助文字訊息內容，和網路相

簿「以圖片為主、文字為輔」的形式依然有別。交友網站亦復如是，它對圖片與

文字訊息的刊載數量管制嚴格，且交友網站乃是清楚定位於「網路交友」，和以

「分享」為目的，但不強制成員互動的網路相簿仍有差異。有鑒於此，本研究的

討論範圍將僅限定於「網路相簿」平台，或平台中的「網路相簿」功能，其他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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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Blog或交友網站的圖片刊載則不列入討論範圍。 

二、 網路相簿的發展、種類與功能 

網路相簿的興起一方面反映數位攝影技術的革新，一方面也與大頭貼和自拍

風潮的導入有關。台灣的網路相簿服務約興起於 1999 年，之前雖有零星相簿服

務，但多由軟體業者主導，以附贈小容量的免費網路相簿為號召，目的在促銷圖

片編輯軟體或線上沖印服務，網路相簿只是附加儲存功能，業者並未積極推廣，

使用者也局限於少數的產品消費者。直至 1999 年，非營利性的 TaipeiLink加入

網路相簿服務，除提供免費相簿空間，還設置留言版、鏈結、瀏覽人次統計，並

多次支持網友舉辦公開網聚，開始突顯網路相簿的「鏈結」與「分享」特質。網

路美女的加入與走紅，更為 TaipeiLink網路相簿服務打響名聲，亦使網路相簿行

情逐漸看俏。 

2000 年起，入口網站、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業者與數位沖印業者，

紛紛納入網路相簿為附加服務功能，相繼推出 10-30mb 不等的免費空間。2003

年後，網路相簿開始轉型：首先是由學術團隊領導的 Pixnet和無名小站加入相簿

市場，以免費、大容量的服務為號召，成為相簿站台中的新起之秀（見表一）。

其次，過去的網路相簿元老 TaipeiLink和 Yahoo!奇摩策略轉變，開始走向部分收

費的經營方式，祭出加值服務，吸引高忠誠會員的效力。此外，相簿業者為了延

攬用戶，不遺餘力舉辦宣傳活動，「選美」更是其中最受歡迎也最具吸引力的一

種。網路相簿業者開始向自家用戶借力，藉由網路美女／帥哥的選拔，達到推廣

網路相簿的效果。PCHome的「Men’s Style」、「好康小天使」，以及 TaipeiLink

的「ICE魅力男選拔」，都曾引發網友的熱切討論，並促成許多網路名人崛起（陳

姵樺，1999 年 6月 19日；吳貞瑩，2003 年 4月 6日；陳怡靜、劉煜仕，2003

年 12月 9日）。而隨網路相簿平台暴增，使用者對網路相簿的品質也愈來愈講究，

（1）相簿的容量大小、（2）使用介面方便性與上傳速度，還有（3）瀏覽人次與

人氣度，都是申請相簿時的考量標準（謝育貞，2004 年 9月 12日；王皓正，2002

年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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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至少有十數家業者提供網路相簿服務相簿內容包羅萬象，從個人

自拍、旅遊景地，以至情侶熱愛、寵物寫真，無奇不有。記者謝育貞就整理出網

路相簿十大類目，足見網路相簿內容之豐富（見表 2）。 

三、 網路相簿的操作流程 

網路相簿有付費與免費申請之別，但除容量大小差異，申請流程大致相仿，

只要完成申請手續，即可以啟用相簿服務（見表 3）。一般而言，網路相簿會包

括：（1）相簿、（2）鏈結、（3）留言版、（4）排行等四個功能（見圖 2），使用

者可在授權範圍之內，對網路相簿進行傳輸、裝飾與管理的動作。 

表 2 網路相簿十大類目 

分類來源：（謝育貞，2004 年 9月 12日） 圖片來源：如下記 

 

遊記相簿：依照

旅遊地點分類，

以刊登網友旅遊

照片為中心

（TaipeiLink：
fatfish） 

 

寵物相簿：依照

寵物分類，以刊

登寵物的動作與

表情為主

（Wretch：
Vanissahong） 

 

聚會相簿：依照

聚會場次分類，

刊登親朋好友聚

會情形為主

（TaipeiLink：
fatfish） 

 

搞笑相簿：依照

搞笑程度分類，

以刊登搞笑動

作、扮醜為主

（Wretch：
abig99） 

 

收藏相簿：依照

收藏品分類，刊

登網友蒐藏品或

珍奇小東西

（Pixnet：
rachelpang） 

 

情侶相簿：依照

約會場次分類，

刊登情侶出遊、

親密合照為主

（Wretch：
goose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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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相簿：依照

自拍時間分類，

刊登各種角度的

自拍照片為主

（Yahoo：
akina19800224）

偶像相簿：依照

偶像活動分類，

刊登明星偶像的

照片（Wretch：
greenpanda） 

 

作品相簿：依照

作品類型分類，

刊登網友創意、

設計或攝影

（Wretch：
abig99） 

 校花校草相簿：

依照學校分類，

以蒐集各校俊男

美女相片為主 

 

 

 

 

圖 2 網路相簿申請流程 

表 3 網路相簿功能簡介 

功能名稱 功 能 簡 介

個人資料 網路使用者編寫說明個人相關資料的空間，有時會獨立為一頁，有時

則和相簿一起擺放。 
相簿 網路使用者存取、展示照片的空間；由使用者經由特定軟體上傳，並

可自編標題與圖說。 
鏈結 
我的最愛 

可加入其他相簿使用者帳號的連結區，有時也叫做「我的朋友」或「我

的最愛」。觀看者可藉由用戶的鏈結，一窺其交友範圍。 
留言版 網路使用者可於此撰寫日記並供訪客留言，亦可對留言進行回覆、刪

除等管理動作，是使用者與瀏覽者的對話空間。 
瀏覽人次 可記錄相簿瀏覽人次，包括單一相本／今日／總瀏覽人次等紀錄項

目。 
排行 由平台以日／周為單位，依據本日點閱率高低，將前十名相本刊載於

平台首頁。排名越高的使用者，曝光機率也越大，更能吸引觀者進入

欣賞。由於瀏覽人次有標示相簿用戶人氣程度的指標意義，因此也曾

發生網友為衝高瀏覽率，不惜訴諸作弊軟體的事件。 

四、 小結 

申請

相簿

帳號

密碼

通過

Email
認證 

獲得

一組

相簿

位址 

運用指

定軟體

上傳圖

片檔案

編寫

圖說

相簿

簡介 

完成

編輯

開始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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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相簿的崛起反映了網路技術的革新，根據麥克魯漢（McLuhan, 1964）

的說法，任何技術的出現都會對人類生活造成全面性的轉變。而網路相簿作為一

種新興的網路技術，不僅衝擊著既有的文字互動模式，也帶動各種新興的網路現

象出現，諸如網路相簿美女的崛起、網友互動模式上的變化等等，都顯示網路相

簿在業者導引與網友參與之下，已逐漸形成獨特的網路文化。 

然而，無論是現有學術研究，抑或公開性的網路調查16，「網路相簿」都是

其中獨缺的高音，使得網路相簿內繁複、多樣的互動無從顯現。因此，本研究將

以「網路相簿」為題，針對網路相簿使用者的個人行為與互動關係進行觀察，一

方面探究使用者的行為與動機，一方面帶入「美貌」、「權力」的概念，思考網路

相簿社群的互動行為，以期進一步理解網路相簿文化的各項特徵。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鎖定「網路相簿」為題，主張網路相簿的興起將為原有的網路互動另

闢新章，因其不但導入影像與文字並重的溝通模式，也擴張了網路上的「觀看」

意涵。是此，本研究將循兩路並進：首先關照網路相簿使用者的使用行為與動機，

以理解成員參與、投入網路相簿社群的情形；其次，進一步探詢使用者的互動網

絡，並追問其於網路相簿社群內開展出的交誼關係，以對網路相簿社群的生態形

成理解。同時，本研究也將結合「權力」、「權力交換」與「觀看」等概念，重新

檢視相簿社群內存的各種關係，並針對網路相簿並用影像與文字的溝通方式發

問，以理解媒介介面特性對社群互動的可能影響，以及網路相簿社群賴以交換權

力的關鍵資本。 

這也就是說，本文重點並不單只是對於使用者行為進行描述，還將著眼於使

用者對網路相簿的解讀、闡釋與思索歷程，與由是導引而出的互動行徑、權力關

係與階級差異。為能細緻呈現網路相簿社群特性，本研究將循網路研究、社會學

與女性主義觀點行文，試圖探索作為一種網路新技術的網路相簿，如何在虛擬世

                                                 
16 包括：蕃薯藤「2003網路大調查」（http://survey.yam.com/survey2003/p1.html）；台灣資訊網路

中心「台灣地區寬頻網路使用調查」（http://www.twnic.net.tw/download/200307/0407question.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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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與現實生活埋下轉變可能，並由此再思本地網路文化，以形成更深刻的認識與

理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