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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整理 

電腦中介傳播…是與人接觸，也是與人保持距離的方式。 

～Howard Rheingold，Virtual Community 

麥克魯漢（McLuhan, 1964）認為，新科技出現造成的轉變，會從人類生活

尺度、心理與文化層次逐步蔓延，進而對社會造成整體性的影響，這個說法在網

路發展的過程裡已經獲得驗證。網路研究先驅雷因格德（Rheingold, 1993）就觀

察到，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不但改變了個

體的行為，還對社會權力結構投下戰帖；班乃狄克（Benedikt, 1991）也發現，

電腦網路已然促成流動、多元的溝通關係浮現。 

而自前述觀察問世以來，網際網路業已經歷十多年發展，若據摩爾定律

（Moore’s law）17說法，高科技技術係以每十八個月精進一倍的速率前進，那麼

今時今日的網際空間，無論是在技術、功能或普及率化的變化，都遠非昔日研究

足以涵括；諸如即時通訊、數位影音、擬真圖像等新興元件的興起，更是無時不

刻地改寫著網路文化。本文即是擇取本地新興現象──「網路相簿」為題，意圖

探究在新興的網路相簿平台裡，衍生出了哪些個體行為、社群互動與人際關係，

並進而探究社群內部位階與權力不等的情形。此外，由於網路相簿為網路互動注

入了影像概念，並且促成有別於文字閱讀的「觀看」（gaze）形式興起；這種「觀

看」的特性所在，及其對虛擬社群造成的社會影響，亦將為本文勾沉重點。 

本章首先將整理虛擬社群研究，探討社群內的管制情形，以及群內勢力不等

的現象；第二節檢視權力的概念與涵義，勾勒虛擬社群的權力轉換過程。第三節

引入觀看的各種意義，追問其於網路相簿社群中的意義與特性。第四節將就美貌

與逐美行動發問，釐清其作為權力交換資本的可能，最後再據此提出研究問題，

朝網路相簿社群內的互動、階級與權力關係發問。 

                                                 
17 摩爾定律（Moore’s law）是英特爾（Intel）名譽董事長摩爾（Gordon Moore）於 1965 年提出

的觀察，他發現 IC上可容納的電晶體數目及其性能，是以每 18個月增加一倍的速度精進。後來

摩爾定律常被引用於預測或解釋高科技業的開發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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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虛擬社群內的互動、階級與權力關係 

一、 電腦中介傳播與虛擬社群 

「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是電腦中介傳播（CMC）與網際網路崛

起後，最受矚目的社會現象。電腦中介傳播18泛指所有的電腦使用行為，包括「針

對」（to）或「經由」（through）電腦所進行的資訊生產、處理與儲存活動。在過

去，人們關心的是電腦中介傳播如何用以提升組織效能，但隨著網路功能的出

現，電腦中介傳播對人際關係的影響開始受到重視，由是而起的「虛擬社群」也

備受矚目（December, 1996；Ferris, 1997；Lyon, 2002）。何謂「虛擬社群」？人

類學家安德森（Anderson, 1983）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之說，

被視為是最貼近「虛擬社群」的註解： 

「『它』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成員，也不可能認識他們大多的同

胞、和他們相遇，或甚至聽說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連結的意象卻活在每

一位成員的心中。」（吳叡人譯，1999：10） 

換言之，虛擬社群的構成超乎地理邊界，舉凡能夠促成「連結意象」的媒介，

都具有發展「虛擬社群」的潛質。在眾多媒介裡頭，電腦網路被視為是建構虛擬

社群的最佳途徑，因為它具備雙向互動的特質，又能提供安全隔離的互動管道，

足以反轉閱聽人過去只能被動收訊的位置，並賦予他們主動串聯、互動的能力，

遂能進一步滿足使用者尋覓社會支持的渴望。（Jones, 1995；Holmes, 1997；

Wellman & Gulia, 1999；Kollock & Smith, 1999；Baym, 2000；Berners-Lee, 1999/

徐超群、張介英譯，1999；Feenberg & Bakardjeva, 2004）。是以，雷因格德

（Rheingold, 1993）又進一步將網路虛擬社群定義為： 

「網路上的社會集結；是在足量的人們進行足夠時間的公共討論，並且投注

充份情感，於網際空間裡建構個人關係網絡時所浮現。」 

                                                 
18狄森柏（December，1996）將電腦中介傳播定義為「人們透過賦予製碼、傳輸與解碼訊息功能
的網路化電訊傳播系統，予以創造、交換、感知訊息的過程」，見

http://www.december.com/john/study/cmc/wha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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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當網路使用者因為共同的「興趣／利益」而邂逅，又經由長期的網路

互動，營造出彼此「相互連結的意象」時，就已經具備發展為虛擬社群的基礎；

也就是說，網路、互動與情感交流，可謂為網路虛擬社群構成的三大要件。這也

意味著，網際空間中的虛擬社群文化，將深受系統介面、成員與社會脈絡等力量

的浸濡和影響（Rheingold, 1993；Jones, 1995；Schuler, 1996；Holmes, 1997；Wellman 

& Gulia, 1999；Lyon, 2002）。 

二、 虛擬社群的互動、衝突與規範 

歷來關於虛擬社群的互動研究呈現兩極分佈：樂觀派學者認為，虛擬社群超

越了實體世界的束縛，供給成員平等的發聲機會，猶如一處解放天堂（Turkle, 

1997/譚天、吳佳真譯，1998；Rheingold, 1993；Wellman & Gulia, 1999）。反烏托

邦論者則憂心忡忡地表示，電腦中介傳播一方面濾除了非語文性線索，另一方面

又因匿名性削弱使用者的責任感，如此極易造成虛擬社群內攻訐四竄，以及言論

戰火處處蔓延的困境（Dery, 1994；Slouka, 1995/張義東譯，1998；Willson, 1997；

A.Smith, 1999；Baird et al., 2000a, 2000b）。這兩種觀點雖然立場迥異，但都顯示

出，過往的研究者一方面認同了網際互動具有「匿名」、「去實體化」和「文字互

動」等等特徵，另一方面也將虛擬社群想像成一處「規範的化外之地」。 

然而，虛擬社群固然具備了「邊界開放、匿名性、社會多元可能」等等容易

促成衝突的特質，但並不意味著虛擬社群必然外在於規範而存。事實上，貝姆

（Baym, 2000）在對肥皂劇迷社群進行研究時，就提出了與前者恰恰相反的觀

點；她發現，虛擬社群的擴張速度確實會與衝突次數成正比增加，面對這種情形，

社群成員將主動制定規範，並藉由犧牲部分自由的作法，換取更為安定有序的溝

通環境。其他如萊德（Reid, 1998, 1999）的MUDs社群研究，以及雪德（Shade, 

1996）對新聞群組的觀察等等，也都與貝姆所言遙遙呼應。因此，虛擬社群顯然

並非規範的化外之地，過往研究之所以有此誤解，可能導因於早期網路「沒有中

心化、控制性的使用者，也沒有誰比其他人具有更多的權力，更沒有人可以設定

規範」所致（Davis, 2000）。但在網路逐漸普及，摩擦衝突日益衍生之際，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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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與位階差異的浮現，已是虛擬社群無法迴避的發展（Willson, 1997；Kolko, 

2000；Baym, 2000）。由此而成的網路活動，彷若一場主動卻非全然自由的表演，

成員在個人形象、訊息的建構上擁有更高的主動權，但行事仍需服膺於社群規

範，故與過往研究所指的自由無拘相去甚遠（Rheingold, 1993；O’Blien, 1999）。 

在面對富饒多樣的言論與聲音時，虛擬社群仰賴規範加以管束；這些規範是

由社群中的少數成員制訂與執行，他們通常是創建或維繫社群的負責人，藉由施

行規範與掌握獎懲制度，確保社群可以繼續運作。而在規範制訂、施用與成效的

過程裡，這些核心成員同時也確立了自己在社群內的位階與影響力（Reid, 

1999）。然而，網路虛擬社群畢竟不同於傳統社群，虛擬社群具備出入自由、低

設限與低門檻的特性，成員可以輕易的從社群中脫走，無須面對任何儀式或責任

約束。前述特徵影響了虛擬社群的規範施行，儘管核心成員執掌管理大權，但規

範必須在其他成員認同下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對不認同規範的成員來說，規範的

制訂反而是破壞原有互動關係的導火線。關伯特與德拉克（Gumpert & Drucker, 

2000）就注意到，當社群開始施行管束時，某些成員會因為無法認同而離開原屬

社群，進而脫走於社群的規範管束之外。筆者過去對網路迷社群的研究亦顯示，

無法容忍規範的成員會選擇減少發言並向外挪移，甚至形成對抗性的團體，與原

有社群分庭抗禮（龎惠潔，2003）。 

不過，規範固然會造成部分成員的脫離，但對認同規範者而言，卻不啻是種

強化我群意識的手段。貝姆（Baym, 2000）與柯爾克（Kolko, 2000）都認為，社

群訂定的規範可供成員援引以對抗外來挑釁，一來能促成社群內部的團結，二來

強化「他／我」之別的意識。由此可見，規範猶如虛擬社群的一柄雙刃劍，一方

面會造成成員出走，另一方面則鞏固存留者的認同感，由是發展而出的便是群內

鬆緊不一的聯結關係、位階與勢力範圍。同時，這些變化也加速了虛擬社群多元

並立的情形，網路使用者不再固著於單一社群、位置與義務之上，而是開始遊走

於多重社群、地位和角色之間。 

值得注意的是，當使用者開始兼跨多重社群的身份時，其對各個社群所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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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時間與心力將遭到瓜分，連帶影響使用者在社群內所能據居的位階。萊德

（Reid, 1999）的研究顯示出，MUD’s的使用者必須花費時間、努力與技巧，才

能獲得生存權並求取更高的位階；雷因格德（Rheingold, 1993）則注意到，成員

要競逐迷社群的權位，首要條件是投注充分的時間、大量的互動與作品。但在使

用者的時間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對各個社群的參與勢必無法齊一等同，這使得

虛擬社群內部呈現出極不均等的參與情形，仿若「是由一個巨大的偶留區、幾個

情感密集的核心區、多個零星的邊緣地帶所構成」（柯景騰，2002）。 

成員在參與行為上的差異，使得他們對於社群的期許出現分歧，因而極易導

致群內衝突的產生。而為了爭取更高的聲望與認同，社群內亦會開始出現各種小

團體的合作、結盟與對立情形；成員試圖透過力量的匯聚，爭取對自己有利的位

置，並問鼎職掌資源分配的權力，因而促成社群內「次社群」、「次團體」等各種

勢力盤據的情形（Reid, 1999；Jordan, 2002）。只不過，在成員可以輕易出走與反

抗的前提下，這種虛擬社群的權力也和規範相仿，充滿了流動的可能與不定性。

因此，若欲理解虛擬社群內的階級與權力問題，首先應朝權力的意涵發問。 

三、 虛擬社群內的權力差異 

韋伯（Weber, 1978/康樂、簡惠美譯，1993）將「權力」（power）定義為：「社

會行動者無視於群眾反抗，貫徹個人意志的可能性」。他注意到，儘管「權力」

代表的是少數人的意志，然而一旦付諸實行，將可以對整個團體、社群與社會產

生全面性的影響。韋伯將權力與階層體制扣連，主張社會層級不同者持具的權力

高下有別，而這些不等的權力還能進一步強化層級間的服從關係，維繫科層體制

的運行不輟。韋伯對權力的討論主要著眼於政治與經濟條件的作用，他認為權力

係依附社會階級而來，雖然他也提及社交關係將有利於支配的取得，但並未做出

更深入的解釋。米爾斯（Mills, 1956/王逸舟譯，1994）在《權力菁英》一書中則

提到，「權力菁英」身處於超越普通人的環境，可以做出具有嚴重後果的裁決，

並操控有軍政商等資源，以維繫他們的權力、財富和聲望。米爾斯的觀點與韋伯

近似，他們都將社會階級及相伴而生的政經優勢，視為社會權力的肇始。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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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的論述裡，權力宛若一張毫無縫隙的密網，隸屬其間的社會成員絲毫沒有

脫逃可能。 

朗（Wrong, 1956/高湘澤、高全余譯，1994）延續了兩人的觀點，進一步聚

焦於「權力」的討論。他主張「權力是某部分人在另一部分人身上產生預期與預

料效果的能力」，也就是說，權力具備了：（1）有意圖性、（2）有效應性、（3）

有潛在性、與（4）非對稱的關係，而（5）權力效應更有多重表現形式。也就是

說，朗認為權力是一種「有意圖」的影響，他推演出權力的表現形式與相互關係

如下（見圖 3）： 

 

圖 3 權力的表現形式 資料來源：《權力—它的形式、基礎和作用》 

朗（Wrong, 1956/1994）也強調，武力、操縱、說服等形式都缺少了權力的

部分特質，惟獨權威符合前述特性；他將權威視為富有成效的命令或禁令，可以

在不受質疑的前提下發揮效用，並可劃分出：（1）以獎懲作為後援的「強制／引

誘」權威、（2）具有合法制度支持的「合法性權威」、（3）以專業知識或技術為

基礎的「能力權威」，以及（4）出於對權力佔有者的討好或服務願望成就的「個

人權威」。 

朗（Wrong, 1956/1994）跳脫了過往將權力與政經勢力畫上等號的框架，改

為重視知識、技能與個人特質在權力取得過程中的貢獻，因此也擴張了權力的來

影響 

無意圖 有意圖＝權力 

武力 操縱 說服 權威 

肉體 心理 

暴力 非暴力 強制／引誘 合法的 能力 個人權威 



 27

源與內涵。事實上，朗的主張已經突顯出，影響逐權表現的關鍵並不在於個體具

備了多少優勢，而是個體如何運用這些優勢，以和社群進行互動、對話，或對社

群做出回饋。當代虛擬權力的研究與丹尼斯朗的觀點遙遙呼應，鑽研權力議題的

喬登（Jordan, 2002）就指出，電腦網路促成了兩種無關社會階級的虛擬新貴興

起：第一是專精程式、硬體、或網站技術的專業人員，他們可以憑藉專業知識左

右虛擬社群的發展；第二種人出現於社群內部，是因符合社群推舉的價值和尺

度，故獲競逐位階與權力的機會。這兩者的崛起不必然與社會階級相關，但卻顯

示個體與社群間的互動，在逐權過程裡扮演了極為重要的角色。這意味著當我們

在思考群內位階與權力的問題時，不能僅拘泥於關注個體具備的政治或經濟優

勢，而是應將社群概念的納入，並把各個虛擬社群的特性帶入討論。 

朗（Wrong, 1956/1994）的另一個貢獻是他指出了權力的分化。他提及，權

力關係包括了權力（1）施行範圍的「廣泛性」、（2）影響內容的「綜合性」、與

（3）支配程度的「精密性」。但隨權力關係的施用範圍越形廣泛，控制內容的綜

合性與精密性也將日趨狹隘，這是因為權力對象的數量增多時，指揮鍊條必須加

長、細分，甚至衍生次級的權力中心所致。而次級中心相互較勁、結盟的行動，

最後可能危及權力佔有者，以至於顛覆既有生態。在電腦中介傳播的時代裡，此

一特性尤為明顯，成員不只隸屬於社群，亦會在群內發展自己的小團體；團體人

數少、互動緊密，展現的我群意識與合作關係有時更勝社群。團體林立與其間交

錯的各種合作與對立關係，助長了群內勢力各自盤據的情形，有時甚至會對社群

原本的權力佔有者進行反撲。 

事實上，傅柯（Foucault, 1984/尚衡譯，1990）在《性意識史》中就曾說過，

「有權力，必有反抗」，因為反抗乃是權力的另個面向；它有時可以喚醒個人與

權力決裂，有時則是帶來更多的變遷與分化，讓權力處於不斷重組的過程之中。

而當個體不再認同權力時，權力的作用就將化為烏有，無法對個體產生效果

（Wrong, 1956/1994）。在虛擬社群來去自如、低設限低門檻的前提下，此一特性

已獲強化。關伯特與德拉克（Gumpert & Drucker, 2000）便發現，當虛擬社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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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無法認同社群標準時，可以消極離去或積極抵制。萊德（Reid, 1999）也觀

察到，成員面臨規範與權力的施行時，常會另覓溝通環境或顛覆原有的生態，讓

既存的權力與階級無法發揮作用。這種因為電腦中介傳播特性引發的權力失效可

能，正係虛擬權力有別於現實之處，它突顯出虛擬社群的權力與位階不若實體社

會那樣堅不可摧，反而充滿了流動、轉換、不定的特質。而這也正是電腦中介傳

播的特性所在之處：它賦使多元社群並立的可能，也讓成員可以輕易脫走、另起

爐灶，甚至衍生新的權力與階級，對既有結構進行反撲與抵制。 

四、 小結 

虛擬社群意指因共同「興趣／利益」集結的團體，他們透過網路互動，營造

出「彼此相互連結的意象」，其內發展出的社群文化，則是融匯系統介面、成員

與社會脈絡後的結果。由於虛擬社群是一種「邊界開放、匿名性、社會多元可能」

的集結，故為防杜網路溝通可能造成的攻訐與誤解，社群會訴諸規範以行管制。

然而，規範的出現不僅標示了社群內權力占有者與權力對象的存在，從與之相對

的脫離與反制行為看來，更突顯出虛擬社群的成員往往遊走於多重社群、地位和

角色之間，由是反倒加劇了虛擬權力的流動與不穩定。 

回頭檢視網路相簿社群可知，網路相簿社群是以「共同使用特定平台的相簿

服務」為基礎，進而發生互動與聯繫的社會集結。儘管相簿平台動輒囊括數萬名

的使用者，又無法確保個別使用者間都具有均等的互動行為，但使用者仍會以「我

是『無名』（相簿）的一員」、「我用『TaipeiLink』（相簿）」等等平台之別進行自

我區辨，發展出如安德森（Anderson, 1983/吳叡人譯，1999）所言之「想像性」

連結。其次，相簿平台提供了個別使用者聯結與留言的版面，因此使用者可利用

個人據居的小天地作為基礎，和其他使用者發生串聯，甚至組成次社群進行各種

活動。而在網路相簿社群裡，除了平台業者制定的各種規範，使用者亦會對個人

所據的小天地有不同要求。此外如社群內存的各種次社群，也會因應所屬成員之

需，發展出非強制性但具有影響效果的管理原則，使用者若欲融入次社群，就必

須接受他們所提出的要求。而在使用者往往身兼多重次社群身分的情況下，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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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著使用者將面對更交錯複雜的管制，在不同次社群內據有的位階與權力也將

出現差別。 

虛擬權力不同於實體社會，其取得來源與個體所居的政治、經濟條件無直接

關聯，重點是在個體如何運用個人優勢，以和社群進行互動、對話，或對社群做

出回饋。也正由於個體與社群間的密切互動，是以在探討群內的位階與權力問題

時，必須納入虛擬社群的特性一併解析。此外，電腦中介傳播特性助長了虛擬權

力的流動、轉換與不定，因此在討論虛擬社群的權力與位階問題時，必須謹記「儘

管權力恆在，但各個群內的權力關係已不若實體社會那樣堅不可摧」的特性。 

第二節 虛擬社群的權力交換過程 

一、 權力的來源與交換過程 

布勞（Blau, 1964/孫非等譯，1999）認為，權力作為一種強求他人以遂行己

志的能力並非與生俱來，而是透過各式各樣的社會「交換」（Exchange）行動取

得。也就是說，權力是人在互動過程中所獲取的一種社會報酬，它反映出了個體

間的依賴關係，並顯示權力占有者可以經由提供利益或是訴諸武力，迫使權力對

象產生服從。布勞（Blau, 1964/1999:152）進一步分析社群內競爭位階與權力的

過程，指出如欲贏得團體中的高級地位，成員不但要展現自己的優勢地位，更要

「實際運用這些能力，來為達到該團體的集團目標或成員的個人目標作出貢

獻」。換言之，布勞的觀點與朗相仿，他們都強調「個體如何運用自身的優勢，

並引以回饋或協助社群」，是競逐群內權力時的關鍵。意即，在思考權力來源的

問題時，（1）個體所持具的資本，以及可（2）用以投注社群活動的資本，將影

響逐權時的表現。 

其中，個體所持具的各項資本，乃與個體在現實世界所據居的各項社會條件

相關。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元素未必能盡數投注於虛擬社群的活動，也不必然

會對社群活動產生正面效果。是以，如欲理解何種資本是可供轉引投注的元素，

首先必須要回歸各種社群團體的特性進行考量，也就是要找出個體所屬社群推舉

的價值，才能找出可用以交換群內權力的資本為何。比方說，柯洛克（Kol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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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研究網路上的社交版面時發現，高品質的資訊、細緻的回答、幫助他人的

意願，以及良好的書寫方式，是協助網路使用者交換虛擬位階的基礎。但在萊德

（Reid, 1999）的MUDs研究裡，逐權的重點便轉為成員的參與時間與程式技術，

而翟本瑞（2001）對線上遊戲的觀察則點出，交換物品、結盟或交朋友都是擴張

權力的要件。這些研究推論出的逐權關鍵雖各自有別，但不約而同地證明，成員

必須挹注資本來迎合標準，才能進一步親近、交換權力。至於「標準」何在，則

與虛擬社群的媒介特性、使用者經驗與社會脈絡交融出的結果相關。 

對於權力的交換過程，希爾斯（Hills, 2002）的線上迷社群研究提供了參考

方向。希爾斯匯整布赫狄厄（Pierre Bourdieu）、費斯克（John Fiske）與簡金斯

（Henry Jenkins）等人的說法，提出一套現實資本、迷資本與迷階級的轉換流程。

在布赫狄厄的論述裡，他區分了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分別代表個人在社會上

所持具的經濟資源、社會關係網絡，以及教育和文化素養。三者聚合所形成的社

會權威與聲譽，則被稱為個體的象徵資本。布赫狄厄的資本說主要是用來分析社

會階級差異，他所提出的品味一說雖獲費斯克與簡金斯採用，但他們僅僅是用以

為迷文化辯駁，或以此代稱迷在迷社群內所持有的各項資源，卻並未繼續延伸資

本轉換的各項說法，直至希爾斯匯整幾位學者的觀點，才重新提出迷社群內亦存

有各項「迷資本」的說法。希爾斯認為：（1）迷經濟資本意味著成員擁有的偶像

商品數量、價格，（2）迷社會資本則是成員的迷社群關係網絡，（3）迷文化資本

則與成員對偶像、迷群的理解與回饋相關，最後匯聚的結果，就成為（4）迷的

聲譽、位階與影響力，也就是迷的象徵資本。 

其次，希爾斯（Hills, 2002）除了強調「迷資本」是迷賴以交換社群權位的

關鍵，也開始回溯迷資本與實體資本間的關聯。他指出，成員在實體社會內持具

的各項資本，必然會對成員參與社群的行為有所影響，但並非是以直接作用的形

式呈現，而是必須經過成員自己的轉換，才能促使某些有利的條件得以進入迷社

群內作用。這也就是朗與布勞等人所指，可用以「達成團體的集團目標或成員的

個人目標」，協助成員贏取認同、提升位階的關鍵資本。比方說，在迷成員的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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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過程裡，豐富的偶像商品蒐藏是累積聲望的指標之一，而在現實生活裡具有高

度經濟資本的社群成員，在添購商品時也展現出較他人更為顯著的優勢，因此極

易佔據社群內的高階位置，或成為人人欽羨的「社群名人」。其他諸如實體世界

裡的人際脈絡，或是文化素養等等，同樣可以轉為迷社群內的社交關係，或是創

作與書寫能力，協助成員在逐權過程裡脫穎而出。也就是說，儘管現實社會的資

本不必然等同虛擬權位，但確實可在「交換」的過程裡，轉為對成員有利的條件

發揮作用，協助他們擷取更高的位階與影響力。 

從希爾斯（Hills, 2002）的論點，約可將實體資本、迷資本和階級間的關係

歸納如下（見圖 4）： 

 

 

 

 

 

 

 

 

 

 

圖 4 實體資本、迷資本與階級間的轉換過程 資料來源：F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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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實體資本到虛擬權位的轉換過程裡，哪些資本具有關鍵性的影響力，必

須視所屬社群的不同進行區辨。 

二、 網路相簿社群內權力來源與交換 

回頭檢視網路相簿社群，其最大特色在於同時供給使用者「相簿」與「留言

板」的空間，並且促成「影像」與「文字」並重的互動形式興起。在過去，無論

是 Email、BBS或新聞討論群組，虛擬社群都是以「文字」作為主要的溝通方式，

圖片僅止於參照之用。因此，正如同柯洛克（Kollock, 1999）所言，具備「高品

質的資訊、細緻的回答、助人意願，以及良好的書寫方式」者，比較容易在文字

互動的過程裡脫穎而出，即便如希爾斯（Hills, 2002）所提出的權力轉換概念，

事實上也是架構於文字溝通的前提下推演而來。然而，「網路相簿」的出現打破

了此一限制，它為虛擬社群注入「影像」的概念，尤以呈現使用者容貌形姿與生

活點滴的影像為主流，因而促成了另一種不同於文字解讀的「觀看」（gaze）形

式盛行網際空間。 

雷因格德（Rheingold, 1993:164）曾經說過，網路活動原本就是由「觀看」

的行為構成：一來人們會「環視」（look around）四周以確認誰在線上，二來網

路流通的內容是透過視覺感官進行傳遞。儘管如此，對「文字」的觀看仍有別於

對「影像」的觀看，兩者的不同表現在揭露「個人線索」程度上的差異。在網路

的串聯與「文字」屏障之下，使用者的個人線索是以更為碎裂與隱匿的方式流散，

觀看者通常先接觸使用者發表的文章內容，再從其中拼湊對方的形象，因而也才

有學者所稱，「性別、年齡、國籍與實質外貌顯得不再重要」的特質（Rheingold, 

1993）。然而，網路相簿帶入的「影像」恰恰與前者相反，它不但讓各種看似被

文字隱匿的身分特質再次浮現，更直接揭露了使用者的容貌姿影，甚至使其成為

吸引訪客的重點。又因網路相簿的使用者係以女性為主，加以「網路美女」是相

簿社群趨之若鶩的名人代表，因此，由網路相簿觀看行為所導引出的權力關係與

性別糾葛，亦頗值玩味。 

對觀看、權力與性別問題的分析，首推女性主義電影理論家莫威（La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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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vey, 1975）為代表。她曾借用心理學的「窺淫癖」與「閹割恐懼」概念，指

出：（1）為了吻合社會的主流價值，女性的電影角色普遍遭到貶抑（如物化或性

化）；（2）閱眾的「觀看」是透過攝影機與男角的眼睛進行，認同的也是兩者代

表的主流價值，因此抹殺了「女性觀點」的存在可能；（3）黑暗的劇院有助於觀

看的投入，與內容的距離又帶來觀看的愉悅感，是故助長閱眾的視野更為攝影機

與男角所牽動（Mulvey, 1975；Kaplan, 1983/曾偉禎等譯，1997）。莫威的研究也

指出，「觀看」的行為本身與被觀看的內容都可視作強化既有權力差異的過程；

觀看可以透過操縱視線以及否定其他形式的方法，培植、捍衛、鞏固某種內容及

其所服務的價值。 

女性主義因此將電影呈現的影像視為對女性的貶抑，但網路相簿的出現似乎

帶來了一絲平反的曙光。網路相簿以呈現使用者的容貌姿形與生活點滴為主，最

盛行的內容是使用者「自拍」的影像；「自拍」意味著由使用者自己持鏡，其與

網路相簿的結合，象徵著鏡頭與影像的篩檢不再操持於男性手中。研究林蕾自拍

站台（JenniCam）的金羅葛洛（Jimroglou, 2001）因此宣稱，自拍者林蕾「是觀

看者，也是被看者；是主體、亦為客體；是組織者，也是被組織物」，而林蕾這

種自願與有意識地呈現自我的行動，揭開了相簿觀看過程裡潛藏的表演性質，以

及對「窺淫」概念的戲耍。是以，金羅葛洛認為，當我們觀看林蕾或所有相簿使

用者的影像時，看到的其實是他們「意欲」被看見的樣子，這也意味著觀看的決

定權已經回歸使用者之手。 

問題在於，「觀看」包括了「觀看的行為」與「觀看的內容」兩種層次，然

而莫威與金羅葛洛的研究，都僅只於對「觀看行為」的權力意義進行討論，「觀

看的內容」則鮮少獲得關注。然而，觀看若要成為一種權力行動，首先必須能吸

引群眾參與以匯聚成勢，而其前提就在於必須具有足以吸引他人觀看的「內容」。

否則，無論影像是在如何自覺的情況下拍攝，一旦沒有觀者的支持與附和，終將

淪為使用者顧影自憐的行動，無法觀察出權力的流動與效果。 

其次，同為研究林蕾站台與觀看行為的懷特（White, 2001, 2003）指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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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與相簿站台的存在確實解放了攝影的行動，也揭示出虛擬觀看與傳統觀看之

別，還賦予女性更多的主動權。但是，懷特並不認為既有的性別失衡將因此鬆動，

這是因為儘管女性獲得了自我回觀與執鏡的機會，但主流的「男性觀看」卻已經

深植於社會價值之中，連帶也將影響「自拍」所呈現的內容以及訪客的偏好。懷

特的分析解釋了何以相簿雖然囊括五花八門的影像，但只有具備某些特徵的相簿

才有機會成為眾人欽羨、依附的對象。也就是說，當相簿使用者為了競取更高的

點閱率或排名，而在拍攝、挑選、刊載影像時特別偏重於呈現「某些特性」時，

那些「被呈現」以及被摒棄的特性，往往正是以更隱匿的姿態所潛入的主流價值。

換言之，當研究欲釐清此類價值的意涵，應當從網路名人所具備的共通性著手，

因為他們呈現的形象，往往代表了某一種為眾人欽羨的理想。 

在網路相簿社群內，最受歡迎的相簿多為女性使用者，且幾乎都被冠上「網

路美女」的稱號；而不管是美女自己的相簿，或是使用者四處蒐集而來的美女相

簿，總能高居點閱率的龍頭寶座（史榮恩，2003 年 7月 24日）。當大眾媒體報

導網路相簿現象時，亦多著墨於「美貌」對訪客的吸引力，以及作為交換虛擬名

聲，甚或實體利益與知名度的可能。譬如，媒體報導中就指出，觀看「美貌」是

吸引訪客瀏覽網路相簿的主要動機： 

「網路相簿近年來粉流行，更是許多大學生每日必逛的網路「景點」，到底

其中有何迷人之處？學生說，現實生活中能看到的美女不多，在應付繁忙功

課之餘，有電腦上的「顏如玉」相伴，黑白的研究生活都會變彩色哩」（江

昭青、楊文華，2004 年 10月 4日）。 

簡言之，「美貌」在網路相簿社群內意義非凡，它不只是招攬參與的宣傳，

還可供使用者用以交換友誼、名聲，甚至將影響力擴及於實體社會。此一「逐美」

之風的興起，不僅凸顯了「美貌」在相簿社群內的重要性，更改寫著相簿社群內

的權力轉換機制，促成如欲「逐權」必先「逐美」的現象產生。何者為「美」？

哪些「美」可用以交換權力，遂成網路相簿引發的另個思考點。 

三、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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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權力是經社群成員的交換行動而來，這意味著個體必須在參與社群的過

程裡挹注各種資本，以為自己牟取更高的權力與位階。在交換的過程裡，儘管現

實社會中的階級與各項條件，不必然等同於相應的虛擬權位，但依然可以轉為對

成員有利的優勢發揮作用。至於哪些實體資本有利於虛擬互動，個體賴以交換權

力的資本又是什麼，需視虛擬社群的特質有所分別。 

網路相簿平台提供的「相簿」與「留言板」功能，促成「文字」與「影像」

並重的溝通形式興起，是以該社群不但承繼了文字互動的權力轉換機制，「影像」

也在「觀看」的賦權下，成為社群內另一處權力的來源。而在網路相簿社群中，

呈現「美貌」的「影像」是最容易爭取點閱率者，這也使得社群內的「逐權」之

爭，首先必須透過「逐美」的形式來達成，更使「美貌」成為左右社群權位的重

要關鍵。 

值得注意的是，網路自拍與相簿看似顛覆了主導性的男性執鏡與觀看行為，

但主流價值往往是以更內化的姿態對影像內容發生影響，而影像的內容又是用以

交換群內聲譽、權力與位階的關鍵，是以相簿社群內的逐權行動不但是場「逐美」

之爭，更是競逐主流價值認同的過程。因此，美貌如何左右社群內的權力轉換機

制，其與主流價值的扣合又將如何影響社群的行為與意義，已成網路相簿引發的

新課題。 

第三節 美貌與網路相簿社群的權力交換過程 

一、 美貌作為一種交換權力的資本 

布朗恩（Branwyn, 1994）在討論網路上的文字互動時戲稱，在文字獨霸的

網路世界裡，迅捷的打字速度與優美的書寫方式，就彷彿現實生活中的美腿與翹

臀一樣動人。他的一句戲言點出兩個關鍵：（1）網際空間就跟實體社會一樣，具

有權力差異與交換權力的資本；（2）文字操控能力之於網路，就跟美貌之於實體

社會一樣重要。只不過，布朗恩此語係發於文字為主的網路溝通情境之下，而在

網路相簿出現之後，「美腿」與「翹臀」如今已經可以轉為影像散佈，甚至在網

際空間中和文字一較長短。此一轉變是否意味著「美貌」將改寫虛擬權力的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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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虛擬社群研究者並未提出任何解答，但在實體社會中，「美貌」的作用早

已無庸置疑。社會心理學與女性主義都曾關照「美貌」與社會位階的關係，兩者

的立場雖然略有出入，但不約而同都將「美貌」視為可供交換社會報酬的資本。 

「美貌」（beauty）的原意係指外貌身型富有吸引力，曾經是兩性共同追求

的目標，但自十九世紀開始，「美貌」逐漸被等同於女性獨有的價值，並且與社

會權力發生串連，因而形成「女人追求美貌，男人追求美貌女子」的現象；美貌

也常被等同對「有權能男性的獎賞」，使得性別、美貌與權力的糾纏密不可分（Wolf, 

1991；Bylund, 1996；Callaghan, 1994；Rudd & Lennon, 1999；Etcoff, 2000/張美

惠譯，1999；陳侑汶，1991；Rodin, 1992/林蓼攸譯，1993；Simmons, 2002/曾如

瑩譯，2003）。 

社會心理學對「美貌」的討論，主要著墨於容貌對行為、心理，以及社會關

係的影響。學者們發現，容貌左右了婚配、求職和從政的優勢，並且決定個人的

自信與成就感，還是吸引群眾依附，提昇個體社會影響力的基礎（Rudd & Lennon, 

1999；Bull & Rumsey, 1988）。布爾與蘭姆塞（Bull & Rumsey, 1988）認為，這是

因為視覺影響人類甚深，容貌因此成為互動時首先被掌握的線索所致。盧德與藍

濃（Rudd & Lennon, 1999）附和這種看法，認為（1）外貌被等同於美學的魅力，

也和愉悅等正面意識相連，同時（2）外貌也被視作內在的倒影，常予人美者必

善的印象。（3）月暈效果更使人們相信，與美結交將能共享美貌者的輝芒，因此

加深了群眾「趨美若鶩」的傾向。簡言之，社會心理學的研究顯示，「容貌」確

可作為一種資本，在社會報酬的交換過程裡發揮作用，而「容貌」與權力的扣連，

則將加深人們依附、親近與推舉「美貌」的行動。 

然而，社會心理學研究的問題在於，他們忽略了容貌與性別的牽扯，許多學

者更直接將「美貌」等同女性價值看待。對女性主義陣營而言，這種不加思索便

將「美貌」與女性畫上等號的表現，本身就是頗堪質疑的結果。鑽研「美貌迷思」

（The Beauty Myth）的伍爾芙（Wolf, 1991）就指出，當前的父權機制藉由對「美

貌」與「社會權力」的扣連，使得「美貌」成為新興的逐權資本，因而吸引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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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問題就在於，儘管「美貌」確實可以作為交換權力的基礎，但其所得的權

力往往祇是父權機制同意讓渡的部分，尚不足以顛覆整個性別結構。也就是說，

父權機制其實是以退為進，將「美貌」塑造為權力資本來分散女性的抵禦，更讓

主流價值轉以迂迴、隱匿的形式發生效果。是以，「美貌」的內容與尺度會不斷

隨著時空背景與社會文化進行轉換，有時還會刻意採取與父權價值相左的立場，

以吸引更多的人投入。比方說在中古世紀，美貌除了涉及容貌的秀異，還與女性

的生育能力相關；而在當代社會裡，「美貌」的涵義則兼跨了容貌、裝扮與內在，

更被視為「獨立自主」的必備條件。這些策略性的轉型與變化，使得「美貌迷思」

分外難於鬆動，也讓隱匿在美貌賦權面具之下的，依然是美貌對父權價值的屈從

本質。 

由於伍爾芙（Wolf, 1991）是以大眾媒介訊息作為批判對象，因此也有研究

者將打破美貌迷思的希望，寄託於非單向收訊的新興媒體，但問題就在於，近年

的網路互動研究也顯示，「美貌」的威力一樣銳不可擋。在過去以文字為主的網

路互動中，人們透過書寫與修辭描述個人樣貌，而那些「讀」起來最為貼近「美

貌」理想的說明檔與 ID，正是最易爭取虛擬愛慕的對象。網路相簿出現以後更

加劇前述情形，使用者不再只透過文字描述，而是佐以影像傳遞個人資訊，其中

越符合「美貌」的影像，將越易為使用者累積虛擬聲望。這使得「美貌」不僅扮

演著實體世界內權力的交換資本，在網際空間與虛擬社群裡也開始據有同樣的地

位，而當美貌與權力的扣合越形緊密，就將有越多的使用者加入這場「若欲逐權，

首先逐美」的集體行動。 

簡言之，父權機制對美貌與權力的扣合，已使美貌成為交換社會權力的資

本，網路相簿的出現則帶動承載實體樣貌的影像滲透網路空間，也使美貌與權力

的關連漫入網路相簿社群之內。但值得注意的是，網路相簿不同於實體社會，使

用者接觸到的內容是經過拍攝、篩選與上傳的影像，也是呈現了某一時刻某一觀

點的照片，並非即時即刻擷取的面容線索。這種差異不單構成了網路相簿的獨特

之處，也將對其內的行為、互動，以至於美貌與虛擬權力間的轉換機制發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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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像中的美貌 

雷因格德（Rheingold, 1993）曾經說過，「由於我們無法在網路上『看見』

彼此，性別、年齡、國籍以及實質外貌都顯得不再重要，除非使用者『意圖』使

之『公開』」。網路相簿的浮現，應證了雷因格德推論中的但書，因為相簿社群最

大的特性正在於，使用者是透過「個人影像」發聲。儘管在社群互動的過程裡，

文字溝通也是極為重要的媒介，但「影像」不單是使用者自我展現的工具，更是

號召、吸引訪客觀覽的基礎。因此若欲逐權，首先逐美，而在網路相簿社群裡，

逐的便是「影像」揭示的「美貌」。 

宋妲（Sontag, 1990/黃翰荻，1997）認為，「沒有人曾透過照片發現醜，可是

許多人透過照片發現了美」；一來這是因為美好的事物能夠促使人們產生拍攝、

留影的念頭，二來也因為攝影中的「美」，原本即是在反覆地人為取決下所形成。

因此，宋妲的說法顯示，任何具有美貌特性的影像，其中都必然包含了（1）實

體美貌與（2）人為行動兩種特徵。她也不諱言地指出，攝影所混成的人為特性，

早已在傳統美之外另闢了審美的新標準。網路相簿揭載的影像即具備此一特性，

相簿影像呈現的並不僅止於實體容貌而已，其中更包含了各種為使自己更符合

「美貌」所做出的努力，包括拍攝時的設計、攝後的修飾，以及影像的檢選等等。

這些行動雖然並未直接透過影像傳達，卻能轉換為對影像的美化作用： 

「很多人刻意拍攝特殊主題的照片，有的人專門「出外景」外拍，從燈光到

服裝每個細節無一不講究，有的人甚至大方裸露身材。」（李汶芯，2003 年

11月 2日） 

網路相簿由於承繼電腦中介傳播隔離溝通的特性，遂使帶有人為色彩的影像，可

在無須驗證的情況下流散虛擬空間，因而助長了這股「人為」逐美的風潮。也就

是說，網路相簿上呈現的影像，並不單只是使用者美貌的反映，還是揉合了使用

者讓自己更貼近美貌的各種行動所承，是比實體世界更具備戲耍、造作與人為干

預的展現形式。 

宋妲（Sontag, 1990/1997）在討論肖像寫真時曾經指出，以呈現「真實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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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職志的影像，多半是映出了無名、貧困，或是沒有自我保護能力的人，諸如老

人或精神病患等等。但以追求「美」為標的的網路相簿社群，所揭示的景況卻恰

恰相反，因為社群內最受歡迎的相簿，乃是妝容精巧、穿著亮麗、生活豐富的網

路美女（江昭青、楊文華，2004 年 10月 4日；史榮恩，2003 年 7月 24日；喻

文玟，2003 年 10月 1日）。網路美女的一舉一動，不但是相簿社群關注的焦點，

還是其他有意逐美、逐權的使用者爭先效仿的對象。諸如網路美女的髮型、配件、

服飾、甚至拍照姿態，都能在網路相簿社群裡引發踴躍的討論；經由網路名人推

薦引介的產品，還有機會成為實體世界的流行指標。譬如，近年盛行於台灣青少

女間的 Burberry Blue Label名牌商品在台灣並無購處，但因其獲得網路相簿美女

的青睞，又透過影像大肆傳遞，因而成為後起效尤者追隨的配件，最後甚至演變

成一股流行風潮。 

而網路美女拍攝的影像內容，同樣也是其他使用者們爭相模仿的對象： 

「網路美女看多了，相簿族還發展出許多「理論」。例如Wretch等人就說，

網路相簿上的美女分三代，第一代屬於「自拍型」，是大頭貼熱潮的延續，

頭部須佔鏡頭的三分之二，最紅人物以 TaipeiLink的「餃子」為代表；第二

代因數位相機甫興起，藝術照大流行，代表人物是 Taipei Link的「小狐狸」；

第三代因數位相機普及，大家可隨手拍，煮飯、換指甲油等生活照都可上網，

自然風盛行，當紅人物則屬無名小站 Jaline。 」（江昭青、楊文華，2004 年

10月 4日） 

整合而論，網路相簿帶動「美貌」的興起，並使「美貌」成為交換虛擬權力

的資本，但這種「美貌」係經由影像呈現，故與實體美貌略有不同。它除了是以

實體容貌作為基礎，還囊括了各種逐美的人為實踐，包括拍照時的裝扮、姿勢、

表情、背景與主題，以及是拍照後的修改與檢選等等，較實體美貌更充滿「人為」

特性。其中，因美貌崛起的網路名人不但是眾人依附的對象，還是使用者群起效

尤的指標，其所呈現的影像氛圍，更成為主宰網路相簿影像趨勢的關鍵。 

三、 小結  



 40

本研究以虛擬社群的支流──網路相簿社群為題，探討社群內部的權力關係

與位階差異，並試圖結合相簿社群崇尚影像的特性，審視其間內含的美貌迷思與

各種美貌實踐活動。本文擬以希爾斯（Hills, 2002）所提出的實體資本、迷資本

和階級轉換流程為基礎，並納入網路相簿社群標舉的「美貌」特質，重新勾畫社

群內實體資本、虛擬資本與權位的轉換過程如下（見圖 5）： 

 

 

 

 

 

 

 

 

 

 

圖 5 網路相簿社群中的實體資本、社群資本與階級轉換關係 

意即，本研究主張，在個體進行虛擬權力的交換過程之中，現實社會中的階級與

各項條件，可以轉為對成員有利的優勢發揮作用，但哪些實體資本有利於虛擬互

動的進行與權力的換取，則須視成員如何用以對社群或其他成員做出貢獻而定。 

簡言之，本文擬以網路相簿社群為題，一方面探究其社群內的使用行為，勾

勒其中的權力與位階差異，以及其間存在的次社群關係。另一方面，本研究亦將

針對網路相簿社群內的「美貌」發問，以釐清左右相簿社群之「美貌」內涵、意

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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