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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隱私成了公共之務，表演永無止盡；科技允諾了一種令人著迷的活動，它將

權力賦予那些時時刻刻為目光所環視的被看者。 

Brooke A. Knight,  

Watch Me! Webcams and the Public Exposure of Private Lives  

本章整理參與觀察與訪談資料，依研究問題進行分析。全章共分五節：第一

節整理網路相簿生態，並對 BBS Beauty板進行分析；第二節說明受訪者的網路

相簿使用行為，包括使用動機、頻率以及從事活動。第三節論述網路相簿作為一

種虛擬社群，其內存在的各種互動行徑，以及次社群林立的現象和權位差異情

形。第四節針對網路相簿與美貌間的關聯發問，探究網路相簿逐美風潮的社會意

義。第五節彙整研究資料，探討網路相簿帶給受訪者的收穫、影響及其意義所在。 

第一節  網路相簿生態 

一、 網路相簿平台的興衰更迭 

本研究選定 TaipeiLink與無名小站作為觀察場域，這兩個站台曾經先後被譽

為台灣網路美女的搖籃。首先崛起的 TaipeiLink網路相簿成立於 1999 年，但自

2004 年 10月起開始更動網頁介面和經營方式，並正式更名為 PhotoLink。然因

許多原會員無法適應新型介面，加以新的相簿平台選擇增多，TaipeiLink原有會

員開始出現外移現象，且遷移目標多為甫成立不久，但打著迅速、大容量招牌的

無名小站網路相簿平台。 

TaipeiLink雖然掌握時機之便，但因會員數量和流量膨脹太快，曾經數度造

成主機無法負荷的當機問題，連帶影響了會員的使用意願。加以平台成立時間較

早，提供的服務僅以基本的相簿和留言版功能為主，是故難敵容量、速度、功能

與穩定性都略勝一籌的無名小站，因而導致許多崛起於 TaipeiLink的網路美女紛

紛遷移至此。正因如此，無名小站成為媒體報導口中，繼 TaipeiLink之後又一「網

路美女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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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無名小站宣稱擁有六十萬會員與相簿數，是國內首屈一指的網路相簿

平台。除了維持原有的相簿與留言版服務之外，無名小站另外新增了數項過往

TaipeiLink所缺乏的新興功能，包括：（1）語法的套用/修改、（2）限制好友觀看

相簿、（3）悄悄話留言（限留言人/相簿主觀看）、（4）每日/單本瀏覽數的統計、

以及（5）網誌（Blog）（見表 6）。 

表 6 TaipeiLink與無名小站功能比較 

 TaipeiLink 無名小站 
成立時間 1999-2004.10 

(後改為 photolink) 
2003 

相簿  25張相片 X6本  30mb，不限張／本 
留言板  全面開放留言 

 限制會員留言 
 關閉 

 全面開放留言 
 限制會員留言 
 關閉 
 悄悄話 

連結  連結名單 
 關係圖 

 連結名單 
 關係圖 

個人資料  與目錄合併首頁  獨立頁面 
統計資料  總瀏覽數  總瀏覽數 

 日瀏覽數 
 本瀏覽數 

語法  自行修改  自行修改 
 套用體例 

其他功能  總瀏覽數十大排行榜  總瀏覽數十大排行榜 
 網誌（blog） 
 部分限制觀看 

本研究邀訪的 13位受訪者中，有 10位曾經使用過 TaipeiLink網路相簿，而

後因不能適應 TaipeiLink的介面轉換問題，相繼遷至現今的無名小站。換言之，

這些受訪者同時參與、見證了兩個相簿平台的活動與文化差異。對這些受訪者來

說，無名之所以能夠超越 TaipeiLink，乃是因為無名具備了（1）系統穩定、（2）

操作速度敏捷、（3）功能強大與（4）容量寬廣的特性，故能吸引他們參與： 

「無名的相簿容量會比較大，林克只能放六本，但是無名就沒有限制，它雖

然是有個容量限制，但沒有限制你放幾本這樣…那 TaipeiLink的特色就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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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吧，就是他的相簿真的比較少…因為一次就只能放那幾本，那你如果要換

版面的話可能就要拿掉。」（R06，F，22歲） 

二、 平台更迭對使用者的行為影響 

從 TaipeiLink到無名小站，兩者在功能上的差異，也造成網路相簿使用行為

上的變化。根據訪談資料顯示，對曾經使用 TaipeiLink，而今轉入無名小站的受

訪者而言，平台更迭對他們行為上最重要的影響在於：（1）刊載相簿、相片的數

量增加；（2）改以套用體例來取代修改語法；（3）啟用網誌；（4）網路交友行為

銳減。 

（一） 刊載相簿、相片數量增加 

表 7 受訪者網路相簿使用情形(~2005.06) 

 相簿數 相片數 連結數 留言數 總瀏覽量 
R01 23 753 8 32 1315
R02 1 1 28 close 511320
R03 22 327 10 32 1360
R04 23 985 49 1001 36892
R05 17 397 15 92 5732
R06 19 312 43 803 2725
R07 24 1069 46 3612 182485
R08 16 1623 38 824 51799
R09 10 484 29 close 9159
R10 -- -- -- -- --
Q11 18 1511 47 1263 141093
Q12 41 1204 48 1228 185737
Q13 10 564 49 1051 230814

無名小站不對個別使用者刊載的相簿、相片數量設限，而是改以提供個別會

員 30mb的相簿容量；相簿使用者可以運用軟體壓縮圖片尺寸，藉此減少容量的

耗損，並隨個人意願編列、設置或取消相簿。而統計受訪者的相簿使用情形後發

現，除因騷擾事件選擇關閉相簿的受訪者 02，以及並未啟用相簿的受訪者 R10

之外，其餘受訪者均有超過 10本以上的相簿，擁有的相片從百張到千張不等，

數量十分可觀（見表 7）。但對曾經體驗過 TaipeiLink設有相簿與相片數量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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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來說，此一現象在過去幾乎不可能發生： 

「Link當然它的限制就是相本有限，一本都只能放二十張相片，我那時候

就有一個困擾，就是到底要怎麼分類我的相本。有時候它是幾個主題在一

起，可能就要花一些時間去設定；有時候是特別發生的事情的話，又要把它

設成一個相本，那移來移去我覺得蠻浪費時間。可是無名就是你可以新增任

何一本相本，然後那個相本又不限張數，標題跟 memo的地方都有，比較開

放式。」（R07，F，30歲） 

（二） 改以「套用體例」取代「修改語法」 

TaipeiLink與無名小站共同特色在於，使用者可以透過對網頁語法進行修

改，更換相簿和留言版的背景、字型、圖片樣式。12位擁有相簿的受訪者均曾

修改語法，他們認為修改語法意味著賦予相簿更具個人風格的特質，同時也可滿

足使用者的控制欲望。無名小站更將語法修改列為獨立操作頁，並提供可直接套

用的體例，讓成員在免去修改之苦的同時，仍可享有部分替換語法的權力。因此，

部分受訪者自遷移至無名小站之後，即改以「套用體例」的方式取代修改語法。

對他們而言，套用體例的優點在於既能省去修改語法的時間，又仍能保全相簿的

獨特性： 

「以前 Link很單調嘛，就是自己在那邊改語法那些，弄得很累。一開始搬

到無名那邊也是需要這樣子改，不過後來它可能是站長的關係，裡面會套用

一些背景，也是弄得很豐富很漂亮很好看…後來是想說，既然站長已經幫我

們套好有設定了…所以我就偶爾會用她們，然後自己把背景改掉而已。」

（R04，F，23歲） 

（三） 啟用「網誌」 

過去在 TaipeiLink時代，使用者會利用個人資料頁面的空欄，或是留言板上

方「板主的話」的空間，撰寫當日心情、所見所聞與生活境況。但自無名小站開

始提供「網誌」以來，越來越多的相簿使用者改採網誌功能，以圖、文並進的方

式記錄生活。還有受訪者認為，網誌的文字遠比相簿更能展露個人思維、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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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度： 

「我很愛寫網誌，之前 Link 沒有網誌的時候，我就必須要在留言版花很長

的一個段落，然後它語法就必須先設好…網誌的話我會寫一個深入的東西、

分析的東西，還有一些想要給大家一點點思考空間的東西。」（R07，F，30

歲） 

（四） 網路交友行為銳減 

訪談資料顯示，曾使用 TaipeiLink的 10位受訪者，過去均有藉網路相簿結

交網友的經驗。但在遷站之後，受訪者熱衷的交友行為逐漸淡化。他們認為，這

除了是因自己年齡漸長、生活壓力增加，也和無名小站相簿的風氣轉變有關： 

「從我換到無名之後，我覺得感覺真的差蠻多的，以前對我們來講就是一種

休閒活動，像在玩一樣，可是換來無名之後，可能自己年紀也比較大也過比

較久，就不覺得是用來認識朋友的。」（R08，F，25歲） 

在評比相簿平台的服務品質優劣時，受訪者多對無名小站讚譽有佳，但一論及相

簿使用情形和其間風氣，女性受訪者均點出，無名小站「裸露」風氣至上，令其

十分反感： 

「我覺得無名它有一點不太好的地方，就是它的熱門排行都是那個比較裸露

的照片，比較不雅觀的…總覺得跟 Link 有蠻大不一樣的地方，就是它們現

在那個十大排行榜，有很多都是比較不雅的照片；穿得很少很清涼，不然就

是刻意去展現女性的器官啊，什麼身體重要器官的照片。自己是女生嘛，當

然不會想要看那些」（R08，F，25歲） 

其中又以曾待過 TaipeiLink的受訪者反應最為激烈。他們認為相簿變質的情形不

僅引發惡感，也加深他們對相簿使用者「他／我之分」的區別，將惡性逐名者視

為無名族群，和以分享生活為目的的 TaipeiLink族群風格迥異： 

「我喜歡以前 TaipeiLink的照片，就是大家都是分享自己的生活照，但是問

題是現在我就覺得無名看多了，你就會看到很多 model或是很多比較裸露的

照片，我覺得那種感覺完全就變調了，就是好像變成一個成名的手段，而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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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是為了分享自己的生活。」（R02，F，25歲） 

受訪者的主動區辨行為，除標示兩個平台在揭載內容上的差異，也顯示受訪

者並非將所有平台齊一而論；他們心中自有一條區分群體界線的尺規，不同的平

台、使用者和相片風格，對他們來說代表了群體之別。而在區辨之餘，受訪者也

會從中尋找、標示自己所屬的定位，以及與他群的差異所在： 

「我們都比較喜歡 TaipeiLink的環境，因為我們剛開始玩相簿的時候，那個

環境相較之下是比較單純的…其實我覺得她們的心態跟我們是有點不一樣

的，她們常常就會去衝十大什麼的，可是對我們來講，我們會覺得說最好都

不要上十大，其實老實說困擾會多過開心的程度。」（R08，F，25歲） 

許樂（Schuler, 1996）在分析虛擬社群時曾經指出，虛擬社群是由一群彼此相依，

在思想上又擁有某種共通性，同時抱持著「社群意識」的人所組成，受訪者的言

談中即展現此一特質。儘管他們在物理距離上未必親近，但在思想和社群意識

上，都具有「我們是來自 TaipeiLink」、「我們不同於他群」的想法，也顯示網路

相簿的世界確有可能發展出社群意識的雛型。 

三、 PTT Beauty板與網路相簿的共生關係 

討論網路相簿生態演變時，PTT BBS的 Beauty板是另股不容忽視的力量。 

（一） Beauty板生態描述 

PTT BBS 連同分站總計有六十萬以上的註冊會員，尖峰時段曾創下同時有

七萬人上線的紀錄；站上提供兩萬個以上的主題看板，號稱是全台最大的 BBS

站20。該站 Beauty板成立於 2001 年以前，創板目的是為提供網友一處討論「台

大校園／校外帥哥美女」的空間。而在成員組成結構部份，曾經參與管理事務的

受訪者 10指出，男性是該板的主要組成份子，因此板上討論觀看的重點多為女

性相簿： 

「都是男的，沒有啦，我猜大概 7:3（男：女）…（女生）對，是比較少的，

雖然寄信給我大多是女性，就是『請幫我砍文』之類的。男生都是在看相簿

                                                 
20 見 http://www.ptt.c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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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然後如果積極一點的，看完就去留言了；比較無聊一點的，看完就去罵

了。女生喔，女生我不知道欸，會有女生逛 Beauty板嗎？有的話就是被 PO

上去，然後來看一下大家的評價吧？」（R10，M，22歲） 

網友性別比例上的落差，也間接影響了板面的討論風氣。受訪者就注意到，板上

討論逐漸走向以相片交換為主，心得分享或網友間的討論越來越難於發生： 

「這個板幾乎沒有討論的空間，大家就是『好看！』，然後就下一篇，很少

會有回很長的文。回很長的人又會有人說，『不要講那麼多，看相簿就對了』。

這種也很難討論，因為你覺得美他覺得醜，所以也沒什麼好（討論）。就是

每個人各持己見吧。」（R10，M，22歲） 

BBS的使用環境不若 WWW兼具影音效果，主要是透過「文字」進行互動，

顧為彌補線索不足的缺憾，使用者會利用狀聲辭、文字表情或自謙式口吻發言。

在 Beauty板上，網友間的討論主要以（1）「發表」和（2）「推文」為主。「發表」

是在板內張貼一篇完整的文章，主題包括自我推薦、尋人或答覆其他網友詢問，

有時也會出現使用者觀察「Beauty板」的心得。「推文」每次只有一行十數個字

的限制，以「推」字樣標示於前，發表的內容不是結構完整的文章，而是以一句

話來表達閱文心得。由於其內容比較輕鬆詼諧，是故時常成為使用者間非即時性

的互動方式，並成為判別文章熱門程度的依據。例如，板主發表公告時，板友會

大量利用推文回覆，內容以逗趣、戲謔為主，甚至還會出現離題討論： 

小狐不反對貼兇照21，但請不要讓大家有到了西斯22的錯覺…先謝謝表特23眾

的配合。小狐拜謝～<(_ _)> 

推 zingaro:推小狐 

推 shihyuan:恩   我贊成 

推 souening:可以要小狐的照片嗎? -/////- 

推 JackyMing:我要推小狐～…（FoxTz，Beauty板） 
                                                 
21 Beauty板用語，取「胸」之諧音，指「裸露、露胸」照片之意。 
22 PTT BBS用語，取「sex」之諧音，即「性話題」討論板。 
23 PTT BBS用語，取「beauty」之諧音，即「帥哥美女」討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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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閒談式的對話雖然是 Beauty板上常見的討論風格，但

有時也會造成相簿主的困擾。就有受訪者點出，Beauty板的網友在刊載網路美女

相簿之後，常會對相簿主的生活妄加揣測或批評，甚至污衊相簿主的聲名： 

「如果今天那個人自己去衝十大，或去 PO 說我是網路美女妳們來看，那也

就算了，可是很多人是被人家放上去還被攻擊，那又何必呢…可能很多人沒

有考慮到，他們這樣講出去對人造成的傷害有多大，就只是很單純的講。」

（R08，F，25歲） 

這個現象也突顯出，當相簿主意欲利用網路相簿與他人分享生活點滴時，極有可

能面臨影像內容遭到誤解、扭曲，或逸走於個人控制範圍之外的情形，是網路相

簿使用無法避免的風險。 

（二） 網路相簿扭轉 Beauty板純文字溝通方式、Beauty板擴張網路

相簿點閱率 

創板初期，網路相簿不若今日普及，討論文章多是以「今天下午幾點，在某

大學某教室看到一個打扮如何如何的美女，請問她是誰？」的形式出現。使用者

會透過大量的文字敘述來形容對方的身材樣貌，並試圖透過網友們的連結與回

應，獲取對方更詳盡的個人資訊。但隨網路相簿平台增加，相簿使用逐漸普及，

原有的文字敘述逐漸被「網路相簿位址」所取代。網友會主動要求、索取討論對

象的相簿位址： 

「以前比較多是講某些人，他朋友就會過來灌，可是現在就是兩三篇就有人

來罵，就有人會說友情推。應該說他們現在覺得沒有相簿就不行，或是不漂

亮就是要罵一下。」（R10，M，22歲） 

換言之，網路相簿的興起已經扭轉了 Beauty板的溝通方式；如今網友不再

滿足於純文字的討論形式，而開始將影像的概念帶入 BBS訊息之中。這不僅促

成新的文章發表形式浮現，也助長了網路相簿的點閱率和影響力擴增；過去只在

平台出現的網路相簿，如今透過 BBS的訊息傳遞，往往能在短時間內創下驚人

的點閱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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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無名相簿首頁都是她  

這應該是史上最強了吧  

！！  

推 ezalive:有四分之一人氣是今天造成的  XD 

推 jack730926:真是太強了啦...XD 

推 aTguy:唔  我也想阿 (作夢) 

推 ccc73123:不只四分之一吧...我想超過二分之一 

推 gjijo:沒來 ptt的人可能會覺得莫名其妙 

推 ksaon:紅爆的原因大概是因為大家都在這個版點連結 

（alwaysgood，Beauty版） 

換言之，網路相簿如今成為 Beauty板訊息內容的主要來源，Beauty板則助長網

路相簿的瀏覽率提升；影像概念的滲入，使兩者之間的關係更趨密不可分。 

（三） Beauty板助長網路名人的崛起 

Beauty板助長網路相簿瀏覽率的增加，也促成容貌秀異的相簿主興起，這類

相簿主往往能夠一再吸引網友討論、點閱，成為熱門的網路美女，甚至進一步吸

引媒體報導，在實體世界一炮而紅。例如，TVBS新聞女主播王怡仁，過去就曾

是 Beauty板上知名的網路美女： 

我在某一處看到這個聳動ㄉ標題 

然後再想到之前跟一位某 tvbs新聞主管吃過飯 

他曾跟我說目前正積極培養幾個不輸給侯佩岑主播ㄉ新人 

不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則消息呢^^ 

祝福小狐狸～～真是太優秀了 （tinkin，Beauty板） 

網路相簿與 Beauty板的交互影響，除了捧紅容貌秀異的網路美女，也讓以

搜尋美女圖片或個人資訊見長的網友，成為板上高知名度的使用者。譬如，Beauty

板上被網友戲稱為網路神龍的 Z9，就以善尋網路美女資訊聞名，不僅是 Beauty

板上的知名人物，也數度成為媒體報導的對象，甚至連其相簿與私生活都成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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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關注的焦點： 

「說到批踢踢的表特版，除了捧出多位著名網路美女之外，最代表性的人物

可能就是號稱無所不『神』的 Z9 神龍了…Z9常會有出人意料的驚人尋人功

力，依據網友簡短描述的網路美女特徵，就把相簿給找了出來。」（朱正庭，

2004 年 10月 31日） 

這些情形顯示出，Beauty板的興起，不僅會與網路相簿發生交互影響，連帶也會

促成新的網路名人出現，而這些新興的網路名人，同時也是網友之間追逐、好奇

的焦點。 

（四） Beauty板改變相簿使用行為 

Beauty板對網路美女的推波助欄，以及對高點閱率的貢獻，造成相簿使用者

兩極反應。部份使用者為求點閱率增加，不惜拍攝聳動性感照片，或採取自行推

薦的方式，以吸引 Beauty板網友討論，增加個人知名度： 

「有些人是真的想要放照片吧，就是跟國外或是遠距離的朋友分享，但是也

有些人是想要衝人氣啊，或是到熱門相簿很爽啊。我覺得之前就常常有人貼

自己的相簿，或者用別人的名字推薦相簿這樣，然後大部分都會被發現，就

被噓…無名最近越來越誇張了，以前還好，現在熱門相簿第一頁全部都是那

種（裸露）的。男生多少都會看一下啊，可是我覺得還好啦，就是他們還願

意露，那大家當然就願意看。」（R10，M，22歲） 

也有受訪者一旦發現自己成為話題，會立即採行照片下架和關閉相簿的防杜措

施。而就連曾參與板面管理事務的受訪者都指出，Beauty板追索相片和品頭論足

的情形，也影響了他利用網路相簿刊載影像的意願，甚至會要求朋友將他的相片

挪去： 

「PTT常常會有什麼事件什麼事件，那個對當事人的影響真的是很大的，因

為瀏覽的人數太多，這樣一討論下來就不得了…你看他們有的人一被放上

去，立刻就會把相本關掉，就是因為不想被這樣子討論。」（R08，F，25歲） 

「我不是很喜歡用網路相簿，我覺得怪怪的；我總覺得一弄的話，不知道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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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會被 PO上去。原本我就沒有很想要開了，因為我之前就不是很喜歡照

相，我就覺得照像很奇怪，之後就更不想開了…網路上實在太容易找到一些

有的沒的，我會叫他們（朋友）不要放我的相片到他們相簿裡，就算放了也

不能寫 ID。我實在不喜歡被 PO上去，因為不知道會有什麼下場。」（R10，

M，22歲） 

顯見 Beauty板的討論趨勢，確實已對網路相簿使用行為造成影響。也有受訪者

直言，如今相簿平台風氣的變質，其實與 Beauty板的逐美之風不無關係：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趨勢吧，因為像無名為甚麼會變成這樣讓人感覺很不舒

服，可能有些人是為了成名，或多或少跟 Beauty 板也是有關係…有些女孩

子她為了想要紅或什麼的，她大可 PO 在 Beauty 板上，然後大家就去看她

的相簿，那她就上熱門，我覺得這是連帶的。」（R02，F，25歲） 

整合而論，網路相簿和 Beauty板之間存在交互影響的關連：網路相簿提供

Beauty板討論發言的內容依據，同時改變了過去 BBS以純文字為基礎的溝通方

式，將影像的概念帶入 BBS之中。而 Beauty板的討論一方面增加網路相簿的點

閱率，另一方面則促成網路名人崛起；但當相簿使用者開始意識到 Beauty板可

能發揮的影響力之後，往往會進一步對個人相簿使用行為採取修正措施，進而影

響其網路相簿使用行為。 

四、 小結 

本節針對網路相簿生態進行簡略分析。研究發現 13位受訪者中，有 10位先

後使用過 TaipeiLink和無名小站網路相簿，同時參與、見證了兩個相簿平台的轉

變。據訪談資料顯示，無名小站之所以能夠超越 TaipeiLink成為第一大站，與其

兼具（1）系統穩定、（2）操作速度敏捷、（3）功能強大和（4）容量寬廣的優勢

有關。在替換平台之後，受訪者的相簿使用行為也隨之變化，主要是表現在：（1）

刊載相簿、相片的數量增加；（2）改以套用體例來取代修改語法；（3）啟用網誌；

（4）網路交友行為銳減等行動之上。 

此外，除對兩處相簿平台進行功能性的比較，受訪者們也反覆以「他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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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說法，區辨自己與其他使用者在觀念、行為上的差異。這也顯示出，在網

路相簿的世界裡存有各種群體關係，受訪者除了知覺不同群體的存在，亦會試圖

從中尋找自己的定位。再者，網路相簿的崛起也和 PTT BBS站的 Beauty板關係

密切。該板挾其高瀏覽率，不僅促成網路相簿瀏覽和點閱率的增加，也帶動新的

網路名人出現。而網路相簿的興起，也為純文字溝通的 BBS環境注入新的討論

方式，「相簿網址」取代大篇幅的文字敘述，成為網友交流的重點。其次，對 Beauty

板討論趨勢的知覺，也會反向牽動網路相簿使用行為。部份使用者會刻意拍攝聳

動性感的照片，也有使用者一發現自己成為討論話題，立刻採行防杜措施。無論

使用者的反應正負，但都顯示出 Beauty板在網路相簿發展的過程裡，確實具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力。 

第二節  網路相簿使用行為 

本節區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整理網路相簿的使用動機，第二部份簡介網路

相簿使用行為，包括「觀看」與「發表」兩種行動，第三部份針對網路相簿使用

行為的影響進行說明。 

一、 網路相簿使用動機 

（一） 持具設備與友人引介是啟用相簿的主因 

根據訪談資料顯示，受訪者主要是因為（1）設備的持具和（2）友人的引介，

進而開始啟用網路相簿。設備的持具意指數位相機的添購；數位相機是以數位檔

案的形式輸出影像，受訪者可直接將成果上傳網路相簿，因此就有受訪者表示，

添購數位相機是激起他們近用網路相簿的起因： 

「我剛開始有數位相機的時候，剛好有一個朋友有，我就跟她說我也要一個

相本，她就說很簡單去申請就好，而且步驟很簡單。所以設定之後我就開始

上傳相片。那時候的關鍵就是因為剛好買了數位相機。」（R07，F，30歲） 

這是因為網路相簿本是因應數位影像檔案的儲存需求而生，遠比傳統相簿更

具進入門檻，使用者必須克服數位相機、掃瞄器、電腦、網路等設備的限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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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完成（1）拍攝、（2）轉檔、（3）和上傳數個步驟之後，才能啟用網路相簿。

缺乏硬體設備的使用者，必須另覓替代方案，或付出其他代價作為交換；其間過

程的複雜與不便，常會減損使用者近用的意願和行動。譬如就有受訪者提及，在

沒有數位相機的前提下使用網路相簿，致使她必須外借設備、看人臉色，連帶也

影響使用意願和行動： 

「我一開始玩相簿的時候並沒有數位相機，都是去抓別人的。或是別人有掃

描器，就是求她幫我掃幾張上去，然後都要看人家的臉色，也會有點小鬱悶，

慢慢的就想要去買台數位相機。」（R04，F，23歲） 

其次，友人的引介也是促成受訪者啟用網路相簿的動力之一。有些受訪者是

基於好奇、嚐新的心態，也有受訪者是考量到自己身居異地，意欲藉助網路相簿

無遠弗屆的功能，克服物理距離的限制，維繫實體世界原有的社交關係：  

「一開始是因為我之前在國外唸書，那一些朋友他們都在台灣...因為我們跟

台灣有時差，所以這樣的話就是可以留言。即時通的程式因為時間不同，很

難遇得到…相本的話你可以看到對方的近況，又可以聊天，我就覺得蠻不

錯。」（R09，F，25歲） 

換言之，在啟用網路相簿的初期，受訪者將網路相簿視為一種新型態的科技

產品，一方面以好奇的態度進行摸索，另方面則對網路「克服距離」、「無遠弗屆」

等特質寄予高度肯定，意欲借助科技的力量來鞏固現實世界的友誼。至於平台提

供的服務品質、網路相簿引發的後續效應，在相簿啟用初期均罕為人論。荷姆斯

（Holmes, 1997）認為，這是因為初期的網路使用者，多習慣將網路視作「面對

面溝通」的延伸所致。因此，初期使用者的目的通常只在借其力模擬近距離溝通，

以求延續實體世界的關係，卻未能意識到網路相簿可能開創的存在方式、價值、

時間感與文化過程。 

（二） 平台功能的考量和網友鼓吹的力量是續用的關鍵 

然隨參與時間漸長，受訪者對相簿平台的觀點也會出現變化。筆者進行調查

期間，曾經一度發生 TaipeiLink調整經營策略的事件，此舉導致 TaipeiLink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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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大量遷徙，無名小站乘勢而起。而此一遷徙過程不僅反映出相簿平台間的勢力

消長，也讓受訪者有重新思考、選擇相簿平台的機會。而從其反應看來，他們再

次選擇網路相簿平台時的挑選標準，已截然不同於啟用之初的考量；如今影響受

訪者續用、選擇網路相簿平台的因素，與（1）相簿平台的特質，以及（2）網友

的鼓吹相關。 

在相簿平台的特質部份，諸如（1）相簿平台的穩定性、（2）介面操作的難

易度、（3）附加功能（語法修改、網誌、統計排行），以及（4）平台的知名度，

都是受訪者在挑選落腳處時的考量因素。這除因受訪者已歷經一段時間的參與，

多已克服硬體設備的門檻，也和其愈發仰賴網路相簿的習慣有關： 

「（使用網路相簿）就是『像喝可樂一樣』吧，就是不喝也不會死，可是每

天就是忍不住要喝一瓶…譬如說你出國沒有網路沒有相簿也不會覺得怎麼

樣，可是你一回來就會覺得還是開一下好了。」（R08，F，25歲） 

在此前提之下，不穩定的相簿平台極易造成受訪者使用上的障礙，更換至穩定的

平台，便成為他們選擇相簿平台的當務之急： 

「TaipeiLink 有一陣子還蠻不穩定…其實（Link）那時候就是常常當掉什麼

的所以很煩，那電腦已經很慢了還這樣就就很煩…就像是 MSN 玩壞掉一

樣，你就會有一個疙瘩在，就會不斷嘗試想要登入，但就是不能登入這樣。」

（R08，F，25歲） 

其次，受訪者啟用網路相簿初期，因尚不熟悉操作功能，是故只要有基本的

相簿與留言板服務即可滿足。但隨參與時間漸久，他們不但會在原有的基本功能

上自行變化，對相簿的操控以及功能的想望也逐漸增強： 

「無名的功能比較適用我自己。我很愛寫網誌，之前 Link沒有網誌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在留言版花很長的一個段落，然後它語法就必須先設好。」

（R07，F，30歲） 

因此，附設網誌和進階功能（如語法修改、限制觀看、悄悄話留言），在流量與

容量上又遠較 TaipeiLink 更具余裕的無名小站（見表 6）方能乘勢而起，招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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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使用者的加入。其中，又以網誌（Blog）和語法編輯的功能對受訪者最具吸引

力。接受訪談的 13位受訪者中，有 9位啟用了無名小站的網誌功能，12位曾經

進行修改語法的動作。網誌提供了受訪者圖文並用，展示個人多重面向的可能，

語法編輯則讓受訪者可以自行塑造網路相簿的視覺風格；兩項功能不僅都是吸引

受訪者加入平台的重點，也反映出受訪者在經營網路相簿時，越來越致力於個人

化風格的營造： 

「無名的相簿的介面我會比較習慣…就是大家比較能經營出自己的風格，很

多人就是底圖會用自己的照片，然後弄得很花俏什麼的，可是我看其他很多

相簿像 PChome那些也不會這樣，很多相簿都沒有這種個人化功能。」（R01，

F，24歲） 

這種個人化的功能，除可滿足使用者的操控慾望，也反映出他們對於網路相簿的

想像已經出現變化：如今他們不再只將網路相簿視作儲存檔案的硬碟空間，或是

實體世界的溝通輔弼，而是視它為一處展現個人風格的舞台，上頭刊載的影像、

文字和設計，都是個人特質的倒影。是以，修改語法的行動，不單只是為了增添

網站的視覺效果而已，也和使用者意欲透過網路相簿建立個人形象有關： 

「我會覺得那個代表我的品味吧，就是我設計出來的顏色配色，還有字形大

小，還有看起來的感覺，會喜歡是有我自己的風格，或是看到那個感覺會跟

我自己的喜好很像…像我現在沒空我還是會去弄，我不喜歡那種有一陣子完

全沒有去更動，完全沒有人來過的感覺；就主人都不在，然後大家都不知道

去哪裡的感覺。」（R07，F，30歲） 

對於無法修改語法的相簿平台，受訪者更毫不諱言自己的不滿： 

「最不喜歡 PhotoLink的那一個，到後來幾乎沒有用過，感覺上整個格式太

過於生硬，而且沒有個人創意的發展空間。」（Q13，F，25歲） 

柯洛克與史密斯（Kollock & Smith, 1999:8）曾經指出，WWW環境因為兼

納圖文影音功能，遠較網路文字溝通更具深度互動的潛能，是故可助長使用者在

網路上發展進一步的關係。也就是說，結合影像與文字功能的網路相簿，不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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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營造個人風格的舞台，還是網友間彼此認識、發展關係的利基點。這種肇

因於網路相簿的互動關係，影響力毫不遜於實體世界的友誼，從其左右使用者續

用網路相簿的情形即可窺知一斑： 

「一方面是我有朋友就是剛開始有用無名，他就跟我講說那個容量大，傳輸

速度也很快就是，然後就一直拖我們去。我本來還蠻支持 TaipeiLink，就說

不行我們要在舊家，然後一看過去就說好吧，那就來吧。像我們現在這幾個

朋友，大部分就是一整票過來的。」（R06，F，22歲） 

受訪者 06所提及的「一票朋友」，是她透過網路相簿結識的團體，她們之間

不但會互相瀏覽相簿、簽寫留言，就連選擇新的相簿平台時，都是以集體方式遷

移。此一行為顯示，使用者過去將網路視為「面對面溝通之延伸」的想法已逐漸

瓦解，如今取代而生的是網路相簿內的群體關係，以及此一關係對使用行為的動

員力量。 

簡言之，網路相簿是一種新興的科技產品，在近用上有其門檻與條件限制，

首次接觸的使用者通常必須克服硬體設備的限制，或經實體世界的友人引介，才

有可能進一步啟用參與。但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涉入之後，使用者不再拘泥於外部

設備的考量，而會進一步對網路相簿的功能和性質產生需求。同時，使用者於相

簿內發展出的網路群體關係，亦會反向影響其相簿使用行為。是以，從啟用到續

用間的心路歷程，呈現出「先問外部設備與實體關係，後重內部功能和網路互動」

的轉折。 

二、 網路相簿使用行為 

網路相簿是由（1）相簿；（2）留言板；（3）個人資料；（4）連結區（我的

最愛）等頁面所組成。無名小站另外提供會員（5）修改語法，以及（6）網誌空

間供操作管理之用（見附錄 2、附錄 3）。在使用頻率部分，12位網路相簿使用

者中有 10位採每日登入相簿，其餘 2位受限於工作和課業限制，但一週至少會

登入一至二次。上線後的主要活動包括：（1）發表 和（2）觀看兩種行動（見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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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網路相簿使用行為 

發表  更新相片：於個人相簿發表相片檔案 
 主動留言：於友人或他人相簿留下文字訊息 
 回覆留言：於個人留言板回覆他人留下的文字訊息 

觀看  相簿：觀看（1）自己（2）朋友（3）他人的相片檔案 
 留言板：觀看（1）自己（2）朋友（3）他人的留言版文字訊息 
 板面設計：觀看（1）自己（2）朋友（3）他人的板面語法設計 

（一） 網路相簿中的發表行為 

1. 發表行為的目的 

發表意指使用者登入網路相簿後，所進行的張貼（1）相片、（2）標題／圖

說、（3）留言、和（4）板面設計的行動（見表 9）。其中，相簿的發表行為是由

相簿主單向發佈，相簿主可以自行決定上傳的內容；留言板的發表行動則不限於

相簿主本人，其他訪客也可在留言板上發佈文字訊息，展開多方互動。這些發表

行動需要花費額外的精神和時間經營，但使用者仍樂此不疲；就有受訪者指出，

除了上傳相片之外，她對圖說、留言也格外費心： 

「我就會希望可以給人一種看之外的心情上的東西；心情上譬如愉快的或是

感動的，那我就會花心思在這個上面…我不希望人家已經好心來留言給我，

卻因為我沒有時間而讓他們有那種『沒有注意到我』的感覺。如果不回就全

部都不回，如果要回就通通都回…有些人會說為了什麼瑣事，大事都沒去

做，我覺得那都是藉口。可能會有點犧牲，犧牲掉睡眠時間啦，可是都是作

得到的範圍。」（R07，F，30歲） 

網路相簿使用者從事發表的目的係為（1）建構個人網路形象、（2）分享資訊，

以及（3）與他人進行互動。譬如受訪者 07就將自己的相簿形容為精心耕耘的花

園，她希望透過資訊分享，讓人深入瞭解她的性格，並謀求發展互動的可能： 

「如果你今天給人的感覺只是假花，用偷摘別人或模仿別人種出什麼品種的

話，別人也不會覺得你有什麼了不起。那我覺得我要做的就是研發一個讓大

家慕名而來的花，然後我喜歡給別人看，就是分享，讓大家知道我很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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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我這個人是怎麼樣。」（R07，F，30歲） 

表 9 網路相簿發表內容 

 相片：個人照片 
 含「自拍照」、「藝術／外拍照」、「生活照」和「藏物照」四種類

型（附錄 4） 
相簿 

(影像、文
字) 

 標題／圖說：置放於相片展示頁上方的標題，和下方的圖片解

說。 
 內容包括（1）對攝影情境的描述、（2）對相片內容（如人物地
點）的說明、（3）與拍攝情境和相片內容無關，使用者利用整本

相簿的圖說來串成小說／散文／故事式的內容 
 留言：由受訪者主動連結至其他相簿主的留言版，並於該處留言

給相簿主。 
 含「詢問請益」「讚美鼓勵」「交友聯繫」「批評攻擊」「廣告」「悄

悄話」 
留言板 
(文字) 

 回覆：其他使用者或相簿主連結至受訪者的留言板，並於該處留

言給受訪者。 
板面設計 
(HTML
語言) 

 語法：受訪者於個人相簿和留言板發表的板面設計體例 

2. 發表內容的特性 

在發表內容部份，網路相簿上最常見的相片類型包括「自拍照」、「外拍／藝

術照」、「生活照」和「藏物照」四種（見附錄 4）；最常發表的留言板訊息，則

以「詢問請益」、「讚美鼓勵」、「示好交友」、「批評攻擊」、「悄悄話」、「廣告」居

多（見附錄 5），這些發表內容具有如下特徵： 

（1）網路相簿發表的內容是人為篩選、建構的結果。 

凱爾納（Kellner, 2002）討論視覺影像時曾經指出，任何透過媒介中介的影

像都必然帶有人為建構的特質，尤以數位文化中的影像最能經由科技手段為人組

構、轉換、精煉和修改。網路相簿不只承繼此一特性，更因多增一道「從相機到

電腦，再到網路」的上傳手續，賦予使用者更多篩選、修正的機會。筆者發現，

當談及相片的選取和發表過程時，受訪者展現出一種「拼湊」的態度；她們會利

用既存的資料進行處理和安排，包括篩選相片、修圖，再重新組構成他們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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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被看見的網路形象： 

「我放上去的照片還是會經過篩選，不會像說自己電腦裡的相簿一樣多…我

會放比較我覺得自己拍比較漂亮的，或者放一些比較代表性的，譬如說我去

玩的景點的部份、跟我合照的人是誰。」（R08，F，25歲） 

對此，尼特（Knight,  2000）就認為，當我們在觀看那些「被呈現」的事物

時，還應找出那些「未被呈現」，或遭到「刪除、迴避」的物件，因為它們不僅

揭示了網路影像的人為特性，也能幫助我們理解受訪者所認同、嚮往的價值。有

鑑於此，本研究除彙整網路相簿刊載的影像訊息之外，還試圖透過訪談和觀察的

方式，找出網路相簿中「呈現」與「未現」的內容進行比對，進而發現網路相簿

有呈現歡樂、美好、流行以及正向情緒的傾向。 

（2）網路相簿以呈現歡樂、美好、正向的事物為主。 

在發表影像訊息之前，有些受訪者會以修圖彌補容貌上的瑕疵，也有受訪者

會過濾不好看的影像，刻意避免負面事物的揭櫫： 

「很醜的相片絕對不會放上去。是臉，表情醜的，譬如說眼睛一大一小或是

翻白眼，或是臉拍得很胖之類的，就是那種會『天啊怎麼拍得那麼醜』的照

片。不但不會放上去，還會立刻想要把它刪掉。」（R01，F，24歲） 

雖燃也有受訪者曾經發表自己在感情上的不愉快，但目的並非渲染負面情緒，而

是意圖藉由相片和詼諧的圖說，營造個人幽默、開朗的形象。例如，受訪者 07

將自己的不愉快事件作為拍攝相片的腳本，儘管相簿原係因感情困擾而生，然其

幽默、有趣的呈現方式，不僅贏得網友讚賞，更為個人形象加分： 

「有啊我很喜歡看你的迪士尼相本~~以後要再出續集喔!...而且覺得你很漂

亮 小男友也很帥 很喜歡你過的生活。」（留言 01，2004/11/19） 

網路相簿也常見相簿主發表個人用品圖片的情形。這些被張貼的圖片以「名

牌飾品」居多；有些使用者會在圖說部份強調品牌和價格，還有使用者會以名牌

飾品海報作為背景昭示個人所好。這種情形一度引發大批使用者效尤，讓網路相

簿幾度出現「名牌」成為一種共通風景的現象。這除反映相簿使用者相互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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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量，以及他們意欲為人連結的符號意義之外，更揭示了相簿使用者向上認同的

社會階級和價值觀趨向。而從某些未持名牌用品，卻刻意安插名牌圖片，以暗示

自己和名牌具有關連的受訪者行動看來，更證明網路相簿充滿了戲耍、造作視覺

影像的可能──即使沒有，也可以透過視覺影像的運用，營造出「彷彿」擁有的

錯覺。 

前述氛圍同樣也展現在留言板的發表行為中。盧諭偉（1999）曾經指出，網

友會透過幽默的言談為自己建立和善形象，並避免因發言引發誤解或網路衝突，

網路相簿使用者的留言行為亦展現相同特色。比如說，受訪者在留言時會大量運

用狀聲辭（如：喔、啦、啊）、口語化用語（漂釀=漂亮、8181=Bye bye）和表情

符號（XD：大笑、: P：吐舌頭），彌補溝通線索的不足： 

「呵呵 就是要恭喜【R01】研究所畢業囉~~啪啪啪!!!那 那 那....照片要趕

快放上來喔^_^....」（留言 02，2005/06/04） 

也有受訪者指出，即使他們被騷擾的訊息激怒，也會因為顧慮旁人的觀看，刻意

壓抑自己的情緒，試圖以玩笑、輕鬆的方式緩頰： 

「那些交朋友的。有的我可能禮貌性丟個笑臉或你好這樣，可是我覺得今天

有一個考量是那是公共場所，否則就我們的個性，我們根本就不會理。」

（R08，F，25歲） 

而無論是發表相片、或刊載留言時的諸多考量，都顯示出受訪者致力於將網路相

簿經營出歡樂、美好、正面的互動氛圍。 

（3）留言板的發言多因相片影像而起，悄悄話式的討論風氣蔚然成形 

網路相簿留言板的發言內容多是針對相簿發表的影像而興，這是因為原本相

熟的朋友，在討論私人話題時會另循其他通訊管道，不相熟的訪客又只能透過影

像內容對相簿主進行認識所致。是以留言版的討論內容，多是環繞著相簿主近期

發表的影像內容打轉： 

「通常都是以照片為起點。譬如說你拍的照片很漂亮什麼的，然後順便就說

什麼時候要約吃飯…不然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的照片，互相說一下照片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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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之類的。MSN 的時候比較少提到照片漂不漂亮什麼的，因為你看的時候

是當下看到就覺得很漂亮的時候，就會立刻留言給她。」（R01，F，24歲） 

而自無名小站開始提供悄悄話功能以來，也有越來越多的使用者開始訴諸悄

悄話交換隱私話題。儘管悄悄話會導致他人無法經由觀看留言版理解相簿主的回

應，也讓原本可供多方參與的互動，成為相簿主與留言者兩人間的溝通，但對曾

經遭遇攻擊或隱私曝光的受訪者而言，「悄悄話」不啻是種在網路上保障隱私的

溝通方式，也帶動隱匿的討論蔚然成風： 

「我覺得無名有一個好處就是有悄悄話吧，那可能有一些網路上的朋友就會

說，妳們為什麼都用悄悄話，可是對我們來講，那是比較隱私的部份…有一

陣子比較誇張的就是我跟我姐約說，我們應該去哪裡吃下午茶，立刻就會有

人說妳們明天是不是要去哪哪哪，變成說人家會知道妳們行蹤之類的。」

（R08，F，25歲，） 

（二） 網路相簿中的觀看行為 

1. 觀看行為的目的 

雷因格德（Rheingold, 1993:164）在討論網路活動時曾經指出，「觀看」是網

路上最重要的行動，這是因為網路活動本為視覺感官的延伸，不論是WWW的

影像、文字或動畫，抑或 BBS介面的文字訊息，都是仰賴視覺而行。此外，人

們上線之後也會不斷進行「環視」（look around）的動作，以確認其他使用者的

存在。研究MUD’s的懷特（White, 2001）也強調，虛擬社群的成員無一外在於

「看」與「被看」的關係而存，對觀看的意識除了加深使用者繼續觀看、瀏覽的

行動，也會影響他們個人在網路上的各項表現。在網路相簿中，觀看不僅是受訪

者最常採行的活動，還是他們彼此認識、交流的開端；受訪者觀看的範圍包括網

路相簿與留言板，觀看的對象涵蓋（1）自己、（2）朋友和（3）他人。而論及觀

看的目的，受訪者多是基於（1）渴望理解不同的生活樣貌，以及（2）從觀看中

獲取愉悅，才持續在網路相簿平台中進行觀看、瀏覽的行動。 

（1）觀看相簿理解他人生活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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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的說法，觀看自己的相簿主要是為了回憶、檢閱過往的生活紀

錄，而觀看朋友的相簿，則是基於想要了解對方生活近況使然： 

「以前幾乎每天都會，就是去看一下同學啊朋友的相簿有沒有更新…比較能

夠看到她最近的近況，因為就算每天MSN也不一定可以看到她現在的…可

是如果她有更新他相簿的話，可能就可以看到她最近去了哪裡啊、拍了什麼

照片，還有造型變成什麼樣子。」（R01，F，24歲） 

除了前述兩者之外，其他受訪者也都有觀看陌生人網路相簿的經驗，有些受訪者

還會一再回頭重覆觀看固定使用者的相簿。他們之所以會一再觀看陌生人的網路

相簿，除因他人推薦感到好奇之外，也和相簿使用者渴望理解不同的生活樣貌有

關。但因使用者不可能逐一接觸所有的網路相簿，因此相簿平台的點閱排行，以

及 BBS Beauty板的討論串，便成為選擇觀看對象時的參考指標，網路美女則是

其中最受歡迎的觀看對象： 

「以前在 TaipeiLink的時候蠻愛看的…看美女吧，我喜歡看美女的…以前的

那種看是說，譬如說我很喜歡蘇小妹或誰，我會不斷不斷去看他的照片…就

覺得美女賞心悅目，然後看他去玩又覺得很棒，就會想說下次我也想要去她

玩過的地方，這樣也不錯。」（R08，F，25歲） 

有些使用者會進一步連結至對方的留言板，藉由觀察相簿主回覆、撰寫留言

的方式，揣擬對方的性格，以決定是否與之發生進一步的聯繫。對使用者而言，

相簿與留言版代表了不同的功能：相簿透過影像傳遞，可以揭示相簿主的外貌、

形姿與生活樣態，幫助受訪者拼湊對方的生活樣貌。留言版則因提供多方互動，

可從相簿主與人互動的風格、態度判斷其性格特質。因此，當無名小站開闢悄悄

話留言功能之後，就遭受訪者抱怨此舉阻礙使用者彼此了解的契機： 

「我不會一開始看這個相簿就很貿然的留言給他，我會先看一段時間…看他

回的內容。無名現在有悄悄話的功能，跟 Link 是很不一樣的差別…你就看

不到對方回什麼…沒辦法完全從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去了解她的個性。」

（R04，F，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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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看相簿獲取愉悅 

使用者不僅會透過觀看拼湊他人生活的樣貌，也會從觀看過程中獲取「愉悅

「(pleasure)。研究迷文化的簡妙如（1996）將「愉悅」定義為「一種歡愉的感受」，

產自於文本和閱聽人的互動之中。大眾文化研究者費斯克（John Fiske, 1989a, 

1989b）指出，閱聽人從文本中獲取的愉悅，包括了「閃躲／侮蔑的愉悅」

(evasion/offensive pleasure)和創造性愉悅(productive pleasure)兩種。前者是因文本

本身具有令人愉快的特質，閱聽人可從中獲得感官上的刺激滿足所致，後者則是

閱聽人融合個人經驗與想像，從解讀文本的過程裡所感受的歡愉情緒。費斯克與

簡妙如的研究雖係針對「迷社群」而行，但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對網路相簿的觀

看行為，不僅可視為閱聽人解讀文本行徑的一種，其觀看行為也展現出相似的反

應。 

比方說，訪談過程中發現，受訪者們一致認同，觀看「網路美女」相簿是最

令人愉快的活動，因為「網路美女」的容貌身形能帶來感官上的滿足，並使之產

生愉悅，與費斯克所倡之「閃躲÷侮蔑的愉悅」相符： 

「我喜歡看什麼相簿喔，嗯，我特別喜歡看那種可愛女生的照片，然後不是

那種裸露的那種。我還是喜歡那種看起來可愛可愛，然後就覺得看一看心情

蠻好的。」（R2，F，25歲） 

此外，使用者也會進一步去揣擬影中人的生活樣態，從中產生一種想像式的參與

感，並由中獲得滿足。因此，不論是觀看身居異地的友人近況、抑或欣賞網路美

女與自己截然不同的生活型態，都能讓他們藉由觀看影像的方式，去想像、體驗

個人未能親歷的生活經驗，獲得愉悅的滿足： 

「princessGin是我唯一會一直回去看，然後又是不認識的人。因為我覺得她

的照片都還蠻有趣的，就是她跟我是完全不同類型的人，因為她是那種常常

會泡夜店，然後幾乎每個禮拜都可以看到她這個禮拜去哪家夜店玩，然後去

party 什麼的。」（R01，F，24歲） 

「其實我覺得看人家的相簿其實還蠻有趣的，雖然我無法參與當下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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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可是我會藉由照片去跟她們分享一下。然後我會希望說，我的照片可以

帶給對方同樣的心情，就是跟她們分享我出去玩的快樂。」（R04，F，23歲） 

值得注意的是，筆者觀察發現，男性網友比較注重相簿主的容貌、身形，在

描述觀看網路相簿帶給他們的快樂時，也多聚焦於感官性的滿足。但相對而言，

女性受訪者還會細究相片中的各項細節，對相簿主的生活多所揣測、遐想，衍生

出想像式的參與感並獲取愉悅，顯示兩性在觀看行為上的差別。 

2. 觀看行為的特徵 

（1）網路美女是最受青睞的觀看對象 

不同性別的使用者在觀看行為上有所歧異，不過無分男女，「網路美女」都

是最能贏取青睞的觀看對象。使用者之所以獨鍾網路美女的相簿，主要是基於（1）

喜歡美好的事物、（2）對網路美女的生活感到好奇，和（3）同性競爭比較的心

態所致。此外，這也和網路相簿使用者本以女性居多的情形有關： 

「為什麼看女生喔，就是好奇現在一般的漂亮女生都長怎樣。男生的，因為

男生會放自己相簿連結的就沒有那麼多，自己朋友的也懶得看；有時候會去

看朋友的朋友，但是還是比較好奇女生。為什麼喔？因為自己是女生啊，就

會想知道別人都生活在什麼的世界。」（R05，F，25歲） 

「都是女生的（相簿）連結啊，網路相簿本來就很少會有男生。你叫一個男

的去擺姿勢、修圖，不是很奇怪嗎？我覺得男生的都是猛男比較多欸，可能

大家喜歡重口味，猛男不用做怪動作。」（R10，M，22歲）」 

其次，使用者對「網路美女」相簿的熱衷，也和網路相簿的立站宗旨相關：

網路相簿鼓勵使用者透過影像分享生活，在已知容貌的前提下展開互動。是以，

網路相簿的使用者不再是先經文字認識彼此，而是在關係開展之前，就先將容貌

要素帶入網路。這使得過去只在面對面溝通裡發揮作用的「美貌」力量，如今得

以逐步滲入網路上的社會交往行為之中： 

「今天在沒有照片的情況下，你就會覺得遇到恐龍什麼…至少這個人你要看

得順眼。不見得是帥哥美女，可是看她照片的風格、出去玩的感覺、她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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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你會覺得說這個人蠻吸引你的，才想要跟他聊下去。」（R08，F，25歲） 

過去在面對面的溝通環境裡，容貌被視作左右社會權力分配的關鍵，這是因

為容貌常被等同於美學上的吸引力，以及內在良善程度的反映，且可供互動者分

享月暈效果使然（Rudd & Lennon, 1999；Hatfield & Sprecher, 1986）。網際網路的

文字溝通雖曾一度打破容貌與形姿的影響力，然在強調影像傳遞的網路相簿平台

上，「容貌」再次成為使用者認識彼此的基礎。對容貌的仰賴與重視，助長樣貌

秀異的使用者崛起，使得他們不僅在面對面溝通環境中享有優勢，進入網路相簿

後也一樣是人人渴望親近的對象。筆者在觀察過程中甚至發現，有些樣貌不甚突

出的相簿使用者，為求提升個人瀏覽率，甚至會四處蒐集網路美女的相片集結成

冊，以藉由網路美女的月暈效應，達到提升個人知名度的目標。此外，相片盜用

的情形更時有所聞，在在顯示出容貌對網路互動的影響和重要性。 

由於網路美女是相簿平台熱門排行榜和 BBS Beauty板的熱門討論對象，加

以 Beauty板上以男性使用者發言較為積極，而男性使用者的觀看行為又多著墨

於影中人的容貌身材，是以也間接助長部份使用者為求提升話題，不惜拍攝裸露

照片吸引注意的情形。訪談過程中就有受訪者指出，過去的網路相簿排行多以「容

貌」為基準，但近來卻走向賣弄「性感」的趨勢，使得部份網路美女寧可放棄排

名也不願與之同流合污： 

「我覺得第一個你一進十大一定覺得很不舒服，全部都是那種露乳溝啊什麼

的…以前我們可能有人放泳裝照，你會覺得那是很健康的…可是我覺得現在

那種氣氛會讓你覺得說，她就是想要露。就變成說有些人就覺得我不想放那

樣的照片，因為我不想被歸為同一類。」（R08，F，25歲） 

而無論是拍攝性感照片競逐排名，抑或放棄排名以避免同流合污，都顯示出「美

貌」對網路相簿確有影響力存在，這種轉變已非過去純文字的網路溝通可以比擬。 

（2）女性注重相片細節、語法與圖說內容、男性注重圖中人

的容貌與身材 

如前所述，男性與女性使用者在觀看時著重的特性略有所別。男性重視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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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人的（1）容貌、（2）身材： 

「（男生看相簿時會重視）臉跟身材啊。如果後面背景是很誇張，比如說全

部都小公主，或全部都在國外，一直在出國的，可能大家會提一下…因為男

生不會看女生怎麼打扮的啊，只會覺得好看或不好看，應該不會去研究吧。

還有男生會看她們的男朋友，很多人看了就是會說『妳男朋友怎麼那麼醜』，

這是唯一可以去比較的。」（R10，M，22歲） 

女性雖然也將（1）容貌列為觀看的前提，但更注重相簿的點綴與相片的細節，

包括影中人的：（2）服裝打扮、（3）出遊地點、（4）互動對象，（5）相簿的語法

修飾，以及（6）圖說內容等等，都是女性受訪者觀看時注意的重點： 

「以前在 TaipeiLink會固定去看的就是『蘇小妹』，那是因為我妹妹都會去

看她，她穿衣服又蠻注重打扮的，會去看她穿什麼，覺得她也長得蠻可愛的，

就會去看…就是看他們有去哪裡吃好吃的啊，大部分是這樣，比較生活化

的。然後像『fing』他比較常出國，就是透過她的相片去看國外的地方。」

（R09，F，25歲） 

也就是說，雖然網路美女是兩性共同注目的焦點，但男性受訪者的目光集中

於容貌、身材的評比，渴望從中獲得感官性愉悅的滿足。女性受訪者則喜歡看見

貼近生活的圖像，並從中想像對方的生活樣貌，是以舉凡（1）裸露照、（2）凸

顯臉部容貌的自拍照，或（3）藝術照等相片類型，均遭女性受訪者定義為與真

實生活脫節的相片，也是無法獲取她們認同的相片內容： 

「我不喜歡那種全部都是女生自拍，然後都是很露的那一種…因為自拍的角

度永遠都在這裡，那就是他的大頭照，沒有什麼好看的。」（R03，F，24歲） 

還有受訪者直言，這些照片脫離真實，無法呈現生活樣貌，並不符合網路「分享」

的精神： 

「我討厭把藝術照放上去…我會覺得那個對我來說只是好像去她家翻她的

相本一樣…網路相簿因為是公開的環境，我覺得最重要的出發點就是分享，

讓大家知道有什麼好笑的好玩的好吃的那種資訊的傳遞…可是有些家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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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本，它只是很單純的想記錄一下家裡的紀錄，不太適合跟大家分享。」

（R07，F，30歲） 

除了相片構圖的細節，女性受訪者也比男性更注重圖說的撰寫，以及相簿的

語法修飾。圖說的功能在於解釋圖片涵義，可以幫助觀看者理解站長的書寫風

格，有時還能營造出詼諧幽默的效果： 

「memo代表她的深度…我看別人的相本的話，我會覺得她的深度是她看東

西的角度是什麼，然後她講一句 memo可能就是他平常的用字、口氣，我對

人又比較敏感，我就可以直接判斷他是什麼一個人。」（R07，F，30） 

語法的修改則可增添網路相簿的視覺效果，為相簿站台更添個人風格。女性受訪

者們都表示，她們會不定期地更換相簿背景或圖樣，有些受訪者還會為了建構背

景頁面，自行鑽研網頁語法，甚至將語法功能列入選擇相簿平台時的考慮重點： 

「我覺得女生比較在乎介面欸，因為從我的經驗來講，像我的男生朋友他們

的介面不是黑的就是灰的…可是女生的話都會常常換介面，像我同事都會去

找那種網址，然後把背景用成會閃的那種…就是女生比較喜歡把介面弄成屬

於她自己的東西。」（R03，F，24歲） 

總括來說，不同性別的受訪者，觀看相簿時著重的特質各異：男性比較重視

相片直接呈現的容貌身材，女性則關注相片細節、圖說與相簿點綴，並會以此為

據，進一步揣想、拼湊影中人實體生活的樣貌，突顯了兩性在網路相簿使用行為

上的差異。 

三、 網路相簿內的文化特性 

「發表」與「觀看」是網路相簿使用者最常採行的兩種行動，透過這兩種行

動所交織出的網路相簿文化，主要呈現出（1）以貌識人，以及（2）被觀看的知

覺兩種特性。 

（一） 以貌識人：以「觀看」認識他人、以「發表」建構形象 

西利斯（Hillis, 1996）認為，對生活在視覺文化的吾等而言，「觀看」是我

們賴以謀求資訊的基礎。（Hillis, 1996:73）。而在網路相簿的世界裡，由於缺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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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與文字以外的其他資訊，「觀看」更扮演著不容小覷的重要性──它是相簿使用

者彼此認識的關鍵。譬如，受訪者會透過影像內容，對相簿主的生活進行判讀： 

「我喜歡看那種生活的…比如說有人會從她高中放到她大學到她長大啊什

麼，我就覺得這個女生很真實，就是可能長得很不錯又很真實…而且看到那

種朋友聚餐的照片，就會覺得好羨慕、很開心。」（R05，F，25歲） 

他們也會試圖透過影像的拼湊與運用，在相簿中營造出個人渴望呈現的形象： 

「（希望別人透過相簿認識的你是什麼樣子）我覺得是一個讓人開心的角

色。就像很多工作很忙的人看到我的網誌和相本，他們會說心情很好，那我

很希望存在這樣一個功能，就是『解悶』（笑），然後新奇的感覺，我甚至喜

歡帶點教育的感覺。」（R07，F，30歲） 

換言之，「觀看」是網路相簿使用者賴以認識的基礎，使用者會透過影像訊

息的發表，引導觀看者進行想像，觀看者則會主動對影像進行解讀，並連結個人

經驗產生詮釋。因此，網路相簿其實是在（1）相簿主主動營造，以及（2）觀看

者主動想像的兩股力量之間流動；它不但帶有明顯的「人為」特性，也充滿多重

的解讀可能。在此情況下，因觀看而對相簿主產生誤解或美化的情形時有所聞。

例如受訪者 02就指出，當她透過網路相簿分享個人聚會情形時，卻被誤讀為生

活糜爛、夜夜笙歌而遭到指摘： 

「他可能就覺得說，你在那邊還不是天天去逛街，然後去照像去吃飯。我就

覺得你應該換一個角度來想啊，那你怎麼都沒想過說，我唸書的時候我怎麼

都沒有照像，因為我在唸書的時候我就是不會拍照，我只有在跟我朋友聚會

的時候才會拍照。」（R02，F，25歲） 

也有受訪者將網路關係帶入實體世界後，才驚覺影像訊息與實體世界的斷裂： 

「只看相本的話，其實比較表面…你完全是看圖說故事，自己想像的故事，

比較少了解這個人的個性…像我認識一些網路美女，她可能不是那麼美麗或

親切和善，但是她會想要在網路上給人那種形象。」（R09，F，25歲） 

還有受訪者在觀看的過程中，因為感覺到相簿的建構特性，而開始透過其他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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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板、匿名板的資訊搜尋，想檢證相簿主的真實樣貌： 

「（為什麼想從八卦版搜尋其生活）不知道欸，感覺看相簿就很不真實啊，

他明明就是學生，應該也有學生正常的一面。（在相簿上）好像跟我們是完

全不同生活圈的人啊。有些比較大的網路美女，就是每天都在玩啊，都是打

扮得票漂亮亮，個性都很完美，因為都在笑啊，看起來人也很好之類的。」

（R10，M，22歲） 

這顯示網路相簿是以傳遞影像訊息為宗旨，是故造就了使用者以「觀看」認

識彼此，以「發表」建構形象的行為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也正由於相簿內的影

像具有人為形塑的特性，又和使用者主動串聯、詮釋的行為相關，是以影像的意

義往往流動而曖昧，時有相簿主與瀏覽者各持詮釋觀點的情況發生，這也成為網

路相簿使用行為中無法避免的風險。 

（二） 被觀看的知覺：致力經營與寒蟬效應 

受訪者會因觀看的行動，進而查覺網路相簿內「看／被看」關係的無所不在。

對他們來說，這種「被看的意識」是利弊兼具的雙面刃，它（1）可以帶給受訪

者「備受注目」的滿足感，卻也（2）會侵擾個人隱私，甚至蔓延至實體世界，

對線下生活造成困擾： 

「（被觀看）還蠻開心的啦，因為畢竟不認識的人也會看，虛榮心就出現了

（笑）…有一種被注目的心態，就是人家不認識你，可是我想要來看你、跟

你說話那種被注視的心態。」（R04，F，23歲） 

「有一陣子很誇張，就是我快要出國前，我就覺得好像去哪裡人家都看得出

來你是誰，很不自在，我不喜歡⋯我也跟別人一樣就是放一個網路相簿上

去，然後我不知道為什麼會變得事情不如我想像那麼單純。」（R02，F，25

歲） 

「被觀看的知覺」會導致相簿使用行為出現變化，有些受訪者會開始注意觀

看者喜好的相片內容，並致力於產製、經營、或保留近似的內容以獲得認同： 

「這個相本是我新設的，只是為了要講我在吵架時候的心情…想不到就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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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的。而且我本來只是要告訴我朋友我們吵架了，然後馬上就要關掉那

種，結果想不到有人喜歡這樣的感覺。我覺得它可能有存在的必要吧。」

（R07，F，30歲） 

或是因而出現寒蟬效應，經由（1）過濾發表影像，或（2）隱匿、去除私密資訊

的方式，來防杜隱私的全盤曝光： 

「自己也會看一些所謂網路名人的東西…她們一開始都是一五一十的照

講，後來慢慢發現有些攻擊性的留言出現了…為了要避免這種情形，自己也

會稍微收斂，一些比較隱私的東西就不講了…心理真正的想法會稍微保留一

下。」（R04，F，23歲） 

還有受訪者會主動去信 Beauty板管理人員，要求刪除所有個人相關資訊： 

「女生好像越來越不喜歡被 PO上板，這邊的人講話太那個了，就是太不厚

道或怎樣，大家都覺得可以躲在後面就講一些話怎樣。會很直接，就是很不

給面子…有些女生就是不想被討論，或是被講一兩句就會不高興啊，都有。」

（R10，M，22歲）」 

亦有受訪者指出，長期被觀看使她有種別人只注意容貌，卻沒有人重視思想和語

言的困擾，索性將相簿全部封鎖： 

「有時候我會把相本全部關起來，但是比較多是因為經營一段時間以後，會

有一個倦怠期，就不會常想更新，或是希望別人不要一直看你的臉，把重心

放在你想講的話上，會調整。」（R09，F，25歲） 

無論是更致力於特定內容的傳遞，或是開始在網路上謹言慎行，諸多行為都

直指使用者對「被觀看」一事的知覺，也意味著當「看／被看」關係的存在，正

是網路相簿文化最重要的特徵。 

四、 小結 

本節針對網路相簿的使用情形進行分析。研究發現，使用者啟用網路相簿的

動機，與他們在實體世界所持具的設備和友誼相關。但隨參與時間漸久，逐漸發

展出網路互動關係之後，使用者的考量因素會從實體世界內移到網際空間，相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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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特質和網路人際關係的影響，也將取代實體世界的因素成為關鍵。 

在登入網路相簿後，使用者從事的活動包括「發表」與「觀看」行動。發表

的目的是為了建構個人網路形象、分享資訊，並謀求與他人互動的可能；發表內

容多是經過人為篩選的結果，以呈現美好、歡樂等正面氣氛為主。此外，相簿主

亦可透過留言板得知觀看者的心得與感想。觀看的目的則在於透過相簿傳遞的訊

息，理解他人的生活樣貌，並從中獲取愉悅的滿足。觀看的特徵在於，網路美女

是受訪者一致青睞的對象，但男性重視面貌、身形的評比，女性則關注相簿與相

片的細節，並會進一步連結各項線索，拼湊、揣想對方的生活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網路相簿的影像具備了戲耍、造作的可能，加以觀看者

會連結自身經驗進行解讀，因此一種影像往往存在著多重詮釋；相簿主和觀看者

會不斷爭奪詮釋的權力，甚至發生衝突與斷裂。整體而言，網路相簿文化是由「看

／被看」的關係所貫穿；使用者透過觀看的方式彼此認識，對觀看的知覺則會反

向影響他們的相簿使用行為，進而出現內容轉向或寒蟬效應不等的反應，構成網

路相簿的獨特文化。 

第三節  網路相簿社群互動關係 

本節針對網路相簿社群的互動關係進行討論，全節共分四個部份：第一部分

簡介網路相簿形成的社群關係，第二部份討論相簿社群的互動行為，第三部份追

問社群內的權位差異，並探究權位差異情形對社群互動造成的影響和改變。 

一、 網路相簿內的社群關係 

（一） 網路相簿平台是基於共同選擇形成的虛擬社群 

虛擬社群意指一群因為（1）共同興趣／利益而相聚，（2）透過媒介進行互

動，並且（3）具有社群意識者的集合。他們在互動的過程裡經驗共通的事件、

衝突，並從中發展出社群專用的術語、規範和價值觀（Rheingold, 1993；Baym, 

1995；Donath, 1999；Introna, 2000）。在網路相簿的世界裡，「相簿平台」是受訪

者最常引以作為劃分社群範圍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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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簿平台」是否可以視為虛擬社群看待？研究觀察發現，選擇同一處相簿

平台的使用者，其共通性在於（1）他們都有使用網路相簿的習慣，在選擇網路

相簿平台時則展現出相似的考量標準；（2）而身為同一平台的會員，他們不僅享

有同等的服務和功能，也遵守平台所制定的管理規範，並且一起經歷平台的各種

變動事件，諸如平台故障、商業化等等轉變，擁有共同的話題與經驗；（3）同一

平台的會員可以透過留言板和連結功能彼此串聯。由於平台的共通性使用者可以

使用平台提供的「連結」彼此連結和留言，互動情形高於非平台的會員，有些成

員還會刻意設計非平台會員不得留言的功能，突顯社群內外之別。 

此外，筆者亦發現，儘管所有受訪者目前都為無名小站會員，但他們除宣示

自己目前的成員身份之外，還會更進一步以過去的相簿平台經驗，在社群內劃分

出「TaipeiLink／無名小站」之別。如前章所述，TaipeiLink的原會員常會在言談

中強調 TaipeiLink有他們熟知而且共同認同的價值存在： 

「我覺得以前 Link 大家會常常去逛的人，她們都是秉持著一種我想把我的

快樂、喜悅、生活跟大家分享，即使你認識我也好、不認識我也好，我覺得

跟你分享這些我就很開心這樣子，現在無名已經沒有讓我有這種感覺了，就

是純粹增加彼此已經認識的人的互動而已。」（R04，F，23歲） 

以及不同於無名小站的行為作風： 

「我覺得可能不太一樣吧…那時候 Link 開始得比較早，沒人敢放那種照片

上去，放的話尺度也很保守。但無名的話，現在社會風氣越來越開放，前年

放比基尼的女生和去年放比基尼的女生數量就差非常多，到去年幾乎每一本

都是比基尼。」（R09，F，25歲） 

此一現象顯示，不同的網路相簿平台就代表了迥異的虛擬社群。同一相簿平

台的會員會基於相似的標準選擇同處落腳，分享社群提供的服務、規範與重大事

件；他們彼此之間的聯繫，將遠較非會員來得緊密，有時甚至可以透過平台功能

的設定，排擠非會員的參與。再者，使用者不僅會以相簿平台區分他我之別，有

時還會作出更細緻的劃分。譬如，TaipeiLink的原使用者雖然承認目前的無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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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身分，但言談之中就顯示，他們有時會以「TaipeiLink／無名」之分，在社群

內進一步區辨出次一級的團體。這不只證明「相簿平台」被視做虛擬社群的範圍

邊界，也意味著虛擬社群內尚有更小的群體存在。 

（二） 台內討論相簿影像，台外發展私人關係 

網路相簿社群內的互動行為，可區分成（1）線上互動與（2）線下聯繫兩種。

線上互動指的是使用者在連接上線之後，與其他會員在網際空間中進行的各項連

繫行為，可依據互動管道再分出「平台內互動」與「平台外互動」（圖 7）。使用

者選擇的互動方式，與他們和互動對象關係的親疏遠近有關；關係緊密的成員，

不只會在平台內相互留言，在平台外也會繼續保持聯繫，並將網路關係落實於實

體世界之中。反之，與使用者初初結識或並不交好的成員，就只能透過平台上的

留言與其進行互動。再者，使用者之所以發展出平台外和線下的互動形式，也與

他們意識到網路相簿公開觀覽，可能造成隱私曝光的風險有關。是以，隨參與時

間漸久，他們也越傾向將私密、情緒性的話題帶入私人管道，由是也形成「平台

內的互動停留在相簿影像的討論，平台外則發展出緊密關係、無所不談」的現象。

譬如，受訪者 09就指出，雖然她並不喜歡以悄悄話留言的形式與朋友互動，但

是當涉及隱私話題時，她仍會選擇MSN等平台外的溝通方式，向親近的網路相

簿網友傾訴： 

「我不太喜歡悄悄話，因為你講悄悄話大家就看不到你們在說什麼；有時候

是真的很需要，那通常我們都會透過 MSN 講⋯感情的事情的話，跟我比較好

的朋友知道我只是紓發當時的感覺，大家很少會真的留言在上面，會用 MSN

講。」（R09，F，25 歲） 

這顯示網路相簿社群的成員雖然同屬固定社群，但彼此間的互動並不均等，

關係亦有親疏遠近之分。部份成員不但會開始訴諸多重連絡管道，還會試圖把網

路友誼帶回實體世界，並在網路相簿社群中，發展出「次社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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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成員之互動

線上互動 線下聯繫

-電話 
-聚會 

平台內 

-留言訊息

（公開／

悄悄話） 

平台外 

-MSN 

-EMAIL 

-家族或其

他網頁

 

 

 

 

 

 

 

圖 1 網路相簿社群互動方式 

 

（三） 虛擬社群互動鬆散，緊密串聯的次社群繼而興起 

次社群意指社群成員自行拓展、集結而成的人際網絡，範圍與人數不若社群

龐大，但可挾此優勢進行更為頻繁的互動。筆者過去觀察線上迷社群時即發現，

社群的活動頻率常與社群規模成反比，成員為求填補疏離，遂會採行私下聚會，

並發展出猶如初級團體的支持關係（龎惠潔，2003）。同理，網路相簿社群也展

現此一特性。社群成員數量龐大，受訪者不可能逐一接觸，平台也無法促成均等

的互動，因此使用者會自行和部分成員保持密切聯繫，進而開拓出次社群關係。

次社群的來源可能是成員（1）實體世界友誼的線上延伸，也可能是（2）成員在

網路相簿中邂逅、發展出的網路友誼。他們之間除了線上的互動行為，還會進一

步展開線下的聯繫，或是舉行聚會尋求具體的接觸，強化現有的聯繫： 

「之前在網路上大家會留言，會討論某些事情，會有共通話題，那漸漸地和

他溝通的機會比較多以後，就會想了解他更多，想知道他跟你是不是真的那

麼合。那我跟網路上朋友的見面，通常都是一段時間以後，就是藉由見面的

互動來了解到說，跟這個朋友有沒有可能成為很好的朋友。其實我覺得你一

旦跨出那一步到現實裡，大概就會知道你會不會跟誰很合」（R09，F，25歲） 

同時，成員也會因為長期互動，發展出次社群專屬的行話、規範與價值，有

時還會藉由（1）發表私人聚會的照片，或（2）發表參雜行話的圖說／標題／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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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相互呼應，或透過（3）集體響應的活動，公開宣告自己的次社群成員身分： 

「我們自己朋友裡面很愛玩一種這週的主題是什麼，就是性感照或扮醜，然

後就自己去扮，拍了後放在自己的網站，大家再開始笑…這種感覺就是又可

以交流，又可以同時作一些事情，我覺得是有達到網路的功用，可以即時的

分享又好笑。」（R07，F，30歲） 

訪談資料顯示，13位受訪者中有 12位都擁有自己的次社群網絡，還有受訪

者同時身兼不同次社群的成員身分。這除了呼應威爾曼與居利亞（Wellman & 

Gulia, 1999: 184）所言，網路使用者開始採取多重、片段式的參與行為，並同時

在不同群體裡扮演不同角色之外，也顯示網路相簿的世界裡，除了可以平台劃分

社群邊界之外，各個社群內部存在的次社群和互動不等情形也值得注意。 

（四） 次社群鞏固成員參與行動，影響非成員行為變化 

次社群的出現對網路相簿造成的影響，可分為（1）次社群成員，與（2）非

次社群成員兩個層次討論。對次社群成員而言，次社群的存在（1）維繫了使用

網路相簿的意願，（2）同時也是他們在實體世界中的支持力量，其存在一如實體

世界中的初級團體。這種互動的感覺和情緒的支持，也反向加強受訪者對次社群

的倚賴：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和我乾姊和我朋友，就是那已經變成我們一個聯絡的

工具了。因為 msn 你要等那個人在線上，留言板的功能就是你有話想說，

你就可以去留言。我覺得今天如果只有相簿沒有留言板，我覺得我可能不會

那麼持久吧。」（R08，F，25歲） 

但隨次社群成員間的互動緊密，他們與非成員的差異就越趨明顯。當次社群

成員透過影像與文字宣示成員身分時，也將促使非次社群的成員愈發意識到次社

群的存在，甚至因而產生（1）依附、（2）自組次社群、或（3）挑戰的行為。有

些使用者會主動示好，要求將對方加入好友名單，渴望維持進一步的聯繫： 

「Nice to meet you! 路過你這, 覺得你的相簿好精彩,可以把你加入好友嗎? 

那本【到處都是複製人】,很有趣! ^__________^有空常來阿!」（留言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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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4/22） 

也有人對次社群成員隱藏重要話題的行為不滿，刻意出言諷刺： 

「你的板上都是悄悄話 裝神秘嗎？追求者很多齁 ㄏㄏ」（留言 04，

2004/06/08） 

整合而論，次社群的存在及其採行平台外互動的傾向，突顯出虛擬社群非若

過往研究所指，可挾其去實體化的優勢營造平等大同的互動關係。相反地，次社

群的存在揭露了群內互動關係不等的實景；有些成員會從次社群的集結中獲得支

持的力量，逡巡遊走於多重次社群之間，也有成員會在過程裡遭到摒斥。這使得

網路相簿社群內的關係猶如柯景騰（2002）所言，呈現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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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景，真正緊密的關係多存在於

不公開、私有的線上或線下活動之中（圖 8）。 

 

 

 

 

 

 

 

圖 8 網路相簿社群內部生態 

其次，次社群致力於將線上友誼落實於實體世界的行為顯示出，虛擬社群的

成員並不滿足於網路「去實體化」的特性。因此他們不但會採用網路相簿互相揭

示生活樣貌，將容貌帶入網路互動之中，還會進一步謀取線下的具體接觸，以落

實友誼於實體世界。換言之，受訪者雖認可網路活動對促進互動的貢獻，但他們

仍主張友誼的實踐必須回到線下的實體世界進行。這顯示過去研究所倡行的網路

「去實體化」之說已然遭到撼動，網路相簿社群所揭示出的情景，乃是虛擬空間

和實體世界密不可分、交互滲透的關連。 

 

成員 
次社群 

相簿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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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發展次社群關係的成員以女性居多。女性受訪者均表

示，他們僅願與同為女性的成員聯繫，而非接受男性會員的示好。此一現象打破

了一般認為「網路活動由男性主導」的觀念，也突顯出網路相簿互相觀看的功能，

反能提供女性一個相對安全的網路溝通環境，並助長他們發展親密友誼之舉，形

成社群內不容小覷的勢力。 

二、 網路相簿社群內的權位差異 

本節區分為四部分，分別討論網路相簿社群內的權力形式、來源、取得基礎，

以及權位差異對社群成員造成的影響。 

（一） 相簿社群內存有管理者、核心成員與一般成員的層級之別 

網路相簿社群不同於一般以主題討論區聚集的虛擬社群，它不只是一處供使

成員共用的網頁空間，還分別提供個別成員專用的相簿、留言版與管制功能。因

此在討論其間的權力關係時，還須區分出（1）社群與（2）個別單位兩個層次進

行論述（見圖 9）： 

 

 

 

 

 

 

 

 

 

 

圖 9 網路相簿社群內的層級差異 

相簿平台做為一種社群，其內層級差異可依管理職權區分出（1）管理者（站

務人員）與（2）使用者兩種等級。管理者因為職掌平台技術，提供平台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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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和技術支援，故為平台認可的管理身份，可對相簿使用者施行管制以維持社

群穩定。但因相簿社群過於龐大，管理者無力一一兼顧，是故亦下放部分的管理

權給個別使用者，允使其於個別相簿／留言板空間逕行判斷和做出裁決，以對造

訪個人空間的其他成員與訪客發揮影響。其次，在成員之中猶可依其知名度與吸

引網友依附的情形，區分出「核心使用者」與「一般使用者」之別。核心使用者

因享有高知名度，有時不僅會成為網站賴以招攬會員的活招牌，還能吸引其他成

員予以支持，甚至成立後援會與家族聲援，對其他試圖侵擾的訪客群起攻訐、反

制，形成社群內部不可小覷的次社群勢力。這些核心使用雖無法定制度認可，但

具有實際的動員力量，有時還可形成龐大的次社群，與管理者分庭抗禮。  

在個別相簿中的層級差異，則可以（1）相簿主和（2）訪客。訪客可以在相

簿主的個別空間中進行留言，相簿主則可依個人喜好，對留言進行保留／刪除的

動作，或進一步限制訪客的留言資格，例如只開放同一社群的會員留言，拒絕匿

名或非會員者參與。但須注意的是，相簿主雖然擁有管制訪客訊息的能力，但因

彼此地位相同，加以各個使用者對管制的認定不一，有時也會出現相簿主刪除訪

客留言卻激怒對方，最後演變成雙方對峙的事件。這顯示相簿主雖具有部分管制

權，但因無層級身分支持，因此難以遏阻同層級成員的挑戰，也顯示權力的施行

充滿了不定和反抗的可能： 

「之前有人跑來，他是攻擊我男朋友，就說妳男朋友怎麼這麼醜，你也要跟

他在一起，我就有回他，然後有點類似對罵吧。後來我就把相簿設成會員才

可以留言，然後那個人更無聊，他還跑去申請會員特地要留言給我…真是莫

名奇妙的人。」（R04，F，23歲） 

（二） 相簿社群內的權力形式：管制與動員 

「權力」是「對他人產生預期效果的能力」，通常是為達成某種目的而行

（Wrong，1956/1994）。本研究觀察網路相簿社群後發現，相簿社群內的權力主

要透過（1）管制（刪除訊息、刪除帳號），以及（2）動員行動發揮影響。管制

功能是由社群的管理者執掌，他們會針對成員發表的影像、文字和語法進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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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刪除特定的訊息或帳號，以防止違背規範或觸犯法令的訊息出現。同時，管

理者也下放個別空間的管制能力給社群成員，使他們自行決定是否（1）刪除其

他成員與訪客的留言，或是（2）開放特定會員觀看相簿、網誌。值得注意的是，

通常會遭到刪除的留言包括（1）廣告、（2）搭訕示好、（3）挑釁攻擊的訊息，

也有受訪者會定期刪去非次社群成員的訊息，使留言板維持其所意欲的樣態： 

「就是除了是朋友留的之外，我都會刪掉，譬如說我今天上去看，只要是垃

圾的我都會刪掉…譬如說他留言的時候，他會說想跟你做朋友，那種我都一

概不理欸，就直接刪掉當作沒看到。」（R03，F，24歲） 

動員是第二種權力展現形式。它不同於前者，並非來自平台功能的賦予，而

是與成員在社群中累積的知名度和人際網絡有關。通常具有高點閱度、高人氣度

的核心社群成員，比較容易吸引其他成員依附、仿效，並在進行動員時產生可觀

的效果。本研究觀察發現，動員行動可再續分為「積極動員」與「消極動員」之

別。「積極動員」是由使用者主動利用個人相簿或留言板宣告自己所需，並央請

其他成員協助的行為。例如，受訪者 07曾經運用相簿號召網友蒐集、交換 hello 

kitty磁鐵，引發了熱烈迴響的行動，即可視為「積極動員」的表徵： 

「我很喜歡這種全民運動，單調無趣的生活，因為 Kitty磁鐵多了一份話題

也多了一份熱情跟執著，我也因此感受到好多人的好心好意…如果這個

Kitty 磁鐵是金錢可以購買的，無形中就少了那個感情，就是因為缺少、因

為等待、因為追求、因為交換，所以這些 Kitty 都是有故事的，看到這個豐

富的磁鐵版，來自不同的地方、不同的人給我的割愛，我就覺得他們都是獨

一無二，金錢無法取代的。」（R07，F，30歲） 

「消極動員」則通常是發生在使用者面臨騷擾和攻擊時，儘管他們並不會動員回

擊，但多會有其他成員主動站出來為其辯護，甚至予以反擊： 

「其實我們在 TaipeiLink就處理過很多這種問題，就有很多別人不友善的留

言，你刪還是不刪？因為刪的話可能有人就繼續來攻擊，或是說你是心虛還

是什麼…很多人後來就賭氣說我就不刪，因為說真的，大部分的網路美女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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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支持者，不刪其實倒楣的是發言的人，其他人會攻擊他。」（R08，F，25

歲） 

簡言之，網路相簿社群包含管理者與成員兩種層級，成員中又可依其知名度

與號召力區分為核心成員與一般成員。在社群內部，權力的表現形式透過「管制」

與「動員」展現；其中，「動員」行為可依成員的主動性與否，續分為「積極動

員」與「消極動員」之別。值得注意的是，「管制」與「動員」的來源不同，前

者通常與成員的職稱身分相關，主要來自社群的賦予，後者則與成員者在社群內

累積的知名度與人際網絡有關。 

（三） 從實體資本、虛擬資本到網際名聲 

綜觀網路相簿社群內的權力來源可知，社群成員所擁有的（1）社群法定身

分和（2）網路知名度，是影響他們擷取、運作權力的關鍵。在其中，管理者之

所以能夠取得較高的層級位置，與其運用網路設備、科技技術對平台產生貢獻有

關。也就是說，當這些在實體世界擁有設備與技術的人員，進一步將個人所持具

的資源轉換以成立平台之用後，即可因他們對平台的貢獻獲取較高的職權。網路

知名度的來源和成員在網路相簿上的活動有關，越受歡迎的相簿主與相簿，越能

吸引其他成員依附與瀏覽，也越可能享有高度動員的力量，尤以（1）美貌、（2）

擁有特殊專長者，最易成為社群成員依附的核心人物： 

「以前 Link 名人的共同特徵，不外乎就是外貌會讓人一直想要常常來看，

跟剛剛提到她們的生活很多采多姿。還有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她們的親

切度，人家來看她們的相簿，偶爾會手癢想要留言給她們，那她們回覆時的

感覺，還有用用不用心在這上面，其實我覺得多多少少都感覺得到吧。」

（R04，F，23歲） 

「你長得不錯又敢露，然後身材也好的話，應該也是會紅…再來的話可能就

是你在某個領域懂很多，然後你願意在網路上跟大家分享…他如果跟你請教

會得到就會常來。還有就是有些人在網路上專門介紹美食，想要知道這方面

的就會一直去…我覺得就是你在某一個地方你有強項，然後你又願意跟大家



 91

分享的話，漸漸的就會因為這樣而認識朋友。」（R09，F，25歲） 

哪些條件能助使前述成員贏取相簿社群內的知名度？研究發現，成員在網路

相簿上展現的（1）容貌／虛擬容貌資本、（2）用品與事件／虛擬經濟資本、（3）

專業能力／虛擬文化資本，以及所擁有的（4）人際網絡和交友對象／虛擬社會

資本，是最能替他們掙取人氣與知名度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不論是技術、美

貌、能力專長甚或人際網絡，這些虛擬資本的來源多與成員在實體社會中持掌的

資本相關。在網路上享有高知名度的受訪者 07就表示，她會將個人在心理輔導

上的專長帶入網路相簿的經營過程，與其他成員彼此交流： 

「因為我科系的關係，有時候他們也會想跟我講他們的故事，我沒時間就會

比較簡短的回覆，然後還是多少對他們一點用處，就是好像他也跟我一樣就

會安心的感覺，我盡量會作得到…我覺得留住別人，不只是外表的東西啦，…

我覺得我自己吸引別人是應該有其他更多的方法，因為他們覺得你有趣，就

是因為你這個人…你的語氣跟你的看法，跟你的文筆，都有啊。」（R07，F，

30歲） 

這種情形呼應了希爾斯（Hills, 2002）的「資本」轉換之說；希爾斯認為，迷在

社群中所據居的位置，與其在現實生活中持掌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

相關。本研究亦發現，受訪者在實體世界所持具的各項資源，同樣會蔓延至網際

空間，並對受訪者累積名聲、擷取權力的行為發生影響。然而不同於希爾斯的說

法，本研究注意到，除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可於網路相簿社群發揮

作用之外，網路相簿的「觀看」特性使得「美貌」也成為交換網際權力的資本之

一；容貌透過影像中介傳遞，成為受訪者彼此賴以評判、解讀對方的關鍵，遂使

美貌的作用力亦漫至相簿社群之間（圖 10）。 

除需具備前述特性，尚有一關鍵就是相簿主必須（3）有「經由網路相簿與

人分享」的意願與行動，否則即使具備再豐富的能力與資源，也將因無法轉至網

路相簿上發揮作用而失去吸引力。然而，希爾斯的說法卻鮮少論及「轉換」的意

義。但據本研究觀察發現，受訪者必須先行「轉換」動作，透過科技技術──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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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拍攝、篩選、修正、上傳──的運作，將實體資本轉為「影像」或「文字」內

容呈現，才能於網路相簿之中發揮效力。 

譬如，只有當成員透過相片中的打扮、背景和用品，才能讓其他成員透過觀

看理解其持具的經濟資本，並產生相應感受： 

「她就會拍照說這是我的情人節禮物或是生日禮物什麼的…就是看她用的

東西啊，還有他去的店啊，穿的衣服啊，然後譬如說他的手機相機 notebook

什麼都有，然後她養的狗又都是那種很貴的狗…像他的那個情人節禮物，也

是 mp3啊，或是 Burberry、GUCCI包包，我就想說真是有錢人。」（R01，

F，24歲） 

意即，相簿社群的成員必須先透過影像、文字的呈現，將實體資本轉換為虛擬資

本傳輸上線後，才能引以交換網路世界的符號資本與權力；而此一「轉換」的過

程，與成員所持具的「技術資本」相關。比方說，就有受訪者指出，她雖然希望

藉由修圖的方式遮掩容貌上的瑕疵，卻因不諳軟體操作無法進行： 

「我不會修圖…我用那個軟體只會用一個很怪的，它只會調亮度調對比而

已。以前我有叫我朋友教我 photoshop，因為眼睛會有黑眼圈和眼袋，就會

想要把它修掉…後來我覺得效果好像不太好就算了。可是如果會的話會想

修，因為我有時候看一些女生的照片就覺得蠻完美的，會覺得可能都有一點

點修過。」（R05，F，25歲） 

換言之，「轉換」不僅是將實體資本擴延上線的關鍵，也和成員個人持具的

技術資本相關。技術資本越高者，即使不具備其他的實體資本，也可以透過技術

的運用加以彌補、連結，甚至營造出不遜於實體資本的效果。比方說，有些使用

者雖然不具備購買名牌產品的經濟資本，卻會透過與名牌產品合影、或將相簿背

景改為名牌海報的過程，營造出「彷彿」持有虛擬經濟資本的印象。而在容貌部

份，也可以透過拍攝、篩選、修圖的方式，營造出美好的虛擬容貌資本。這不僅

證實實體資本確能經由轉換發揮作用，也突顯出「轉換」具有雙重特性：它既助

長實體資本滲入網路，又挾網路相簿無法直接驗證真實性的特質，幫助不具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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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成員，以技術進行修改、模仿、錯連，進而擷取虛擬資本和權力，也對實

體資本的概念進行挑戰與戲耍。 

此外，也有受訪者提及，美貌帶來的動員效應其實不只在「網路美女」的個

人相簿，或是網路相簿平台之中發生影響，就連以討論「網路美女」為主的 Beauty

板，都能因為「美女話題」吸引網友注意，進而成為 BBS站上的少數大板，並

對其他討論板和 BBS網友發揮動員力量： 

「我覺得當 Beauty板板主有個好處，就是在 PTT上會有多一點的權力。像

我們之前就是那個劈腿事情，然後後來就是 PTT 有四百多個板一起改板名

的事情，就是我和另一個板主去弄的。我就覺得好像還蠻有用的，就是你只

要 Beauty 板，再找幾個大板去做什麼事情之後，其他大家看到就會跟著去

改，如果我只是一個系板的話，可能沒有人會理我這樣。所以我覺得我可以

利用這個位置，去做一些網路上會有用的事情。」（R10，M，22歲） 

圖 10 虛擬相簿社群內的資本轉換與層級關係 

這不僅證實「美貌」確實在網際空間中具有影響力，更顯示「美貌」可以透過網

友串聯、討論的過程，擴張其月暈效果，甚至惠及以「美貌」為討論主題的 BBS 

Beauty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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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權位差異對虛擬社群的行動影響 

一旦網路相簿社群內的層級與權力差異確立，成員的參與行動將受到影響，

研究觀察發現，權位差異會導致網路相簿社群內出現（1）大量的依附行動。新

加入的成員以及意圖擴展虛擬社會資本者，會透過依附網路名人的行動，藉此提

昇自己的相簿／留言板點閱率。受訪者 04就提及，她曾經主動要求網路美女將

她加入好友名單，以期分享網路美女的月暈效應： 

「（要求加入好友名單）不認識的人的話只有一次而已，就是那個網路美女。

因為之前就有人在她的相簿留言說，怎麼你的好友都是美女（笑），我就想

說我可以跟她們擠身並名之列。」（R04，F，23歲） 

其次，權位差異也導致（2）互動行為的轉變和反權力行為的增加：依附行

為會打亂既有的的互動規則，大量的依附行動除造成網路名人留言暴增，也開始

分散他們參與相簿或回應互動的時間，有些網路名人甚至要面臨一天上百封留言

與信箱灌爆的的問題，致使他不但得重新擬定回覆的準則，還得適時關閉留言

板，以免板面出現失控狀態： 

「我忘記我是不是好像要準備考試吧…我就覺得大家會一直留，然後又會覺

得說你不回好像不好意思。那時候是在 TaipeiLink，就是會覺得不好意思，

就好吧那我關起來好了，這樣的話人家就不會留，我也不會覺得說我沒有回

然後不好意思這樣。」（R02，F，25歲） 

也有成員會因為未接獲名人回覆，自覺被冷落，進而採取挑釁、攻擊的行動回擊，

釀成網路衝突的主因： 

「現在就覺得說你認識那麼多人，有時候對自己會造成壓力跟負擔，你不可

能顧得了那麼多人。像每個人都想要認識網路美女，就有人開始說你都不回

我留言，怎麼只顧他不顧我，可是對他來講絕對不可能兼顧每一個人嘛。」

（R08，F，25歲） 

此外，網路權力的興起更會導致反權力行為的出現，越知名的網路相簿美

女，也越容易成為網路流言攻擊的對象。由於 BBS提供匿名訊息功能，加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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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在欣賞相片之餘，往往會對美女的私生活感到好奇，兩相結合促成以匿名散佈

網路美女負面消息的行為盛行。此舉不僅對網路美女建構的形象產生威脅，還可

挾網路美女的知名度造成更大的殺傷力，突顯出網路互動既能創造新的權力階級

興起，亦在賦予權力的過程裡埋下了顛覆、逆轉和反抗權力的可能，遂使網際權

力的取得與施行過程充滿風險： 

「負面的就是可能會被我們拿出來討論吧，我覺得在背地裡被討論，看感

覺，有的人可能喜歡，有的人會覺得不舒服吧。我是看得很開心啦，可是我

覺得如果被說應該蠻難過的吧…（八卦板）應該也比較偏頗啦，因為一定被

誇大了，不過照片也被誇大了所以還好。」（R10，M，22歲） 

當原有的互動平衡遭到破壞，成員將開始展開（3）互動的私下化。他們會

因為意識到他人觀看與介入的可能，出現將重要訊息與互動轉往私下化的情形。

此一發展尤以網路名人的次社群為最，他們首先會轉以電話、電子信件或是實體

聚會的方式進行互動，原先存於網路上公開閱覽的的私人對話則不復出現： 

「那個時候好像是我問她問題吧，她就是意思是說，加MSN比較好講啦。

因為那陣子她的留言板好像被人攻擊，就說她愛慕虛榮用名牌之類的，她就

說她不想公開回增加自己的困擾，所以後來 MSN比較私密，就跟她聊了一

下。」（R04，F，23歲） 

而當使用者目睹網路名人經歷的衝突事件之後，也會開始減少以網路相簿發表私

密、重要訊息的行為。這導致網路相簿社群開始出現「寒蟬效應」與互動私下化

的情形，終致社群型態的轉變。 

三、 小結 

整合而論，網路相簿平台的使用者，因為分享共同的服務、規範、功能與經

驗，加以擁有更便捷的串聯可能，以及對平台之分的主動區辨，是故可以「虛擬

社群」加以定義。然而，相簿社群內存在的互動關係並不均等，關係亦有親疏遠

近之分，是故呈現出（1）次社群林立，以及（2）部分使用者逡巡於多重次社群

間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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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社群的來源可以是實體世界友誼的延伸，也可以是成員網路關係的匯聚。

他們之間因為人數少、互動頻繁，有時甚至比社群更具備緊密的連結意識。此外，

次社群的存在不僅能夠強化使用者續用網路相簿的意願，還能提供猶如初級團體

般的情感支持，他們並會謀求具體化的接觸，將網路關係落實於實體世界之中。

其中，又以女性最常發展出次社群的關係網絡，在相簿社群裡建構出彼此支持的

姐妹情誼。 

同時，網路相簿社群內也存在著層級與權力之分。權力的來源除涉及平台規

定的法定身份，也和使用者的知名度高低有關。擁有高知名度的使用者，可以透

過「積極動員」的方式，招攬其他成員從事集體活動，或以「消極動員」接受其

他成員的捍衛與庇護。追根究底，無論是管制或是動員力量的取得，都與使用者

在實體世界中持具的各項資本相關。其中又以「容貌資本」的影響最鉅，相貌姣

好的使用者不僅可以吸引依附、換取名聲，月暈效果甚至可以惠及討論「美貌者」

為主的 Beauty板，使其成為 BBS上具有動員力量的版面。 

對此，希爾斯（Hills, 2002）以實體資本與虛擬資本間的交換關係進行解釋，

本研究則進一步發現，虛擬資本不僅是從實體資本而來，更涉及使用者的「轉換」

行為，唯有在經過交換之後，實體資本才能以「虛擬資本」之姿於社群內發生作

用。而「轉換」一方面涉及使用者技術資本的高低，另一方面也具有曖昧的雙重

特性；它既可使實體資本滲入網路，又因結合網路相簿人為建構的特質，可經影

像的造作、連結，幫助不具實體資本的使用者擷取虛擬資本與權力，對實體資本

進行戲耍。此一特性不僅點出網路相簿社群的獨特性，也顯示實體資本、虛擬資

本與權力三者之間，存在著複雜、曖昧的流動關係。 

總結而論，虛擬社群內次社群林立以及權位關係的分歧，將導致社群內部的

互動情形出現轉變。使用者間會開始產生相互依附、對峙、衝突的行動。此外，

權力的興起與施行，也同時導致了反權力問題的出現，使得網路美女開始走向將

互動私下化、實體化的發展，最終甚至可能導致網路相簿生態與意義出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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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網路美女與網路相簿 

本節以網路相簿促成的網路美女現象為討論重點，全節共分三個主題：第一

部份從兩性對網路美女的觀看行為切入，探究網友對「美貌」的各種想像，以及

其間展現的性別差異；第二部份論述成名對網路美女造成的各項影響，第三部份

則嘗試勾勒網路美女對相簿社群的意義所在。然應注意的是，本節並非試圖找出

「網路美女」的界定標準，而是意欲從受訪者以及網友的發言中，勾勒出網路相

簿使用者對「網路美女」、「美貌」的想像連結，以及由是引發的行為反應。 

一、 觀看網路美女 

（一） 兩性眼中的網路美女 

網路相簿提供網友一處公開展示相片的舞台，打破過去以文字為主的互動模

式，將容貌概念帶入網際空間。再加上網路密集串聯的特性使然，網友可以更迅

速地透過討論、轉寄、搜尋的方式分享資訊，更助長容貌秀異的相簿使用者，得

以經由網路上的「眼」、「手」相傳，成為網友競相觀看的焦點。什麼樣的人才能

稱作網路美女？其間並無既定標準可以依循；無論是在網路相簿平台，亦或 BBS 

Beauty板中，「美貌」的判準爭議從無定論。艾科夫（Etcoff, 1999/張美惠譯，1997）

與伍爾芙（Wolf, 1991）都曾經分別提及，追問美貌的定義與標準並無意義，因

為美的觀念可能隨著物換星移產生變遷，唯一不變的只有「美貌」的影響力。然

而，本研究從發現，透過網友們對「美貌」的討論與詮釋過程，雖未必能找出共

識的「美貌」標準，卻不啻是觀察網路相簿使用者如何想像、詮釋「美貌」的契

機。 

首先，一如前文所述，本研究發現男性網友對「美貌」的討論，多是針對相

簿主的容貌、身材而行，目的是從觀看中獲取「感官性愉悅」的滿足： 

標題  Beauty板小使用者的心聲 

…在 Beauty 板裡面, 就我看來, 大多數的使用者在這個板裡是只關心外貌

的。但是對這些人來說, 只是抱著"想看風景"的心態, 看看, 得到些感官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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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了,不是想要認識一個值得交的朋友, 也不是要找情人, 也只有這部份容

易引起關心了啊…我想不是膚淺, 而是他也許此時就只是想看風景而已…

就讓大家偶爾看看 Beauty, 眼睛為之一亮, 精神為之一振, 有何不好呢:)…

（Blackprince，Beauty板） 

相對而言，女性在論計美貌時，通常不會只停留在對容貌的描述，而會進一步將

網路美女的生活情境、背景等特徵，納為觀看時的線索，甚而出現模仿的行動，

渴望展現如同網路美女的丰采： 

「就是五官姣好，然後『瘦』，大概都是很瘦，就是已經皮包骨的瘦。然後

感覺家裡的環境都還不錯，吃喝玩樂都還蠻供應她們的，就很夠啦，就會讓

人去羨慕，感覺蠻好的…就是生活很多采多姿啊，朋友蠻多的，主要是她們

相簿呈現的生活都是很多采多姿的，常常去好玩的地方啊，然後吃好吃的餐

廳啊，穿好看的衣服之類的，反正就是讓人家覺得人生真是太完美了…人又

漂亮，身材也不錯，家裡環境看起來也很好，功課成績也都還蠻好的…」

（R04，F，23歲） 

此一落差反映出兩性在觀看網路相簿時目的有別：男性尋求的是視覺中的直

接刺激，女性則會進一步連結自身經驗進行比較與扣連，待從其間形成想像式的

參與感後，再進而獲取愉悅。這種差別進一步反映在兩性對影像的好惡選擇之

上，男性網友對性感、裸露的圖片罕有負面反應，甚至會群起傳閱，因為他們仍

可從中獲取感官上的滿足，女性受訪者卻一面倒地呈現厭惡態度： 

「裸露就不太喜歡，比基尼可以，就是那種夏天海岸。純粹裸露就會覺得很

怪，就是那種一直只拍自己的胸部或拍腿，就會覺得好怪，很色情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的用意一個就是增加自己點閱率，因為妳比較聳動啊…我不喜

歡，看裸露要幹嘛。」（R05，F，25歲） 

若再進一步比照女性受訪者喜好閱覽的相簿典型，則可發現「可愛」、「氣質佳」、

「會打扮」，是較能贏取女性認同的網路美女類型： 

「Limonene 真的很漂亮、很清新欸。我就覺得她真的氣質很好，然後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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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亮，就是對人家很親切很客氣這樣。我覺得這樣子其實很容易變成網路美

女，就是如果你長得還蠻漂亮的，然後也還蠻有氣質的，跟人家應對又很熱

情很親切這樣子…我喜歡像她這樣子的。」（R02，F，25歲） 

換言之，女性受訪者認同的網路美女，通常不是以強烈、顯著的「性魅力」

取勝，她們甚至會對過於展露女性性魅力的相簿主產生反感。有趣的是，這個發

現和過往迷研究部份雷同，迷研究者注意到，性魅力過於外顯的偶像很難吸引女

性認同，這是因為後者會導致女性在觀看的過程裡，產生價值觀上的衝突所致。

而以展露性魅力為主的女性相片，同樣有讓女性受訪者受辱的感覺，一方面是因

為這類相片往往會成為 Beauty板網友戲謔、物化的對象，另一方面也導因於這

種「裸露」的相片，與女性受訪者的價值觀有所牴觸所致。 

簡言之，對美貌的標準落差反映出兩性在觀看網路相簿時的目的之別：男性

尋求的是視覺的直接刺激，女性則會進一步連結自身經驗進行扣連，並從想像式

的參與感中獲取愉悅。這種差別會進一步反映在兩性對影像的好惡選擇之上，並

使他們對「網路美女」的觀點出現歧異，也使刊登性感照片的女性相簿主，難以

在觀看的過程中取得同性受訪者的認同。 

（二） 網路美女的美貌想像 

女性抗拒裸露照片的行動，是否意味著女性已然掙脫男性物化、貶抑的觀

點，並如莫威（Mulvy,1975）與卡普蘭（Kaplan, 1983/曾偉禎等譯，1997）所期，

找出了女性自覺的觀視角度呢？筆者發現，女性固然會在觀看的行為上與男性出

現分歧，也會抗拒物化、突顯女性身體的影像內容，但卻不代表父權意識已經從

中消褪。相反地，這更像是父權社會規馴女性的兩面手法：一方面藉由消費女性

身體的方式滿足男性的感官刺激，另一方面則以戲謔輕視相簿主的手法，暗示其

他女性一旦循此成名，將難逃淪為眾人意淫對象的懲罰。 

而從 BBS Beauty板上網友對網路美女的討論也顯示，網友常主動將美貌和

正面特質畫上等號，並將網路美女視為（1）良善者、（2）需要保護的弱者、（3）

符合社會期待者。因此，網友一旦發現網路美女有任何違反想像的舉動，往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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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極為震驚的反應，甚至引此對網路美女進行撻伐，並透過論述的過程區分、

樹立「正/反」的女性價值，再藉此對其他女性相簿使用者的行為形成影響： 

 標題  猪小貓竟然會抽煙!!~~歐不!! 

…本來覺得他蠻不錯的 現在完全破壞了....... 

推 merlinli:其實....他以前評價沒有很好 Q__Q 

噓 ialeou:抽˙煙˙又˙不˙違˙法 

→ ialeou:他很搞笑很好相處阿.. 

推 OGCman:抽煙 0分 

推 jerrywin:原 PO是講形象吧（Kobiskin，Beauty板） 

由是顯示，網路相簿的使用者在缺乏其他資訊的前提下，僅能透過相簿認識

彼此，因此會主動對影像做出各種詮釋。這些詮釋未必與相簿主所欲建立的形象

相符，反應的只是觀看者的個人解讀，但卻可能對其他相簿主的使用行為造成影

響。例如，網友們對網路美女的讚頌和批評，就突顯了父權社會透過兩面的論述

手法，對女性使用者的行為進行規馴和管束 

二、 網路美女的美麗與哀愁 

不論是否曾被冠上「網路美女」之稱，受訪者多注意到，「美貌」對網路相

簿使用者而言是把尖銳鋒利的雙面刃。它一方面可為使用者吸引目光、累積知名

度，進而促成虛擬依附或獲取實體利益，另一方面也因成名埋下各種風險。整理

研究資料可知，成名對網路美女的利益主要包括（1）虛擬依附和（2）實體利益

兩種，成名的風險則是必須面臨：（1）騷擾的增加、（2）隱私的曝光，以及（3）

與其他網友爭奪影像定義的困境。 

（一） 網路美女是虛擬依附的中心，虛擬名聲可進一步兌換實體利益 

網路美女挾容貌資本崛起，是網路相簿社群中觀看的焦點；其所累積的知名

度不僅可以吸引更多訪客的瀏覽，也是網路相簿社群成員意欲依附的對象。這些

依附行為不僅助長了網路美女的虛擬名聲，有時還能進一步回到實體世界發生作

用，轉換為網路美女交換實體利益的資本。比方說，受訪者 02在網路相簿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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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名度，就為她在實體世界帶來了新的工作機會與經濟收益，也讓她更容易在

新環境中取得幫助： 

「他們就是因為看到那個相簿，然後 EMAIL 給我，問我有沒有興趣參加

（PHS自拍美人日記）。我就想好像做的事情差不多，然後又可以賺零用錢，

我就想說好啊，那就參加看看…我去念書，然後一開始去的時候就大家可能

知道你是誰，那開學那一天大家就會過來跟你講話，說『欸我以前有看過你

的照片喔』。還蠻親切，就會覺得很容易打進新的環境，不會讓我覺得說周

圍的人都是陌生人。」（R02，F，25） 

這個現象顯示，除了實體資本可以經由轉換過程，以影像與文字的方式在網

路相簿中發揮作用之外，使用者在網路相簿之內累積的知名度，同樣可以延續到

實體世界發揮影響，甚至做為網路美女提升、交換利益的基礎，也為原有的資本

交換過程增添新的變數。 

（二） 成名帶給網路美女騷擾、隱私曝光，以及爭奪影像定義的風險 

網路美女雖能因成名獲得矚目，伴隨知名度而來的確是騷擾訊息的增加，諸

如（1）求愛示好、（2）謠言誹謗，以及（3）盜用照片的情形，都是網路美女時

常面臨的困擾。這些騷擾現象不只出現在網路訊息，有時還會進入實體世界，對

網路美女的線下生活造成干預。受訪者 02就曾經面臨照片被盜用，以及私人通

訊資料曝光的問題，使得她在網路活動與實體世界中備受困擾： 

「明明知道我有男朋友，然後他還一直不停的留，然後還留言給我的好朋

友，說你要照顧我的某某什麼的…這個人真是莫名奇妙，就是那種留言我很

不喜歡。」（R02，F，25歲） 

也有受訪者直言，觀看網路美女相簿後的心得，是發現他們成為騷擾攻擊的對象：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困擾，就是會有很多人會亂留言吧，就是亂留言

攻擊啊，一定也有好的，但是也有很多不好的，我覺得那應該會造成他們生

活上的困擾，我覺得。」（R05，F，25歲） 

其次，由於相簿使用者多是透過相片彼此認識，僅能依據有限的資訊進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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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因此時常出現相簿主與觀看者針對同一照片各有詮釋的情形。儘管相簿主會

經由轉換的過程和各項線索的安排，試圖引導觀看者的解讀方式，但無法全盤控

制影像如何為人詮釋，加以觀看者會連結個人經驗產生獨有觀點，是以極易演變

成兩造爭奪影像定義的現象。其中，網路美女的相簿因為觀看焦點，是故最常面

臨此一困境。譬如，受訪者 08和 04都指出，他所認識的網路美女透過相簿分享

個人用品和生活實境，卻遭其他網友批評為拜金、奢華，造成網路美女的困擾，

最後選擇退出相簿： 

「我覺得他對化妝保養很有一套，她還蠻熱心，很願意跟人分享化妝或美容

心得，所以有很多女孩子去那邊就是為了跟他討論這些。然後一來就是毀譽

參半吧，因為我覺得他的外在就是貴婦型，很多人就覺得他有拜金女的形

象…在我的立場來講，如果有機會多看他（網路美女）的照片，對我來說很

開心，這是私心啊，可是對他來說會造成困擾。」（R08，F，25歲） 

「對她們來說，就是私生活大曝光吧。大家慢慢開始會對她們好奇，然後會

去問…這種時候就會出現一個他是某某名人朋友的朋友，然後跳出來講一些

八卦之類的，莫名奇妙的東西都會有…還蠻常看他們因為這樣子，所以相簿

有所更動，比如說關起來或是不理，還蠻常這樣子的。」（R04，F，23） 

這種誤讀與多重詮釋的情形充斥於網路相簿社群之內，再次顯示出網路相簿

影像曖昧流動的特質：它雖允使相簿主透過科技的運用和轉換過程建構網路形

象，卻也同時賦予使用者自由解讀的可能。因此，網路相簿的影像不只是人為建

構的產物，還是因人而異、為人解讀的訊息內容，而在網路相簿社群之內，成員

一方面透過發表建構個人形象，一方面也不斷地進行觀看、解讀，並與其他成員

展開爭奪影像意義的行動。值得注意的是，網路美女雖因吸引大量的虛擬依附而

擁有動員能力，但也是最常面臨爭奪影像意義窘境的使用者，甚至還須承擔網友

在其他平台散佈流言、攻訐的困擾，是伴隨成名而來的風險之一。 

三、 網路美女對社群的意義 

根據訪談資料顯示，網路美女對社群的意義在於，（1）網路美女是平台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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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攬會員的活招牌，其名聲可以吸引更多的網友點閱，提升平台的知名度，進而

達到平台、名人相互輝映的效果，也招攬更多的網友加入使用網路相簿的行列： 

「如果對於網路相簿的功能來講，我覺得一方面是幫它們打知名度吧。因為

這個女生假設還算有名，然後又有在這邊玩相簿的話，就會吸引蠻多人來觀

看的，那觀看的結果可能就會想『那我也來申請一本』這樣。我覺得可能對

她們自己的知名度也是有一部分的影響。」（R06，F，22歲） 

再者，（2）網路美女也是成員效法、模仿的指標。網路美女的存在不僅標示

出社群內權位差異的情形，也為有意交換名聲、擷取權力的使用者，提供了模仿

的參考指標： 

「想要學她們的生活，會看她們去的地方、身上穿的衣服，拿的包包。我還

有朋友會去看她們穿什麼，然後就去買，學她們啦，穿什麼買什麼，身上穿

的還有提的包包。」（R04，F，23歲） 

（3）網路美女的生活情境也為成員提供想像的憑據。有些受訪者希望透過

觀看的行動，理解他人與自己生活境況的異同，也有受訪者是經由觀看，體驗自

己未曾經歷的各種情境，間接獲得想像式參與的滿足。 

有趣的是，儘管使用者多認同網路美女的意義和影響力，但曾被冠以網路美

女之稱的部份受訪者，卻都強調自己並不覺得網路美女有任何特殊意義可言。這

除了再次驗證觀看者的詮釋與相簿主的感想有所落差之外，也突顯了對經歷相簿

社群起起伏伏的網路美女而言，成名雖帶給他們虛擬名聲和部分的實體利益，但

也伴隨了隱私的犧牲與侵擾而來，利弊交織之下，網路美女所感受的實境往往不

若其他受訪者想像，或如相簿影像呈現得那樣美好、歡樂與正面。 

四、 小結 

總結而論，網路相簿社群內的美貌介定並無標準可循，然而透過相簿使用者

的觀看和討論行為，可窺知其對「美貌」的想像與介定標準。本研究經此發現，

女性使用者對於明顯揭露性魅力的相簿抱持反感態度，而男性雖仍維持消費影像

的行動，並從中獲取感官性的愉悅，但也同時採取戲謔的論述對該類相簿主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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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抑。此外，使用者們習於將容貌秀異的相簿主與各種正面特質相連，一旦遇上

相簿主不若想像的舉止，則會改以論述加以攻擊、懲罰。 

此舉顯示，儘管女性觀看行為看似逐漸脫離男性的物化視點，然而父權意識

並未從觀看行為中消褪，只是轉以更隱晦的兩面手法發揮作用：一方面消費露骨

影像但予以貶抑，另一方面則表彰符合父權社會價值觀且具備美貌的使用者，並

循此對女性使用者進行影響和約束的行動。由是導致女性認同正面特質的美貌，

並對露骨影像產生反感的結果，達到規束之效。 

其次，網路美女是社群內觀看焦點，然其知名度則是利弊兼具的雙面刃。她

們雖可因美貌吸引虛擬依附，累積名聲，進而轉入實體世界交換實質利益，但同

時也須承受伴隨知名度而來的各種困擾。比方說，網路美女常要面臨其他成員求

愛示好、攻訐、盜用相片的騷擾，前述問題還會擴延至實體世界，對其個人隱私

形成威脅。同時，網路美女也常遇上影像遭人誤讀的困境，對其相簿使用行為造

成影響。這意味著網路美女必須面臨利弊交雜的窘境，也揭示出網路相簿中影像

流動、曖昧、多重解讀的可能，以及使用者對影像意義解釋的爭奪過程。 

對網路相簿社群而言，網路美女既是平台招攬會員的活招牌，也是成員模仿

的指標，而其豐富多彩的生活情境，則為其他成員提供了想像的憑據，使他們得

從觀看的過程裡獲取愉悅。然對網路美女而言，在經歷利弊交錯、好壞參雜的各

種事件之後，「網路美女」這個頭銜的意義卻出現日趨模糊的趨向。 

第五節  網路相簿的意義 

第四節旨在探究網路相簿對社群成員的意義。本研究共分四個部份，首先論

述網路相簿帶給成員的收穫與正面經驗，其次分析網路相簿引發的各種負面困

境，並進而歸納網路相簿在成員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其意義，最後提出統合整理。 

一、 使用網路相簿的收穫 

使用者們表示，從開始啟用網路相簿至今，他們無論是在拍照、設備添購、

技術使用，亦或交往的人際網絡上，都已出現不同於過往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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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拍照與添購設備的行為增加 

由於網路相簿是一種具有進入門檻的科技產品，是以部份使用者是在擁有數

位相機等設備後才啟用網路相簿；而透過網路相簿與人分享生活、取得回應的過

程，加深了他們對網路相簿的依賴，同時也助長拍照行為的增加： 

「我覺得就是大家現在比較喜歡拍照了，出去吃飯什麼就一定要拍照，而且

像這樣大家就會覺得到底是來吃飯還是拍照，然後就是出去吃飯還會花很多

時間拍照，就一直拍一直拍。而且其實可以聯絡感情啊，可能拍完就會說期

待什麼時候會把照片放上來，就會互相去看啊，而且就是會去抓相片。」

（R01，F，24歲） 

也有受訪者本來並不具備數位相機和掃瞄器等設備，卻因為開始使用網路相

簿之後，強化他們對影像設備的需求，進而產生添購的行動： 

「會因為想要增添自己照片的豐富度，會去添購設備，就是會去買數位相

機…我會把它當成紀錄我生活很重要的東西，沒有數位相機會覺得少了什麼

吧…一開始到哪裡都會帶著數位相機，就是不管什麼都想把它拍下來。」

（R04，F，23）」 

換言之，網路相簿的使用強化了受訪者在拍照行為和設備添購的表現，後者

又會反向加強受訪者對網路相簿的使用，進而形成有如制約式的循環關係，也讓

受訪者對網路相簿的依賴日漸加深： 

「我本來就很愛拍照，那有了網路相簿以後就更愛拍…我覺得有一點像一種

制約吧，就好像你每天要登入MSN那種感覺；你會不由自主的想要上去看

一下，即使說今天都沒有人去留言，你也會想要看一下，或是關心一下他今

天怎麼樣…你會不由自主的想上去看一看，就算是三五分鐘也好。」（R08，

F，25歲） 

（二） 網路使用行為的增加與技術的熟捻 

其次，也有受訪者指出，網路相簿的啟用助長了她們對網路與科技產品的了

解。特別是因網路相簿的篩選、上傳、編輯過程，都需運用輔助的軟、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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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促使許多對科技不感興趣的女性使用者，會因為網路相簿的關係，進而開始

近用、學習各種科技軟體和程式語言： 

「我覺得還有一個收穫，就是玩網路相簿之後我比較會用電腦。因為我是一

個電腦白痴，只是因為有數位相機，然後又覺得好像很好玩（才申請相簿），

事實上我是一個很不會用電腦的人，超不會。（以前）可能還是會拍很多照

片，但是就是放在自己的相本裡面。」（R02，F，25歲） 

「以前 Link 很單調嘛，就是自己在那邊改語法那些…一開始我還蠻重視它

的，就會三天兩頭就換一次；我覺得說人家到我這邊來看，會有一種希望對

方有一種驚喜的感覺…網頁素材會去找，然後語法就自己看一些書，然後網

路到處找這樣子…有時候連結到別人那邊去，看到人家會我不會，就會纏著

人家一直問他到底怎麼弄的。」（R04，F，23歲） 

此一現象為思考性別與科技關係提供了新的切入點，女性使用者在此間展現

的是一種帶有情感、以視覺為中心，且參雜遊戲意味的操作方式，這和特克

（Turkle, 1997/譚天、吳佳真譯，1998）所提的「軟性風格」科技使用習慣遙遙

呼應。換言之，網路相簿不但代表了一種新的介面形式，也會促成不同的使用習

癖興起，而其強調影像、戲耍和情緒性的特徵，則能與好用軟性風格操作科技設

備的女性相互呼應，進而產生相得益彰的效果：女性在其中增長了對技術的熟

捻，其軟性風格則促成網路相簿多元化的內容。 

（三） 鞏固實體世界友誼、建立網路人際關係 

再者，網路相簿對人際關係網絡的維繫，也是受訪者們一致肯定的功能。受

訪者們認為，網路透過影像傳遞生活近況，一方面可以幫助朋友瞭解其生活境

況，即使相隔遙遠也無礙於友誼的維持，甚至可以讓失散多年的朋友能透過相簿

彌補失聯後的空白，有助於鞏固實體世界的友誼關係： 

「我用相本的動機，主要是讓我的朋友可以隨時掌握我的動態，其實這是我

最初的一個原因。我甚至還在相本裡面遇到那種失散十三年的朋友，而且他

覺得十三年的空白可以從我的相本中補齊...從相本當然是可以知道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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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什麼事情，聊天的時候當然就會知道，就不會有太多未知的東西。」

（R07，F，30） 

也有受訪者強調，儘管原初啟用網路相簿的目的，僅只是為了與實體世界的

友人聯繫。但啟用至今，網路相簿也協助她拓展交友範圍，甚至透過影像與文字

訊息的互動，結識了許多志趣相投的朋友，並將網路上的友誼進一步落實於實體

世界，成為生活中的支持力量： 

「認識蠻多不錯的朋友吧。其實我覺得透過相簿認識只是一個管道，可是能

不能深入交往當朋友，是看你們後續的互動。那我覺得我運氣蠻好就是，我

後來遇到一些真的蠻好的朋友，他們就變成我生活裡面不可缺少的朋友…我

都跟人家說我這個朋友是路上撿到的，你知道什麼路嗎？我在網路上撿到的

（笑）。」（R08，F，25歲） 

由是顯示，網路相簿圖文並用的溝通方式，不只可以幫助使用者訴諸影像溝

通，協助鞏固實體世界的友誼，也提供她們進一步串聯的可能。使用者如今可以

透過影像彼此認識、相互連結，從中發展出新的互動形式與交往關係，並進一步

將之落實於實體世界之中。這打破了過往研究過度表彰「網路去實體化」的趨勢，

反映出虛擬社群成員並非只滿足於線上訊息交換的行動，而是會不斷以各種行動

謀求「具體接觸」的可能。然須注意的是，運用網路相簿發展社群關係的行為，

較常出現在女性使用者之間。這可能因為網路相簿騷擾訊息不斷，加以「以貌擇

友」的行為，常會造成女性使用者對異性網友的示好感到不安所致，是以較不容

易出現因網路相簿發展而成的異性友誼： 

「有些男生太白目了，留那種「做朋友」的…我都跟我朋友開玩笑，這種男

人不知道用複製貼上多少次。他只想做朋友，不是想認識妳，他只是想交朋

友而已，妳跟一號二號三號在他眼裡只是編碼或數字或某某代號，不是你這

個人。我也不會排斥或覺得怎樣，但是我也不知道該跟你們說什麼；『你好

美，想跟你做朋友』，『哈哈，謝謝』…就會覺得一整頁看起來不夠乾淨，好

像有些小白進來這樣。」（R07，F，3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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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網路相簿的負面影響 

除了正面的行為轉變，受訪者們也指出，網路相簿啟用以來對他們的生活造

成了某些困擾，最顯著的就是影像揭露所導致的隱私曝光，以及從並行於網際空

間和實體世界的騷擾問題。 

（一） 隱私曝光 

隨著網路相簿啟用時間漸久，使用者也逐漸意識到，當他們利用網路相簿分

享生活情境的同時，也等於是向網際空間裡不確定的觀眾揭露個人隱私。這種知

覺導致使用者開始刻意迴避某些訊息的刊載，或是主動要求 Beauty板站務人員

砍除相關訊息，也有使用者不堪其擾，最後選擇退出網路相簿： 

「我覺得就是那種隱私欸，因為一開始都覺得不會有陌生人來看，可是其實

會有人、討厭的人去搜尋你的 id，然後找到你的相簿…他如果有心要窺探你

的話，他就每天在那邊注意你的相簿啊，那如果你又有寫網誌，他就每天看

你的相簿跟你的網誌，因為有的人會天天寫，他就知道你在幹什麼。」（R03，

F，24歲） 

筆者觀察 Beauty板討論風氣時亦發現，網友們不只關注網路美女揭載的影

像內容，也有人會進一步刺探或發布關於網路美女私生活的訊息，或是找出網路

美女就讀的校系、網路 ID、通訊方式等等，以期進一步與之發生連繫。然而，

這種情形卻造成相簿主雖僅意欲分享部分生活，最後卻得承受隱私全面曝光之

擾，種種不可控的情形不但削弱了相簿主繼續使用的意願，有時更可能造成相簿

主的引退。比方說，有「網路美女」之稱的知名相簿主「小餃子」，就在一次個

人資料外洩的事件後，選擇關閉網路相簿： 

「覺得網路上太多不是我能控制的雜事，最近真的影響到了我的現實生活，

有人盜用我的照片交友，有人打電話給我，說我是他網路遊戲的朋友，害得

電話另一頭的我聽得傻眼？天曉得我從來不玩網路遊戲以及網路交友

的！！還有人留言說發現男友劈腿，但是發現電腦中居然是我的照片？這真

是太誇張了。」（dumplingbaby，Wretch/al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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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介入：網路騷擾擴延實體世界，實體衝突蔓至網路相簿 

網路相簿公開觀覽的情形，雖然有助於拓展受訪者的人際網絡，但也有受訪

者指出，網路相簿無法過濾和選擇觀眾，因此除有隱私曝光的危險，有時也會成

為騷擾和衝突之源。這種騷擾有時是因受訪者的網路名氣而起，曾閱覽其相簿

者，有時會對他們的線下生活形成干擾： 

「像我朋友她們還蠻有名的，變成說我們也會覺得有點負擔。被認出來是沒

什麼關係，如果是善意的就算了，可是我覺得有一些人不是很善意，就會不

太好。就是有一種感覺會說，人家知道妳們今天在哪，而且你其實會一直被

認出來…就會像明星一樣，你就會想說我有沒有做什麼難看的動作，或是今

天沒有打扮就出門，就會覺得蠻糗的。」（R08，F，25歲） 

此外，網路相簿有時也會為實體世界的衝突事件所波及，淪為對特定相簿主

宣戰、攻訐的武器。譬如受訪者 05就指出，在現實世界和她發生齟齬的第三者，

曾經挾怨報復將她的相簿公諸於 BBS中，導致她成為被評比、批評的對象： 

「我是沒有真的遇過那種跑來罵我或什麼的，只有遇到之前有一個跟我前男

友糾纏不清的女的…那個女生過一個月後把我的相簿 po 到美女版去，就害

我被攻擊…她是用別的 ID，而且 PO 了好幾篇，就是只要有寫到大眼睛的，

她就會故意把我的貼上去，然後別人就會點去看，就害我被人比較什麼的。」

（R05，F，25歲） 

曾經參與 Beauty板管理事務的受訪者 10也注意到，網路相簿與 Beauty板越來

越常被網友用以報復或惡作劇： 

「就比如說有女生的男朋友被搶了，他就把搶的那個女生的照片貼出來，看

大家怎麼討論；當然都貼醜的照片，不是貼美的，不然就失敗了。或者是有

人惡作劇，就是有個胖胖的學弟一直被貼，一直被惡搞，不知道是怎麼回事。

可能是大家覺得把班上不討喜的人貼上去，大家笑一笑蠻爽的。」（R10，M，

22歲） 

此一情形不只凸顯出網際空間內佈滿了衝突的風險，也顯示網路相簿帶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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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論形式興起，網友可以透過「容貌」的標界更清楚地掌握相簿主的身份，進

而對其隱私形成威脅。而從網路衝突可能蔓及實體世界、實體衝突亦能擴延上網

的情形則顯示，使用者乃是不斷地遊走、逡巡於網路和實體世界之間，試圖從中

摸索出各自的規範、價值與行為風格。 

三、 網路相簿的意義 

綜觀網路相簿啟用以來的林林總總，網路相簿對使用者而言，如同一座（1）

表演的舞台：使用者可在不直接面對觀眾的情況下，有限度地對公眾揭示個人所

欲呈現的面向；一方面滿足表演慾望，另一方面也從他人的回應中獲得肯定： 

「它能呈現的只有版主希望呈現的部份。如果它想要呈現自己很俊帥的部

份，那你就只看得到那樣；他可能只有那張臉，其他部分很異常也不一定，

你就只看得到人家要給你看的那部份…所以我覺得網路相簿只能做為一種

消遣，它不能變成一個人的全部，很難…網路相本是一個可以倒垃圾、裝淑

女，也可以搞怪的地方。」（R09，F，25歲）- 

再者，（2）網路相簿也是使用者彼此分享資訊的管道： 

「網路相簿能夠讓更多人，認識你的人知道你的生活近況，變成什麼樣子

啊，這些訊息遠方的人會知道。因為像以前傳統照片，只能擺在自己家裡自

己看啊，然後畢竟靠電話聯絡感情，也只聞其聲不見其人…主要是讓同學知

道我的生活啦，讓認識的人知道我的生活。」（R04，F，23） 

同時，它更是一種（3）交換利益的基礎，使用者可以透過網路相簿的經營，

揭示個人所持具的資源或資本，並進一步引之進行利益的交換。所謂的利益小至

生活資訊，大至經濟收益和地位的提昇，都有可能透過網路相簿的經營達成： 

「我大概會知道我自己有興趣和有能力的是哪些方面，那我會想透過管道把

它發洩出來或是展示出來，一方面是想藉此如果有人發現我的長處的話，會

找我去做某些事情…有很多編劇想要找我…編劇還有劇本劇組找我是因為

相本，但是我覺得我不是這樣的專業，我就不會去做。」（R07，F，30歲） 

此外，網路相簿也是一種（4）風險，它帶給受訪者虛擬依附、實體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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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個人聲名的提升，但在此同時也埋下了隱私曝光與騷擾的危機，更迫使使

用者為了捍衛影像的意義，與觀看者進行詮釋的爭奪，或是產生自我檢查、封鎖

的寒蟬效應。 

簡言之，網路相簿對使用者而言，有如一處（1）表演的舞台、（2）分享資

訊的管道，和（3）交換利益的基礎；同時，它也是一種（4）充滿風險的互動方

式，極有可能因失控演變成衝突的來源。從訪談過程中也顯示，受訪者多半極為

清楚地意識到「網路相簿」被觀看的可能，是以他們除了會對自己的行為進行修

正，也會試圖在被觀看的過程中，不斷創成、建構或經營出對自己有利的影像意

義，並與觀看者競逐對影像的詮釋。 

四、 小結 

本研究意圖探究網路相簿對使用者的意義所在。研究發現，啟用網路相簿之

後，使用者的正面收穫包括添購設備與拍照行為的增加，而使用和改進相簿的動

機，則會促使他們進一步學習各種、軟硬體設備和程式語言，強化其網路使用行

為，以及對技術設備的操作。更重要的是，使用者也透過網路相簿鞏固實體世界

的友誼，甚至於網路上開創出新的人際網絡。 

然而，網路相簿的啟用也埋下困擾的危機：透過影像揭櫫個人生活的行為，

常會進一步成為他人刺探隱私的依據，而相簿主無法主動過濾、篩選觀看者的行

動，也使得他們必須面對不確定觀眾的批評、攻訐或質疑。網路相簿提供影像、

暴露受訪者個人資訊的特性，更使得受訪者無論是在網際空間或實體世界，都極

易為騷擾事件所波及，甚至使網路相簿淪為挾怨報復、陷害的工具。 

歸結網路相簿的種種經歷，網路相簿猶如一處（1）表演的舞台、（2）分享

資訊的管道，與（3）交換利益的基礎，使用者可透過各項實體資本的轉換，進

一步作為擷取虛擬資本之用，並對個人產生實質效果。但同時，它也是一種（4）

充滿風險的互動方式，當使用者開始嘗試以科技建構個人形象時，也必須承擔他

人以科技之道進行的窺視、騷擾與攻擊。 

意即，網路相簿作為一種新科技產品，它會改變原有的文字互動方式，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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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利益與新的難題，從中形成的虛擬社群也將因平台特性的差異，展現出網路

相簿平台特有的文化風貌，融合「容貌」、「觀看」與「轉換」的特性於其中。他

們彼此觀看、對影像做出競爭性的詮釋，而且切切實實地發生了連結；他們既非

超越現實的理想，也非獨立觀看的烏合之眾（Willson, 1997:147）。此間展現的行

動力不但呼應雷因格德所言，「除把身體滯留線下之外，其餘均與線下生活無

異」，也驗證了另一件重要的事實──網路相簿使用者會進一步將線下資源轉換為

線上互動的資本，甚至再把線上所得帶回實體世界，並且不斷穿梭、逡巡於兩者

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