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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我經營 JenniCam並不是因為我渴望或必須為人所看，而是因為我並不介意

被人觀看。 

Jennifer Ringley 

你願意放在公眾的地方，就是不介意別人看。可是，不介意別人看的前提是

──那些人不能反過來來影響你。 

R08，F，25歲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整合前述資料，本文提出研究發現如下： 

一、 網路相簿的使用行為：使用者發表建構形象、經觀看認識彼此 

在網路相簿的使用行為部分，由於網路相簿具有進入門檻，故被視為一種科

技產品，受訪者多是在克服硬體設備限制，並經實體世界的友人引介後，才開始

啟用相關服務，最初的目的也僅在於維繫實體世界的友誼關係。然隨使用時間漸

長，受訪者開始對相簿功能產生需求，也透過相簿發展出網路友誼，是以在面臨

更換平台和續用考量時，相簿平台的功能和網路友誼取代成為主要的推動力量。 

使用者在網路相簿中的使用行為，包括了發表影像／文字訊息，以及相互觀

看的行動。他們透過各項訊息的揭櫫，在網路上建構出特定的個人形象，然此揭

露行動是經修改、篩選與刻意營造的手續而成，不僅帶有人為建構的特性，也展

現出以呈現歡樂、美好等正面訊息為主的傾向，負面事物罕能現身網路。同時，

他們也會透過觀看彼此認識，並依據影像內容對對方生活細節進行揣想，但男性

關注的重點主要是容貌與身材，女性則對圖片細節，諸如打扮、情境、身邊人物

多所注意，唯一的交集是兩者都對「網路美女」的相簿青睞有加。 

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們雖然都意識到相簿影像的人為建構特質，也對此多

所批評，但仍然仰賴影像與觀看的過程來認識對方。只不過，他們除了會依據相

簿主供給的影像線索進行揣測，有時還會主動搜尋其他相關討論，或是連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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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經驗，對相簿主的形象進行詮釋，甚至產生兩造對影像訊息的詮釋各執己

見競逐不下的情形。這也會反向影響他們自己的使用行動，進而對發表行為與訊

息內容更為審慎，以至於出現致力經營或寒蟬效應的反應。 

易言之，網路相簿的出現不僅落實雷因格德（Rheingold, 1993）所言，「觀

看」是網路上最重要的行動，更將「觀看」的意涵向前推進一步，使其範圍不再

侷限於文字訊息，而讓相簿主的個人影像如今也成為觀看對象之一。意即，網路

相簿已然改寫過往「不見形影」的網路互動形式，並將「容貌」的影響力由實體

世界擴延上線。 

二、 網路相簿的社群關係：鬆散的社群、緊密的次社群、經實體資本與科

技而來的權位差異 

使用者基於共同考量選擇相同平台，並分擔一樣的責任與規範，但因人數眾

多、互動不均，是故呈現出鬆散的社群關係，因此多會另求互動之道，透過網路

相簿／留言板的使用，發展出次一級的集結群體，形成網路相簿社群內尚有次社

群存在的現象。次社群因人數少、互動頻繁，關係遠較社群緊密，討論話題可以

超越網路相簿內容，甚至落實於實體世界，成為彼此生活中的支持力量。由於次

社群會力求將網路關係帶入實體世界，或將重要訊息透過私下管道傳遞，進而造

成次社群內關係緊密、次社群外關係疏離的發展，也對網路相簿社群的成員行為

造成影響。 

次社群的浮現，一方面呼應了柯景騰（2002）所言，虛擬社群並非互動均等、

關係齊一的大同世界，而是呈現出疏密不一的連結情景。另一方面，也突顯了網

路使用者對具體接觸的渴望；使用者並不滿足於單向的展演，而是會更進一步從

自我揭露的過程中，謀求與他人發生連接、串集的可能，並將網路友誼落實於實

體世界。再者，從女性是串聯次社群的主要成員看來，不只驗證了克勒克（Clerc, 

2000）認同女性會以科技發展緊密互動的說法，更顯示網路相簿以觀看事先確認

身份的特質，較有助於提供女性相對安全的溝通環境，故能協助他們發展親密友

誼之舉，形成社群內不容小覷的集結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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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相簿社群互動的另一個重點，乃是權位差異的情形和其效應。研究發

現，網路相簿以「觀看」認識彼此的特質，助長了「影像內容」成為擷取權力的

焦點，而美貌、生活的豐富度，以及互動的意願，都是影響使用者在社群內據居

位置差異的關鍵。這些特徵與使用者線下持具的實體資本相關，意即，線下實體

資本愈充沛的使用者，愈容易在網路相簿社群中崛起，甚至可對其他社群成員發

揮「動員」的力量，以「積極／消極動員」的方式，促動成員與之呼應。 

也就是說，網路相簿社群內的權位差異情形，正如希爾斯（Hills, 2002）所

指，是與社群成員持掌的虛擬資本相關，而虛擬資本又是從實體資本而來，因此

形成「實體資本 虛擬資本 虛擬社群內的權位差異」三者間的轉換關係。然而

希爾斯並未對「轉換」多所著墨，但本研究發現，「轉換」具有雙重意涵：它不

僅是幫助成員將實體資本挪為虛擬資本的關鍵，也可以協助不具實體資本的成

員，透過轉換的過程，對影像進行戲耍、造作與建構，進而營造出「彷若」持有

的錯覺，以助其擷取虛擬資本與權位上的優勢。換言之，網路相簿社群內的「轉

換」與影像結合，既能將實體資本帶入線上世界，也可對此進行耍弄與嬉戲，展

現出科技的兩面特性。 

網路相簿社群次社群林立，又充斥著權位差異的情形，將反向影響成員的使

用行為。本研究發現，前述情形助長了（1）依附之風的興起，進而促成（2）反

權力行為的增加，因而導致（3）成員出現寒蟬效應，並開始傾向將互動轉入地

下化。如上發展最終將導致社群互動出現變化，並改寫虛擬社群的內部生態。 

三、 網路美女的影響和意義：容貌的竄起與權力的風險 

本研究發現，兩性雖然都以「網路美女」為主要觀看對象，但在觀看行為上

仍出現差異：男性重視的是網路美女的身材樣貌，旨在尋求視覺刺激，獲取感官

性愉悅的滿足。女性則會進一步尋找影像細節，並連結自身經驗和生活情境進行

扣連，從想像式的參與感中獲取愉悅。這種差別進一步反映在兩性對影像的好惡

選擇之上，並使女性難以認同以「性感、裸露」取勝的影像。值得注意的是，儘

管男性網友並未對「性感、裸露」的影像產生反感，然而從他們將「美貌」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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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正面特質進行連接，並對「性感裸露」照片採取戲謔、玩笑的態度顯示，男性

觀看的行為中仍呈現出某種對於「美貌」尺度的界定，以及他們對不合此規範者

所採取的貶抑行動。這也將進而影響女性網友的後續反應，就有受訪者直言，正

是因為不想成為男性嘲弄、意淫的對象，使其寧可選擇關閉相簿或放棄擺設泳裝

照片的行動。 

從此結果顯示，無論是莫威（Mulvy, 1975）、卡普蘭（Kaplan, 1983/曾偉禎

等譯，1997）所指陳的「父權觀看」，或是懷特（White, 2003）和金羅葛洛（Jimroglou,  

2001）宣稱的「賦權觀看」，都應當做出進一步的修正。網路相簿的出現確實賦

予女性更自主的回觀可能，科技的革新也使他們不必再透過執鏡者／男性的視野

觀看、認同女性，然而這並不代表著父權意識已從其間全盤消退，相反地，父權

意識是轉以更隱諱的兩面手法，對女性的「發表／觀看」行動造成影響。意即，

男性一方面消費女體影像，一方面也對不合乎正面價值的影像進行戲謔、嘲弄的

動作，這使得同時意識到女性影像與男性觀看的女性使用者，會為求「不成為」

遭到貶抑的對象修正行動。也就是說，科技確實賦予了女性對觀看的自覺，但在

整個社會結構與價值趨向尚未轉變之際，這種觀看在賦權之餘，亦可能是對女性

行為更嚴密的規訓行動。 

再者，網路美女對網路相簿社群而言，既是平台賴以招攬會員的活招牌，也

是成員效尤模仿的指標，並能提供其他成員想像的憑據，使其藉由想像式的參與

獲取愉悅。而從網路美女的崛起過程中，亦顯示「容貌」確實已經超越實體世界

的範圍，並擴延成為網路權力的來源之一。此舉不僅打破過往網路互動「不見形

影」的說法，也讓「容貌」成為以實體資本交換虛擬資本的要件之一。 

然而，這種以容貌、影像作為交換權力憑藉的行動，亦有遭受挑戰與顛覆的

可能。比方說，當網路美女吸引虛擬依附之餘，也成為觀看者議論、詮釋的對象；

由於這些詮釋是觀看者透過影像連結揣測的成果，未必會與相簿主所欲呈現的形

象相符，甚至可能出現與之悖逆、衝突的發展，進而演變為觀看者與相簿主對影

像意義的詮釋之戰，成為網路相簿對人際互動與權位關係取得過程埋下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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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路相簿的意義：具體接觸的渴望、曖昧矛盾的使用心態 

網路相簿對使用者而言，兼具正負兩面的影響：它一方面助長其添購設備與

拍照的意願、對科技的熟稔，鞏固實體世界友誼和建立網路人際關係；另一方面，

影像訊息的揭露和詮釋的逸走，也讓使用者感受網路相簿暴露隱私，以及助長衝

突越界的風險。因此，網路相簿對他們來說，猶如一處（1）表演的舞台，可以

藉由（2）分享資訊的過程，進一步取得虛擬社群內的（3）利益，甚至回推實體

世界，但同時也是一種（4）充滿變數的互動方式，隨時有可能因行為的失控演

變成衝突戰場。 

從訪談過程中，筆者發現，受訪者清楚地意識到「網路相簿」觀看與被看的

可能性，是以他們才會試圖在被觀看的過程裡，不斷創成、建構或經營出對自己

有利的影像訊息，以左右觀看者的詮釋方向與內容。然而，網路相簿這種科技的

興起，雖然可以滿足網路使用者對具體接觸互動對象的渴望，也能協助使用者建

構個人意欲呈現的形象，但是同時也埋下了諸多風險，諸如：衝突、詮釋的爭奪，

以及對權位取得的戲耍。 

由此顯示，網路相簿的興起以及網路相簿社群的出現，乃是順應網路使用者

長期以來對文字互動的不安而生，是以透過影像訊息的傳遞，逐步滿足他們對於

具體接觸的渴望。也就是說，當人們開始透過網路發展人際關係，卻有感於具體

接觸的不足時，便會繼續透過新科技的使用，來尋求更進一步的滿足。而當使用

者有感於社群內充斥權位不等的現象時，也會乘科技轉換之便，以掙取對個人有

力的虛擬資本。然而，科技在滿足欲望之餘，卻也帶來了不可控制的變數，由是

造成使用者對科技愈發仰賴或索性脫離的行動出現。 

開啟視訊網站之風的林蕾曾經說過，她經營網站是因為她並不介意被人觀

看。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 08也提出類似的發言，但她另加一項但書，強調「不

介意別人看的前提是──那些人不能反過來來影響你」。這句話既反映出受訪者們

對網路相簿的想像，也揭露了他們對相簿風險失控的不安。然而事實正是──網

路相簿是一種科技產品，使用者透過技術運用建構出個人意欲呈現的形象，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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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作為交換虛擬權位的基礎；與此同時，使用者也透過技術的賦予彼此觀看、揣

想、質疑，競逐對影像內容的詮釋，以至對彼此生活形成干擾與介入。 

這種利弊交雜的網路相簿效應，造就了使用者對網路相簿使用與評價上的曖

昧和猶疑。筆者在觀察過程中就發現，相簿使用者在回顧、評論網路相簿意義時，

往往不斷呈現出矛盾的情緒。例如，使用者雖然相信網路相簿可以更清楚的揭示

對方特質，但也深諳相簿呈現的形象乃是人為建構的結果，真實度有待檢驗；雖

說如此，他們仍會一再地透過觀看進行認識、解讀、揣擬。其次，使用者面臨自

己建構的形象遭到誤用或駁斥時，往往會產生進一步的反抗行動，與觀看者競逐

影像詮釋意義。但與此同時，使用者亦是透過個人經驗的連結，對他人影像做出

判斷，也同時在和其他影像的相簿主進行意義爭奪的行動。再者，網路相簿雖助

長美貌者的興起，並帶來虛擬與實體的利益，但同時也使他們必須承擔更大量的

觀看與評論，並且面臨較其他使用者更頻繁的騷擾、衝突和爭戰。因此，許多因

網路相簿竄紅的網路美女，在歷經幾年網路相簿起伏之後，近年均選擇關閉、退

出網路相簿的世界，翩翩倩影只存於網路相簿使用者的回憶與口耳相傳。然而也

有甚者，雖深知網路美女可能遭受的各種騷擾威脅，卻依然將網路相簿美女的穿

著打扮行為舉動奉為圭臬，並試圖透過各種模仿行徑，以期更貼近網路美女的形

象，為自己贏得更高的網路聲譽和支持…。這些曖昧、矛盾、猶疑和不定的反應，

不只是網路相簿使用者的心態側寫，更反映了網路相簿崛起以來，對網路互動與

人際關係造成的影響極為深遠，且絕非正、負兩極評價可以呈現。 

整合而論，網路相簿作為一種新科技的產物，首先帶來了新的網路互動形

式，也衝擊虛擬社群與實體社會的分野，同時改寫「影像」對虛擬社群的意義。

而由此形成的網路相簿社群，則是「看／被看」關係竄流的場域，是人們表演、

互動、對立、競爭的所在，也是科技與人為交互糾纏的結果。這意味著相簿社群

的成員並非被動的使用者，他們會不斷地運用個人創意與所持技術進行網路參

與，透過發表與觀看行動彼此認識、發展關係，甚至演變成競合關係，激盪出更

繁複的網路文化內涵。這也突顯出，虛擬社群研究將不應只侷限於表揚或否定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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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社群的互動意義，或視之為人人平等的新天地，而是應當更深入地呈現社群互

動實景，以及其與實體世界密不可分的關係，方能對科技與人際互動的關連形成

更深刻的理解。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進入場域，針對網路相簿使用行為和社群關係

進行討論。整體而言，本研究在研究方法、樣本選擇、觀察身份，以及研究者的

角色選取過程中，面臨了以下限制： 

一、 研究方法的限制 

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本研究取徑質性研究方法，採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的

方式蒐集資料。其優勢在於研究者可以深入追問樣本的經驗與觀點，然受限於時

間和資源限制，無法針對大規模樣本進行普查，是以研究結果僅能反映樣本的行

為特徵，難以呈現社群內的普遍趨勢。 

二、 樣本選擇的限制 

國內現今已有多家網路相簿平台提供類似服務，然本研究僅選定 TaipeiLink

與無名小站作為觀察場域，未對其他平台進行討論，是以無法理解各個相簿平台

在風格、介面與功能上的差異，對使用者行為與互動產生何種影響。再者，本研

究以立意抽樣選取活躍的使用者作為樣本，由是獲取的樣本雖因經驗豐富，可提

供更多思考上的切入點，但其於社群中所據位置乃如柯景騰（2002）所言，僅是

少數「情感密集核心區」的一部份，至於其它不若樣本活躍的使用者，以及負責

平台事務的管理群，在觀點和行動上是否與樣本有別、差異何在，是此次研究無

法處理的問題。 

三、 完全觀察者的身份限制 

研究初期，研究者採完全觀察者的身份進入社群，然如前述所言，網路相簿

平台內次社群林立，還有「互動私下化」的傾向，是以完全觀察者的身份雖可在

不干擾對象的前提下蒐集資料，但也阻礙研究者對次社群的參與。換言之，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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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身分限制，僅能從樣本的描述中勾勒次社群的大致景況，但在掌握確切的

次社群樣貌上則有待加強。 

四、 研究者的角色定位問題 

筆者在進行研究以前，曾有長達四年的網路相簿使用經驗，於訪談中亦不諱

言此項經歷，並會適時與受訪者交換經驗。這雖有助於筆者與受訪者建立信賴關

係，讓他們更放心地暢所欲言，但有時也會對受訪者的回答產生牽引作用，甚至

形成對方為呼應筆者而刻意迴避特定觀點的反應。這顯示筆者在研究角色的定位

上仍有釐清的必要，並需思考未來應採何種方式進入場域，才能更確切的理解、

呈現樣本的生活經驗，同時減少對樣本行為的干擾。質性研究的結果原本即是研

究者與樣本互動所成，是故研究者選取何種角色、採取什麼姿態、自我揭露程度

等等，都將是未來進行虛擬社群研究時，研究者不可不慎的重點。 

第三節 研究建議 

整合研究發現，並將上述限制納入考量，本文對未來研究提出以下建議方向： 

一、 研究不同主題的虛擬社群，探討介面差異對人際互動的影響 

多納斯（Donath, 1999:34）和貝姆（Baym, 2000）都曾指出，虛擬社群是一

種持續發展的創作過程，它會揉合介面、成員、生活經驗、討論主題與目的等複

雜元素，醞釀為迥異的互動風格。本研究觀察網路相簿社群時亦發現，網路相簿

強調影像傳遞的特性，塑造出相簿社群「仰賴發表建構形象，透過觀看彼此認識」

的特徵，也對實體資本與虛擬權力轉換的過程造成影響。那麼，其他主題的虛擬

社群又如何？他們所強調的重點、訴諸的溝通方式，以及仰賴的介面，將會於網

際空間中激盪出何種火花？或許是將來研究可以繼續探究的方向。而透過對不同

主題與介面所形成的各種虛擬社群進行觀察，除可累積虛擬社群研究資源之外，

亦有助於呈現網際空間內各式各樣的互動風格。 

二、 重視社群成員間的集結和對立，探討權位差異對虛擬社群的影響 

柯洛克與史密斯（Kollock & Smith, 1999:4）認為，過往的網路研究者極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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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於烏托邦或反烏托邦式的極端思考，要不是偏重網路的賦權功效，就是批評網

路強化了不平等的權力結構。然而虛擬社群往往遊走於上述兩種特性之間，若僅

以正負評價詮釋，將無法呈現網路社會內的複雜實景，以及實體世界和網路緊密

交纏的關係。本研究就發現，虛擬社群內部關係交錯，權位差異則與實體資本和

科技轉換密切相關。因此，未來的研究者應該跳出對虛擬社群進行正負評價的窠

臼，進一步將視點投注於社群成員間的互動描述，並藉由探討權位差異對個人、

社群造成的影響，揭示出虛擬社群內部複雜多元的情景，並理解科技對人際關係

的作用所在。 

三、 觀察虛擬社群內的性別差異，探討性別與科技使用的關係 

女性向來被視為科技產品採用過程中的弱勢者，但本研究在觀察過程中發

現，女性比男性更頻繁地透過網路相簿來發展人際關係，而且女性受訪者都展現

出「寧可和同性碰面，也不回覆男性示好訊息」的傾向。此一現象不僅呼應克勒

克（Clerc, 2000）的說法，打破了「網路活動由男性主導」的表象，亦顯示不同

性別在科技使用上的態度有別。是以，本文建議未來研究可繼續觀察虛擬社群內

的性別差異，並透過對其使用行為進行分析，發掘兩性在想像、運用科技上的差

異，以勾勒性別與科技使用的關係。 

四、 關照研究者的角色定位，思索虛擬社群研究方法的轉向 

虛擬社群研究多循傳統的研究方法而行，儘管學者們越來越意識到，虛擬社

群的研究者同時身兼了「研究者」與「社群成員」兩種身份，也主張研究者不應

迴避反思的過程（Feenberg & Bakardjeva, 2004；Baym, 2000），然而研究者面臨

虛擬社群時，究竟該採取何種姿態與策略進入場域，至今尚無定論。再者，筆者

也觀察到，隨著即時通訊軟體（Instant messenger, e.g. MSN）和 Email的普及，

當網路使用者面臨訪談邀約時，越來越傾向採行這類無須面談或實體接觸的管道

進行。這是不是意味著，科技不只對人際關係產生影響，同時也開始扭轉、改寫

研究進行的方式？研究者應當如何面對、由是可能產生的後續效應為何、與過去

面對面訪談的差異何在，都將是未來研究可以深入追問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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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司堤根（Costigan, 1999）嘗言，「我們的書寫塑造了網路的未來、對於網

路的想像，以及公眾的意見」。因此，以虛擬社群為題的研究，反應的不只是個

體對於網路的展望，也揭示了吾人對於科技的想像，且將是「一部由吾人主動撰

寫的歷史」。 

第四節 結語 

網路相簿是晚近本地新興的熱門現象，它不同於林蕾的視訊自拍網站，除提

供使用者自我揭露、展示的舞台之外，更串起了使用者的個別空間，使他們得以

發展出緊密互動，形成社群、次社群等大小集結，並產生資本的轉換和權位差異。

換言之，網路相簿並非使用者自我回觀、戀慕之鏡的說法可以解釋，它更是一種

新的溝通方式，重塑、改寫、扭轉了網路上的人際互動關係，也對實體社會造成

影響。 

過去討論視訊站台與觀看意義的研究，多好引用希臘神話納西瑟斯

（Narcissus24）的故事進行比對（White, 2003；Jimroglou, 2001），然其關照重點

均在於納西瑟斯凝望水中倒影的行徑，故事中另一個主角艾可（Echo）始終遭到

忽略。但筆者以為，納西瑟斯的故事所揭示的重點，並非只是對於個人影像的耽

溺行為，相反地，它也道破了「回聲／互動」在其中的重要性；若非艾可一再重

複納西瑟斯的話語發聲，納西瑟斯豈會將水中倒影誤為他人，並持續企盼互動的

可能呢？ 

換言之，納西瑟斯的故事其實和網路互動有異曲同工之妙：使用者都是在追

求某種程度的互動可能，並藉互動的過程確立自我，或與對方競逐詮釋的意義。

而這種有回聲、有互動、有情感投注，又彷彿可以建構並檢證個人形象的特質，

正是網路引人墜入的魅力所在。 

或許，無論是神話裡的納西瑟斯，抑或網際空間中的使用者，沉浸的都不是

                                                 
24 希臘神話之一：女神艾可戀慕美少年納西瑟斯，卻因遭到詛咒僅能重複對方的最後一句

話語，後因告白納西瑟斯不果，悲傷地變為水邊的岩石。一日納西瑟斯在水邊瞥見自己的倒影，

迷戀不已之餘，不斷向水中影像發問；艾可化作的岩石一再重複其語，致使納西瑟斯錯以為水中

倒影確有其人。最後，納西瑟斯因戀慕得不到對方的回應，悲傷地溺落水中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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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影中的完美形象，而是在你來我往的對話與交互穿梭的回聲中，彷若被串起的

互動，彷若不孤獨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