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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第二章文獻鋪陳進行的方式以關係維持的論述作為最核心的概念。研

究者以為，雖然這個部份的文獻主要分成(1)後設傳播；(2)介面與人際互動；(3)
溝通能力三個部份，這些理論卻都指向一個核心概念：人需要不斷維持關係。 
 

人無時無刻進行著傳播行為。無論是透過策略性的維繫策略（例：花時間與

朋友相處），或者從事日復一日地重複著了無新意的傳播行為（例：每天遇見朋

友打招呼），串聯這些活動的是共通性為，人不可能逃脫傳播的範疇；即便拒絕

回應他人話語，從傳播的角度這也是構成實質傳播行為。舉例來說，當 A 拒絕

回應 B 時，表面上看來是一個訊息傳送出去得不到回應的過程；然而，假如透

過後設傳播的觀點進行解讀，A 的這項「無聲行為」卻可能同時向 B 透露：「我

不想跟你說話」、「你說什麼我不懂」，或者「讓我再想想要怎麼回應」等訊息。

因此，無論實質回應與否，人們進行傳播時候總是面臨訊息「不單純」的情形；

也就是說，同一則訊息必然承載大於一種意義，這項看似附加的意義事實上是溝

通過程中最重要亦不可或缺的元素，也就是人我關係的揭露。延續上述 A 與 B
的互動，B 除了未能獲得 A 的回應之外，這時候 B 或許也會在腦海中出現這些

問題：「你為什麼不回答我？」、「我說錯話了嗎？」，或者「你在生我的氣嗎？」。

藉由思索彼此關係，B 或許會思考該如何面對 A 的漠視。 
 

人不可能總是在面對面的情境中進行互動，傳播科技乃作為人際關係維繫的

延續。介面被人為所設計出來的原始屬性，在歷經使用者運用之後而浮現出來的

特質，這種流竄於介面與人之間的「符擔性」，對於人與人的互動是否帶來影響？

人面對新的傳播環境，為了因應環境的某些特質，可能發展出何種適應機制讓互

動得以順利進行？ 
 
符擔性的重要概念之一是科技物被設計之初，可能被賦予某些使用特性，但

是這並不代表人們實際使用科技物時，這些特性仍舊完全成立。Hutchby(2001a)
指出，這是一個人造物「設計特徵」(design-features)與「運用特徵」(features-in-use)
的斷裂。然而，使用者卻具備適應科技物這種特質的能力，因此互動仍能順利開

啟。誠如本研究挑選的觀察對象 MSN，在場訊息原本的字面意義可能與使用者

實際運用時，這項功能衍生出來的意義不盡然相對應；然而，在場訊息的設計初

衷，似乎是希望能便利使用者，讓他們得以判斷他人互動可得性。面對這種情形，

使用者可能根據過往互動經驗所累積的知識解讀他人發出的「訊息」，判斷什麼

時候才是開啟互動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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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後設傳播 

 
壹、後設傳播作為維繫關係的策略 
 

Baxter 與 Dindia(1990)指出，人際關係意味著一種「動態(dynamic)社會過程，

假如人們希望彼此的連結(bond)繼續可行，他們必須持續從事『關係任務』

(relationship work)」(p. 187)。然而，這個領域相關研究主要聚焦於關係開展與終

結階段，介於兩個階段之間的「關係維持」(relational maintenance)階段卻少被關

注（參見圖一）。29不可否認的是，人們大部分時間致力於維持他們現有的關係，

遠甚於開啟或終結關係(Duck, 1988)，然而其重要性未能在人際關係相關研究中

被彰顯(Stafford & Canary, 1991)。 
 
 
 
 
 
 
 
 
 
 

 

 

 

 

 

圖三：人際關係發展進程圖 

資料來源：Knapp(1984)【筆者已稍微修改此圖】 

 
「維持」指的是關係中的人們透過方法或努力，「維持關於關係定義的的平

衡(dynamic equilibrium)，讓關係在每日消長之間持續在一個令彼此滿意的情況」

(Baxter & Dindia, 1990, p. 188)。Dindia 與 Canary(1993)另外指出，關係維持主要

有四個定義： 
 

                                                 
29 Knapp(1984)認為人際關係發展主要可區分成「聚合」(coming together)以及「分離」(coming apart)

兩大時期。人們從開始發展直到終結關係總共歷經十個階段，例如開啟期(initiating)、試探期

(experimenting)、產生連結期(bonding)與迴避期(avoiding)等。然而事實上，介於開啟與終結關係

之間更重要的是維繫關係時期，也是人終其一生投資最多時間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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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讓關係存在(keep a relationship in existence)，而非走向終結； 
2. 讓關係維持在特定的情況或狀態，也就是相當程度的親密度或穩定度。

所謂穩定，指的是伴侶對於彼此的關係產生共識，並且讓關係穩定在某

種關係定義裡； 
3. 讓關係持續在一個令人滿意的狀況； 
4. 修護關係(keep a relationship in repair)。關係不僅運作順利，也要能在出

現問題時及時修復。 
 
Stafford 與 Canary(1991)認為，人們一旦確立了關於彼此關係的定義，隨之而來

的就是維持的行為。然而，關係不可能總是令人滿意，或者一帆風順；關係好比

潮汐消長，可能出現高潮與低潮，既然如此，人們如何維繫關係？Duck(1988)
指出，人們透過看似例行公事(routine)的行為，例如每天看似稀鬆平常的交談，

或者運用策略，以保存人際關係。事實上，維繫關係既然是為了「維繫令人滿意

的(desired)關係定義」(Canary & Stafford, 1994, p. 5)，因此這必然涉及策略性的

行動與行為(Canary & Stafford, 1994)。 
 
Dindia 與 Baxter(1987)以量化的方式，將人們應用在維繫關係的策略做了分

類。根據統計結果，人們最常運用的方法為「利社會策略」(prosocial strategies)，
例如對伴侶好、讓對方開心、花時間與伴侶相處，或者增加親密感(togetherness)。
他們還發現某些可能運用的傳播策略，例如彼此開誠佈公以及例行談話。Dindia
與 Baxter(1987)的研究結果還發現另一種人們經常使用的策略，也就是「後設傳

播」(metacommunication)。他們指出，伴侶會透過談論彼此關係，釐清支持他們

關係的規則，或者當出現問題時，透過問題討論的方式讓關係得以維持。 
 
Guerrero、Eloy 與 Wabnik(1993)認為，人們在關係中利用後設傳播作為手段，

用在維持或修補關係的機率遠超過用它來發展關係。Dindia(1994)的研究顯示，

人 透 過 後 設 傳 播 維 繫 關 係 ， 實 行 方 法 可 能 有 「 關 係 協 商 」 (relationship 
negotiation)、直接向對方表明希望讓關係維持在某個層次(level)或定義，以及「關

係談話」(relationship talk)等。無論實際執行手段為何，後設傳播在關係維持的

策略之中佔有重要地位；也就是說，人每天進行的溝通行為，在維繫關係之餘，

他們也在不斷討論彼此關係，讓關係存在於某種特定的定義之中。 
 

本研究將在接下來的部份針對後設傳播的內涵進行耙梳。然而，在此之前將

稍微描繪後設傳播所以出現的脈絡，以及這派觀點在傳播研究史上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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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設傳播的起源：研究焦點從個體到人際的關係傳播 
 

傳播研究在不同時代曾經出現不同典範，隸屬各個典範之下則有不同的關注

焦點。Knapp、Daly、Albada 與 Miller(2002)曾經針對人際溝通研究的發展做歷

時性探討。他們指出，1940 年代開始到 1950 年代精神病研究主張精神分裂歸因

於孩童與青少年階段不健全的人際關係；傳播領域尾隨精神病學，研究關懷從原

本只關心個體內部心理運作逐漸轉向外部，觀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過程。這個新

的典範被稱為「關係傳播」(relational communication)。Littlejohn(1989)指出，「關

係傳播主導了人際溝通研究與理論」(p. 174)。 
 

於 1950 年代出現的 Palo Alto Group 是此領域的代表。在這個以 G. Bateson
為首的研究團隊出現以前，傳播領域總是著眼於個人(individual)，這與早期傳播

研究接枝心理學而來，多半探討病人（個人）的心理狀態有關(Rogers, 1998)。針

對這種以個人為導向的研究關懷，Millar 與 Rogers(1976)認為是人際傳播研究的

不足。兩人甚至指出，從個人出發的研究視野不足以研究人際關係；人際一詞的

原文「interpersonal」，「inter-」顧名思義代表人與人之間的作用力，然而傳統研

究焦點卻一貫停留在「一元層次」(monadic level)。 
 

自 1960 年代開始，傳播研究受到模控學(cybernetics)與系統理論(system 
theory)的影響，一向以個人導向的傳播研究開始轉向「人際」與「雙人」(dyad)，
也就是關係面向。根據系統理論而來的關係研究將關係比擬成「舞蹈」(dance)；

人們在跳舞的過程裡相互連結，好比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依存關係(Rogers, 1998)。
Millar 與 Rogers(1976)認為，關係裡各項元素不可能被拆開獨立看待：「以交換觀

點出發的分析最小單位是二，也就是「一對」(dyad)；分析焦點是參與者共同擁

有而非個人擁有的系統特質」(pp. 89-90)。30關係傳播的出現因此突顯研究焦點

的移轉，正如 Rogers 與 Escudero(2004)所說： 
 

關係取徑代表一種概念上與分析上的轉向，從原本關注的個體

行為移轉至系統層次的互動，由持續的傳播行為進化而成的交

換(transactional patterns)，進而組合而成更廣大的關係形式」(p. 
4)。31 

 
關係傳播因此重視互動形式更甚於個人的活動，看重能夠被觀察的互動過程，而

                                                 
30 原文：The unit of analysis in a transcational perspective is a minimum of two, a dyad; and the focus 
of analusis is on the systemic properties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ve collectively, not individually. 
31 原文：The relational represents a conceptual and analyticial shift from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acts, 
per se, to the study of system-level qualities of interactions that evolve from ongoing combinations of 
communicative behaviors into transactional patterns that in turn, combine into larger patterns of 
relational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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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個人內在認知層面的運作。Bateson(1951)認為，這樣思想的轉向讓「新的傳播

秩序」(new order of communication)得以浮現（轉引自 Rogers & Escudero, 2004, p. 
10）。以關係為單位的研究取徑重視的是參與者的傳播行為、互動協商的過程，

以及傳播形式(Rogers & Escudero, 2004)。 
 

Bateson(1972)認為，上述這些議題必須以互動系統(interactional system)的觀

點思考。系統指的是「一組相互連結的物體所形成的獨特整體」(Littlejohn, 1989, 
p. 175)。32系統的構成份子透過關係彼此連結，通常具有以下特徵(Watzlawick et 
al., 1967)： 
 

1. 「開放性」(openness)：系統內涉及交換行為，資訊的載入與載出； 
2. 「 整 體 性 」 (wholeness) ： 也 就 是 系 統 內 部 的 相 互 連 結 性

(interconnected)。系統內各部份彼此牽連，因此當某部份歷經變化連

帶影響其他部分。也就是說，系統內組成分子密不可分，無法獨立看

待； 
3. 「系統大於各成分加總」(nonsummativity)：系統不僅是內部份子的總

和； 
4. 「回饋」(feedback)：系統內的份子相互依存，影響彼此形為。透過循

環迴路系統平衡(homeostasis)獲得維持； 
5. 「殊途同歸性」(equifinality)：同樣的結果(final state)可能透過不同途

徑達成。 
 
Watzlawick 等人(1967)認為，互動也可以被視為一種系統：「互動系統涉及至少

兩位傳播者，他們處在定義關係本質的過程裡」(p. 121)。
33
這樣的系統意謂著「人

與其他人溝通」(“persons-communicating-with-other-persons”, p. 120)，是行為的聚

合，由個人的行為共同組成的(Millar & Rogers, 1976)。所以，個人僅是互動系統

中的其中一個組成份子(Fisher & Adams, 1994)。本段曾提到各項關於系統特性的

陳述，皆適用於描述互動系統。 
 
系統的概念延續模控學的觀點，特別強調回饋機制(feedback)；系統內部份

子不斷地進行交換，形成一種「『循環訊息』的回饋迴路」(feedback loops of 
“message-in-circuit”; Rogers & Escudero, 2004, p. 13)，系統因此有別於早期的線性

觀點。將回饋的概念運用至人際系統，在這個系統之內行動者的行為影響他人同

時也回過頭來影響自己，就好像稍早提及的舞蹈隱喻，系統內各元素相互影響、

牽一髮而動全身；處在回饋迴路中的每個人必須不斷地適應來自他人的回饋

                                                 
32 原文：A set of objects that interrelate with one another to form a unique whole. 
33 原文：Interactional systems then, shall be two or more communicants in the process of, or at the 
level of, defining the nat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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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john & Foss, 2005)，並再度對他人產生回饋。 
 
這一部分所描繪的系統觀點以及系統內成員總是相互影響的原理，支持了人

不可能逃避傳播的原理；亦即，系統內「牽一髮動全身」的特性，造成不論哪一

方作為首先傳遞訊息者，一旦交換行為產生，系統中每個份子都會受到影響，而

不得不對此作出回應，無論回應形式為何。 
 
參、關係傳播基本內涵：強調訊息二元特性的後設傳播 
 
後設傳播是一種評價的(evaluative)傳播，將關係特性(quality)視為研究核心。簡

單來說，同時具有反身(reflexive)與評價意味的傳播即是後設傳播。 
~ Fogel & Branco (1997, p. 72) 

 
延續上一部份的互動系統觀點，既然系統內部的組成份子彼此連結、相互影

響，根據上述回饋機制的原理，則系統內的每個人都不可能迴避傳播。換句話說，

當 A 的行為必然對 B 產生連鎖效果，無論 B 以何種形式回應，其一舉一動都是

對 A 的行為的回應。Fisher 與 Adams(1994)指出，互動系統這項特性意味著人們

透過回應彼此的行為，定義了關係。事實上，關係傳播的精髓即在於任何訊息皆

具有定義與再定義關係的功能(Parks, 1977)。訊息的這項特性指的是一則訊息同

時具備兩個面向，其一訊息的內容面向，也就是最容易觀察的部份；第二層面則

是比較隱諱的訊息關係面向。這個第二面向就是互動者用以定義彼此關係的依

據。換句話說，任何訊息「不僅傳遞想法或資訊，同時指引人們該如何看待這些

資訊」(Fisher & Adams, 1994, p. 32)。34人們針對一則訊息所產生的評論正是後設

傳播的核心概念。 
 

透過訊息交換，系統成員定義了自己與他人，同時也定義了彼此關係的本

質，也就是知道「我與你目前是處在什麼樣的關係？」。Martin(1992)認為，互動

雙方交換的訊息「傳達關於他們正在討論的主題的資訊，亦透露出說話者對於彼

此關係的『形式』(form)持有的『預設』(assumptions)」(pp. 151-152)。關係傳播

意味著存在伴侶之間那些隱而未明(implicit)的關係資訊交換，人們所交換的訊息

「賦予關係特性(character)與定義」(Rogers, 1998, p. 70)。Bochner 與 Krueger(1979)
因此提出任何訊息都是「二元的」(bimodal; p. 203)的觀點，也就是任何訊息必然

具備兩種層次的意義，除了字面意義之外，人們還可以跳脫表面尋求其他意涵。

舉例來說，父親要求小孩子上床睡覺的口吻，可能就透露出身為父親的權威感

(Wilmot, 1987)。 
 
根據研究者實際觀察某些使用者運用在場訊息的習慣發現，除了向他人彰顯

                                                 
34 原文：Conveys ideas or information and simultaneously comments on how the idras are to be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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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聊天可得性，假使以 A、B 與 C 三人為例，字面所呈現的「離開」、「線上」

或「忙碌」等訊息，卻可能因為 A 分別與 B 及 C 的關係不同，造成 B 與 C 對於

解讀這項語文資訊的詮釋有異。比如說，A 選擇「忙碌」的狀態對 B 來說，意

思是「別打擾我」；然而對 C 而言，A 事實上卻可能透露出「我只是不想要被你

以外的人干擾」的訊息。後設傳播的核心概念正說明了這種一則訊息同時承載內

容與關係兩種意涵；後設傳播非但影響互動對象如何解讀，也透露出看待彼此的

眼光，更進一步影響了互動雙方後序可能產生的行為。 
 

研究者欲強調的是，過往的研究曾經使用不同的名稱指涉一則訊息承載內容

與評論彼此關係的功能，有些可能針對此兩種意義被傳送的方式而命名，有些則

是受到早期理論（例：系統理論）啟發而借用相關概念；然而，這些不同稱謂皆

不脫離「任何訊息必然具備二種層次」的這個核心概念。 
 

一、後設傳播概念前身：報導訊息與命令訊息 
 

關係傳播主要研究關懷是人際關係裡「意義」(meaning)的討論，透過不同

層次的思考理解人類溝通行為。Bateson(1951)提出訊息「二元性」(duality; p. 
180)，認為傳遞的訊息必然蘊含「報導」(report)與「命令」(command)兩個層次。

報導訊息是傳播的本質(substance)，也就是內容；命令訊息則是有關關係的陳述

(statement)。這兩個面向又分別被稱為內容訊息與關係訊息，或者傳播與後設傳

播。其中，後設傳播引導人們解讀與看待訊息的方式：「任何界定狀態(status)與
角色的線索都是後設的，訊息接收者都受到他對訊息的詮釋，以及他如何看待他

與說話者之間的關係進而產生的行為的影響」(Bateson, 1951, p. 214)。 
 

Bateson(1951)透過人體內部神經傳導的方式為例，比較報導與指令訊息的差

異。假如 A、B 與 C 是在同一條神經上的神經元(neuron)，那麼位居 A、C 之間

的 B 神經元的傳導行為同時透露兩種意涵：(1)B 向 C 透露 A 傳來的刺激（報導

訊息）；(2)B 要求 C 傳遞刺激給後續神經元（指令訊息）。這個比喻運用到人際

傳播，則無論 A 告訴 B 什麼（報導訊息），這則訊息都有兩個意涵：(1)A 知道什

麼；(2)A 所說的是 B 後續行動的依據。假如根據系統理論中「回饋」的概念，

則接收者的反應是對傳來的訊息所做的「評論」(comment)，傳回給訊息發送者

之後，讓他們有機會知道訊息對於接收端而言意義為何。這種「有關傳播的傳播」

(Ruesch, 1951, p. 23)通常是不言明且不明確的，但是無論如何，一旦人們交換訊

息這一層關係就存在。這種針對訊息的評論意味著「攸關兩人關係的陳述」

(Ruesch, 1951, p. 24)。以 Bateson(1972)的話來說明，則「關係蘊存(immanent)於
訊息之中」(p. 275)。 

 
雖然 Bateson(1951)首先提出「後設傳播」一詞，也最早提出訊息具有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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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觀點，然而直到 Watzlawick、Beavin 與 Jackson(1967)才真正將這個概念

發揚光大，注入人際傳播的研究範疇(Bochner & Krueger, 1979)。 
 

二、後設傳播核心要義：內容訊息與關係訊息 
 

Watzlawick、Beavin 與 Jackson(1967)的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堪稱探討後設傳播的經典。他們認為應該關注「關係的可見部份」(observable 
manifestations; p. 21)，而這個外顯部份可被觀察的途徑就是傳播。傳播作為人類

生活的必要條件(conditio sine qua non; p. 13)，突顯了研究互動過程的重要性。藉

由探討人類傳播的語用(pragmatic)與行為面向，他們以精神分裂患者為研究對

象，觀察傳播如何影響行為，進而影響了患者與他人之間的溝通困難。他們認為，

觀察對象的行為必然涉及其他人，因此研究必須將焦點放在「廣大系統之內各部

份的關係」(p. 21)；這裡的系統特別指的是家庭系統。透過這類觀察，他們發現

所有傳播蘊含的兩種意義層次(Wood, 1995)。 
 

Watzlawick 等人(1967)透過例子他們闡述了關係觀點的基本內涵。假如人踢

到石子，踢下的那一刻起人的力量傳導至石頭，但是石頭並不會因此對人做出反

應；然而，假如人不慎踢到一隻狗，狗可能跳起來咬人，這是因為當人踢到狗的

那一刻也同時傳遞了某種「資訊」。換句話說，對狗來說，踢牠的人傳遞某種資

訊，狗因此對這則資訊做出反應，例如跳起來咬人，這是因為牠可能意識到這個

人不懷好意，而不是不小心踢到石子，所以狗產生了後續自我保護的動作。因此，

這隻狗可能認為自己與人類的「關係」是緊張、不和諧的，因此對方才透過肢體

語言產生傳送這樣的訊息。 
 
（一）人不可能逃離傳播的範疇 
 

透過上段例子 Watzlawick 等人(1967)欲說明的是，人們透過傳播進行資訊交

換，而且每則交換都涉及關係，這是不可避免的過程。Watzlawick(1967)因此提

出「人不可能不傳播」的重要概念。也就是說，人只要在互動情境中，任何行為

皆具備「訊息價值」(message value)。人即使試圖逃避互動的可能，這個行為也

是一種傳播。無論訊息以何種形式傳遞給他人，對方都不可能不對該則訊息予以

回應。換句話說，假如接收者選擇不理會接收到的訊息，這樣的沉默也具備相當

意義。35因此，「任何可被觀察的行為都具有傳播的潛力」(Littlejohn, 1989, p. 
175)。無論人意識與否，在互動過程裡他們總是對其他人透露出自己對於彼此關

                                                 
35 Watzlawick 等人(1967) 藉由傳播無所不在的特性研究精神病患患者，藉此扭轉過去分析角度

的狹隘視野。過去病理學家對於精神病患的定義，總認為這類患者拒絕溝通。然而，Watzlawick
等人(1967)認為這類患者的沉默、無理、退卻(withdrawal)或否認(denial)的行為本身就是向外界發

送的訊息；他們事實上處在一個經常性自我辯證的矛盾裡，「精神病患面臨的是不可能否認他在

傳播，同時又否認他的否認就是一種傳播行為」(p.51)。因此，患者終究無法逃脫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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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觀感(Littlejohn & Foss, 2005)。 
 
除此之外，過去的研究視野在關注 A、B 互動的時候，侷限於 A 對於 B 的

影響，而忽略事實上 B 也影響 A 的後續行為。他們認為應該以較鉅觀的系統觀

點看待傳播。基於任何人都不可能脫離傳播範疇的大前提，也就是無論應聲與

否、以何種形式溝通（語言或非語言），人無時無刻都在傳播著。在這個持續進

行的過程中，所有的傳播又可區分成內容與關係兩個層次。Watzlawick 等人(1967)
認為，「後者將前者予以分類，因此是後設傳播」(p. 54)。訊息的關係層次反映

人們對彼此的觀感，引導人解讀內容訊息的方式(Wood, 1995)。 
 
（二）訊息的內容與關係層次 

 

內容意義透露說了什麼(what)，關係意義則是怎麼說(how)。 
~ Trenholm & Jensen (2000, p. 13) 

 
受到 Jurgen 與 Bateson(1951)啟發，Watzlawick 等人(1967)認為訊息的報導層

面指的就是訊息內容本身，指令面向是指「未說明的訊息」(Trenholm & Jensen, 
2000, p. 114)，引導人應該如何看待訊息，所以指令訊息「無可避免指涉傳播者

彼此的關係…這種有關關係的陳述透露『我如何看待自己…我如何看你…這是我

認為你看待我的方式』…」(Watzlawick et al., 1967, p. 52)。只不過，他們選擇以

內容訊息一詞取代原本的報導訊息，關係訊息則等同指令訊息。36 
 

Watzlawick 等人(1967)強調內容訊息與關係訊息之間的「關係」；亦即，後

者是人們用來看待前者的依據。Fisher 與 Adams(1994)即指出，「訊息的『如何』

(how)層次指示人們該如何定義關係，這個定義並進一步告訴他們該如何看待訊

息的內容，也就是『什麼』(what)的層面」(p. 32)。37Wood(1995)認為，內容就是

字面(literal)或明示義(denotative)。舉例來說，「你這個笨蛋」這句話看起來是頗

嚴厲的控訴；然而，假如說話者以一種玩笑的口吻表達，那麼聽話者可能並不會

覺得這是種侮辱。這個時候這一句話語也順勢透露出互動雙方的關係，可能是熟

識的友人，因此並不會因為這種字面上看起來指責或負面的話語傷害彼此關係。

因此，看起來字面意義相同的話，可能因為搭配了說話者語氣或肢體動作，產生

了不同的解讀。因此，假如人們混淆了兩者的關係，溝通可能出現困惑與矛盾

(paradox)；或者，假如互動雙方對於關係的認知產生歧異，溝通可能就無法順利

進行。 
 
                                                 
36雖然報導與指令訊息源自 Bateson，Watzlawick 等人(1967)提出的是內容與關係訊息，然而在其

書中有的時候仍以報導與指令指稱。 
37 原文：The “how” aspect of the message signals how an individual defines the relationship, and that 
definition serves as a guide for how to take the content, or the “what” of th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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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app(1984)認為，「要去想像一則訊息並不包括對於彼此關係的評價

(commentary)是不可能的」(p. 5)，因此有關訊息的「簡單意義」(simple meaning; 
p.9)的預設是錯誤的。Wilmot(1987)亦提出，即使關係參與者不直接關切關係本

身，他們仍隱隱然地從事這項活動。他認為，有關關係的認知「深植(embedded)
在人們傳遞的內容之中」(p. 111)。訊息的內容與關係層面密不可分，一旦雙方展

開互動，「關係隨即被定義。人不可能只透過內容層次與他人連結」(p. 111)。38 
 
Knapp(1984)認為，「話語只透露出我們對於訊息的眾多想法中的一小部份」

(p. 9)，訊息可能同時包含許多意涵，也就是說，訊息裡面可能存有「未說明的

訊息」(the unspoken message; p. 10)。這則未明講的訊息同時透露多種資訊，除

了人如何看對方與自己，還透露出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來，也就是「我們現在

的關係是什麼？」，以及「未來屬於何種關係？」。這層訊息「告訴我們應該如何

詮釋內容」 (Knapp, 1984, p. 5)，也就是人應該如何處置 (deal with)訊息。

Wilmot(1987)指出，傳播在某種「框架」(frame)或者情境內發生，框架引導人們

如何詮釋接收到的「傳播線索」(communication cues, p. 124)。這個框架指的就是

後設傳播。換句話說，後設傳播「提供關於雙方的關係資訊；內容訊息總是根據

後設的關係參數(relationship parameters)被詮釋與解讀」(p. 124)。 
 
當互動者進行持續交換關係訊息，久而久之「關係定義」(relational definition)

逐漸成形。在本部分一開始介紹關係傳播的核心要義時曾提到，關係傳播主張訊

息都具有定義與再定義關係的功能(Parks, 1977)。當人們進行互動時，他們也正

在進行定義彼此關係的活動；傳播過程不僅傳遞資訊，如前所述訊息同時承載其

他意義，從較高的層次對訊息作出評價(Littlejohn, 1989)。Trenholm與 Jensen(2000)
對於關係定義給了這樣的定義： 

 
讓我們明瞭對彼此的意義。關係定義是一種心智模式(mental 
model)，標記(label)並將關係分類，亦明確指引關係中的成員

如何相互對待…這些訊息界定我們之於他人的意義，並且引導

我們的行為(Trenholm & Jensen, 2000, p. 115)。 
 
定義關係因此是個「協商的過程」(process of negotiation; Rogers, 1998, p.81)。在

互動過程裡人們當下的行徑或者未來行為受到關係訊息左右。換句話說，訊息接

收者剖析訊息內的關係意涵，然後決定怎麼回應（參見圖四）。這正呼應了這個

部份一開始提到的系統觀點認為系統內的因子相互影響的概念，不斷循環影響彼

此。 
 

                                                 
38 原文：The relationship is being defined. It is impossible to relate to another individual only on a 
content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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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關係定義示意圖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Trenholm 與 Jensen(2000)另外透過兩種隱喻詮釋補充關係定義的概念：(1)

關係定義作為一種「文化」，指的是當互動雙方建立某種共同的傾向(orientation)
與行為，這就是存在於他們之間的「關係文化」，象徵共同的基模(schemata)與腳

本(scripts)，以及語言習慣(language habits)或行為準則(codes of conduct)；(2)關係

定義作為一種契約(contract)，表示關係涉及協商(negotiation)。雖然互動雙方並不

會特意沿用互動規則，然而規則無論如何存在於關係裡。無論是以文化或契約當

作隱喻，關係定義的精髓在於互動過程雙方總是會建立起規則，或者行為準則，

處在這樣互動環境內的傳播者其行為必須符合某種或許未明示的關係定義，進而

扮演與定義相符的角色。透過這兩種隱喻發現，關係定義與互動規則相互構連。

舉例來說，假如 A 與 B 認定彼此是情侶關係而非普通程度的友人，這個時候有

關「情侶之間如何相處？」的規則或社會常規出現，引導 A 與 B 的行為，比如

彼此不能跟其他友人有太過親密的肢體接觸，或者隨意與別的異性朋友出遊等關

係規則。 
 

Wilmot(1987)指出，關係定義「浮現於持續重複的情節」(p. 120)。有關關係

的定義來自各個「情節」(episodes)，歷經時間堆砌而來；也就是說，關係定義

並不是經由單一事件或者單一互動經驗而來，而是隨著時間與互動對象歷經重複

的情節(repeated/recurring episodes)39，關係開始具有形式(form)。 

                                                 
39 Wilmot(1987)認為，後設傳播又可分成：(1)情節後設傳播(episodic metacommunication)；(2)關
係 後 設 傳 播 (relational metacommunication) 。 前 者 指 的 是 人 評 論 進 行 中 的 互 動 (ongoing 
transaction)，可能告知他人為什麼傳送這樣的訊息？或者如何看待對方？情節後設傳播因此作用

如詮釋框架。關係後設傳播則來自人們與他人不斷互動產生的情節(recurring episodes)。也就是

說，重複的情節逐漸確立關係定義；隨著時間，人將各自獨立的情節集合(cluster)，找出重複的

行為模式，進而成為整體的關係定義。情節後設傳播顯然無法單獨作為反映關係的工具；情節後

設傳播可以被單次解讀，然而唯有重複出現的情節才能堆砌成為關係定義。簡單來說，情節與關

係後設傳播的差異，在於前者是後者所以成立的基石：「a relationship-level definition arises from the 
recurring episodes, but once formed it exerts an interpretive function on all subsequent transactions」

人不可能不傳播 

訊息二元性 

訊息透露關係定義 

因應定義產生後續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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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定義作為引導人們詮釋內容訊息，進而引導他們看待彼此關係的角度。

事實上，許多研究曾針對人們傳送訊息中的關係層面究竟透露何種關係進行研

究。這可以稱為關係訊息的內容(Trenholm & Jensen, 2000)，或者關係的面向

(dimension; Millar & Rogers, 1976) 。 針 對 關 係 訊 息 的 內 容 進 行 分 類 源 自

Bateson(1958)的觀點。40他認為訊息裡面蘊含「支配-服從」(dominance-submission)
的意味；也就是說，關係通常不是對稱就是互補的。其中，他最關注的是關係傳

播中的「關係控制」(relational control; Dillard, Solomon, & Palmer, 1999)，也就是

說，當人們互換訊息時，同時將關係本質界定為一方主宰，另一方附屬的關係

(Rogers & Farace, 1975)。 
 
受到 Bateson 的啟發，如 Millar 與 Rogers(1976)就曾指出，控制(control)、信

任(trust)，以及親密度(intimacy)是人們在互動過程主要交換的三種關係訊息。關

係傳播的研究之中，以 Burgoon 與 Hale(1984)的關係傳播基本主題(fundamental 
topoi/themes)最具指標性。他們將訊息交換過程所有可能的關係面向區分成 12
個主題，例如支配-服從、包含(inclusion)-隔離(exclusion)、情感(affection)-敵意

(hostility)等；也就是說，人們在表面的內容訊息之外，可能透過以上這些訊息中

蘊藏的第二層意義相互界定了關係。Burgoon 與 Hale(1984)因此稱之為「隱藏議

程」(hidden agenda; p. 212)。 
 

Watzlawick 等人(1967)認為，關係參與者在任何傳播行為裡都必須對關係下

定義，也就是決定關係的本質；這些參與者同時也對定義作出反應。他們指出，

當關係定義穩固之後，有關關係的規則也應運而生。然而，他們也特別指出，關

係很少被明確定義；也就是說，健康的關係是不需要互動者露骨地挑出訊息中蘊

含的關係本質與定位，這是由於透露兩人關係的訊息通常隱而未明；不健康的關

係反而特別看重訊息裡的關係意味，因此比較忽視訊息的表面意義。因此，在健

康的關係當中，「傳播的關係面向沒入人們看不見的地方」(p. 52)。41 
 
Adler、Rosenfeld 與 Proctor(2004)認為，人通常不太意識到關係訊息，是因

為這類訊息符合他們對關係的期望。此外他們還指出，露骨的後設傳播在關係中

並不常見；事實上，人們甚至會盡量避免去討論定義彼此關係的規則。Trenholm
與 Jensen(2000)指出，關係訊息通常以較不直接的方式傳達，因此人們通常不容

易注意到這類訊息；然而，一旦意識到心境(mood)上的轉變，人就有可能意識到

訊息的第二層次。舉例來說，假如父親突然改變慣常向孩子道晚安的口吻，以一

                                                                                                                                            
(Wilmot, 1987, p.127)。 
40 G. Bateson(1958)觀察居住在新幾內亞(New Guinea)的部落，發展出關係傳播的基本內涵之一，

即對稱(symmetry)與互補(complementary)的溝通形式。他尤其關注關係控制研究，提出 one-up、

one-down 與 one-across 三種互動關係。 
41 原文：The relationship aspect of communication recedes into the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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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略帶憤怒的語氣要求孩子快點上床睡覺，孩子在遵守父親要求的同時，很可能

試圖回想在這之前自己是不是做了讓父親不悅的事情。 
 
除此之外，下列三種情況則也可能引發人們特別注意訊息中的關係層面：(1)

當訊息違反他們對關係的期望，例如陌生人竟然趨前打招呼，甚至作出擁抱動

作；(2)當關係處在極度緊張狀態時；(3)當意見不一致或衝突產生時(Knapp, 
1984)。然而，大多時候有關關係的訊息仍不被察覺，尤其當互動雙方關係和諧

時，更不會特地針對彼此的關係進行討論。事實上，公開討論關係有的時候甚至

被被視為禁忌。無論如何，有關關係的定義總是存在著：「深埋的(embedded)關
係感知總是存在著，有的時候被表現出來，有時則不」(Wilmot, 1987, p. 114)。42 
 

非語文傳播是傳遞關係意義最有力的工具。Bateson(1972)就曾指出，當人們

傳遞關於關係的訊息時，他們通常透過肢體動作(kinesic)或類語言(paralinguistic)
的手段，例如臉部表情。這層「隱藏的意義」（Beck, 1988；轉引自 Wood, 1995, p. 
140）通常比內容訊息重要，因為它凸顯「互動者彼此的關係的情感面，以及對

彼此的感覺」(p. 140)。43Watzlawick 等人(1967)則直接將內容訊息等同語文陳述，

關係訊息則全然透過非語文行為展現。Adler、Rosenfeld 與 Proctor(2004)認為，

非語文形式的關係訊息總是意義模稜兩可(ambiguous)，所以人們如何準確對關係

訊息進行判讀顯得十分重要。Burgoon(1985)亦指出，「關係傳播的文獻聚焦於非

語文的表達方式如何被互動參與者所詮釋，以及他們如何透過這種方式產製透露

關係的指標」(p. 374)。44 
 

三、CMC 裡的後設傳播 
 

後設傳播談的是訊息的兩種層次，無論是報導與指令的關係，或者以內容和

關係稱呼之，關係層面評論互動者彼此的關係，引導他們如何針對內容層面進行

解讀。此外，關係亦決定了訊息內容與呈現方式。Watzlawick 等人(1967)論述後

設傳播概念時曾提到，「書寫式傳播提供高度模稜兩可的後設傳播線索」(p. 53)。
這是因為書寫訊息缺乏了辨別語氣的工具（例：非語言訊息），因此可能有產生

多種意義。只不過，當初談論訊息兩種層次的框架，是以觀察面對面互動情境為

脈絡。這樣的研究框架有一點很重要的概念是，互動系統中的人們具有豐沛的線

索（主要是非語言線索），用來解讀與判斷彼此關係。 
 

吳筱玫(2003)認為，CMC 去除線索的特性，人們必然得先透過語文訊息認

                                                 
42 原文：The embedded relationship perceptions are always there, sometimes articulated, sometimes 
not. 
43 原文：The emotional tone of a relationship and feelings between partners. 
44 原文：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literature looks at how nonverbal performances are interpreted and 
produced by interaction partners as indicators of the nat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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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藉由文字敘述交往；後設傳播的原本概念因此需要修正。這個時候，透露彼

此關係的訊息只能透過語文訊息傳遞(Walther & Burgoon, 1992)；也就是說，有關

關係的定義透過「內容以及語言建構」呈現(Walther, 1992, p. 65)，互動者必須透

過文字了解人我關係。然而，這個從語文訊息判斷關係的情境是匿名的 CMC 場

域。事實上，研究者從幾篇探討 CMC 互動的研究45也發現，這些研究立論的重

要前提之一是「互動者完全匿名」，46也就是關係純粹經由線上(online)建立，爾

後才可能延續至其他媒介，或者轉移至線下交往。舉例來說，Parks 與 Floyd(1996)
即研究網路新聞群組(Internet newsgroup)的使用者透過討論建立關係；這些人克

服科技本身的限制，藉由表情符號來表露情感，達成近似後設傳播意味

(metacommunicative intent)的 溝 通 。 Walther(1992) 指 出 ， 人 們 透 過 關 係 符 號

(relational icons)或者電子副語(electronic paralanguage)，舉凡刻意的拼字錯誤47、

操弄文法展現(grammatical displays)48，或者「語彙代理」(lexical surrogates)49等

手段，增加語文訊息缺乏的情感面向。互動者明白這些語文密碼透露什麼意涵，

也就是說，以語文訊息替代非語文的功能同樣可以透露關係訊息。 
 

上段談到後設傳播假如在 CMC 情境其概念必須修正的看法。這些研究的研

究情境設定為觀察對象互不相識，也就是說，人與人的關係開始於線上(online)
情境，並持續透過此情境發展關係，漸漸地或許轉變成真實世界的交往

(online offline)。然而，就本研究觀察的 MSN 而言，雖然可能出現連絡人名單

上的朋友是素未謀面的對象50，Goldsborough(2005)卻指出，IM 互動通常介於彼

此信賴的人們，所以 MSN 互動事實上「是個非常私人的經驗」(p.17)，也就是說，

使用者對於個人連絡人名單上成員的組成，具有相當大的掌控力，51因此 MSN
上出現陌生人的機率，相較於 ICQ 或網路聊天室要來得小。有鑑於此，MSN 作

為一種維繫人際關係的工具，它通常維繫的是人與人彼此先在線下建立的關係

(offline relationships)；也就是說，在進入 MSN 平台以前，雙方已經具有互動歷

史。MSN 因此塑造出與完全始於網路的虛擬關係是截然不同的經驗。 
 
除此之外，有別於電話可能會接到陌生人來電，MSN 通常是介於已彼此認

識的兩方的互動(Houghton & Schmidt, 2005)。這與 MSN 功能的設計有很大的關

係。在第一章緒論部分曾提到 MSN 運作的基本程序，連絡人名單的運作通常介

                                                 
45 例：Walther(1992)、Walther & Burgoon(1992)、Parks & Floyd(1996)。 
46例：Walther 與 Burgoon(1992)的 CMC 研究對象即是「previously unacquainted interactants」(p.58)。 
47 以英文來說可能是刻意增加母音或子音，如：Argggggggghhhhhhhh。 
48 例：「你好嗎？？？？！！！！」。 
49 例如：「Hmm」、「Eh」、「恩」等語氣詞。 
50 MSN 使用者的帳號是電子郵件地址，因此交換容易。此外，假若使用者洽好利用 Hotmail 作

為收發信件之用，只要其他人嘗試加入自己的連絡人名單，那麼這個使用者就可能出現在名單

上。然而，被無故加入的使用者也並非全然無選擇權利；當他發現自己被來歷不明對象加入時，

他可以拒絕對方的邀請，或者將對方加入之後，確認對方與自己並不認識，進而將對方的帳號「封

鎖」(block)，此後只要此使用者登入 MSN 系統，對方都無法看到他（永遠顯示離線）。 
51 MSN 新增連絡人時，必須經過對方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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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已認識的人彼此交換 MSN 帳號。52換句話說，人與人之間通常存在優先於線

上的線下關係。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原本後設傳播在 CMC 場域所指的關係是彼

此過往毫不認識，以致於人與人必須透過語文訊息判斷關係，這樣的預設在關係

成形的程序有所不同的 MSN，是否仍成立？  
 

四、小結 
 

關係觀點又可稱為人際傳播中互動與語用(pragmatic)觀點，這個取徑突顯研

究視野的轉向。早期研究受到心理學影響，視野專注於個人層次，探究人的認知

系統以及內在心理運作；關係取徑則重視傳播本身，主張觀察可見的互動過程。

研究焦點因此從個人導向轉變成為傳播／互動導向。 
 

Bateson(1951)指出，「人們交換的所有線索或陳述(propositions)都關乎編碼

(codification)，以及傳播者彼此的關係」（轉引自 Rogers & Escudero, 2004, p. 15）。

編碼意味著訊息字面意涵，關係則是指令層面。Wilmot(1987)指出，傳播在某種

「 框 架 」 (frame) 內發生，框架引導人們如何詮釋接收到的「傳播線索」

(communication cues; p. 124)。這個框架指的就是後設傳播。 
 

Watzlawick(1967)等人將後設傳播概念發揚光大，針對訊息二層次的核心概

念改以關係與內容訊息進行討論。這兩種層次的關係基本上與 Bateson(1951)提
出的觀點相近，Watzlawick 等人(1967)卻更將之與互動系統結合，用以解釋傳播

對於人類行為的影響。他們認為，訊息的關係面向影響人詮釋內容面向的角度，

進而影響互動者的後續行為，更加確認了彼此的關係。他們另外提出人們傳遞的

關係訊息可能分成對稱與互補的意涵。後來的學者延伸這個概念，例如 Burgoon
與 Hale(1984)就曾提出極具指標性的 12 種關係訊息的主題。 

 
本研究觀察對象 MSN 是一個電腦中介的溝通環境，然而，從一開始談論後

設傳播，所有學者的論述視野都放在面對面的互動，也就是無論對方採取的是隱

晦或露骨的方式透露關係訊息，人們可以直接觀察彼此的傳播行為，進行關係確

認並採取後續行動。因此，在這樣的情境中，人們同時擁有語文及非語文兩種線

索。當互動被科技中介而移轉至 CMC 情境之後，由於缺乏非語文線索，互動者

僅能透過語文判斷彼此關係；換句話說，一句話同時透露資訊，也透露關係。面

對這樣的情形，人們適應了科技限制，因此發展出新的後設傳播策略，例如：表

情符號、刻意的拼字錯誤以示友好程度等。然而，建立 CMC 後設傳播的理論植

                                                 
52 然而，由於 MSN 帳號是個人 e-mail，因此在技術上取得容易。所以很容易出現 A 可能在 B
的個人網頁或 Blog 發現 B 的 MSN 帳號，在未得到 B 的同意前就逕自將 B 加入自己的名單；B
當然可以在收到系統寄出的邀請函時，拒絕 B 的邀請。研究者觀察身邊涉略網路遊戲的朋友亦

發現，他們很容易就交換彼此 MSN 帳號以方便線上討論有關破解遊戲的技巧。有鑒於此，MSN
營造出的「私人經驗」事實上並非黃金定律。只不過，本研究針對的是比較普遍的現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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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互動對象全然不認識的前提；亦及，關係的建立乃至維持完全在線上的環

境，因此互動者當然只有語文訊息可以判斷關係。然而，MSN 終究是個「非常

私人的（互動）經驗」(Goldsborough, 2005, p. 17)，人我關係通常有個線下互動

的基礎，MSN 則作為人們延續關係的中介。因此，研究者認為，有關 CMC 後

設傳播的原始看法，或許不完全適用於解釋 MSN 人們判斷關係的方式。 
 

第二節    介面特性與人際互動 

 
本研究另外欲探討介面特性如何影響人們的互動。研究者的預設前提是，面

對一項科技物提供的功能，人們有能力駕馭或操弄，或者，換個方式來說，使用

者可以適應科技產出的特性，透過科技物的仲介能夠順利與他人進行互動。

Hutchby(2001)在 Conversation and Technology 中即針對科技特性如何影響人際互

動提出說明。事實上，Hutchby 的觀點承襲 J. J. Gibson 的「符擔性」(affordance)。
就符擔性觀點並不足以解釋本研究欲解決的問題；這是因為符擔性這個概念本身

並未觸及人與環境（在此指的是科技物）互動之後，人的後續行動。只不過，在

解釋科技如何可能促成人們產生某種互動形式甚至規則之前，必須論述「科技提

供人什麼？」，釐清科技物本身的特質之後，進一步探討科技物提供使用者什麼

功能導致他們去適應並有效利用這些功能，甚至不得不調整自己的行為方式，以

致於影響自己與他人的互動。 
 
有鑑於此，本部份文獻鋪陳的方式是，以 Gibson 符擔性作為 Hutchby 觀點

的基礎，從中勾勒出適合解釋科技特性的理論內涵；之後針對前者為什麼不適用

於本研究，以及何以同樣闡述科技特性，本研究卻選擇以 Hutchby 的觀點為依

歸，提出合理化的說明。 
 
壹、從符擔性看科技介面與人 
 
符擔性是物體的特性(properties)，然而這個特性必然與生物的特性彼此構連，因

此允許該生物進行某些行為，在此同時也限制了其他行為。53 
 

~ Mcateer et al. (1997)；轉引自 Briton & Taylor (2001, p. 107) 
 
符擔性討論感知者（人類）以及提供他們特定行動可能的被感知物（環境）之間

的關係。 

~ Dickey (2003, p. 127) 

                                                 
53 原文：Affordances are the properties of an object which stand in such relation to the properties of an 
organism that they readily allow some actions to be performed by the organism, but not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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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擔性概念源起 

 
Gibson(1986)的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首先提出符擔性

的概念。從書名顧名思義，他關注的是人的「察覺力／感知力」(perception)。有

別於過去以大腦神經傳導而產生的視覺效果、光影與視網膜的彼此做用，或者人

的官能(sense)受到外界刺激而運作的觀點，他認為前述物理學、光學或生理學觀

點並無法適切解釋人究竟如何感知，以及感知到什麼；他選擇採用生態學的途

徑，將生物視覺、環境，以及視覺系統(visual system)所需的資訊列為三大核心主

題，討論感知與行動的構連(Gaver, 1991)。Gibson(1986)揚棄傳統認為感知是感

官輸入(sensory input)的後果的看法，主張以新的角度理解感知，尤其關注「環境

提供了什麼，以及這些供給物(offerings)如何被感知」（p. 42；參見圖五）。 
 
 
 
 
 
 
 
 
 
 
 

圖五：Gibson(1986)的生態學觀點三大元素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Gibson(1986)將環境區分成幾類，除了物理環境如火、水，或者人造的工具，

尚包括其他動物與人。動物透過視覺系統的運作因而察覺環境釋放出的「資訊」

(information)；他們觀察所處環境進而明瞭什麼東西可以吃、可以抓、可能提供

遮蔽，或者可以站立。事實上，Gibson(1986)用了許多以「-able」結尾的字描繪

符擔性，如「stand-on-able」(p. 127)、「climb-on-able」(p. 128)，與「graspable」

(p. 133)這些意味著「可能性」的描述，假如給予一個名詞通稱，就是符擔性。 
 

也就是說，人藉由視覺系統觀察環境，並察覺環境「提供」(afford)之物。這

個看法的重要預設是：環境可以被直接觀察(directly perceived)。Gibson(1986)以
一句話說明符擔性的核心概念：「環境的符擔性指的是它提供動物什麼，無論是

好是壞，環境提供或養育(furnishes)了什麼」(p. 127)。他認為，人與環境是互補

並依存的，因此，符擔性事實上「同時指陳環境與動物…透露動物與環境的互補

環境 

動物 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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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p. 127)，也就是說： 
 

符擔性並非客觀特性亦非主觀特質；它也可能同時指向兩者。

符擔性打破主觀-客觀分野…它同時代表著環境與行為…符擔

性同時指向兩者，亦即環境與觀察者(Gibson, 1986, p. 129)。 
 
本研究將在接下來的部份鋪陳的方式為，首先針對 Gibson(1986)所指的環境

進行概念描繪；究竟他所指的是什麼樣的環境？任何環境裡必然存在倚賴環境而

存的各種生物，他們與環境的關係是什麼？藉由這個關係的連結，符擔性的概念

輪廓逐漸清晰。 
 
（一）何謂「環境」？ 
 

耙梳符擔性概念之前，必須先針對符擔性可能產出的來源，亦即環境，進行

描繪。環境指的是「有機體(organisms)，亦即動物，所感知與行為的週遭區域

(surroundings)」(p. 7)。環境的本質在於其環繞著動物而存，動物與環境相互依存、

不可分開，這也就是所謂「有機體－環境」(organism-environment; p. 8)的概念，

表示兩者的交互影響力(mutuality)。 
 

身處在環境裡的動物，感知週遭環境之後產生行動；所以，動物同時是「環

境的感知者，也是行為者」(p. 8)。Gibson(1986)之所以主張以生態學的觀點研究

生物感知，是因為生物的感知器官的構造並無法觀測到物理學主張的環境組成中

極細微的物質（如：原子）。Gaver(1991)則認為，生態學觀點關注日常生活的感

知與行動，提供了一個「更精鍊的取徑用以觀察科技物」」(p. 79)。54 
 

Gibson(1986)所指的環境主要有三，本研究簡述如下： 
 

(1) 媒介(medium)，也就是用以傳導的介質，如：水或火。舉例來說，某

些物體可能提供照射(illumination)，有些則提供生物移動(locomotion)； 
 
(2) 本質(substance)，可能是多種物質的複合物，如岩石或泥土。事實上，

媒介與本質有的時候難以劃分；舉例來說，水可能是某些生物賴以活動

的介質，但是也可能是另一種生物賴以生存的本質； 
 

(3) 表面(surface)，可以看作成「形體」(layout)，通常不易改變。 
 

                                                 
54 原文：Amore succinct approach to the design of artifacts that suggest relevant and desirable actions 
in an immediat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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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環境對於嬰兒來說，讓他們有機會進行探索；對成人來說，他們會「學

習去觀看並利用環境」(p. 25)，去觀察「他們可以怎麼用，用了有什麼好處，以

及功效(utility)為何」(p. 131)。因此，環境提供生物不同「可能性」(possibilities)，
讓他們可以操弄並且行為，他們總是「竭盡可能地利用(exploit)可能性」(p. 29)。 

 
從上段描述可知，構成環境有不同面向，也知道環境具備一些可能性，供給

存在於該環境的生物體利用。然而，Gibson(1986)提出一個問題：環境究竟提供

了什麼？或者，可能性所謂為何？為了回答這個問題，他提出符擔性觀點。 
 
（二）符擔性之所非 

 
符擔性一詞源自 Kurt Lewin 的「Aufforderungscharakter」，概念發想來自完

形心理學(Gestalt psychology)；這個學派強調人的認知能力，認為「物體的意義

與價值就像其顏色一般，可被立即感知」(Gibson, 1986, p. 138)。因此，物體的價

值在其表面顯現，人們觀察物體之後隨即接收到來自該物主動發出的訊息，例如

食物請人來吃、水讓人飲下；換句話說，物體邀請人們使用的特質，是一種「需

求特性」（demand character; Koffka, 1935；轉引自 Gibson, 1986, p. 138），或者以

前述 Lewin 的觀點，物具備「邀請特性」（invitation character; Brown, 1929；轉引

自 Gibson, 1986, p. 138）。完形心理學的觀點，事實上也反映出人對物的認知來

自於他們本身的需求與欲望；只有當人感知物的存在，根據本身的需求，物的價

值於是奠定(Hutchby, 2001a)。當人的需求或慾望改變，物的價值也隨之而改

(Gibson, 1986)。所以，物的價值是不斷變動的。 
 
根據上述觀點，完形心理學將物體視為一種「現象物體」(phenomenal 

object)，「物的價值根據觀察者的需求被賦予」(Gibson, 1986, p. 138)，55物的價值

因此隨著人的需求而變。符擔性雖然受到物的「邀請」或「需求」特性影響，然

而 Gibson(1986)卻認為，「物的符擔性並不會因為觀察者的需求改變而改」(pp. 
138-139)。這意味著，無論觀察者的需求顯現於否，或者提出與否，物的符擔性

總是存在著，不會改變；換句話說，當人們感知物的那一刻符擔性被激發，但是

符擔性並不是因為人的感知力所以才存在：「符擔性並非因應觀察著的需求而加

諸於物體，或者因為人的觀察而產生。物體所提供的就是從它既有的特質而來」

(Gibson, 1986, p. 139)。56 
 

舉例來說，人之所以可以行走於地面，是因為不論人是不是的確走在上面，

地面本來就可以讓人行走；食物的可食性也是先於動物食用前而存，並不是因為

                                                 
55 原文：The valence of an object was bestowed upon it in experience, and bestowed by a need of the 
observer. 
56 原文：An affordance is not bestowed upon an object by a need of an observer and his act of 
perceiving it. The object offers what it does because it is what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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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去取食才突然顯現可以吃的特性。Hutchby(2001a)因此指出，物的價值是「物

在行動過程碰撞出來的物質性」(p. 27)。他認為，人們感知物的符擔性，也就是

「物的特質」(properties of things)，這些特質唯有在「行動者與物體的物質相遇」

才顯現(Hutchby, 2001a, p. 27)57，但是這並不代表符擔性這時候才成立。無論被

生物察覺與否，符擔性都存在：「無論察覺與否，符擔性總是存在，需要被觀察

是符擔性的重要特徵」(Gaven, 1991, p. 80)。58 

 

符擔性的概念總是存在於環境當中，只不過當生物尚未與環境交互作用時，

環境充其量顯現出來的是它本身的特性或屬性；這並不表示符擔性在此時是不存

在的。筆者認為，「特性」既存於環境當中，「符擔性」則是環境特性與生物交會

之後，生物進用環境可能性的依據。兩者在名稱與概念上均有不同，不可混為一

談。只不過，特性本身就「蘊含」了「提供」的可能性。 

 
（三）符擔性之所是 
 

1. 符擔性與「利基」的關連性 
 
環境中不同的物體具備了不同種可以被操弄的符擔性。 

~ Gibson (1986, p. 128) 
 

可以用例子簡單說說明符擔性的概念。例如，固狀的水平表面結構提供支

援，因此讓生物可以站立、行走或者跑步，然而，這樣的結構卻不可能讓生物像

在液態的水中一般可以來回穿梭、浮出水面或者再次潛水進入水中。符擔性的意

義一言以蔽之，意味著這些物「提供行動的可能性」(Hutchby, 2001b, p. 26)。
Gibson(1986)認為，雖然這裡的「可能性」意味著物的物理特質，然而這些特質

「必須與動物的姿勢與行為產生關聯」(pp. 127-128)。在這裡出現一種環境與生

物相互為用的狀態。舉例來說，門把適不適合被使用者抓住除了本身設計之外，

還要將人的身高、手部構造的因素加入，這就是所謂的相互作用(Gaven, 1991)。
不同環境提供生物不同的行為，彼此的作用亦產生差異。所以，同樣一張高度到

膝蓋的椅子對於孩童與成人的意義（符擔性）就不同，這也透露出了符擔性必然

與進行感知的動物彼此作用(relate to the perceiver)的特性。 
 
Gibson(1986)以「利基」(niche)作為理解符擔性的輔助概念。動物有能力利

用(utilize)環境蘊涵的利基，利基指的是「適合動物的環境特徵」(environmental 
features; p. 129)，也就是一組符擔性，這類特徵合適(fit)動物。動物生存的環境提

                                                 
57 原文：They only emerge in the context of material encounters between actors and objects.  
58 原文：Affordances exist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perceived, but it is because they are inherently about 
important properties that they need to be per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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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了生活的可能，前面也曾提到不可以單看環境一方，因此，不同動物也有不同

的生活方式。以 Gibson 的話來說，則「利基意味著某種動物，動物亦意味著某

種利基」(p. 128)，因此，是一種互補的概念。雖然看起來環境與動物相互依存

且利用，然而不可否認地是，環境的可能性是先於動物存在的。動物利用環境提

供的利基(offerings)，然而這些利基並不會因為動物沒有使用而不存在；反而，

環境之中有更多的利基是尚未被佔據，等待被動物發掘與利用。雖然生物體倚賴

環境而生存，環境卻並不依賴生物體而在。雖然物的符擔性可能因為物種或脈絡

而異，這並不表示符擔性是變動的。 
 

2. 直接感知 
 

Gibson(1986)認為，符擔性可以被「立即且直接感知」(p. 140)。舉例來說，

蜥蜴看到岩石時，立刻知道這可以被當來遮蔽所：「物的價值被立即且直接察覺。

這是因為對觀察者而言，物的符擔性以刺激的資訊(stimulus information)的方式呈

現。它們看起來被直接感知，是因為它們就是要被直接感知的」(Gibson, 1986, pp. 
139-140)。 59 透過認知系統的運作，動物與人皆適應 (orient to)週遭環境。

Gibson(1986)指出「…如果我們感知的是環境科學的 entities，那麼它們的意義可

以被發現」(p. 33)。換句話說，符擔性必須透過前面曾提過的生物直接觀察的能

力達成。 
 

3. 符擔性可被學習 
 

符擔性的另一特點，即人類具有學習環境提供的可能性的能力，這項能力從

嬰兒時代開始培養：「嬰兒以極大熱忱挖掘可能性」(Gibson, 1986, p. 25)。透過觀

察與摸索，人逐漸清楚環境提供了什麼，又可能讓他們從事什麼活動與行為，等

到小孩子長大之後，「成人學習如何感知，並且利用它們」(Gibson, 1986, p. 25)。
Gaven(1991)指出，由於符擔性可以被直接觀察，因此也促成學習上的便利性與

簡易性。 
 

4. 符擔性的二元性 
 

在關於環境的基本構成曾提到物質、媒介與表面的概念。Gibson(1986)用它

們解釋符擔性的概念。舉例來說，物質提供人們建造(manufacture)的可能；具有

特殊形體(layout)的表面可能供動物遮蔽或休憩；不同種類的工具提供人類不同

用途。從這些敘述發現，環境的符擔性釋放不同可能，不同環境具備不同的符擔

性。此外，並非所有的符擔性皆有益於人類。例如，陡峭的懸崖對某些動物來說

                                                 
59 原文：The values of things seem to be perceived immediately and directly. It is because the 
affordances of things for an observer are specified in stimulus information. They seem to be perceived 
directly because they are perceived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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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適合牠們攀爬與行動，對其他動物來說，卻可能造成牠們掉落的危機。 
 

5. 符擔性同時指向可能性與限制 
 

符擔性概念透露出環境與人的相互性，前者提供後者運用的可能性。環境的

符擔性不僅先於動物存在，亦提供不同可能性。事實上，從 Gibson(1986)描述這

個概念的一些用語，有助於掌握符擔性內涵，例如「提供」(offer/afford)、「允許」

(permit)，以及「允諾」(allow)；人也絕非被動接受，他們可以對環境進行「修

改」(modify)、「改變」(alter)或「操弄」(manipulate)。也就是說，人形塑或再塑

(reshape)自然環境，將環境供給他們使用的部份，服膺自己的需求以延續生存。 
 

然而，人對於環境的利用並非毫無限度；他們終究不可能創造一個新的世

界，反而是去適應(fit into)環境。Gibson(1986)指出，「環境限制動物可以做什麼」

(p. 143)。也就是說，各種環境或物體可以提供的可能性或許不同，但是它們的

相似性在於各自具有限度。舉例來說，玫瑰花或許可以作為景觀用途、擷取精華

汁液後作為精油或讓人食用，然而玫瑰花的可能性（符擔性）裡並沒有一項可用

來作為向槍枝一樣的傷人器具(Hutchby, 2001a)。這意味著符擔性象徵可能性的同

時，人們必須在限度之內對環境進行探索。 

 
（四）環境的符擔性 
 

在敘述環境組成要素的段落曾提到，媒介、物質與表面是構成環境的核心元

素，除了理所當然的自然環境元素（如：水與火）、工具或物體(objects)，

Gibson(1986)將環境的概念擴大至與動物互動的其他生物，或許是人類或者動物。 
 

1. 自然環境的符擔性 
 

媒介、本質、表面、物體或工具都屬於自然環境。舉例來說，空氣是維持生

物呼吸系統運作的要素，然而卻也可能是某些生物用以移動(locomotion)的媒

介。因此，媒介與物質的界線有時候難以劃分。例如，對於水中動物來說，水是

牠們可以行動的媒介，但是對於陸行動物而言，水則變成牠們賴以生存的本質。

表面可能是水平面或垂直面。水平面如土地提供支援或者平衡的可能；反之，垂

直面則可能「提供」障礙。至於物體或工具的符擔性，則端看是什麼樣的物體。

然而 Gibson(1986)在這個部份欲強調的是，一旦生物察覺環境，無論是表面或者

工具，它們的符擔性在瞬間也被生物所感知。 
 

然而，環境的可能性並非毫無上限。例如，直立的平面如懸崖或牆壁本身並

未提供人行動的可能；它們的可能性在於阻礙與疆界。除非在這個環境建造橋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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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道門，否則人無法自由行走。Gibson(1986)認為，環境雖然充滿待人發掘的

潛力與可能，同時卻也限制人發掘的方式。 
 

2. 其他動物或人類的符擔性 
 

Gibson(1986)認為，「環境當中最豐富也最發揮(elaborate)的符擔性來自其他

動物，或者其他人類」(p.135)。動物或人與其他不具生命的物體(inanimate objects)
的區隔，在於前者得以自由移動；具備移動能力的動物與其他無生命客體的符擔

性不同，Gibson(1986)認為，人類從嬰兒時代開始就「立刻學會區辨植物或不具

生命的物體」(p.135)。當這種有生命的出現在環境裡，對於觀察環境的人來說，

便成為「最為複雜的感知對象」(Gibson, 1986, p.41)。其他動物釋放出來的不僅

是行為，尚包括社會互動，因此，當一方移動時，另一方也連帶產生行動。

Gibson(1986)稱這個為「行為迴圈」(behavioral loop; p.42)。這呼應了他在解釋環

境與生物的關係時，提到兩造的交互影響與密不可分。 
 

二、符擔性與科技物的關係 
 

在上個部份針對符擔性的概念起源，以及其基本內涵已經做了概略性的描

述。然而，本研究好奇的是科技物與人交相作用之後，產生的可能新互動模式的

問題。科技物如果作為 Gibson(1986)所謂的「環境」，那麼符擔性的概念應該如

何帶入？ 
 
Gaven(1991)指出，符擔性的概念被運用到產品設計並不新穎；他認為，D. A. 

Norman 是探討日常生活人造物符擔性最著名的學者。Norman(1988)以門把為

例，指出垂直門把提供拉的動作，水平門把則供人作出往前推的動作（轉引自

Gaven, 1991）。符擔性因此意味著「人類的運動系統(motor system)與把手的互動」

(Gaven, 1991, p. 80)。人所以感知到門把的符擔性，因為與門把「可以用手抓」

的特徵(attribute)，被他們直接感知(are available for perception)。然而，Gaven(1991)
亦對所謂人造物符擔性可被直接觀察的特性提出但書；例如垂直門把看起來可以

被拉，但是人可能無法預測門是否上鎖了。他指出，當物的符擔性與人們預期使

用的方式相符時，物因此容易操作；相反地，假若符擔性與設計初衷彼此衝突，

人們可能發生錯誤使用的行為。因此，掌握人造物的符擔性將有助於產品設計，

並增進新人造物的可用性(usability)。然而，符擔性更重要的角色，是它讓觀察

視野不侷限於科技或者使用者任一方，反而關注「兩者之間最基本的互動」

(fundamental interactions; Gaven, 1991, p. 83)。以本研究而言，指的就是 MSN 使

用者與在場訊息的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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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符擔性概念延展：「科技介面 – 人 – 互動形式／互動規則」 
 

在上一個部份討論的是環境與人的相互為用，以及將環境的概念延伸，轉變

成人造物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於是原本有關環境特性或符擔性的概念，轉嫁至

人造物上，發現人造物本身蘊藏的符擔性60，不僅可能影響人如何觀看或感知

它，還可以藉此運用在產品設計上，以求設計出能讓使用者更容易透過視覺觀察

到人造物的可能性，進而方便使用。然而，無論是 Gibson(1986)本人對於環境、

人，以及環境符擔性的觀察，或者是 Gaven(1991)對於符擔性應用在產品設計，

整體來說符擔性所強調的是「環境-人」的互動關係（參見圖六）的關係。61 
 
 
 
 
 
 
 
 
 

圖六：Gibson 符擔性概念示意圖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提出符擔性的必要性是為了證成人造物同時提供可能與限制，然而人們使用

之後是否為生活帶來後續的改變，符擔性這個概念本身並未提及。換句話說，原

始的符擔性概念並不足用來解釋本研究欲探索的面向，亦即「科技特性如何影響

互動形式？」如果換個方式用符擔性的語言來說，則本研究探討的是：「可被人

觀察的科技符擔性，在人們適應科技的限制與可能性之後，如何影響接下來的互

動形式？」有鑑於 Gibson(1986)的觀點並未針對人適應環境之後與其他人產生的

「互動」的部份進行討論，本研究於是希望將藉由 Hutchby(2001)延伸符擔性概

念，探討科技如何影響互動形式。根據 Hutchby 的概念，則原本的符擔性示意圖

應該加以修改，如下圖七所示： 

                                                 
60 研究者發現在清楚交代符擔性概念有書寫上的困難度。根據 Gibson(1987)本人的看法，符擔性

並非物的物質性，也就是這項特性並不是被物所擁有，而是人與物相遇之後，被撞擊或者摩擦出

來的「東西」。筆者認為，物本身的特性可能是被設計當時所被賦予的特性(design feature)；然而，

符擔性的概念則比較像是物被實際運用時激發出來的產物(features-in-use)(Gibson, 1987)。但是這

個概念並不是在激發之後才產生；在科技與人互動之前，這個「特質」並不能以符擔性稱呼，但

是這個「「提供(afford)」的能力是等待被召喚出來的。 
61 筆者認為，此圖所謂環境可以擴大成為「人造物」（科技物），表示科技物與使用者的相互為

用。 

 
環境 

 
動物（人類） 

環境提供可能性

（或限制） 

使用者觀察環境蘊

含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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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科技特性與互動形式關係圖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一、使用符擔性觀點之因 

 
Hutchby(2001a)透過分析「新溝通科技」(technologies for communication)觀

察是否有新的社會互動形式(fo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產生。透過觀察如電話等

社交科技的互動結構，欲了解「在溝通科技影響下是否有特殊的新互動形式產生」

(Hutchby, 2003, p. 585)，也就是觀察互動規範與溝通符擔性的交互作用。 
 

Hutchby(2001a)提出符擔性是為了解釋「人造物物質性裡的限制與允諾力」

(p. 14)。他將符擔性視為一種折衷路徑，或稱第三路徑(Hutchby, 2001b)，主要是

因為符擔性反對科技決定論以及社會建構論兩種觀點。有關這兩大派別的內涵，

本研究簡單描述如下。 
 
（一）科技決定人的行為 
 

科技決定論的觀點認為任何形式的科技都將造成社會關係的興起與變動。也

就是說，科技對於人類必然產生影響與效果。因此，這個觀點承認科技具備內載

特性或本質，決定並造成社會變化(social change)。舉例來說，電腦時代的引進造

成人與人之間的疏離，以及自我形象的破碎化（Poster, 1995；轉引自 Hutchby, 

 
科技物特性 

 
使用者

 
互動對象

 
後續互動形式

科技物的可能性 

使用者感知特性，因應限制產生適應行為

１ ２

＊圖中「1」與「2」分別表示：

1：人與科技交會，相互為用

2：人與人透過科技進行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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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a）。簡單來說，決定論觀點認為科技必然促成新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
成形，因此聚焦於科技的社會影響力(social impact; Hutchby, 2001b)。然而，這個

觀點過度將科技使用者視為全然被動，面對科技毫無招架之力。 
 
（二）科技的意義由社會建構 
 

社會建構論認為科技並不具有任何內在本質。科技不斷被塑造與再塑造，意

義在人們使用的過程中產出，亦即意義被社會所形構(socially shaped)。因此，科

技沒有必然的內在本質，而是視狀況而決定(contingency)意義。這個觀點主要描

述的是科技與社會／互動環境之間的複雜關係；科技物透過這層關係因此存在並

獲取意義(Hutchby, 2001b)。因此，科技是「一系列社會因素(factors)與過程的產

物(consequence)」(Hutchby, 2001b, p.442)。 
 

除了上一段的建構論觀點，針對科技的意義尚存在反對科技具有內在本質的

詮釋派。此觀點將科技物視為開放性文本；也就是說，「科技是詮釋的產物」（Grint 
& Woolgar, 1997；轉引自 Hutchby, 2001a, p.21）。文本引喻將科技物比擬成「白

板」(tabula rasa)，認為人們設計科技物時乃根據本身需求(Hutchby, 2001b)，這時

候科技物就好像被使用者所書寫一般；當使用者運用科技時，科技物又好像被進

行詮釋與閱讀。因此，有關科技物的書寫或解讀方式並非固定，反而是一個「開

放與協調的過程」(Hutchby, 2001a, p.22)；科技物的特性只有在閱讀過程產生。

雖然每項科技物都有一種比較偏好的(preferred)的解讀方式，然而解讀依舊由使

用者自行決定的。Hutchby(2001a)以電話為例，指出電話最初問世時是作為商業

或家務用途；然而後來卻發現女性跳脫原本的使用框架，反而將電話轉變成聊天

社交的媒介。 
 

文本觀點將科技意義視為詮釋的過程，亦即科技本身並未承載意義，是一個

開放、等著被解讀的客體。所以，科技物的價值在於詮釋，並非科技物釋放出的

元素（特性）囿限了詮釋的範圍。符擔性要挑戰的就是將科技視為白板的觀點。 
 

建構論與文本觀點皆認為科技缺乏內在本質。由於反對科技具有本質，造成

解讀方式的不固定與不確定，解讀因此是開放協商的過程。然而，Hutchby(2001a)
提出核心問題：所謂開放究竟有多開放？解讀難道沒有上限？如果照文本隱喻的

看法，則電話與果汁機似乎可能被使用者以同樣方式解讀；然而事實上，人們能

透過電話達成的某些任務卻是果汁機所無法完成的。有鑑於此，他透過符擔性觀

點，指出符擔性限制科技物被解讀的方式。 
 

舉例來說，飛機與橋為不同的科技物，因此有不同的物理可能性(physical 
capabilities)，它們提供給使用者的可能性亦不同；換句話說，它們提供了「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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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雖然有可能重疊）的意義」(Hutchby, 2001a, p. 26)。文本隱喻的不足，在

於忽略了科技物的限制；解讀是開放性的過程，卻未能點名開放的「限度」。換

句話說，符擔性雖然意味著「行動的可能性」(Hutchby, 2001a, p. 26)，但是樹木

可提供的能力不盡然河流同樣可提供給動物。因此，可能性之外尚需加入限制的

概念，亦即，「不同科技具有不同符擔性，這些符擔性限制人們可以『書寫』或

『閱讀』科技的方式」(p. 447)。 
 
Hutchby(2001b)認為，科技物促進某特定的互動形式，亦同時限制了其他互

動形式的可能，科技物因此同時具備允許與限制的功能（參見圖八）。他認為，

科技物可能同時「因為與人互動，或者人藉由科技進行互動，而形塑了人的互動

實踐」(p. 444)。62這句話的意思是說，科技物承載的符擔性限制人們詮釋與使用

科技物的方式。然而，這並不等同科技決定論的觀點；符擔性並非強加在使用者

行為的特質。因此，人能有機會去形塑或影響科技，就好像稍早曾提到的，電話

原本的用途以及後來被發展的新用途一樣；然而，這個探索的過程仍是受限於一

個範圍內，而不是為所欲為地濫用。 
 
 
 
 
 
 
 
 

圖八：符擔性示意圖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從文本隱喻的角度來看，則電話所以成為聊天工具，主要來自互動雙方詮釋

與協商的結果。對此 Hutchby(2001b)提出質疑，「這些詮釋是什麼的詮釋？」(p. 
449)。他認為，電話本來的設計並非以人際溝通為主要訴求，但是電話卻提供這

種互動形式的可能性。因此，援引解讀的概念，則所謂的解讀應該是去詮釋「科

技物的符擔性」，也就是科技物「提供的行動可能性」。也就是說，人們在有限制

的範圍內試探科技的可能性。 
 

符擔性這條中間路徑同時強調人類塑造科技物的能力，以及科技本身的限制

能力，這個限制力來自於科技物內在本質。這呼應了 Gibson(1986)提出的符擔性

同時指向人與環境的觀點。Hutchby(2001b)認為這並非回歸科技決定論，他指

                                                 
62 原文：Shaped by and shaping of the practices humans use in interaction with, around and through 
them。 

可能性 限制力 符
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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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造物的符擔性並非強壓在人類行動上的東西，要其必然與人造物互動。

然而（符擔性）的確限制人們可能怎麼與人造物相處」(p. 453)。63科技物的意義

並非僅限於人如何使用它，而是透過「人類目的(aim)與科技物符擔性的介面

(interface)而生」(p. 453)。64 
 
根據上述討論可知，符擔性的概念採取的是折衷的「中間路線」。它既不否

定科技的內在本質所釋放出來的力量，卻又相當肯定了人的能力，也就是說，人

可以對科技進行探索。只是這個探索並非無限上綱，而是受限於科技的可能性。 
 

二、科技介面與互動形式的交集 
 

科技物的「物質基礎」(material substratum)提供給行動的可能性，同時也囿

限其行動實踐(Hutchby, 2001b)。符擔性與人交互作用之後，會怎麼影響人們後續

的互動？Thommesen(2002)指出，傳播科技影響人的說話方式。當人透過科技物

說話時，他們調整原本引導互動的規則以適應傳播科技的特殊符擔性（參見圖

七）。 
 

Hutchby(2001a)觀察電話互動，分析人如何因應有別於 FtF 的溝通科技，進

而影響其溝通方式與對話習性。他指出，電話提供「有距離的親密度」(intimacy 
at a distance; p. 81)，其特性讓人們可以親密地交談，就好像人際在場交談時候一

般，跨越物理距離卻仍保存了互動對象的在場感(co-presence)、個性、聲音辨識

度等，因此「在缺乏物理在場的前提下營造出的人際在場」(p. 30)。他認為，電

話所營造的在場感確實產生了新形態的對話互動；這種互動來自於電話提供溝通

的符擔性，以及日常對話結構的交互作用。因應電話溝通符擔性而生的特有互動

形式為何？ 
 
中介化的電話互動與未經中介的 FtF 最大的差異，在於前者沒有線索；然而

這項看似不足的特性卻未切斷溝通的可能，反而衍生出有別於 FtF 的溝通形式。

Hutchby(2001a)特別觀察電話相較於 FtF 的互動開啟結構。65他認為，電話的談

話具備容易辨認與清楚的(well-bound)開頭與結尾：「電話對話的開啟與收尾是十

                                                 
63 研究者在書寫過程面臨措辭上的困難，可能因為一些字眼而讓符擔性顯得與科技決定論沒有

差異。Hutchby(2001a)本人似乎也意識到這一點，因此他特別指出，「符擔性是一種行動的框架，

卻不絕對決定了使用者與物體之間的行動形式」(affordances are functional aspects which frame, 
while not determing, the possibilities for agentic action in relation to an object) (p.194)。因此，符擔性

並不是一味地傾向決定論觀點，只是不似建構論完全否定科技本身是具備相當特性，足以在與人

互動過程變成影響互動的變項。因此，科技物可能在互動過程受人形塑，同時也形塑了人的互動

行為。 
64 原文：…what is made of them is accomplished in the interface between human aims and the 
artefact’s affordances。 
65 Hutchby(2001a)採取對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簡稱 CA），藉此捕捉互動開啟階段的細

微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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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特別的(distinctive)互動事件，除了提供使用者特定的資源讓有距離的親密感得

以產生之外，科技物本身的溝通符擔性也是促成電話談話所以與眾不同的主因」

(p. 89)。下表是針對 FtF 與電話的互動開啟階段(opening phase)所做的比較： 
 

面對面的對話開啟 

初期認知 距離致意 親近致意 對話開啟

 

電話對話開啟 

召喚-回答 確認-指認 打招呼 初期詢問 

（不盡然總是全部出現，也可能次序交疊） 

(1) 當 A 行走在路上見到 B 時，他會先經

歷一個確認對方身分的階段，對方是誰？

對方是不是願意跟我攀談？我什麼時機趨

前比較妥當？這些問題都可以在開始透過

言語交談之間先確認的。這就是所謂的「初

期認知」(initial perception)。 

 

(2) 然而，這時候 A 並不會馬上趨前向 B

打招呼，反而，兩人之間會先經歷「距離

致意」(distance salutation)的階段；亦即，A

與 B 彼此交換眼神，然後逐漸接近對方。

 

(3) 雙方接近到某種程度之後，身體會開

始朝彼此的方向傾斜，然後便產生「親近

致意」(close salutation)，例如握手與身體接

觸，之後才會正式開始對話。 

 

(4) A 與 B 的對談事並非事先決定好的；

也就是說，兩人的相遇到交談都是偶然與

巧合。 

(1) 電話交談因為看不見彼此，因此無法完

全複製相同的確認行為。這個時候，人們在確

認階段必須先進行的是，「我在跟誰說話？」

 

(2) 電話開啟四序列： 

a. 召喚-回答，表達互動可得性（例：

「喂？」） 

b. 確認(identification)-指認(recognition)

（身份確認） 

c. 打招呼，藉此帶出第一個話題 

d. 初期詢問，表明來意 

 

(3) 電話對談除非打錯電話，否則通常撥電

話的時候就並非偶然，雖然不盡然有多麼重要

的議題要討論，但是 A 並非隨機偶然撥打電

話給 B。因此，電話對話事實上總是具有目的

與「原因」(reason)。 

 

表三：FtF 與電話溝通開啟差異比較 

資料來源：Hutchby, (2001a)；筆者整理 

 
電話這四個開啟對話的機制看起來似乎與 FtF 沒有太大差異，那麼電話究竟

有何特別？Hutchby(2001a)認為，這項科技物的重要性表現在「細節」，亦即，「人

們如何因應電話的符擔性因此在結構與功能方面產生的細微調整

(modifications)」(p. 96)。舉例來說，對話開啟之前的身分指認過程（例如：表明

自己身份）在 FtF 較不常見，主要是因為 FtF 互動人們可以在互動正式開始之前

清楚知道互動對象為何許人物。通常在 FtF 情境裡指認步驟不會先於打招呼，然

而在電話裡人們卻必須先表明身分後始開始下一序列。此外，打電話時候的確認

通常是用疑問句，如「你是 xxx 嗎？」，而不會劈頭就以肯定句方式說「我是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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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面對面互動卻可能是相反情況。 
 
Hutchby(2001a)認為，電話這項科技物帶來新的互動形式，尤其以「有距離

的親密度」這項特質，更讓互動在開啟階段有別於 FtF 溝通。他指出，這樣新的

溝通序列所以產生，是因為互動者適應了科技符擔性供給的限制與可能。因此，

為了順利使用科技，並且不影響甚至阻礙了未來互動，人們逐漸摸索，在科技物

符擔性參與其中的前提下，衍生出有別於過往的互動形式。Hutchby(2003)因此

下了這樣的結論：「科技的符擔性孕育了某種特殊形式行動的可能，或者互動中

的行動(actions-in-interaction)，這種行動是透過與科技的構連而成形」(p. 583)。66 
 
參、介面特性與人際互動相關研究 
 

一、人適應環境之後應運而生的新互動形式 
 

本研究在第一章的部份(pp.11-12)曾經引述幾則過去的研究，發現當人們進

入嶄新的互動場域時，會經過一段適應期，在這個階段當中也許產製出有別以往

的互動形態。符擔性的概念則更加證成了這項觀點，也就是不同的科技環境極有

可能召喚出該環境特有的互動形式。 
 
Hutchby(2001a)探討「互動規範」(normative structures)，指出符擔性顯現於

人們使用的過程當中。在前面的討論也曾提到，符擔性事實上並不屬於物本身，

反而是介於物與人之間。他指出兩種屬於人造物的特徵。首先是人造物的「設計

特徵」，也就是物最初被設計時所被賦予的特性，例如物應該可以做什麼？幫助

人們解決什麼任務？其次則是人造物的「運用特徵」，也就是人造物被實際運用

時突現的符擔性。以本研究挑選的 MSN 在場訊息為例，研究者觀察到的現象是，

原本的設計是讓每位使用者可對外彰顯自己聊天的可得性；然而，使用者實際運

用的過程，卻可能產生「口是心非」（例如：顯示離開卻非真的離開）的情形；

雖然 MSN 官方說法並未表明在場訊息是使用者取巧的工具，然而科技物確實具

備這樣的可能。因此，「溝通科技不盡然總是提供它們原本承諾提供的東西」

(Hutchby, 2001a, p. 130)。67 
 

除了稍早曾經提到使用者如何因應電話特性，在使用的過程中產生適應機

制，改變了有別於 FtF 的互動開啟策略，Hutchby(2001a)另外還以「影像中介互

動」(video-mediated interaction)為例。影像中介的科技物雖然提供視訊功能，讓

人們可以直接觀察他人的一舉一動，產生好比同處一室的「物理臨場感」(physical 

                                                 
66原文：The affordances of technologies also furnish 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for certain actions – 
and actions-in-interaction – to be carried out via, with, or in relation to that technology. 
67原文：Technologies for communication do not always practically afford what they promise to a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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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resence)，然而，科技物承諾提供的與實際提供的仍有所出入。他發現，雖然

科技本身讓人們看到彼此在做什麼，在互動開啟方面卻有技術上的困難。他再度

以 FtF 溝通作為比較基準，指出「相互凝視」(mutual eye-gaze)是互動開始的基

本元素。只不過，當互動移轉至中介化的視訊溝通情境時，使用者並無法達到完

全的、與 FtF 一模一樣的相互凝視，這個時候互動怎麼產生？人們針對科技原本

應該提供的功能，在實際使用之後，面對科技符擔性而發展出的適應行為是什

麼？ 
 
首先，假如 A 與 B 看起來同樣盯著電腦螢幕看，他們的目光事實上並非在

彼此，反而是一種朝向螢幕下方的姿勢。因此，A 或 B 都不會覺得對方在看自

己。其次，假使 A 與 B 同時注視著傳送其影像的網路攝影機(webcam)，兩人也

不會達成相互觀視；由於彼此都緊盯著攝影機看，因此不曉得對方正在看向自己

這個方向。68唯一解決的方式，是其中一人看著螢幕，另一人則目光落在網路攝

影機，然而，這有別於 FtF 情境對於相互凝視的概念，因為彼此觀看的角度並非

平行。如此一來，互動究竟該怎麼開啟？Hutchby(2001a)發現，使用者面對這種

情況，為了吸引對方注意，換句話說為了適應這項科技的符擔性，他們產生的因

應對策是在鏡頭前以「誇張的特定姿勢」(p. 130)，例如舉起雙手、面對鏡頭揮

手等，希望藉此引發對方的注意。 
 
研究者認為，Hutchby(2001a)特別著眼於互動開啟時具體操作化的階段，尤

其是人與科技相遇之後，因應科技的可能與限制（符擔性），進而產生的特殊溝

通／互動策略，以便在新互動環境內仍能順利往來。本研究雖然相當程度與其觀

點類似，欲了解 MSN 使用者面對在場訊息可能形塑出的新傳播情境產生的可能

因應策略，以及是否孕育了新的互動形式；然而，本研究的主要關懷是人際關係

中的關係維持範疇，人我如何判斷彼此關係進而決定是否互動。雖然這個互動與

否的判準受到符擔性的影響，Hutchby(2001a)卻未特別觸及「關係」的層面。 
 

二、從「關係」角度出發的介面與人的互動 
 

筆者在第一章曾列舉數項研究宗旨在探討人面對符擔性而產生的適應行

為，例如特定的互動策略(Nardi et al., 2000)、語言編輯(Newlands et al., 2003)等。

然而，這些研究同樣不是將「關係」作為研究出發點，而是將人們實際運用的因

應方針視為論述核心，比較策略、工具導向。然而，本研究所關注的議題卻是「關

                                                 
68 研究者根據自己的使用經驗發現，這種情況所以產生，是因為 webcam 一般放在電腦的上方。

當 A 盯著攝影機看時，此時如果 B 注視螢幕，那麼 B 確實會覺得 A 是看向自己的。反之亦然。

然而這並不是相互凝視的概念。假如兩人同時注視著攝影機或同時看著螢幕，那麼相互觀視不可

能達成。當人看著螢幕時，對另一方來說，這個人事實上是看著螢幕下方的，目光並不會交會。

當兩方皆盯著攝影機看時，目光更不會出現彼此，也不知道另一個人在看著自己，因為他們的視

野只有攝影機本身。因此，在有攝影機中介的溝通環境，相互凝視達成的方式事實上並非互動雙

方在同樣的視覺角度達成的觀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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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科技」三者的關係。 
 
吳筱玫(2003)回顧電腦中介情境下從人際關係角度出發的研究。她認為這些

研究主要探討三個面向的議題：「(1)關係控制研究，探討電腦中介下，傳播雙方

如何主導關係的建立；(2)電腦中介關係研究，探討電腦中介情境下關係如何開

展與維繫；(3)親密關係研究，探討傳播者雙方如何在網上找尋情感的依歸，研

究範疇包括了網路戀情」(p. 61)。關係控制研究延續 Bateson(1951)以及 Watzlawick
等人(1967)的看法，觀察 CMC 裡的互補與對稱關係。親密關係則主要探討人透

過網路談情說愛，或者研究虛擬性愛形成過程與原因。 
 
筆者認為，電腦中介關係研究或許是三個面向之中最將科技因素列入變項

的。Walther 與 Burgoon(1992)的研究顯示，CMC 最重要的特質是互動過程去除

了 FtF 之中豐沛的社會情境線索，其中尤以非語文線索為最。這主要原因是 CMC
使用者彼此受到物理空間隔離。69這樣的傳播特性造成人們必須花費較多時間達

到如 FtF 互動的關係親密程度。人們為了適應 CMC 情境僅能依賴文字或語文訊

息的互動過程，發展出的適應策略是「讓語文訊息得以呈現社會情感內容」(p. 
55)，70可能的關係策略舉凡電子副語、刻意拼字錯誤，或者以標點符號加強情緒

等(Walther, 1992)。Walther(1992)指出，CMC 使用者的確產生適應機制，亦即改

變其語言使用，因應 CMC 情境中的關係傳遞。 
 

Walther 與 Burgoon(1992)雖然沒有直接沿用符擔性的概念，然而他們以「調

適」(accommodation)一字表示受試者面對新的溝通情境時，在溝通策略上所做的

調整。受試者除了得適應環境，在去除情境線索的限制之下，他們仍舊持續進行

定義彼此關係的任務，因為人不可能逃離傳播。因此，這些受試者的微調策略是

以完全的語文訊息展現人我關係。 
 
雖然 Walther 與 Burgoon(1992)的觀點相較於本研究稍早曾提到的其他研究

而言，更重視科技使用者彼此的關係連結，只不過他們的研究在強調關係之外，

卻未明確指出當人們如此因應科技之後，對於人與人之間的後續影響為何？本研

究的另一研究重心在於人如何與科技物交集之後，「在溝通科技影響下是否有特

殊的新互動形式產生？」(Hutchby, 2003, p. 585)，其研究焦點並未論及此面向。 

                                                 
69 事實上，在 Walther 與 Burgoon(1992)的研究裡，研究對象彼此並不認識。 
70 原文：Adapt their textual messages to socioemotion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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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由於人們不可能全然不倚賴媒介中介進行互動，當科技介入溝通之後，是否

可能對互動產生衝擊？為了回答這個問題，文獻第二節的部份探討符擔性的概

念。必須格外注意的是，衝擊這個字眼看起來像是全盤肯認了科技的影響力，然

而符擔性卻非傾向決定論視野。符擔性主張科技具有限制人類行動的可能性，但

是這並非將他們的行為限縮住了；人們仍有機會探索科技蘊含的本質。這個認可

科技具備本質的觀點受到建構論影響。然而，Hutchby(2001a)提出但書，指出建

構論或文本論的觀點過於放任使用者權限。根據這兩大路徑他提出最適用於解釋

科技與人交會之後的符擔性概念。 
 

這個概念並非源自 Hutchby，他乃承襲 Gibson(1986)的觀點。在 Gibson(1986)
的看法當中，並不是以科技物作為觀察對象。他主張同時看待環境與生物視覺系

統，同時將兩方納入，觀察其間的交互作用。這個不能忽略任一方的觀察視野正

式符擔性最基本的概念：「符擔性同時指向兩者，亦即環境與觀察者」(Gibson, 
1986, p. 129)。符擔性在兩者交會之後突現(emerge)。但是不可否認的是，符擔性

無論如何先於使用而存；不論生物觀察與否，符擔性都蘊含於環境當中。透過直

接觀察的機制，生物捕捉到環境提供了什麼？然而在此同時環境卻也限縮了他們

的行為。因此，符擔性概念矛盾或衝突之處，在於環境在大方提供生物使用的瞬

間，限制了他們可以怎麼使用。因此，符擔性同時指向限制與可能(-able)兩種概

念。總而言之，環境提供生物不同的「可能性」，讓他們能夠操弄，生物也是竭

力地使用這項可能性。 
 

根據上述特質，Hutchby(2001a)擴大符擔性的概念到科技物的運用上。然而，

其研究角度不停留在科技物與人，而是科技與人交會之後，人面對科技符擔性隨

後與其他人發展的互動。他主張從實際的互動過程理解符擔性的作用力，亦即科

技物允許／限制之於人際互動，以及人們因應之後針對互動形式產生的微調。

Hutchby(2003)認為，「人類傳播的實踐與科技的傳播符擔性兩者的交會(interface)
才是重要的，也就是科技使用者在真實世界的互動 (real-world courses of 
interaction)」(p.586)。他關心的並非科技本身，反而人們如何與科技，或透過科

技產生行動。所以，其研究焦點既非傾向科技或對話，反而是「社會世界裡可觀

察的事件，科技或者符擔性在人們交換談話、接續，以及接續之後的行動扮演的

角色」(p. 587)。 
 
雖然 Hutchby 的確沿用了一些研究心得，證成符擔性確實可能激發新的互動

形式，然而其研究視野聚焦於互動開啟的序列，透過對話分析的方式剖析使用者

面對新社交科技產生的因應之道，但是在清楚看到對話究竟如何開啟的細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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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並未指出人我關係的議題，而是以比較機械式的角度拆解互動（尤其是

對話）究竟怎麼開始運行。有鑒於此，研究者依據「科技與人交會之後產生的新

互動形式」，試圖尋覓在此之中有將「關係」一併納入考量的研究。雖然早期提

出 CMC 指標性論述的 Walther 等人的研究將關係的地位提升，亦提到使用者面

對這種溝通情境可能衍生的溝通策略，例如為了彌補去除情境線索的電腦中介環

境人們難以辨別人我關係，使用者因此適應了這項「限制」，改以語文確認彼此

關係。然而，他們的研究關注了人們因應的過程(accommodation)，卻未能觸及後

續互動形式的產製。換句話說，使用者採取適應策略之後，對「互動」本身可能

帶來什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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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溝通知能 

 
你最終會發掘某些有用且可以留到未來使用的策略。你之前的嘗試(trial and error)
讓你可以從資料庫裡面選取過去曾經成功的行為，供未來使用。71 

~ Fisher & Adams (1994, p. 40) 
                                                                                     

本研究第一部分的文獻是研究的基礎。關係維繫裡十分重要的一項策略，是

人們無論如何在人際互動的過程裡都無法跳脫傳播的範疇。在這個無所遁形於傳

播的世界裡，人所說的每一句話，除了向他人傳遞資訊，話語同時也蘊含了有關

互動雙方關係的定義。然而，關係維持可能受到科技中介。這個時候，介面與人

的相遇誘發出符擔性，科技主動介入了人與人的互動。在這種媒介環境裡，人依

舊需要維繫人我關係，因此，他們可能產生了嶄新的互動形式與規則。這突顯了

人適應科技的能力。 
 
在後設傳播的部份曾提到，人們對於訊息關係層次的詮釋或解讀影響了他們

採取的後續行動。這個解讀的能力，涉及互動雙方各自對共有關係的認知。有鑑

於此，本研究將在接下來的部份介紹「溝通知能」的概念。首先，溝通能力呼應

前面提到的人需要對接收到的訊息進行解讀；唯有在解讀正確時，互動或關係獲

得穩固。Trenholm 與 Jensen(2000)認為，詮釋正確與否相當程度涉及了個人溝通

能力；他們將詮釋視為溝通能力當中最上層也最前端的能力。人需要不斷地為週

遭的環境與人訂定意義(Wood, 1995)，持續進行製碼與解碼的任務，根據詮釋知

道發展後續行為。以 MSN 的語言來說，溝通能力可能展現在使用者觀察之後對

於他人在場訊息的判斷。 
 

其此，人們適應科技符擔性的過程當中，除了涉及學習(Gibson, 1986)，以本

研究在上一部分闡述符擔性概念所提到的實證研究為例，人知道打電話過去應該

先經歷表明身分的過程，或者視訊會議時，人為了引發互動對象的注意，只好在

螢幕前舞動雙手等行為，皆涉及每個人在面對新科技時，了解到科技不如他們所

想，而發展出的應變能力，這屬於溝通知能的核心概念之一，也就是所謂「適應

力」。人面對情境變動具備相當的彈性適應環境，否則溝通不可能順利進行。 
 
最後，在 MSN 在場訊息的功能設計上，以及研究者觀察到的他人使用情形

之間，似乎產生一種斷裂。原本提供使用者判斷他人是否具有溝通可得性的在場

訊息，卻讓人難以確實判斷究竟丟送訊息的時機是否正確？或者，單純根據字面

                                                 
71 原文：Eventually you discover some tactics that work for you and retain them for future reference. 
Your previous practice gained from trial and error allows you to select from your repertoire of 
behaviors those actions which have proved to be successful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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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義 判 斷 他 人 是 不 是 可 以 互 動 是 否 仍 然 足 夠 ？ 這 種 「 使 用 中 的 特 質 」

(features-in-use)呼應符擔性的概念，亦即人們在科技限制內探索可能的使用方

法。當在場訊息可能演變成人我之間的「關係密碼」，這就牽涉到後設傳播的概

念。然而，當在場訊息看似失去它的指標性意義時，人們究竟該怎麼捕捉到最佳

溝通時機？這攸關溝通互動雙方共識的遊戲規則，也關乎溝通的適切性。筆者將

在接下來的部分說明溝通知能的基本內涵。 
 
壹、溝通知能的特性 
 
溝通能力意味著人有能力以一種對個人而言有效(personally effective)，對社會來

說適當(socially appropriate)的方式進行溝通。 

~ Trehnholm & Jensen (2000, p. 10) 

 
Spitzberg 與 Cupach(1984)針對溝通知能的概念作了系統化的整合。他們指

出，能力攸關人類生活諸多面向，舉凡關係維持、衝突管理或公開演說，這些面

向都涉及運用能力。因此，能力是「估量人際關係品質的標準」(p.11)。此外，

人類進行傳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為了控制環境並達成各種生存目標，這也必須

透過能力。新傳播科技的興起挑戰了人們過往溝通的習慣與形式，為了順利進行

溝通，具備能力顯得十分必要。 
 
Spitzberg(1993)認為溝通能力指的是「適當且有效的互動」」（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interaction; 轉引自 Fisher & Adams, 1994）。具有溝通知能的人表示他知

道該如何(how)做事；換句話說，他具備「隱而未現的知識」(implicit knowledge; 
Trenholm & Jensen, 2000, p. 12)。人們通常不會特別察覺這類知識，也不會意識

自己正在運用之。這類知識幫助人在互動過程明瞭哪些行為是恰當的、被期待

的，或者被禁止。 
 
雖然定義溝通知能的概念並不易(Adler, Rosenfeld, & Proctor, 2004)，然而溝

通知能基本上應具備這三項核心元素：(1)適切性；(2)有效性；(3)彈性。有效性

與適切性雖然是溝通知能的核心要素，這個概念還有其他特徵來充實其內涵。  

 

一、適切性與有效性 

 
Fisher 與 Adams(1994)認為，當溝通被視為適當的時候，表示傳播者未違反

「他人或者互動所期望的規則(rules)或常規(norms)」(p. 222)；也就是說，傳播者

的行為符合(fit)情境，他們的行為乃根據規則而生，因此知道「何時」溝通為最

佳狀態。雖然看待溝通能力必須同時將此兩面向納入觀察，然而人實際進行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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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行為時，並不是總能將這兩面向掌握得宜；一旦有一方處理失當，溝通危機

可能因此產生。 
 
Adler、Rosenfeld 與 Proctor(2004)以簡單的方式區分適切性與有效性。他們

認為，溝通有效性意味著人們得到預期的結果、達成溝通目標，因此互動雙方皆

能感到需求被滿足。適切性則表示人能夠以一種維持關係現狀，或者擴展

(enhance)關係的方式進行溝通。兩者雖然重要性旗鼓相當，但是在實際互動情境

當中卻非總是必然出現。舉例來說，有的時候人可能有效達成自己的溝通目標，

但是在適切性的考量上卻為他人帶來麻煩；或者，某些情況之下人可能為了讓談

話內容不冒犯其他人，因此或許必須修正訊息，這個時候卻有可能產生調整後的

訊息未能確實達到說話者預期效果的情形。 

 

二、視情境而定的彈性 

 
溝通知能促成有效溝通，然而並沒有一個中心準則或規則可供傳播者遵循。

Adler 與 Towne(1999)即指出，「沒有保證人們可以成功溝通的明確的規則或祕訣」

(p.33)，因此，溝通並沒有絕對的理想方式。換句話說，人必須具備溝通的彈性，

能夠視情境進行傳播。舉例來說，溝通過程裡的自我揭露或者直接表達在美洲與

亞洲可能有不同意義，因此人在這兩個文化截然不同的環境裡，對於說話究竟該

多直接，尚待商榷。 
 
延續上述溝通知能意味著具備彈性的特質，Adler 與 Towne(1999)提出溝通

知能的「情境特質」(situational; pp.33-34)。也就是說，人們可能因為本身所處環

境與文化的差異，或者互動對象的不同，因此必須具備處理不同溝通情況的能

力。兩人因此指出，與其視溝通知能為人們的靜態的特質(trait)，面對溝通知能

佳的人，應該說他們具有相當「程度」(degree)的能力，或者在某些領域(area)具
備這樣的能力。舉例來說，某些人可能面對朋友時可以侃侃而談，清楚表達想法，

然而面對親近的家人卻無法開口，或者總是惡言相向。 

 

三、溝通工具箱 

 
從有關溝通知能的定義發現，這項能力並不是與生俱來的；人們透過日常經

驗的學習，透過失敗與成功經驗，因此知道什麼時候溝通最適當。然而，人之所

以知道適切性與否，是因為經過學習後的產物被儲存至人的「傳播工具箱」

(communication repertoire; Adler et al., 2004)。Fisher 與 Adams(1994)認為，溝通的

彈性同時意味著「行為適應力」(behavioral adaptability; p. 223)，他們認為這是溝

通知能最重要的特質。由於人必須面對各式各樣的傳播情境、關係與互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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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須「有能力調整自身的行為工具箱，以服膺情境、關係與伴侶設立的規則

(guideline)」(p. 223)。換句話說，即便人們具備一系列可運用的行為，他們仍然

得明瞭當進入某情境之後，什麼才是最正確的行為模式，這個時候就涉及互動規

則的認知。 
 
具備良好溝通知能的人知道什麼時候應該說話，或者應該保持緘默，Adler

等人(2004)指出，這個工具箱的概念就好比人有一套行為(a range of behaviors)，
供他們在溝通時候選擇出最適用於當下情境的溝通方式。然而，人們如何進行判

斷？首先，傳播情境影響人在互動過程的判斷力。人必須判斷互動時機或地點，

避免行為失當。其次，傳播者個人的目標亦為其中一項判斷標準。最後，有關互

動對象的「知識」(knowledge)也影響人如何決定如何運用他們的工具箱(Adler & 
Towne, 1999)。 

 

四、溝通知能代表瞭解規則 

 
本研究定義的溝通，是介於至少兩個人之間的傳播行為，因此涉及交換與共

享。這是一般討論人際溝通的最核心概念。Adler 與 Towne(1999)根據這樣的原

理，認為看待溝通知能不應該只就傳播者單方，溝通知能事實上「從互動當中逐

漸出現，對互動雙方來說，是最適切的」(p. 34)。72然而，前述幾項關於溝通知

能本質的討論，皆著眼於人的內在能力(intrapersonal)；能力的核心定義中的有效

性與適切性，關注的是個人的「自我溝通系統」(intrapersonal system; Fisher & 
Adams, 1994, p. 221)，因此屬於個人層面的思維。Fisher 與 Adams(1994)卻指出，

「能力是內在與人際間的交互作用(interplay)」(p. 223)，也就是說，在強調涉及

至少兩人的交換性互動行為的框架裡，溝通知能的概念需要修正。觀看溝通知能

的視野必須拓展，除了個人在關係裡投注的能力，尚應將溝通知能視為具有雙向

(dyadic)特質的「社會單位」(social unit; p. 227)，亦即同時觀察互動雙方具有的

能力。 
 
Fisher 與 Adams(1994)認為，人們為了與他人互動並建立關係，他們必然遵

循某些關係策略(relational strategies)。在如此的前提下，溝通知能的意義在於人

們知道在什麼樣的情況下應該運用何種策略。當傳播者知道何時該使用某種策略

時，這意味著他們明瞭互動的規則或形式；所謂具備溝通知能的人「了解與他人

互動的規則，並隨著關係進展觀察規則的變化」(p. 225)。 
 
何謂互動規則？本研究曾經在第一章緒論部份引述 Shimanoff(1980)對於規

                                                 
72 原文：Arises out of developing ways of interacting that work for you and or the other people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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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定義：「規則是可被遵循的指令(prescription)告訴人們在特定情境下何種行為

是必須(obligatory)、偏好(preferred)，或禁止」(p. 57)。簡單來說，規則指引人們

什麼可以做，什麼不能做。Fisher 與 Adams(1994)認為在互動規則是「你與伴侶

在溝通過程中共同發展的互動形式。有關關係的規則指的是你（以及互動對象）

所認可的互動序列(sequential patterns of interaction)」(pp. 228-229)。當人知悉互

動規則，他們因此對於互動的適當時機產生概念。根據前述互動規則的概念，

Spitzberg 與 Cupach(1984)指出，溝通知能意味著「傳播者對於適切性的認知(sense)
作為在某情境內應該有什麼樣行為的依據」(p. 65)。 

 
事實上，這個部份所談的與本研究文獻回顧第一部分的關係定義彼此呼應。

Fisher 與 Adams(1994)指出，當人們掌握互動規則，表示他們也明白界定彼此關

係的定義。舉例來說，當 A 向 B 提議去看電影，此時 B 回應的方式是以 A 的意

見為重，然而在這段本來就是 A 主導 B 的不平衡(asymmetrical)關係當中，這樣

的互動規則並未造成關係衝突。A 與 B 皆明白彼此在關係裡應當扮演什麼樣的

角色、隸屬何種從屬關係，所以他們能產生合宜的行為，同時讓關係獲得維持。

然而，在第一部分提及關係定義時曾提到，關係定義不盡然是主從的，也有可能

是平衡對等的。因此，Fisher 與 Adams(1994)認為，重要的不是究竟誰在關係裡

佔了上風，而是人是否確實掌握了主導關係的那層看不見的規則。 

 

五、溝通知能涉及表演 

 
具備溝通知能不盡然表示人在實際溝通情境下能達成適切或有效的結果。

Cooley 與 Roach(1984)認為，溝通知能應同時包括能力與表演兩個面向，這意味

著人的認知層面與行為層面的結合。因此，溝通能力不僅表示人的知識

(knowing)，也代表人在特定情境具備運用的能力(ability to use)，除此之外，人們

更能夠在特定情境下適當地行為；也就是說，人們知道什麼情境下展現某種傳播

行為，從他本身的知識庫裡選取最適當或有效的策略，適度進行調整呈現適當的

傳播行為 (Cooley & Roach, 1984)。 
 
貳、溝通知能的內容 

 
經由上一部份介紹溝通知能特性可發現，這個概念並不僅侷限於有效性與適

切性，事實上還涉及其他面向的特質。除了探討概念的整體特性，Trenholm 與

Jensen(2000)另外提出溝通知能的表層與深層面向。所謂表層呼應前面段落曾提

及的表演概念；表層的溝通知能指的是可被觀察的傳播行為。深層的溝通知能則

代表人們具備的相關知識以便用於實際表演。因此，表層又稱為表演能力，深層

則為過程能力。舉例來說，當某人說出一句看似恰當的話，其他人可以觀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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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這則已經產出的訊息，然而說話者如何決定什麼時間發言是適當的？或者，

說話者當時怎麼決定內容，以及應該用什麼樣的語調說話，這些先於最終表演成

果的過程，其他人並無法察覺。Trenholm 與 Jensen 根據深淺兩種層次的概念，

發展出溝通知能之下的五個次項目，分別是(1)詮釋能力；(2)目標能力；(3)角色

能力；(4)自我能力；(5)訊息能力。有關這五項次能力的內涵如下表所示。 
 

詮釋能力  標記、組織以及解讀（詮釋）互動環境的能力。賦予週遭環境意義。

 知道如何評估人與情境。具有挑選出最重要資訊的能力。 
 為了有效溝通，人必須了解自己處在何種情況，以及面對的什麼樣的

對象；假如沒有這一方面的認知，人可能在錯誤的時機說錯話。 
 詮釋能力幫助他們評估環境，找出最合適的行為與態度。掌握這項能

力的人可以選擇最適切的訊息。 
角色能力  扮演社會角色的能力，明瞭因應角色的適當行為。 

 了解主導互動的細微規則。 
自我能力  強調個人性（individuality），也就是說，人具備呈現令人滿意的自我

形象的能力，而非只是一味地跟隨規則。 
 當人們具備這項能力時，他們清楚自己的身分，也明白自己希望在別

人面前呈現何種面貌。這項能力涉及自我概念與自尊，對外呈現有價

值的形象(valued image)。 
目標能力  策略性地設立目標並選取最有效的的行動，了解應該如何最有效達到

個人傳播目標。 
 涉及策略性的手段。傳播者必須知道他想要達成的目標是什麼，遭遇

目標則必須找到方法克服。 

 
 
 
 
 
 

溝 
通 
知 
能 
五 
個 
次 
項 
目 

訊息能力  產製他人能理解的訊息，以及以他人能明瞭回應訊息的能力。 
 知道如何產製語文、非語文與關係訊息。 
 語文與非語文構成內容與關係訊息。訊息能力突顯關係能力的重要

性。關係能力指的是人們處理與製造傳遞彼此關係，以及符合情境的

訊息的能力。 
表四：五種溝通知能 

資料來源：Trenholm & Jensen (2000)；筆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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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溝通知能這五個子項目彼此並非毫不相干；它們缺一不可，相當程

度交疊著。首先，詮釋能力引導人們觀察的方式。也就是說，人必須對他感知或

觀察到的現象進行詮釋，賦予意義；他必須知道應該如何看待訊息。其次，溝通

知能強調的是人可以適應不同情境，以發展最適當且有效的溝通行為，這涉及了

角色能力。角色能力的一體兩面也意味著人可以選擇一個最適合情境的自我形象

來因應角色，並且選擇可能最有效的策略與行動來符合角色，也就是所謂目標能

力。最後，當這些條件匯集而成之後，形成訊息能力，亦即人生產他人可以理解

的訊息內容。訊息能力涉及製碼、解碼，可能透過語文或非語文形式傳遞。

Trenholm 與 Jensen(2000)認為，這五項能力缺一不可，一旦缺乏任何一項，那麼

「溝通不可能進行；訊息將因此曖昧不明，關係也可能出問題」(p. 12)。為了更

清楚描繪溝通知能這五個次項目的線性關係，他們發展出一個溝通知能的模型

（參見圖九，p.56），用圖示的方式說明這些次能力在實際產出訊息之前，是如

何彼此作用。 
 

經由溝通知能模型可知，人所以知道什麼時候互動是適當的或有效的，在實

際產出訊息之前，必須先經過這些內部的各種溝通知能次項目彼此交互作用。然

而一個大前提是，人必須先對接收到的刺激進行解讀與詮釋。正如 Wood(1995)
所說的：「我們持續得替自己或他人，以及我們身處的情境，產製意義」(p. 47)，
73人們總是必須處理「這是什麼意思？」的問題；他們必須理解世界，然後採取

後續行動。 
 

從本研究一開始談到訊息二層次的概念時，就不斷提到「詮釋」的重要性。

互動者必然需要拆解接收到的訊息，除了理解內容說了什麼，引導他們怎麼閱讀

內容的重要關鍵在於附著於內容層面的關係意義；訊息的這個層次不僅影響人怎

麼看待訊息，更進一步決定人接下來會採取什麼樣的行動。於是乎，人總是不斷

解讀著訊息，推敲著對方的意圖之餘，確認彼此的關係是什麼。即使到了科技中

介的環境，解讀的工作持續進行。尤其在 MSN 顯示的在場訊息與實際狀況似乎

產生落差的情況中，解讀似乎更顯重要。由於所見不盡然為真，使用者必須在不

誤判的前提下，把握互動的最適當時間點，判斷什麼行為是合宜或者被期望的。 

                                                 
73 原文：we are centrally and constantly concerned with generating meaning for ourselves, others, and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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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溝通知能的模型 

資料來源：Trenholm & Jensen (2000, p. 11) 

 
參、詮釋能力 

 
根據前面曾提到的溝通知能模型可知，詮釋能力屬於最前端的能力；人唯有

掌握這個最上層的能力，接下來後續的能力才有辦法順利運作。人們必須對自身

所 處 的 傳 播 情 境 有 所 瞭 解 以 便 選 擇 最 恰 當 或 有 效 的 訊 息 。 Trenholm 與

Jensen(2000)對於詮釋能力下了這樣的定義：「標記(label)、組織與解讀週遭互動

環境的能力」(p. 13)，也就是說，人們知道「如何評估(size up)他人與情況」(p. 11)。
人際溝通之所以需要這項能力，原因在於這項能力幫助人們評估關係，讓他們知

道「關係發生了什麼事？」(p. 40)，以及目前正身處何種關係。 
 
Montgomery(1988)曾指出，人們必須不斷與「多層次(multiple levels)的意義

互動」（轉引自 Anderson, 1993, p. 2）。因此，傳訊者與收訊者都必須持續對訊息

內的元素進行拆解與翻譯(Watzlawick et al., 1967)。稍早曾提過，假如互動雙方對

於關係訊息解讀不同，那麼關係可能出現問題。Burgoon 與 Hale(1984)指出，人

們為了有效指認訊息究竟蘊含什麼主題，可能涉及個人詮釋以及傳播能力，也就

 
過程（內部）能力 

詮釋能力 

（感知） 

角色能力 自我能力 目標能力 

 

表演（外部）能力 

語文能力 

訊息能力（製碼過程） 

非語文能力 關係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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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如何感知(recognize)的問題；事實上，人在不斷定義的過程中同時也持續解

讀著關係訊息。 
 
詮釋能力好比人的「參考框架」(frame of reference)，幫助人們理解他們所處

的情境、他們正在與什麼對象互動，或者他們與對方的關係，進而評估之後產出

什麼樣的訊息或行動比較恰當(Trenholm & Jensen, 2000)。因此，人們根據自我的

詮釋決定如何行為。然而，人們知道應該如何評估一項訊息或互動對象，他們用

來評估或詮釋的依據是什麼？Adler、Rosenfeld 與 Proctor(2004)指出，詮釋在人

際互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人必須賦予從互動中觀察到的現象意義。他們認為下列

幾點因素可能影響人解讀的角度：(1)涉入關係的程度；(2)對關係的滿意程度；

(3)過去交往經驗；(4)對於人類行為的預設(assumption)；(5)期待；(6)對他人的知

識(knowledge)。其中，互動經驗讓人們知道什麼行為對其他人或關係而言是可被

接受的，所以他們可以調整自己的行為，讓行為顯得恰當(appropriate ranges of 
behavior; Duck, 1994, p. 131)。 

 
此外，Anderson(1993)引述 Wilmot 與 Baxter(1984)的看法：「傳播行為唯有

在互動雙方進行解讀之後才有意義」(p. 2)，詮釋的重要性因此提升。換句話說，

人不斷賦予環境與他人意義，並對觀察到的符號進行主動詮釋，這是人際互動的

基礎。Wood(1995)認為，人們如何解讀人際活動，或者如何對接收到的資訊進行

解讀與理解，受到「知識基模」（knowledge schemata；亦稱為「認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s)）的影響。 

 
Anderson(1993)則提出「關係基模」(relational schemata/schema)的觀點，也

就是關係中的認知基模(cognitive schemata)，以解釋人們在關係裡進行解讀時憑

藉的依據。他整理過去對於基模的看法，指出基模是儲存在人腦中的記憶，從以

前的經驗累積而來，根據過往經驗形成期待與規則，進而影響其未來行為。簡單

來說，基模的功能是整合經驗並引導未來行為，讓人們得以在互動過程使用。延

續這個概念，關係基模「提供互動者(interactants)關於人際關係的定義與詮釋」(p. 
3)。關係基模因此指的是關於關係的知識(knowledge)，包括人們對於自己的認

知、對他人，以及對於彼此關係的知識。 
 
Littlejohn 與 Foss(2005)認為，關係知識引導人們如何在關係中互動，這類知

識通常來自過往互動經驗、互動雙方彼此共享的經驗，或者互動雙方共享的規

則。關係基模引導人們在任何一段關係裡應該如何行動。Anderson(1993)也指出，

「人從過去互動所獲得的資訊，替未來的關係創造了基模(schemata)」(p. 6)，74因

此，人們對於後續互動應該如何進行所產生的期望，基本上根據先前的互動經驗

                                                 
74 原文：information from each individual’s past relational encounters creates schemata for future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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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來。Wood(1995)亦曾指出，人們如何詮釋環境反映他們曾經涉入什麼樣的關

係，以及曾與什麼對象交往過。因此，經驗與詮釋相互影響(reciprocally influential)  

 

肆、小結 

 
這個部分討論的是溝通知能的議題。溝通知能簡單來說指的是「適切性」與

「有效性」。前者意味著符合當下情境，後者則指的是溝通達成預期目標。兩者

可能同時出現在溝通過程，卻也可能少了其中一項。除了這兩項核心特質之外，

溝通知能還涉及彈性，也就是人能夠隨著情境變動進行自我調整，以便溝通再度

適合情境。 
 
Spitzberg 與 Cupach(1984)並未特別針對溝通知能進行概念耙梳，他們採取較

全觀的角度探討「能力」的本質；溝通能力只是其中一個項目。Trenholm 與

Jensen(2000)則鎖定溝通知能，將這個概念層次化，衍生出五個次溝通知能。其

中，詮釋能力屬於最上層亦最基礎的溝通知能。原因在於，人無時無刻必須消化

任何形式的訊息，以便理解世界是如何運作，進而決定了本身的行為模式。這個

詮釋的能力可能受到眾多因素影響，其中最主要的即是互動經驗。 
 
根據 Anderson(1993)的看法，互動經驗主要儲存在人的認知基模當中；一旦

有需要，人們會將過去習得的知識釋出，因應當下情境需要。研究者認為，這呼

應了溝通知能中的「溝通工具箱」的特性。工具箱的意思是，人們透過不斷學習，

將經驗儲存，爾後互動明白什麼時候溝通最恰當，或者可達到最大效益。透過這

個認知基模的作用，互動者得以判斷最佳溝通時機。 
 
除此之外，在這個參考框架的內涵中，除了經驗知識，人際互動的規則也扮

演重要角色。瞭解規則代表人們知道「某些情境中什麼行為是義務的、偏好的，

或者被禁止的」(Shimanoff, 1980, p. 57)。互動規則所以影響人們的詮釋能力，原

因在於規則相當程度囊括了互動雙方彼此的關係定義。在後設傳播的部份不斷提

到，關係定義協助人們看待內容層面的方式，進一步決定他們會怎麼與人互動。

因此，關係定義亦參與人的解讀過程。Littlejohn(1989)指出，「人們替自己訂定

互動規則，這些規則主導他們的傳播行為。當人們遵守規則而行為恰當，他們同

時認可(sanction)了關係定義」(p. 175)。75關係定義與互動規則乃密不可分，皆影

響互動者觀看的角度。 

                                                 
75 原文：People set up for themselves interaction rules, which govern their communicative behaviors. 
By obeying the rules, behaving appropriately, the participants sanction the define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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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總結 

 
本章探討的理論主要分成三大區塊，分別是：(1)強調關係、從互動角度出

發的後設傳播；(2)主張科技本身特性與使用者交會之後，激發出來的一種被稱

為符擔性的概念，如何對於同時使用科技物的人們造成影響，這個影響卻非完全

否認了使用者的適應能力；事實上，使用者還是可能創造出新的互動形態；(3)
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具備進行互動時的適當性與彈性的溝通知能。 

 
雖然在後設傳播的部份，無論從這個概念的源頭，或者到後來被其他學者予

以發揚光大、深化理論內涵，他們的論述具有相當一致性，除了認可訊息必然具

備兩種層次之外，他們全盤認定當訊息承載著彼此關係意涵時，惟有端倪彼此以

非語言管道所呈現的「資訊」，如此才能明確肯認雙方關係。然而，這些學者忽

略的是，在某些特殊情境下，人們必須倚賴語文形式的訊息，無論是為了釐清經

常顯得模稜兩可的非語文訊息的意義，或者以更直接的方式確認彼此關係，早期

提出後設傳播觀點的學者忽略的是語文訊息對於關係層次的潛在貢獻。 
 
當觀看的視野轉移至科技中介的互動情境之後，傳統對於後設傳播的思維更

是遭到質疑。以電腦中介傳播為例，當互動者從一開始交往就是透過文字，直至

後來關係的深度加深，而延伸到真實世界的互動，過程之中仍不脫語文導向的交

往。有鑒於此，當人我關係從來就是始於去除任何非語文線索的線上情境，在關

係確認充斥於人際互動各個環節的前提下，人們必須尋求他法。這個時候語文訊

息的功能不再侷限於資訊傳遞，它必須身兼互動者用以權衡彼此關係的依據。因

此，訊息二層次的分野在 CMC 中被融合，單則的文字訊息同時具有內容與關係

功能。 
 
只不過，提出這樣論點的學者仍舊忽略了關係也是分成不同面向的。除了深

淺、型態之分，關係形成的「次序」(order)也有所不同。上一段提到的 CMC 關

係界定為互動雙方為進入線上場域互動前素未謀面，然而，並非所有線上關係的

建立過程皆如此。本研究在第二章暫時提出的觀點是，當關係建立的路徑有所異

時，誠如強調線下關係先於線上的 MSN，影響人在線上判定關係的變項或許不

應該侷限於表面的文字，反而有可能基於線下交往的經驗與歷史，或者其他潛在

因素，左右了他們詮釋的角度。 
 
人透過科技與另一人互動，然而這並不表示科技就只是個中立超然的資訊傳

遞載具。科技物被人使用之前具備的特性(properties)，到了與人相會之後，原本

的特性延伸成為符擔性。符擔性格外強調的是在與人互動的過程溢散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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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限制又可切分成兩個面向：(1)限制；(2)可能。換句話說，使用者在一個限

度之內，盡情地探索著科技物的可能性，發掘該科技物可以讓他們怎麼利用。因

此，即便科技物的特性好像提供某種使用的方針，人們還是得實際運用之後，才

明確明瞭他們應該怎麼用？可以怎麼用？或者本來看起來怎麼用，實際運用之後

卻發現並非如他們所想像，以致於他們必須思考彌補落差的策略。 
 
上段所指的互動停留在科技與人的二元(dyadic)關係。假若以所謂「社交科

技」而言，人們乃藉由科技中介彌補現狀的不足（例：物理空間的隔閡），以期

互動可以展開並延續。這意味著另一種互動，即人我關係的具體實踐，這也是人

運用這類社交科技的主要目的－達成互動。進入這般中介化溝通情境後，人首先

必須適應符擔性形構出的互動環境。適應力包括當科技物原本所承諾的以及它實

際供予的兩造之間產生歧異時，身處當中的人的因應之道，這個因應手法顯現在

互動內容上。換句話說，這個時候互動者因應科技而發展的互動策略，即是跳脫

了科技符擔性原始概念；當「人-科技」與「人-人」兩種互動相遇(interface)之後，

可能衍生的是某種與科技構連後的具體行動轉變。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可以以下列這段文字表示本研究的研究命題：當溝通

情境面臨中介之後，人際關係中恆存的關係肯認步驟雖然因為缺乏面對面的情境

線索而顯得不容易，然而這個認定關係定義的過程卻是人們恆存的需求之一。這

個確認的步驟在 MSN 互動場域當中更顯必要，是因為使用者最直接用以判斷他

人可否互動的「在場訊息」意義可能產生了不同層次，造成「表象」與「內容」

的不相對應。這個落差極有可能是因為科技讓人們有操弄的可能。在因應科技與

人交會所產生的狀況時，使用者必須能夠剖析工具的真正意涵，以期互動時機對

彼此而言為最適當；他們勢必得產製相關解讀策略，能夠進行正確的判讀。這個

解讀策略乃根植於相互認可的互動規則。此外，使用者為了因應落差，也可能發

展特殊的互動形式，藉此補足在場訊息所未能完全滿足的指標性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