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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當溝通情境面臨中介之後，並不會因此更改了人際關係中恆存的關係肯認需

求。這個確認的步驟在 MSN 互動環境中尤其可能更被突顯，原因在於使用者原

本能夠直接判斷他人可否互動的重要機制，其意義因為科技讓人有「探索」與「操

弄」的可能，造成意義的變異，豐富了科技使用意涵。使用者身處科技與人交會

的中間地帶，他們必須剖析工具的真正意義，讓互動時機對彼此而言最為適當。

本研究目前的預設是，人在探索工具意義的過程當中時，或許納入了外於工具特

性的其他參考指標。當使用者意識到這層落差之後，他們因應的解決之道是什

麼？本研究希望透過在場訊息形構出的溝通規則，勾勒出屬於 MSN 的互動文

化，針對 MSN 使用者操弄狀態使之產生意義落差的情形，也希望推敲出這項行

為背後的深層意涵。 
 
本章根據深度訪談的結果，將章節配置如下：(1)使用者對 MSN 溝通的想像；

(2)使用者本身運用在場訊息的方式；(3)使用者判讀他人在場訊息的方式；(4)使
用者因應在場訊息而開啟互動的形式。筆者將先於第一節勾勒受訪對象的組成。 
 

第一節    受訪者基本資料 

 
本研究總共訪問 21 位受訪者，訪談時間歷時一個多月，自 03/26/2006 至

05/02/2006 止，受訪對象的來源分為兩種取徑。首先，筆者在第三章介紹研究方

法時曾提到，本研究事實上發想自筆者於 2005 年 8 月完成的一份課程期末報告。

當時的研究採取滾雪球法，其中有幾位受訪者對於 MSN 在場訊息提出了不少有

趣觀點，部分看法亦成為目前研究的發想根源。筆者重新思索問題意識之後，希

望能再次延攬一部分當時的受訪者，獲得他們獨特見解。78 
 
第二種尋找受訪者的方法則兼採滾雪球法以及 BBS 招募法，時間自 04/07/06

至 04/18/06 止。滾雪球法係來自筆者個人人際網絡，根據上一段提及的先驅研究

對象，請他們推薦其他受訪者。至於 BBS 招募法，筆者挑選知名的批踢踢實業

坊的「MSNmessenger 版」（以下簡稱 MSN 版）作為招募平台，徵求時間從 04/07/06
                                                 
78 筆者曾經製作 MSN 自 1999 年推出以來不同版本的時代流變圖（參見 p. 71，附錄二）。當時

該先驅研究進行時間大約是 MSN 正要推出 7.5 版時；筆者發現，從去年八月到目前這份研究這

段期間，MSN 在功能上並沒有太大變革。目前甫推出的 Live Messenger 試用版（正式版尚未推

出），根據本研究 22 位受訪者中，已經開始新版 MSN 人口並不多。此外，新版跟舊版之間事實

上在主功能方面並沒有過大差異。因此，筆者認為延用當時先驅研究部分受訪者並不會不妥。有

關新版 Live Messenger 的功能參見 http://blog.3cbank.com/?p=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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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04/18/06 止。79這個版探討 MSN 上任何技術性問題，80或性質屬於相當科技

(technical)導向的資訊交流場域。 
 

就本次研究而言，「是否使用 MSN？」乃判斷是否有資格受訪的最低門檻。

有鑒於此，筆者首先透過該版作為公開招募的媒介。然而，本研究在挑選對象也

設立相當條件；也就是說，針對主動表達有意願接受訪問的網友，筆者會先與他

們進行溝通，瞭解他們是否本身使用 MSN 的粗略情況，以及他們慣常運用在場

訊息的習慣。此外，他們是否在與別人互動過程當中，或多或少會意識或注意別

人選擇的狀態？筆者認為，這兩個基本問題能夠將受訪者再次過濾。然而，這並

不代表目前使用習慣從不將他人狀態列入考量的使用者就完全不可能成為本研

究的受訪者；或者，面對這樣使用習慣的人，也可以去探究是什麼契機造成他們

面對狀態似乎視而不見。 
 
本研究採取深度訪談法。面對面訪談是最理想的執行方式；81然而，研究招

募到的受訪者，就地理位置來說散居各地。計算時間成本之後，筆者決定以 MSN
作為訪談工具。採取 MSN 訪談法是筆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共識。由於每次深訪都

至少花費一個小時的時間，以電話進行訪談或許不符經濟效益。在與幾位居住外

縣市或國外的受訪者溝通之後，他們也體認到電話訪談的不便利性。82此外，筆

者認為，假使直接透過 MSN 訪問，受訪者身處於 MSN 情境或許更可以明確告

知本身使用在場訊息這項機制的習慣，也更能喚起與他人互動的特殊經驗。83

                                                 
79 事實上，本研究最初的招募時間訂為 04/07 至 04/23。只不過，這個議題獲得網友熱烈迴響，

在短短一星期的時間，筆者已經募集到超過 10 位受訪者。在歷經訪談之後，發現針對研究問題

受訪者的回應已逐漸出現脈絡，也就是愈趨飽和。有鑒於此，筆者再度與 MSN 版版主商量，請

版主將招募時間提早結束，因此，本研究確實的募集時間為 04/07 至 04/18。 
80 除了 MSN 主程式的技術問題討論，本版也囊括了可以與 MSN 搭配的「外掛程式」(Plug-ins)
的議題交流。 
81 筆者訪談受訪者 L 先生時，曾嘗試以電腦輔助訪談過程，請他實際操作每天登入系統之後的

行為。希望透過從旁觀察，請該受訪者採取一邊使用、一邊以口述方式說明自己何以這樣使用。

並了解他跟某互動對象的關係。筆者發現，這樣的觀察方式雖然可以捕捉使用者決定與某人說

話，直到確實點選對方帳號並開啟對話視窗的過程，然而，根據實際操作的過程卻發現，這樣的

「發聲法」(speak-out-loud)可能過度干擾自然對話情境，受訪者分享的資訊也不盡然如直接口述

回憶經驗來得有效。筆者認為，面訪過程以電腦呈現 MSN 畫面確實可以比較幫助使用者回憶自

己使用的情形，有的時候卻可能受限於訪談時間（下午居多），可能有違受訪者本身的使用習慣，

反而更加造成訪談情境不自然。 
82 數位受訪者是在外地讀書的學生，通常有空接受訪問的時間是深夜，因此若以電話進行訪問，

可能造成干擾，也可能影響訪談順利進行。 
83 事實上，受訪者 Q 在訪談過程就「實地演練」給筆者看，欲告知筆者 MSN 上「封鎖」與「刪

除」的差別。如此實際操作的經驗，讓筆者更能明白箇中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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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MSN 歷代主要功能變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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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N 歷代主要功能演變圖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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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性別 職業 年齡 居住地 使用多

久（年）

是否使用

其他 IM

軟體84 

本身使用在場

訊息是否涉及

操弄85 

訪談日

期 

訪談

歷時

(hr) 

訪談形

式 

受訪者來源

A 男 學生 22 臺北市 3 2、3 是（忙碌） 03/26 2 MSN 滾學球 

B 女 上班族 24 基隆市 0.5 X 否 03/28 2 面訪 滾雪球 

C 女 學生 25 臺北市 3 1、3 是（離開） 03/29 3 面訪 滾雪球 

D 女 待業中 25 臺北市 3 3 是（馬上回來） 03/31 2.5 面訪 滾雪球 

E 女 上班族 28 中國上海 7 2、3、4 否 04/02 2 MSN 滾雪球 

F 女 學生 25 臺北市 4~5 3 否 04/07 1.5 面訪 滾雪球 

G 男 學生 23 嘉義市 5 5 否 04/07 2.5 MSN BBS 

H 女 上班族 24 臺北市 2 3 否 04/09 3 面訪 滾雪球 

I 女 學生 21 南投市 3 2 是（離開） 04/11 1.5 MSN BBS 

J 女 上班族 25 臺北市 7 3 是（離開） 04/12 1 面訪 滾雪球 

K 女 待業中 28 臺北市 6~7 2、3 是（離開／離

線） 

04/13 3 面訪 BBS 

L 男 學生 25 板橋市  3、4 是（忙碌／馬

上回來） 

04/13 3 面訪 滾雪球 

M 女 學生 20 臺北市 3 2 是（離開） 04/14 2 MSN BBS 

                                                 
84 受限於表格篇幅，在「是否曾經使用／正在使用其他 IM」一欄以代號標明：「1=AIM」，「2=Yahoo! Messenger」，「3=ICQ」，「4=其他」（例：Google Talk、Skype）。 
85 括號的意思表示會佯裝自己缺乏溝通可得性的受訪者經常選用的狀態。其他受訪者則屬於「就事論事」型的誠實使用者；也就是說，他們忠實地根據自己的

行為（或者即將從事之事），切換個人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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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性別 職業 年齡 居住地 使用多

久（年）

是否使用

其他 IM

軟體86 

本身使用在場

訊息是否涉及

操弄87 

訪談日

期 

訪談

歷時

(hr) 

訪談形

式 

受訪者來源

N 女 老師 23 桃園市 2 2 是（離開） 04/16 1 面訪 BBS 

O 女 學生 23 加拿大溫哥華 5 2、3 是（離開） 04/17 2 MSN BBS 

P 女 學生 23 屏東市 4 2 是（離開） 04/18 3 MSN BBS 

Q 女 學生 22 屏東市 2 2 是（忙碌） 04/19 2 MSN BBS 

R 男 研究助理 31 臺北市 5 2、4 否 04/24 3 面訪 BBS 

S 女 學生 25 美國紐約 4~5 1、3、4 是（離開） 04/25 2 MSN 滾雪球 

T 男 學生 20 高雄市 3 2 是（忙碌） 04/28 2 MSN BBS 

U 女 學生 22 臺北市 4 X 是（離開） 05/02 2 面訪 滾雪球 

 
表五：受訪者資料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86 受限於表格篇幅，在「是否曾經使用／正在使用其他 IM」一欄以代號標明：「1=AIM」，「2=Yahoo! Messenger」，「3=ICQ」，「4=其他」（例：Google Talk、Skype）。 
87 同註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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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MSN 的溝通想像 

 
這一節的主題是使用者藉由 MSN 而形塑的溝通形貌。筆者在訪談過程緊扣

著「MSN 在場訊息」為提問主軸，但是，假使問題僅停留在了解使用者如何運

用這項功能，未免顯得過於單薄與平面，對於勾勒 MSN 特有的互動文化幫助亦

有限。筆者認為，使用者進入 MSN 溝通場域並非只是為了有機會操弄個人狀態，

在這個行為背後勢必有其隱藏其中的時代意涵，這正是本研究所欲挖掘之處。此

外，使用者平常如何看待這個媒介作為維繫人際關係的工具、他們認知中這個場

域的溝通的樣貌是什麼，這些問題都有可能因為 MSN 本身功能的設計，影響使

用者對於在這個平台溝通的態度。事實上，從訪談過程筆者確實發現，在場訊息

發展出的不僅是解讀或者後續應該採取什麼因應策略的問題；在此之外，使用者

對於 MSN 這項溝通工具的「整體」態度，也可能連帶影響他們怎麼使用與觀看

在場訊息。本研究從訪談當中整理出兩項被許多受重要觀點：(1)「即時」的意

義；(2)「存在感」的建構。 
 
壹、對於「即時」(instant)的概念88 

全名「MSN Instant Messaging」的 MSN，其設計初衷是希望在使用者幾乎

感受不到延遲的前提下，讓互動雙方達成「立即看到、聽見與分享」(See. Hear. 
Share. Instantly)的行為。89然而根據訪談內容可以發現，MSN 並不是一個獨占性

很高的媒介；也就是說，使用者通常在聊天過程同時進行多項作業，例如受訪者

A 就表示，他使用 MSN 同時會一邊瀏覽網頁、玩線上遊戲；B 小姐亦指出，她

只在上班的時候會登入 MSN，然而這個工具對她來說僅有「附屬的功能」。B
小姐這樣的使用習慣，造成她對於「即時性」的概念顯得相當具有彈性；通常來

說，她認為只要自己能以十分迅速將話傳出去，不盡然、也不總是預期會收到對

方即刻回應。同樣地，D 小姐也表示： 

可是我留言，反正事情也不是說他非得要馬上看到的話，那我

就覺得反正我留言了他回來就可以看到。可能只是晚個十分

                                                 
88 「即時」的概念並非平面，反而可能因使用脈絡與使用平臺而使概念層次化。面對面溝通的

即時或許最接近原義；即使不動口，透過豐富非語言訊息，互動是順暢且立即的。概念同樣訴求

即時的電話，雖然對話者彼此被物理空間所隔，然而語音傳輸卻可以讓互動雙方立即獲得訊息，

不過可能有外在因素而使通話受到干擾，如：雜訊。最後，名稱即告訴使用者其特性的 IM，事

實上反而可能因其他變項使得即時性的概念受到挑戰。舉例來說，IM 讓使用者可一次進行一個

以上的一對一互動；假若某使用者同時接收到一則以上的訊息，勢必回應時候會有先後差別，這

先後差別可能根據訊息重要性、關係深淺、使用者是否從事 IM 以外活動如瀏覽網頁，甚或是使

用者當下心情而有回應速率之別。因此，與其說 IM 強調「即時」，或許稱其為「近即時」(Nardi, 
Whittaker, & Bradner, 2000)通訊軟體更為洽當。 
89 參見 http://join.msn.com/messenger/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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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二十分鐘，或晚個一小時，可是反正已經 message passed，
這樣就好了。（D 小姐） 

 
本研究將在後續段落（第四節）當中提到因應這個介面，受訪者因此發展出來的

特殊互動形式。D 小姐對於 MSN 溝通模式的態度，似乎與這個科技本身被賦予

的名稱相互矛盾。對她來說，他人回應速度快或慢無妨，前提是她能夠將自己的

目的傳達給對方。因此，原本設計的概念是為了讓人們可以即時傳訊、即時互動

的 MSN，有時卻可能產生一方傳訊之後，另一方隔了數個小時之後才回應的情

況。因此，即時的概念反而是在自己的認知系統內，MSN 能否為自己迅速達成

傳遞訊息的任務。 
 

G 先生表示，MSN 或者任何種類的 IM 軟體所謂「即時通訊」的概念，應

該是建立在相對於其他種類互動科技之上。比如說，IM 相對於 e-mail 來講，就

提供了後者辦不到的「立即性」的潛力：90 
 

IM 的意思應該是相對的吧，這樣已經是訊息最快的傳遞方式

了。像是你用 e-mail 送訊息，速度並不會比 IM 快，你用簡訊，

一來一往也比 IM 慢，所以說即時，我覺得可以接受。（G 先

生） 
 
由上可知，MSN 似乎不保證使用者運用之後必然達到立即互動功效，但是這樣

科技物確實相較於其他的溝通工具，更提供了立即性的可能。R 先生在訪談過程

當中將使用科技的情境納入，不斷強調 MSN 的設計初衷。對他來說，MSN 的概

念就像「教室」；亦即，這個媒介所以被設計，是為了滿足人們想要更快速互動

的渴望： 
 

所謂的 instant messaging 其實它不是一個溝通的好東西。其實

它的初衷也只不過是說，我們以前國小國中，那個座位不是一

個一個的嗎？在旁邊如果你有什麼事情就「耶同學同學」，就

是叫一下，借個鉛筆橡皮擦之類的，MSN 的本意其實也在這

裡。就是說，我好友我都看得到，如果有什麼事情就停下來，

「耶，某某某幫我幹嘛」，就打個招呼、臨時性的、即時性的

溝通，它不是拿來聊天的。快速連絡的工具，它最大的互動性

也就在這裡，打招呼、解決問題，很目的導向。就是一個反應，

一個答案這樣子。（R 先生） 

                                                 
90 C 小姐：「我覺得 instant 只是提供 instant 的可能，並不是就是要變成一定是 instant。就像我們

有電話，就會發明答錄機等等。是一種可能性的感覺。我覺得 MSN 讓人討厭的地方就是，它說

即時又真的沒有很即時。然後它會讓你有可以有晚回答的空間跟不回答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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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先生所謂「不是溝通的好東西」的意思是，這個媒介一開始並不是用來聊天、

聯繫情感用的；就他本身的理解，MSN 最初是設計給在職場使用者，在上班的

環境當中多一項溝通工具。由於在這個場域當中，人與人的溝通通常來說簡潔有

利，就像 Issac 等人(2002)研究職場情境的 IM 使用行為，發現上班族在使用過程

當中，訊息偏向以簡單問題以及資訊交換為主；換句話說，對話通常十分簡短。

這或許正呼應了 R 先生所謂「MSN 就像教室」的概念。對他來說，MSN 僅作為

互動雙方彼此快速連絡，就好像教室裡與比鄰而坐的人互動的感覺。他認為，

MSN 是方便讓使用者搜尋到互動對象，迅速交代事項，然而一切也僅止於此。 
 

從訪談當中筆者也發現，「關係深淺」也可能影響使用者對於即時性的概念。

以 B 小姐為例，她覺得關係與自己密切的人，假使對方回應稍慢或者突然沒有

回應，她並不會針對對方的緩慢回應多做臆測，例如猜想對方是否刻意不回應，

或者自己措辭失當造成對方不願意回應；只有當對方與自己的關係未定，或者關

係淡薄時，B 小姐才會格外意識即時性。舉例來說，她曾經碰過一位工作合作夥

伴，某次雙方因為工作展開對話，談到一半對方竟然就像消失了一般，竟沒有立

刻回傳話來，B 小姐因此驚覺自己是否說錯話了： 
 

熟跟不熟對我來講，熟的人我可以理解他很久沒有回我的話，

但是如果是不熟的人，他如果真的很久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

就會有點不安，我不了解為甚麼，如果他狀態是「線上」。「忙

碌」阿、「離開」什麼的，可能就相信他。因為我根本連你的

人我都不熟啊，所以你現在這樣子沒有回答，或者是隔很久才

回答，我根本不曉得你的反應是怎樣。然後我就會很容易，就

是很緊張會想很多。（B 小姐） 
 
B 小姐認為，自己與對方屬於何種關係影響她對於對方回應訊息速度的期望。當

對方與自己關係深厚時，她可以合理化對方暫不回應的行為；反之，由於不清楚

對方個性與習性，B 小姐則會開始擔憂自己言語是否失當。 
 

上述幾位受訪者的經驗談雖然看似同樣奠基在「即時性」的觀點上，然而幾

位受訪者談論的確實是層次相當不同的即時感。首先，D 小姐理解中的即時性乃

之於她自己而言。換句話說，她對於立即性的要求來自於本身能否以最快速的方

式將訊息傳出，然而對方是否當下回應，似乎端視內容緩急程度；一旦訊息迫切

性低，她傾向將話傳達給對方即可。91筆者認為，D 小姐對於即時性的判斷標準

在於自己，而非雙方互動能否立即地達成一來一往。她的立即性屬於單向的思維

                                                 
91 D 小姐對 MSN 互動的看法，筆者將在本章第四節「因應狀態衍生的留言互動形式」的部份更

深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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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者本身），這與 G 先生與 R 先生的概念相近。即使兩人對於即時性的態度

比較偏向於「應急」且工具導向，然而他們的理解仍然植基在科技是否能即刻滿

足、便利他們欲連繫他人的需求，也就是「以我為主」(self-centered)的表意工具，

呼應個人任務導向(task-oriented)的需求；對方的反應則不在考量範圍內。 
 
有別於前三者偏向單方面的思考方式，B 小姐將即時性的概念擴大成「雙

向」，根據雙方互動過程界定即時性的意義。對她而言，立即與否建立在自己與

互動對象的溝通過程是否往來流暢，然而，流暢度又端視彼此關係的熟稔度。B
小姐表示，關係密切讓她可以對於朋友突然從持續的互動情境中停頓釋懷；基於

對彼此的了解，她知道朋友可能在手邊同時進行著其他工作，也不用擔心自己是

否說錯話了。當對方與自己僅止於泛泛之交，此時對方在對話過程當中的回應速

度相當讓她關切；尤其，假如對方又看起來屬於可以溝通的「線上」狀態，在未

能即刻獲得回應時，造成她思索自己是否做了什麼，以致彼此原本就不深的關係

受到波動。即時性之於她，反而附加了一個「關係深淺」的解讀框架；關係主導

她對回應該快或慢的期待，他人回應緩急蘊含 B 小姐對於彼此關係的認知。 
 
本研究另外想提出的觀點是，根據上述不同受訪者的經驗，筆者發現互動場

域的「公」、「私」之別影響人對於即時性這個概念的認知。對前述 B 小姐來說，

真正會牽動她情緒、讓她格外意識到互動對象回應緩急的，與其用關係深淺度來

區分，筆者認為也可以將關係的面向以「公領域」與「私領域」區分。前者就本

研究訪問的對象來說，指的就是職場上的人際關係。使用者面對公領域的關係

時，或許是任務導向的緣故，或是對互動對象的在場訊息使用行為不熟悉，以及

對方對於「MSN 溝通的進行方式」的期待與自己可能不同，因此產生對於即時

性的不同詮釋框架。 
 
貳、在場訊息營造他人存在感？ 
 

在場訊息的功能之一是為了讓使用者標明自己「在不在」。所謂在不在，從

本次研究 21 位受訪者對於在場訊息的解讀，指的是使用者是不是在電腦前，因

此是個物理位置的概念。筆者暫且不論這項機制如何因為其他因素掺入其中，而

衍生出的後續解讀問題（本研究將在本章的第三節與第四節中提出），從訪談當

中發現，有的時候無論以何種狀態登入，92「自己與名單上其他人同時存在」的

感覺卻格外深刻。例如，S 小姐就表示，她以前其實不太能理解為什麼有些朋友

明明很忙，無暇在 MSN 上交談，卻還是不登出系統： 
 

那個狀態啊，還是有很多人用忙碌，然後用暱稱來強調自己真

                                                 
92 本研究這裡所指的「任何狀態」，指的是除了「離線」（小紅人）之外的所有登入 MSN 系統的

狀態（小綠人），舉凡「線上」、「忙碌」或「離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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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忙請大家不要丟的。但我就會想，真的這麼忙到底為什麼

不登出啊？（S 小姐） 
 
然而，當她忙著寫論文的時候，雖然經常處於「做事跟閒聊兩者無法兼顧」，相

當矛盾的是，她又不想因此登出 MSN 系統。對 S 小姐而言，選用離線這個狀態

登入，「等待」與「窺探」相當程度讓她滿足。此外，以這種方式「掛」在 MSN
上卻讓她有種存在的感覺，即便名單上的其他人根本無從得知她已經登入，但是

她卻表示，「很奇怪我離線也有存在的感覺」。事實上，不只一位在訪談過程提及

「存在感」的概念。例如，O 小姐就表示，93自己曾經一段時間沒有使用 MSN，

朋友因為「看」不到她，反而造成焦慮： 
 

我總覺得每天都要開開才行。有一次才好笑咧，因為基本上我

的好朋友都是在台灣的啊，所以我應該沒事的話就一天到晚都

會上來。然後去年我突然生病去住院，我台灣好幾的朋友急得

要命，因為看到我好多天都沒上來。結果那之後有一次我是要

忙報告，就真的都沒有開 MSN，結果我有個朋友從來都沒有

打電話來給我過，就很緊張地打來問說「你是不是又生病了，

為什麼好多天都沒看到你？」害我都不知道要說什麼才好。有

出現在名單上就感覺人家也在電腦旁的感覺。（O 小姐） 
 
O 小姐發現，只要她規律地登入系統，對那群遠在台灣的朋友來說，就好像她真

的與他們同在一個空間，他們有看到她本人似的；一旦 O 小姐突然都不上線了，

很容易就引發朋友的擔憂。然而，她認為自己雖然登入 MSN，卻不表示她必定

專心於 MSN 情境，甚至可能人完全不在電腦前。不過她不否認，對她而言登入

之後看到自己的名單上有人，尤其假若是好朋友在線上，無論對方是何種狀態，

她都會有種莫名的安心感，就好像對方「活生生」站在自己眼前。C 小姐則明確

表示，她認為看到名單上「有人」，就好像產生一種「精神上的 support」。 
 

R 先生一向認為 MSN 的運作概念很像「教室」。他覺得這個溝通工具目的是

要讓使用者彼此之間便利聯繫，連絡人上的每個人就像佔據了教室裡其中一個座

位一樣，比鄰而座的朋友抬個頭看一下對方在座位上，就會有種陪伴的安心感： 
 

網際網路的出現，人跟人之間的疏離感越大，如果說自己的朋

友如果還像教室一樣坐在旁邊，那種感覺其實很好，就算自己

只有一個人，看看旁邊朋友的狀況，就是他還活著。（R 先生） 
 
R 先生所指的那種單純看到有人在名單上，雖然雙方沒有實際互動，卻也讓他感

                                                 
93 O 小姐現居加拿大溫哥華，故十分依賴 MSN 與在台灣的朋友聯繫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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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滿足，K 小姐也有類似的經驗：  
 

MSN 那個東西是長久性的，是一個互動性的。電話這個東西

呀，會覺得說好像，因為講電話我習慣要有理由，就是我沒有

辦法打電話說「耶你在幹嘛？我很無聊，陪我聊聊天」，我一

定要找個理由。可是 MSN 就不一樣。MSN 我可以看到他在線

上，然後不跟他聊天，可是我就覺得，耶，還滿高興的。就至

少知道說，你最近狀態怎麼樣啊，暱稱心情怎麼樣。MSN 不

聊天還是有一種聯繫在。（K 小姐） 
 
K 小姐比較電話與 MSN 兩種溝通工具。對她來說，電話是目的導向而非聊天工

具。因此，當她決定打電話給某人時，K 小姐認為自己必須在互動開啟前準備好

話題，並在互動開啟之後清楚表明來意。然而，MSN 卻讓她在不需要與對方接

觸的前提下，仍有機會窺視對方的生活點滴，讓她感覺到彼此的聯繫(bond)是存

在著的。這種好似彼此有實際接觸因此知道彼此在做什麼的感覺，事實上僅建立

在 K 小姐看到對方在 MSN 名單上的「字面存在」。她明白隔著電腦另一端究竟

是誰，或者究竟有沒有人，其實她無從得知；只不過，看到對方有登入，更改了

暱稱，變換了照片，K 小姐就知道朋友「活得好好的」。 
 

網際網路讓人難以切確掌握互動對象的所在位置，上一段落也曾提到並不是

每位受訪者都專心一致地投入對話情境，因此有可能出現對方選了看起來有空也

在的「線上」狀態，但是事實上根本不在電腦前的情況。94這也是本研究即將探

討的核心問題，亦即在場訊息「各自表述，各自解讀」的可能性。有趣的是，這

個部份的受訪者實際上也不在意互動對象究竟「在哪裡」。無論對方狀態為何（「離

線」除外），只要對方有登入系統，就至少透露出此人「存在」，在不需要接觸的

前提下，單憑對方選取的暱稱或圖片，也可以略知對方的生活，進而產生像 K
小姐所謂的無形的聯繫。 
 
參、小結 
 

人不單單只是在使用科技的當下，根據當時候個人需求或目的與科技產生作

用。筆者認為，使用者所處的巨觀的社會環境、社會脈絡，以致於比較微觀的「個

人背景」，例如其平日使用習慣、使用場域，還有透過科技來往的對象等，都有

                                                 
94 MSN 的狀態功能其中一項設定為，使用者可以選取一段時間未移動滑鼠，狀態自動調為「離

開」的功能。例如，假如 A 五分鐘滑鼠都是閒置的，那麼五分鐘之後（最少預設值為五分鐘，

其他選項尚有 10 分鐘、15 分鐘等），其他人看到的狀態就是「離開」。當 A 再度使用滑鼠之後，

其狀態就會立即改為「線上」。然而，使用者也可以取消這項功能；一旦取消之後，無論使用者

多久未移動滑鼠，其狀態仍會顯示為「線上」，所以可能造成名單上其他連絡人的誤解，以為該

使用者一直在使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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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響人看待科技物的方式、對於科技的期望，進而導致他們接著怎麼運用科

技。 
 
植基於這個框架，使用者對於 MSN 作為一種具備即時互動潛力的社交工

具，使用者如何想像「即時」的概念，透露出他們對這項科技的基本態度，並且

造成其對在場訊息的「敏銳度」或「意識力」。也就是說，在場訊息字面寫了什

麼，有可能左右使用者對於「即時性」的解讀。即時性可能是「自我」且「任務」

導向的單方概念，當即時性放入了人際互動的脈絡當中，可能因此突顯「關係」

的重要性。B 小姐的經驗提及「狀態」、「關係」以及「立即性」的三角關係。她

對於即時性的認知乃建立在關係熟稔度這個解讀框架上，以致於當互動對象回應

稍嫌緩慢時，會引導她轉而注意此人的在場訊息。一旦發現對方是具備溝通可得

性的「線上」，卻始終不予回應，此時「線上」這個符碼可能造成觀看者的莫大

恐慌。追根究底，這個「恐慌」來自人對於在場訊息的認知，以及關係造成的不

確定感。 
 
筆者認為，在場訊息營造出的「存在感」，透露出後設傳播的概念。對提出

這個看法的使用者來說，他們不盡然產生與對方實際溝通的慾望，然而這個觀察

對方在線上一舉一動的過程，滿足他們偷窺慾望之餘，同時激發了「安心」的情

緒。人與人之間保持了一種無形的距離，在不需要真正互動的前提下，彼此透過

非正式開啟互動的語言文字（例：在場訊息），交流信息，藉此好似交換了彼此

生活點滴，好像彼此在同一個時空「存在著」一般。後設傳播的概念正式如此。

人無論採取實際溝通行為與否，總是無法逃離溝通的範疇；誠如本研究在第一章

曾提出的經典概念：「人不可能不溝通」(Watzlawick et al., 1967)，使用者透過觀

察他人在線上的行為，除了暗中窺伺，他們同時也進行著檯面下的溝通，關係的

維繫或許不需要實質的互動行為，卻能產生一種「你與我同在」的陪伴感。 
 
雖然人或許可以享用科技所提供的操弄權利，但是對本研究的使用者來說，

真正重要的並非電腦螢幕之外的對象究竟是否確實端坐在電腦前方，反而是看到

對方確實登入了系統的狀態，意識到彼此在這個時間之下共同存於同一虛擬空間

(MSN)；只要知道對方有登入，就等同對方「在」一樣。如果將稍早提及的「即

時」的概念一併討論，使用者所謂的即時表示自己可以隨時找到對方，而不盡然

對方要隨時立即回應，或許也可以說成是，使用者可以隨時看到對方狀態，隨時

知道對方與自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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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使用 MSN 在場訊息的方式 

 
筆者認為，訪談問題不應該只包含受訪者如何觀看名單上其他人的線上狀

態，反而應該以更全觀的角度，同時詢問受訪者本身的使用習性，以及解讀他人

使用。筆者認為，這兩個方向或許著眼點不同，然而有可能交互影響。第三節的

研究分析將先聚焦於每一位受訪者本身運用這項機制的習性。 
 

MSN 其中一項特別的功能設計，95即「線上狀態」(online status)，又稱「在

場知覺」(presence awareness)。使用者得以控制自己的 presence，告知連絡人名

單上的其他人自己「在或不在」，或者是否「有空(available)」進行互動(Alvestrand, 
2002)。使用者可以管理自己的線上狀態，藉此向他人表達自己溝通的可獲得性。

簡單來說，溝通可得性同時囊括「在不在」與「有沒有空」兩種概念。 

 

根據 MSN 官方網站上的說明，96狀態功能設立的主要原因是為了保護使用

者的「線上安全」，防止受到他人打擾； MSN 官方對於線上狀態的定義為：「MSN
協助保護您的線上安全。為了不想被打擾，即使您已經登入 MSN Messenger，也

可以顯現為離線狀態…簡單地說，你可以擁有完整的隱私和隱密性」。97 目前

MSN 提供的狀態主要分為六大項目。根據顏色來區分，則綠色代表著使用者登

入 MSN，紅色則表示未登入（或「離線」登入）。顏色之外還有不同的符號表示

使用者目前選用的是哪一種狀態。六種在場訊息的意涵如下表所示： 

                                                 
95 事實上，這項功能並非 MSN 特有，只是在不同的 IM 服務有不同的運用。以最早期的 ICQ 為

例，這項功能以「小花朵」的圖案顯示，綠色花朵（ ）相當於 MSN 的線上(online)，紅色花朵

（ ）則形同離線(offline)。只不過，ICQ 也有其他有別於 MSN 的運用。最大的差異在於，ICQ
提供使用者設置「隱形名單」(invisible list)（ ）；亦即，使用者可自行決定要讓名單上哪些朋

友可以在自己隱形的時候仍看得到自己，相對的這也阻擋了名單上其他人，讓他們永遠看不到自

己。參見 http://www.icq.com/。 
96 參見 http://join.msn.com/messenger/overview。 
9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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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示 微軟官方說法98 意義 

線上(online)（綠） 
 

讓連絡人知道您可以交換立即訊息。 表 示 使 用 者 在 線

上，完全開放對談 

離開(away)（綠） 
 

讓連絡人知道您無法交換立即訊息。您

仍然可以接收訊息。您在 Messenger 

上有一段時間未活動時，「線上」狀態

會自動切換至「離開」。 附註：您在 

Messenger 上有 5 分鐘未活動時，「線

上」狀態會自動切換至「離開」。 

顯示使用者暫時不

在 MSN，有可能離

開電腦前，或者可能

只 是 瀏 覽 其 他 網

頁、做其他事情 

忙碌(busy)（綠） 
 

可以讓您接收訊息時不受電腦上的快

顯警示或音調打擾。您可以在開會時選

取這個狀態。 

使 用 者 可 能 忙 於

MSN 以外的事務而

沒有專心使用 MSN 

電 話 中 (on the 

phone/in a call)（綠）  

讓連絡人知道您正在講電話，無法立即

回答。您仍然可以接收訊息。 

顯 示 使 用 者 電 話

中，可能暫且無法使

用 MSN 

 

馬 上 回 來 (be right 

back)（綠）  

讓連絡人知道您暫時離開一下。您仍然

可以接收訊息。 

表示使用者可能暫

時離開座位前 

外 出 用 餐 (out to 

lunch)（綠）  
讓連絡人知道您暫時離開一小時左

右。您仍然可以接收訊息。  

顯示使用者外出 

離線(offline)（紅） 

 

‧ 讓您繼續登入 MSN Messenger，但

不能傳送或接收訊息。有點像「請

勿打擾」。 

 

 

‧ 登出系統 

‧ 他人無法看見使

用者上線，但使

用者卻仍可「環

顧四周環境」；類

似隱形上線。99 

‧ 登出系統 

 
表六：MSN 在場訊息功能解釋表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上述功能敘述是在場訊息被設計的最初目的，然而，筆者從訪談過程當中，

卻逐漸發現這項機制實際被使用的時候，其意義卻似乎與上表中所陳述的有所出

                                                 
98 同上。 
99 目前 MSN 正式版本為 7.5 版。從 7.0 版開始，使用者可以透過「離線」姿態登入系統，如幾

位受訪者曾提到的，享受暗中觀察他人的快感，又可以完全隔阻絕旁人干擾。然而，這個時候溝

通管道是完全封閉的；但是在新版 Live Messenger，使用者不但可以繼續以「離線」登入，還可

以在不切換狀態的前提下，主動與他人互動。只不過，對方將會知道使用者選擇了「離線」這則

狀態。參見 http://ideas.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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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受訪者 K 小姐即指出，狀態雖然看起來似乎是用以「保持個人清靜」，但是

這個理想情境卻可能因為滲入了人為因素而顯複雜： 
 

我認同 MSN 狀態本來是要用來保持個人清靜，只是我們這種

超有心機的人就是把它做另外其他用途。我認同它的那個狀態

目的是要讓人家這樣用，這也才是正確的用法。就像有些人呢

會把，嗯，鉛筆拿去蓋房子。就是那個東西只是別人在突發把

那個東西換成另外一個用途，可是那並不是那個東西本來的用

途，本來的用途我認同它的官方說法。MSN 所有的狀態都是

設定在，除了線上之外，其他的狀態都設定你會你無法聊天的

狀態，它沒有設定狀態說，「歡迎聊天」，或者是「我現在很有

空」、「我現在很傷心，我需要有人跟我聊天」，就是沒有去製

造更多其他的情境。所有設定的狀態只是你沒有辦法聊天。（K
小姐） 

 
K 小姐這番話事實上點名了本研究的主題，也就是說，MSN 在場訊息原本的功

能確實是為了幫助使用者在必要時刻可以藉由選用某些狀態而維持安寧；然而，

科技在設計的過程或許忽略了當人開始利用之後，可能涉及的其他複雜層面，或

許就如 K 小姐所說的，設計過程未將人的「心機」納入考量。筆者認為，這個

落差呼應 Hutchby(2001)曾指出的概念。他認為，科技物具有「設計特徵」

(design-features)以及「實際運用」(features-in-use)兩種特徵；其中，後者即是符

擔性，也就是人們實際與科技相遇之後，如何與科技互動。Hutchby(2001)以此

接著探討的科技符擔性與互動規則。究竟，K 小姐所指的「心機」所指為何？使

用者運用狀態是否的確出現了外於設計原義的「其他用途」？本研究將在接下來

的部份逐步討論。 
 
壹、長期使用「離開」100的原因 
 

本研究多數受訪者在 MSN 之外也曾運用過（或者目前同時使用）其他的 IM
軟體。從 IM 發展歷程看來，ICQ 是公認最早的 IM 軟體，1996 年由以色列的

Mirabilis Ltd.研發。101F 小姐不否認她目前運用 MSN 在場訊息的習慣，相當程度

承襲了早期使用 ICQ 的經驗： 
 

當我自己使用 ICQ 的時候，很常顯示 N/A，102因為想保有不

                                                 
100 根據筆者統計，本研究 21 位受訪者當中，有七成（15 位）的受訪者，平日慣常使用的是看

起來沒有空的在場訊息。所謂「沒空」的狀態，又主要為「離開」與「忙碌」兩項。筆者認為，

操弄個人溝通可得性的情況在本研究的受訪者當中屬於普遍的情形。 
101 參見 www.icq.com。 
102 ICQ 的狀態以「小花」（ ）表示，主要有以下幾種：。其中，「N/A」（ ）意味著「No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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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擾的權利，我覺得 MSN 使用者應該也是這樣子。我覺得

這是人之常情，所以好像沒那麼嚴重。（F 小姐） 
 
F 小姐的意思是，她不認為人隨時隨地都處於希望被找的情緒，就像 H 小姐所說

的：「我覺得大家都有隱私權吧。你想想看，像我這種每天都要開電腦的人，不

可能時時刻刻都要應付別人吧」。103因此，某些受訪者開始延伸在場訊息的功能。 
 
C 小姐表示，她以前使用 ICQ 的時候，習慣以「離線」登入，主因在於 ICQ

可以讓她設置「隱形名單」(invisible list)。這個名單的意義是，使用者可以將想

要加入的對象納入這份名單，當 C 小姐以離線登入之後，這群朋友仍然可以見

到她的蹤影，與她對談。她認為這項功能讓她能夠完全掌握「哪些人可以跟我互

動？」以及「誰無法干擾我？」MSN 目前的版本卻無法提供這項服務，C 小姐

因此得改變自己運用 MSN 狀態的方式： 
 

有時「線上」的話真的很多人會來聊。我覺得是因為「離開」

的話，至少有藉口彷彿可以裝。所以「離開」就好像是一個可

藏匿的地方喔，就是「離開」會讓使用者有不開口的藉口，但

是「線上」就沒有。「離開」感覺是我保留由我出發去講話的

機會，但是我暫且小小關了別人與我講話的機會。「線上」就

變成我好像兩邊都是開著的。「線上」不回就像是打手機你沒

回那種感覺，「離開」比較像是關機之類的。可是我都會覺得，

我可能是「線上」，但是我根本不在 MSN 視窗中啊。所以我

的「線上」狀態變成只是代表我電腦是連線、MSN 有開的狀

態，但不代表他到底有沒有在 MSN 狀態中。這真是個人與人

互相猜測的世界啊。就像是我開機，手機放邊邊，但我根本就

沒注意到手機那樣。（C 小姐） 
 
從 C 小姐的話當中似乎發現，MSN 在場訊息中的「線上」(online)與「離開」(away)
帶給她截然不同的感受；後者象徵著一種控制感，前者卻好似自己完全失去了控

制權，隨時任別人可能伺機而入。因此，選擇「離開」至少自己可以主掌什麼時

候回應，甚至不回應訊息，而不會像「線上」一樣無時無刻受到他人覬覦，訊息

                                                                                                                                            
也就是說，使用者目前可能無法立即回應訊息。F 小姐認為，ICQ 的 N/A 概念近似目前 MSN 的

「忙碌(busy)」。筆者認為，ICQ 的在場訊息較 MSN 複雜許多。 
103 目前也是上班族的 J 小姐亦指出，她完全能夠理解為什麼人有的時候必須假借狀態來免除干

擾：「那也不能算騙人吧，有些人就是有的時候需要一點自己的空間啊，MSN 算是私人空間，不

需要那麼坦白，所以是 OK 的。就是說，不依照他狀態做事是他可自由支配的事，我覺得可以，

就算被我發現了也沒關係。而且上班的時候也不能一直聊天的吧，所以雖然可能當下沒有事做，

但為了避免一下被過多訊息轟炸，所以向別人宣告自己是忙碌的，即使實際狀態非如此，我覺得

是完全可以理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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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炸。104筆者發現，在場訊息的選取對 C 小姐而言，似乎已成一種「自由心證」

的工具；符號的外延意義不盡然直指其內涵義，所以「線上」並不意味著她就在

電腦前。這對於觀看 C 小姐狀態的人來說，或許具有相當的難度。 
 

K 小姐亦表示，相較於「線上」，向他人宣告自己「不在」，給予她相當大的

安全感： 
 

掛「線上」之後我會覺得沒有安全感，還是很想還是掛「離開」

好了比較安全，就變成說，掛「離開」對我來講好像是化被動

為主動。就變成說，現在的我是不跟人家聊天但是我可以去跟

你聊天。我可以選擇說我要不要跟你聊。（K 小姐） 
 
她指出，「離開」這個標誌好像防護罩或者擋箭牌，讓她充分掌握了主動發球權。

K 小姐認為「線上」之所以讓她感到不安，或許與她本身個性有關： 
 

我這陣子掛「線上」的時候阿，就是有意外，發現我掛「線上」

反而沒有很多人要跟我聊天耶，我跟你想法不太一樣我是沒有

想到錯置105這個東西，我是在想說搞不好本來就沒有那麼多人

要找我聊天吶，是我自己危機意識太重了，就是一直覺得說，

我已經把人家找我聊天當成是一件有點煩的事情，我覺得那很

矛盾，我自己很需要 MSN，因為那代表我跟外界的聯繫，然

後代表說我還有跟這些朋友還有在連絡，可是一方面我又很害

怕，因為我這個人是跟人家有距離感的人，我其實不太習慣跟

人家太接近，就是，例如說很多女生會手勾手阿，但我不是那

種肢體上會黏在一起，就是通常我會跟人家保持一大距離。（K
小姐） 

 
K 小姐的這番話似乎透露出一個核心的概念：溝通「距離感」。對她來說，「連結」

與「隔離」缺一不可，但是連結必須建立在她仍可以完全掌握「與誰互動？」或

者「不想與誰互動？」的主導權。當有人僭越了那條 K 小姐自我掌控的界線，

將導致她的不安。筆者感到好奇的是，為什麼前述兩位受訪者對於「線上」(online)
這個狀態產生有所顧忌？C 小姐與 K 小姐都認為 MSN 在聯繫與延續人際關係占

了舉足輕重地位，自己在一天之中也有某些時段（例：深夜）是會特別想要與人

互動的。然而矛盾的是，向名單上連絡人宣告自己「有空」或「存在」的線上狀

態，卻反而成為她們心中的負擔。 
                                                 
104 然而，當自己長期以離開出沒時，卻也帶給 C 小姐困擾：「像我同學就講說，她看我都在離

開就不會傳給我，但其實我又想和她講話的話，這樣就很煩啊，就是這樣的話你有時候就會 miss
掉講話的 timing，因為說不定她是上來看一圈，看到她的朋友都 away 就下了」。 
105 K 小姐所謂的錯置指的是狀態的實際意義被置換，也就是離開等於線上，線上等於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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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段提到的受訪者 C 與 K 因為狀態而產生的不安感，來自她們對於這個符

號的解讀，正如 P 小姐對於「線上」的態度：「『線上』就是我現在有空跟任何人

講話」。她認為，一旦自己選了這個狀態，她就有義務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馬上回

應他人訊息；同樣地，她對別人的期望也是如此。「線上」之所以造成使用者的

心裡負擔，原因在於許多人對於這兩個字的解讀就是「完全開放對談」；亦即，

溝通的管道是完全通暢的。106然而，「線上」本來作為使用者向他人宣告「有空」

的標誌，卻可能造成使用者運用上顯得侷促不安，原因在於溝通主動權可能不再

一人獨有，而是同時被名單上其他人所瓜分。O 小姐就表示：「之前有陣子我線

上是真的完全沒有人用線上，只有我一個人的話，我就會想說人家會怎麼看我？

閒閒人嗎？」她之所以不願意選擇這一個項目，是因為不想製造一種好似自己隨

時可以被侵入，或者隨時想與人互動的「假象」。107雖然「線上」與「我是有空

的」同義，上述受訪者 C、K 與 O 三人卻指出他們並非總是希望向他人宣告自

己有空，因為選擇這個狀態似乎迫使他們陷入一個別人隨時可以伺機而入、自己

卻無法抵抗，或者沒有理由拒絕的溝通環境中。 
 

U 小姐認為，她從不挑選「線上」是受到早期使用 MSN 的經驗影響。在她

擔任系上重要職務之前，她並不會特意調整在場訊息，因此她習慣登入之後就讓

MSN 維持在「線上」的狀態。然而，她猜測或許是朋友對於這個狀態的解讀是

「我隨叫，你隨即回我」使然，所以當她有時候未能立即回應，就會招致朋友的

埋怨： 
 

假設以前我在線上，然後有人丟我我沒有回，最後我回的時候

（對方）就會說，『你怎麼這麼久沒有回呢？』然後我就還要

編理由，我剛剛去曬衣服，我剛剛去接電話，我剛剛去洗澡，

什麼理由都要來啊。總不能說我剛剛不想理你。（U 小姐） 
 
從上述這段談話當中，「線上」的意義再次被確認。在這個互動場域裡，這則訊

息不僅透露溝通的可能，也反映出使用者對於符號的期望；也就是說，當使用者

選取「線上」這個狀態時，無形之中就好像向其他人承諾了自身的溝通可獲得性，

使用者本身也好似被召喚似的，行為必須與狀態相符。誠如前述 U 小姐的經驗，

對她來說，「線上」除了標誌自我，同時意味著他人投射到該則狀態的期望值。

這個期望值逼使她不得不回應，否則可能招來他人質疑。「線上」驅使著 U 小姐

維持表面合諧，不願意溝通的行為不可以反映在「線上」，因為這有悖常理。所

                                                 
106 F 小姐認為，「線上」對她來說等同有空：「online 就是我在啦，就是 I’m here。我在 MSN 這

個空間裡，I’m here。我覺得那只是一種訊息告訴人家說，『我在，如果你有事要找我的話你可以

找的到我』」。 
107 K 小姐也提出類似觀點：「掛線上反而沒有安全感，就是掛線上就覺得很不安，你就擺明好像

我晾在這邊，很閒的樣子」。N 小姐從不使用線上是因為，「單純不想讓人家覺得我很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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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她最後決定改變自己的習慣，切換成「離開」讓她自己覺得不回應比較站得

住腳。正如 N 小姐對於「離開」與「忙碌」的區分方式，她也認為前者相對而

言賦予她較大的彈性： 
 

「離開」就是整個形體不在電腦前，然後「忙碌」你在電腦前

面，可是你在做別的事情，你在逛拍賣或是 bbs 上面看文章。

忙碌的話人家知道你在電腦前，但是用「離開」的話就可以不

負責任，不回訊息。（N 小姐） 
 

從前述受訪者觀點，那些在 MSN 官方定義當中用以向他人顯示自己當下沒

有溝通可得性的選項（尤其是「離開」），被他們延伸了使用意義。筆者所指的「延

伸」，指的是設計意義與實際運用兩造差異。舉例來說，從 U 小姐的使用方式即

可得知，她不盡然總是無法互動，但是她已經習慣利用」離開」這個狀態，來維

護自己生活安寧，至少讓她可以有藉口不回應某些人的傳訊。因此，MSN 這類

向他人彰顯自己沒有空或不在的訊息，變成了使用者得以操弄以排除部份干擾的

工具。因此，相較於表示缺乏溝通可得性的狀態類別，「線上」這個狀態就帶給

她相對程度大的不安感。 
 
有趣的是，本研究 21 位受訪者當中，L 先生卻持著與前述幾位受訪者相異

的觀點。對他來說，是否立即回應或者回應與否，並不需要再透過文字來對外宣

示： 
 

我常選 busy 或 away，because I don’t want to be disturbed。一

開始確實是為了擋人，可是最近覺得 online 也有何不可？反正

你要回就回，不回就不回，你真的不想跟誰講話就不要講。所

以其實用什麼狀態都沒差。（L 先生） 
 
從 L 先生的言談之中發現，他對在場訊息的功能持保留態度；從他自己的使用

習慣來說，他覺得溝通可得性並非建立在字面所呈現的意義，而是完全依據他本

身是否想要回應。也就是說，這項機制並不能讓他用來向那些想跟他互動的人明

確彰顯他有沒有可能互動，溝通的決定權完全掌握在 L 先生手中，對方勢必得

等待他的行動。於是乎，在場訊息的使用意義被沖淡，使用者無法單憑字面就可

以全盤判斷。根據 L 先生的使用習慣，衍生出本研究關心的議題之一，亦即，

當在場訊息這個看似告知性的「招牌」缺乏了實質的意義之後，或者，當回應與

否變成使用者「自由心證」，而不再讓行為與狀態呼應，使用者究竟該如何判斷

他人的溝通可得性？關於這個部份的討論，本研究將在第四節詳加說明。 
 

這個部份的討論進行至此，不同受訪者解釋他們長期使用「離開」這個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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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由各異，然而這些經驗卻都指向一個中心概念：溝通主動權。「離開」的意

義根據前述表示使用者當下缺乏溝通可得性；即使他人仍執意傳送訊息給該使用

者，無法獲得立即回應卻合情合理。許多受訪者根據這個定義，擴大了「離開」

的內涵，讓它從原本揭示性或彰顯性功能，轉而成為「防護罩般的假面」。筆者

以「假面」指稱之，是因為這些人非全然不能溝通，反而只是不希望跟某些對象

溝通，卻對另一些人保持溝通管道的暢通。筆者認為，這個區隔隱約帶出了本研

究的核心議題：「關係」。使用者在決定溝通管道對哪些對象開放時，必然具備了

評估的指標，這個指標又相當程度必須藉由人際關係建立。因此，這個假面般的

狀態運用，象徵著使用者對於在場訊息的操弄空間，以及對於溝通權利的絕對控

制力。簡而言之，這種利用科技的方式，賦予人們保護色，讓他們保有互動的主

導權與選擇權，這個假面也讓他們有向他人說「不」的權利。 
 
雖然本研究不少受訪者指出他們藉由 MSN 在場訊息「招牌」似的功能讓他

們控制了溝通的發球權，然而，與人溝通的意願事實上並非在場訊息所賦予，從

一開始就是任何在互動情境當中的人所享有的權利，因此或許不盡然必須透過這

個功能，人還是可以決定接受或拒絕互動。只不過，對許多人來說，假如沒有穿

上這層防護衣，他們就好像失去了主導權，反而將權力拱手讓給了傳訊者。 
 
雖然許多受訪者（C、K、F、O 以及 U）在談話當中同樣指陳了「安全感」

或「主導權」的概念，然而筆者在這裡卻看到同一則狀態在「實踐的意義」的相

異。首先，主控權的展示可能植基於「排除外擾」，自行決定「與誰談話」。此類

控制權的初衷是，使用者不希望讓名單上任何人有機可趁。第二類主控權雖然執

行面相同，然而其選用理由卻與完全相反。使用者偽裝狀態的原由卻是擔憂「線

上」會替自己塑造出「無時無刻亟欲互動」的錯誤形象；「線上」反而讓使用者

認為自己居於劣勢。因此，這時狀態納入了「被觀看」與「觀者視野」；換句話

說，選擇在場訊息者事實上腦海中浮現了一個「想像的觀眾」，因此調整狀態將

觀者納入考量。第三，這個狀態迫使人必須服膺社會價值與社會期待，假使個人

行為相異於人們普遍對於「線上」的認知（即：拒絕回應），使用者有可能遭到

名單上他人責難。使用者為了合理化自我形徑，礙於關係卻又難以誠實向他人表

態，因此選擇戴上假面。最後，主控權再現於訊息接收者的自主反應，而不受限

於字面所寫狀態。亦即，人不需要透過招牌來彰顯溝通慾望，也不需要透過偽裝。

只不過，使用者可能因為沒能遵守人們對於「線上」的普遍認知，造成關係誤解。 
 
貳、「離線」反映人我關係的「細緻」(delicacy) 
 

本節第一部份探討的是使用者如何透過在場訊息中的「離開」狀態，在像「公

告」似的暫且對外宣告了本身缺乏溝通可能性之外，也強化使用者本身對其溝通

主導權的掌控。然而，部分受訪者（例：F 與 K）皆表示，有的時候她們發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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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這個狀態還是無法維持清靜，逼使她們不得不採用更「極端」的方式，重新讓

溝通發球權操之在己。當使用者選取「離線」之後，似乎確實切斷了他人可以接

近(access)的可能性。MSN 使用者在目前的版本（7.5 版）一旦選擇以「離線」

狀態存在於系統上，則形同完全切斷互動可能。 
 
然而，即將推出的新版本 MSN（稱為 Live Messenger）108則提供「離線傳訊」

(offline messaging)的功能。此功能有兩個意涵： 
 

(1) 使用者可以選擇以離線登入 MSN，卻仍有主動與他人交談的機會；

然而，必須要是選擇離線的人先主動傳送訊息，否則對方不會知道該

使用者已經上線。此外，當選擇離線的這一方主動出擊之後，訊息接

收者將會知道對方是以離線的狀態登入系統。 
 

(2) 假若使用者想要與某人談話，卻發現此時對方已經顯示離線，該使用

者仍可以直接傳送訊息109，等到下次對方上線之後，立刻會有對話視

窗彈出，這個時候當時傳送的訊息便會出現在視窗當中，對方立刻能

讀取該訊息。110 
 
從訪談過程筆者發現「離線傳訊」對許多受訪者而言，是個 MSN 早就應該推出，

卻始終未能滿足他們的功能。111C 小姐就指出，早期她使用 ICQ 的時候，就習

慣以離線的狀態登入系統： 
 

有時候你只想讓某人看到你的狀態，你可以設「離線」但對他

設完全可看到。這是 MSN 遜掉的地方，像 ICQ 是我可以設「離

線」，但是比如我把你加好友，就變成我可讓你看到我正常的

狀態，這樣就很可以做觀眾隔離。（C 小姐） 
 
ICQ 離線傳訊的運作原理是，當使用者選擇以離線登入之後，他可以選擇是否設

置「隱形名單」(invisible list)；也就是說，雖然該使用者對名單上多數人而言，

是不可見的，然而在隱形名單中的朋友們，卻會知道這個受訪者已經上線，彼此

可以直接交談。C 小姐指出，這項設計讓她更意識到哪些人跟自己關係密切、哪

                                                 
108 目前 MSN 網站可下載試用版(Beta)。 
109 7.5 版以前，當使用者想傳送給離線狀態的他人時，MSN 會直接進入 e-mail 畫面，因此使用

者事實上是寫信給對方，而非留言在對話視窗裡。 
110 事實上，ICQ 與 Yahoo! Messenger 早已具備離線傳輸，等待下次對方上線訊息傳送的功能。 
111 針對 MSN 即將推出的「離線傳訊」的功能， M 小姐卻認為這項新功能有可能更擴大人們的

「心機」：「如果 8.0 普及的話耍心機的人就會更多了，感覺在躲一些不必要的人啊。這樣搞不好

線上都不會有人了」。她的意思是，如果每位使用者可以透過離線溝通的話，那麼或許基於想要

排除干擾的心理，未來名單上沒有人會看起來是「登入系統」的狀態（例：線上或離開），反而

都紛紛以離線登入，然而這卻可能導致溝通更難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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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又是她極力想要排除與阻擋的對象。112 
 

P 小姐則提到自己使用「奇摩即時通」（以下簡稱「即時通」）的時候也慣常

以離線姿態登入系統：「我是隱形人，因為怕不想跟他講話的找你講話啊，只想

跟自己想講的講吧」。113「離線」功能讓她得以完全隔離不想互動的對象，MSN
直至目前 7.5 版則仍無法滿足她希望隔離的同時卻又具備些許管道可以與人連結

互動的可能。因此，當她移轉至 MSN 平台之後，就必須思考新策略，使用他法

阻斷他人干擾：「在 MSN 上就得裝忙，才可以擋人」。所謂「裝忙」，意味著選

用「忙碌」(busy)這個狀態，藉此排除部份人士的干擾。 
 

當目前的功能尚未能達到「完全隔離」的前提下，使用者為了宣示主控權，

就像 MSN 的官方說法所述：「為了不想被打擾，即使您已經登入 MSN 
Messenger，也可以顯現為『離線狀態』」。這則定義除了透露出使用者可以自我

保護，當「離線」現在仍意味溝通管道全然切斷，使用者也可能在選擇「離線」

時，思考要為了何種關係的連絡人再度「現身」（切換成其他狀態）。然而，筆者

發現這則狀態帶給使用者不僅是主權再確認，人際關係的微妙拉扯，也透過這則

字面意涵展現。 
 

一、「離線」產生窺伺快感以及溝通主動權 
 

「離線」有兩種意涵。首先，使用者完全未登入系統，因此對其名單上的連

絡人來說，該使用者形同不存在於線上。其次，使用者的確登入系統，他人卻無

法獲知該使用者已登入；換句話說，這時候離線的概念則近似「隱形」。離線登

入確實讓使用者享有「完整的隱私與隱密性」，114只不過目前 MSN 7.5 版並沒有

前述離線傳輸訊息的服務，因此，當使用者選擇此選項時，他也同時切斷了與外

界溝通的所有可能。但是，這項機制仍舊滿足使用者「窺視他人行蹤」的慾望。 
 
E 小姐說：「對我來說那個『離線』功能超好，滿足我偷窺的慾望。除非看

到好久沒見的人，我會出現叫他」。對她來說，當她可以不被他人察覺，卻可以

盡情觀察別人一舉一動，無論是更改暱稱，或是更改狀態，115對她來說，這滿足

                                                 
112 F 小姐也曾經是 ICQ 愛好者。她認為「離線傳訊」的功能不但讓她完全保有隱密互動空間，

也造成她格外意識到「與名單上誰比較親近？誰想要疏遠？」的問題：「我覺得那會是一個很適

合拿來鑑別關係，或者是把關係整個斷掉或更疏遠的一個機制」。F 小姐認為當她必須抉擇那些

人可以納入隱形名單當中時，她其實也反覆思辯著連絡人與自己關係的親疏遠近。 
113 P 小姐表示，離線互動更可以突顯人我關係的親疏遠近之別：「這表示你是很熟的朋友阿，這

種東西一定會有很熟的跟不怎麼熟的啊」。 
114 參見 messenger.msn.com。 
115 7.5 版以前，當使用者以離線登入，可以觀察他人暱稱與狀態的變化，卻無法察看他人所選的

顯示圖片。使用者必須以任何一種登入系統的狀態（例：忙碌或離開），才可以看到圖片。然而，

仍在試用階段(Beta)的「Live Messenger」已經改善這項功能；換句話說，當使用者安裝這個新版

本之後，他們也可以「偷偷觀察」別人的顯示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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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她的偷窺欲。其實，主導她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是，E 小姐對於「線上」的認

知是，好似她對他人昭告自己十分空閒，歡迎他人叨擾的意思。她的心態與本研

究在前一節曾提到的「主控權的不同層次」近似。亦即，她不願意在 MSN 塑造

出自己隨時隨地等著被「召喚」(called upon)的「弱勢地位」。因次，E 小姐選擇

離線登入，等到有想要互動對象上線之後，她再適時改自己的狀態： 
 

我會顯示為離線比較多，隱形偷看別人。就是想看看別人在不

在，但是不想讓人家看到我，好像我很無聊，一直在線上。我

喜歡躲起來看別人。（E 小姐） 
 
B 小姐認為「離線」讓她覺得自己好像在「守株待兔」，看到想要說話的對象一

上線，她就會立刻切換成其他狀態。J 小姐亦表示，即使她在上班時間，她也傾

向以離線狀態上線：「我很常這樣，我不想讓人家知道我在線上，但是我又想知

道他在不在線上，所以我常掛『離線』。我登入 default116的狀態就是『離線』。我

進去以後再決定有誰？我想不想上線？」。筆者認為，J 小姐希望自己是那個決

定誰可以看到她，或者，她決定要為了誰現身於 MSN。基本上，她掌握了誰可

以跟她互動的權利；在她切換之前，沒有任何人可以進入她的領域。 
 

上一節本研究曾針對不同受訪者偽裝「離開」，探究其行為背後的意義。筆

者從使用者言談當中發現「溝通主動權」一再被提及，然而這個概念卻可能因為

使用動機的不同，造成主動權意義的多層次。根據這個部份的討論，主動權似乎

又被賦予多一層的意涵。這裡的主動權建立在「全然隔離」的基礎上；除了不需

要擔憂被人伺機而入，使用者更享有「我可以決定要跟誰說話，沒有人可以在我

做出這則決定之前打擾我」的絕對權利。 
 

二、「離線」以試探彼此關係 
 

F 小姐通常不會特意調整自己的狀態。然而，當她偶一為之、決定切換狀態

的時候，卻是為了確認人際關係的定義： 
 

你要確定這個人是不是真的在追你的時候，然後想確定這個人

到底有多在乎你，然後，就想要來試試看說，如果我，整晚都

顯示為離線都不在的話，他會不會去想我人到底到哪裡去了？

然後等到我一 online 的時候，他就會馬上傳訊息過來。如果是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確定說這個人很 care 很在乎你。我覺得

那只有在確認男女的感情關係的時候比較有用耶。（F 小姐） 

                                                 
116 MSN 自從 7.0 版之後可以讓使用者在登入之前就先選擇好狀態，除非再度更改，否則該使用

者每次都將維持同樣狀態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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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小姐表示，她對連絡人名單的「分類」十分清楚；她清楚知道哪些人屬於自己

十分熟悉與交心的知己，哪些人跟自己的生命則毫無交集。因此，她不需要特別

透過一些「伎倆」，來確定自己跟對方的關係：「因為我的好朋友也沒有那種需要

我一整天 offline 去觀察他到底有多重視我的，因為他就是 best friends，你就知道

他就是 best friends」。她唯一一次切換狀態的因素，是因為想要知道自己在某個

關係未明的朋友心中的份量。 
 

Trenholm 與 Jensen(2000)曾指出，關係定義「讓我們明暸對彼此的意義」；

當關係定義確立之後，互動雙方才得以進行後續互動，彼此也清楚在這段關係當

中應該如何行為。F 小姐指出，當她一開始與男友還處在「曖昧時期」，對於是

否讓關係更進一步，她顯得有所遲疑，因為她無法確實掌握對方對自己的感覺。

由於自己在那個階段幾乎每天與這個對象在 MSN 互動，儼然成為每日必然進行

的作息，於是 F 小姐決定突然消失在 MSN，藉此觀察對方的反應：「我要選擇離

線然後慢慢去用這個 strategy 去觀察我想要觀察的人的反應」。當她蟄伏一段時

間之後，再度「現身」於 MSN 上，果然立刻引起對方關注；這種吊對方胃口的

手段，也讓 F 小姐明白了自己在對方心中的重要性。117有趣的是，雖然她與男友

的關係建立於線下生活，然而 F 小姐卻選擇了「不確定性」相對高的電腦中介科

技來確認彼此關係；也就是說，MSN 成為她探測人際關係的「試金石」。 
 

三、「離線」象徵關係變化 
 

筆者認為，無論是藉由這個狀態蟄伏潛藏，直至特定對象現身於 MSN 上，

才將自己的狀態再度更改與該對象展開溝通，或者是刻意透過這個狀態偽裝自己

不在，藉機引發經常互動對象的擔憂，以此確認自己之於對方的重要程度（例：

F 小姐），兩種情況皆透露出使用者希望在溝通當中扮演的是那個掌握「溝通主

動權」的人，亦即，希望自己可以決定要跟誰溝通、誰可以跟自己溝通？透過「離

線」維持某種程度的寧靜時，又可以自由地根據自己意願，切換成其他狀態，主

動或引誘他人出擊。這裡的主動權概念因此是單方面被選擇狀態的人所掌握，名

單上連絡人對這類使用者來說，反而居於被召喚的「被動」地位。 
 
本研究接下來欲談論的部份跳脫了「使用者為自己選擇某種狀態以確保溝通

權」的範疇，轉而變成以「人際關係」為導向的使用行為。從訪談中發現，「離

線」這個看起來只是登入與否的狀態，卻可能更進一步暗喻人我關係的破裂。 

                                                 
117 類似情況也發生在 J 小姐本身使用行為上：「我會整天掛離線，我企圖製造一種假象是，我好

幾天不在，我希望某些人可以關心一下我為什麼好幾天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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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離線」宣告「關係出局」 
 

根據表六（參見 p.82）的分類，「離線」可能反映兩種事實：(1)連絡人完全

沒有登入 MSN；(2)連絡人已登入，但是名單上其他人渾然不覺。118然而，對部

分受訪者來說，象徵「離線」的「小紅人」符號卻可能象徵更複雜的意義。 
 
舉例來說，S 小姐即指出，如果連絡人名單上有人突然很久沒有上線，也就

是此人長期呈現未登入的「離線」狀態，但是這個人曾經跟自己互動密切，她就

會懷疑對方是否將自己「封鎖(block)」了。119O 小姐亦指出，她之所以會懷疑名

單上可能有人將她封鎖，是因為她突然一陣子完全沒見到對方上線了：「因為有

人就突然很久都沒出現了啊，覺得很奇怪很不像那個人的作風」。筆者覺得有趣

的是，許多受訪者發現名單上有朋友久未登入時，竟會直接猜想對方是不是將自

己封鎖，或者，自己或許與對方關係產生了裂痕，而不會歸咎於「技術性因素」，

例如對方或許電腦故障，或者遭逢其他不可抗拒因素而無法使用 MSN。 
 

T 先生指出，自己唯一曾經使用封鎖這項功能是當他跟女友爭吵後，他暫時

不想跟女友有任何互動，因此決定將對方封鎖。如此一來對方就無法「看到」自

己。F 小姐亦指出，當她與前男友分手之後，她毅然決然將對方封鎖，不希望對

方再有任何機會觀察她在線上的一舉一動（例如：暱稱與個人顯示圖片）。120 
 
上述受訪者講述的雖然都是他們意識到曾經與自己互動頻繁的對象突然好

像「消失」一般，進而猜測對方或許將自己的帳號予以封鎖，然而筆者認為這些

經驗透露不同的關係形式(pattern)。S 與 O 根據過往互動頻率而懷疑對方突然不

見蹤影的行徑，衍伸出對於彼此關係的不確定感，進而思索線下交往是否歷經波

動；F 卻是根據已毀損的線下關係，決定關閉彼此原本在線上維繫關係的管道。

透過這種儀式性的宣告，再次確認關係變質、不可回復。筆者認為，這兩種經驗

在邏輯上或許看似相反，一邊是經由線上意識線下關係或許產生異樣，另一方則

是線下關係確定破裂，進一步改變了線上的行為，然而，這或許也意味著 MSN
是個讓「線上」、「線下」關係來往流動，兩種場域的分野被消弭，反而彼此交融、

相互影響。這或許也反映這項科技的特質：MSN 是延續原有關係的平台。 

                                                 
118 即便在最新版的 Live Messenger，選擇「離線登入的使用者仍舊得先傳送訊息，否則名單上

仍不會有任何人知道該使用者已經上線。MSN 目前尚未能做到像 ICQ 一樣的「隱形名單」功能。

因此，任何在 MSN 上選擇「離線」的人，雖然 Live Messenger 以開放了「離線」傳輸的通道，

但是這個溝通仍十分單向；亦即，選擇這個狀態的人必須先主動傳送，對方才會知道此人已登入。

然而 ICQ 隱形名單的概念是，任一方都可先開啟互動。 
119 使用者可以在 MSN 選單上選擇「封鎖」連絡人，如此一來這個人再也不會看到使用者變換

的暱稱、狀態或圖片，也就是說，對這個人來說使用者將永遠呈現「離線」的狀態，直至「封鎖」

被解除。 
120 然而，封鎖意味著對方無法看到自己存在於 MSN 介面，F 小姐卻仍有機會「暗中觀察」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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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從訪談過程當中發現，談及個人封鎖經驗的受訪者傾向將 MSN 的另一

項功能「刪除連絡人」一併提出。他們在比較兩者功能性差異的同時，似乎也透

露出當「關係」附著於這個介面，互動過程中人對於關係裡「誰佔上風」的拉鋸。

針對「封鎖」與「刪除」，P 小姐提出她的看法： 
 

封鎖跟刪除其實有一點差別啊。刪除是你自己看不到他，不過

他還是可以跟你說話，所以主動權在他。封鎖就是，你不想跟

這個人進行任何交談了，主控權在你所以刪除別人好像還是有

留一點餘地的感覺，就是單純你看不到他囉。121（P 小姐） 
 
P 小姐所謂的「溝通主動權」指的是，選擇封鎖對方之後，事實上對方仍存在自

己的名單上；無論對方上線、下線、變換暱稱或更改狀態，自己仍有權利觀察對

方的任何行為。122Q 小姐就說，「『刪除』就是我再也不要見到你了，『封鎖』就

是我還能知道你在幹嘛」。S 小姐的分類與 P 或 Q 相近；她們都強調在 MSN 上

「究竟誰掌握了溝通的主動性？」： 
 

我的名單裡都沒有不認識的人，只要是不認識的人我都會刪

掉。那種別人加我的，只要聊過一次知道是不認識的，我就會

刪掉。刪除只是隔絕了自己跟別人聯絡的機會，就是說把自己

的主動權拿掉了。但封鎖是完全不想跟對方有任何交集，應該

比較狠吧。刪除對方如果要跟我講話還是可以講啊。（S 小姐） 
 
針對溝通主動權的概念，T 先生表示，他不能理解為什麼當確認了自己與對方關

係已經破裂之後，卻還是要將對方的帳號保留；也就是說，為什麼選擇要繼續觀

察對方的一舉一動，而不是直接將對方從名單中移除，眼不見為淨？稍早曾提到

他與女友發生爭執之後，他決定暫時將對方封鎖；這個行為事實上有種「留餘

地」、「保留退路」的意味123：「封鎖就真的是心機了，刪除還比較乾脆一點。就

                                                 
121 筆者從訪談當中也發現不同人對於「刪除」與「封鎖」有截然不同的態度。多數受訪者（如：

受訪者 P、S 與 U）皆認為，後者象徵著關係破裂、無法挽回，因為自己將對方可以與自己聯繫

的管道完全斬除，而「封鎖」只是將溝通發球權從自己手中釋出。然而，K 小姐卻持完全相反的

觀點：「像我對那些朋友也是僅止於到封鎖程度啊。刪除就是你根本不希望這個人出現在你的 list
上，或者你根本就覺得這個人不值得當朋友啊」。對她來說，刪除反而象徵關係有問題。C 小姐

則表示，刪除意味著徹底切斷線上的關係：「那一刻是確實要做一個決斷，我不要這段關係，我

也不希望再回憶起這段關係。我知道我今天刪除他就再也回不到那個狀態，我也不會跟這個人在

這個地方有任何接觸，刪掉就刪掉。我覺得看不到那個人在線上、離開或忙碌都好，不然我會受

不了」。然而，所有的人都同意真正象徵關係不可挽回的是封鎖與刪除兩功能一併使用的時候。 
122 這樣的前提是對方並未將自己封鎖。 
123 「封鎖」可以解除，然而使用者一旦將某位連絡人「刪除」，他就必須要再送出「新增連絡人」

的邀請函，尋求這位連絡人的同意。如果 A 只是單純刪除 MSN 連絡人 B，那麼 B 完全從 A 的

名單中消失，然而 B 卻仍可能觀察 A 在 MSN 上的變化（舉凡暱稱或個人顯示圖片）。這也是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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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不喜歡這個人或是不想理他就把他刪除吧，幹嘛還要封鎖留他的帳號呢？」 
 

本研究鋪陳這個部份，是希望透過功能性的比較，了解使用者對於「封鎖」

與「刪除」的看法，試圖勾勒出 MSN 這個被「關係」所主宰的工具如何左右人

們進用科技的方式。筆者發現，使用者對於這兩項機制的認知並不一致，有的人

認為「封鎖」象徵關係決裂，有人反而覺得「封鎖」斷了溝通後路。然而，貫串

這兩個機制的核心概念是「溝通主控權」。Bateson(1958)曾提到，不論是什麼形

式 的 溝 通 ， 流 竄 其 中 的 是 恆 存 的 關 係 交 流 ， 可 以 化 約 成 「 主 宰 - 順 從 」

(dominance-submission)的對峙。Watzlawick 等人(1967)在建立後設傳播的內涵時

也提到，正常的關係裡必然涉及「互補」與「對稱」兩種訊息交換。這兩個面向

就構成關係中的「關係控制」(Burgoon & Hale, 1984)。筆者根據受訪者的經驗分

享，發現對使用 MSN 的人來說，確保自己可以持續握有溝通主導權乃是他們在

互動過程中不斷進行的任務。無論透過比較隱諱的「假面」，或者以行動直接宣

判關係「死刑」，使用者仍希望自己扮演的是主導傳播過程的角色。 
 
（二）「封鎖」的另類意義 
 

1. 自我保護的手段 
 

上一個部份提到，對於「刪除」與「封鎖」的解讀是，本研究多數受訪者傾

向將後者視為象徵線下關係已破裂的宣告性指標。然而，S 小姐卻指出她朋友的

使用習慣為例，認為當關係處在糢糊不清的灰色地帶時，封鎖也可能成為一種當

事人用以「自我保護」的手段： 
 

但女生封鎖男生有另一種心理。譬如說，我高中同學之前封鎖

跟他搞曖昧的對象，表面上說是不想跟對方講話。你知道，就

是如果你看到對方，如果彼此都在線上，就是事實上呢，如果

你真的不想跟這個人講話的話，你就會把對方刪除而不是封

鎖。然後所以它封鎖的意義呢，其實就在於，你知道就是如果

你看到對方，如果彼此都在線上而對方沒有跟你講話，你反而

更難過，所以你封鎖他對方看不到你，你就可以自以為安慰說

對方因為沒看到你所以沒跟你講話。所以簡言之有另外一種就

是自我欺騙或自我安慰的手段，自欺欺人的作法。（S 小姐） 
 
S 小姐特別指的是男女關係。這位朋友當時處在與對方關係定義不明確的曖昧階

段，因此對於對方在 MSN 上的舉動非但特別注視，也因此對於他的「存在」格

外敏感。因此，當對方以「線上」出沒於 MSN 上時，S 小姐的朋友雖然十分期

                                                                                                                                            
先生所謂的「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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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與這個男生互動，但是基於矜持與面子，反而不希望自己是那個主動傳訊息的

人，而期待著對方先捎來問候。124只不過，字面的訊息畢竟無法完全傳遞自己的

意願或期望，因此，當這個令她在意的朋友總是不先傳送訊息，S 小姐的朋友決

定將對方封鎖。前面段落曾解釋封鎖的意義，亦即當 A 封鎖了 B，直到 A 解除

封鎖，否則 B 永遠不會看到 A 上線，A 卻仍舊可以觀察 B 的一舉一動。S 小姐

的朋友決定自我催眠，解釋成因為對方根本不曉得她已登入，所以沒有辦法先傳

訊給她。因此，這個時候「封鎖」成為這個使用者用來讓自己從過度期望中「脫

身」的手段。 
 

2. 「封鎖」維護 MSN 的私人性 
 

J 小姐指出，MSN 這個溝通工具在她個人的認知裡，屬於相當私人的媒介；

她基本上只想跟自己定義為好朋友的對象聯繫情感。然而，因為工作上的需要，

她必須將這個私領域的媒介轉為公用，將同事或者客戶加入名單當中。只不過，

她認為自己還是有絕對的主導權，決定要跟誰互動，又切斷與誰的溝通通路。J
小姐仍相信，最直接且有效率的溝通平台式電話；因此，曾經有一段時間她將被

歸屬為合作對象群組中的人全部予以封鎖，讓他們全然無法透過 MSN 干擾 J 小

姐： 
 

然後我之前因為，工作上主管有要求必須要加入所有的 IT
嘛，好，那我加入，但是我通通把他們封鎖。封鎖他們好久，

大概將近有一年的時間吧。大陸的所有 IT，包括台北以外所

有都被我封鎖。因為我不想加，我覺得 MSN 是很 personal 的
東西，你硬要我加入，好我加，但是我把他們封鎖。因為我覺

得你真的有事你就打電話來說嘛。（J 小姐） 
 
同樣地，上班族的 B 小姐也面臨 MSN 儼然已是她與合作廠商的主要互動管道： 
 

其實我本來的設定裡面，MSN 就是只是跟我很熟的朋友裡面

然後多了一個可以溝通的工具。我根本沒有想到要給不熟的

人。可是因為工作的關係，就給了一堆以後根本不會聯絡的

人。（B 小姐） 

                                                 
124 筆者在這裡想起 C 小姐曾經提到，自己有的時候會刻意將長年顯示為「離開」的狀態更改為

「線上」，希望引發別人傳給她訊息的意願；然而，有的時候事與願違，甚至造成反效果，沒有

任何人傳訊息給她。從 C 小姐與 S 小姐朋友的例子，筆者感到有趣的是，似乎這兩個人對於「線

上」的認知就是象徵著自己溝通門戶大開的意思，然而，單純「線上」這兩個字事實上並沒有「召

喚」別人主動傳訊的功能（「我現在有空，快來跟我聊天」）。換句話說，自己雖然這樣設想，名

單上的友人卻不盡然有相同的思維模式。S 小姐有時候覺得在她切換狀態的時候，她會想像或許

有人會看。她表示，有時候會刻意從沒有空的狀態轉換成線上，但是又不希望是自己先出擊，反

而期望對方可以因為看到自己的狀態，主動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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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示自己一度想要封鎖這群跟自己交集不甚密切，也不可能變成朋友的連絡

人。雖然 B 小姐至今仍未實際採取這項她口中所謂的「極端手段」，然而從這兩

位受訪者的話語中發現 MSN 在其認知當中，仍舊屬於私人性較高的溝通媒介，

因此對於那些與自己互動屈指可數的對象（工作往來夥伴），寧可將對方封鎖，

由於關係的基礎本來就不穩固，兩人更不認為「封鎖」對方即意味著關係破局。 
 

根據以上兩個部份，「離線」這個狀態的意義似乎又更擴大。稍早根據部分

受訪者的使用經驗發現，這則狀態之於個人來說，象徵絕對的溝通主動權；當「離

線」進入了兩方(dyadic)互動情境時，除了延續主動權的概念，卻也透露出彼此

關係面臨負面的轉變。有趣的是，當線下關係出現裂痕時，假使有一方在 MSN
上再次進行宣示關係破局的「儀式」（即：封鎖），許多受訪者認為，此舉象徵著

關係再也不可能回復。 
 
不過，「封鎖」的意義卻可能因為使用情境的差異有別。以上班族 B 小姐與

J 小姐為例，她們決定採取封鎖策略的原因是想重建 MSN 作為聯絡私人情感的

工具性意義；有別於前面提到的封鎖是針對與自己屬於「親密關係」的對象，B
小姐與 J 小姐選擇封鎖的人士則是與自己生命沒有太密切交集的工作夥伴。或許

是因為彼此關係淡薄，因此兩人對於選擇這項功能前後，並沒有產生心裡負擔。

也就是說，「封鎖」運用在使用者面對「公領域」的人際關係時，反而作為使用

者本身用來宣示自己能夠掌控並主導 MSN 上溝通對象的組成的工具。 
 
比較特別的是，S 小姐的例子雖然也透露出「封鎖」作為溝通主動權再次確

立的，然而這裡的主動權卻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偽裝手段。稍早筆者曾提到，

在場訊息事實上並沒有透露使用者真正溝通的意願，某些受訪者卻希冀自己向他

人（通常是特別在意的對象）展現自己的溝通可得性時（即：「線上」），對方可

以意識到附加於字面意義之外，自己迫切想要與對方互動的慾望。當對方未能先

於自己主動傳送訊息，為了顯示溝通的權利還是由自己主導，這個時候使用者透

過「封鎖」這個功能，好似戴上了防護罩一般，說服自己對方是因為無法傳送訊

息，才遲遲不見行動。溝通主動權因此在不同的使用情境、面對不同關係的對象

時，產生不同層次的意義。 
 

四、「封鎖」透露出人我關係受到介面牽動 
 

受訪者 K 表示，她是根據不同時段認識的朋友分類連絡人。基本上，被她

歸類在「好朋友」群組中的友人，相當熟悉她的工作性質與情況，因此在上班時

間通常不會與她互動。另外有一組人則是完全工作導向的「合作廠商」，她表示，

自己通常與這群人的互動僅限於公事，彼此並不會涉及太多私領域的對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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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些人傳來的訊息內容通常就事論事，她也習以為常。然而，K 小姐有另外

一個群組是大學時代認識的朋友；她指出，雖然跟這些人不能說不熟，但是總談

不上是交心的好友，「大學同學其實我比較感情沒有那麼深，就比較淡一點，說

起來有點酒肉朋友那一種。交情比較不深」。這群朋友時常在她忙到不可開交的

時候，試圖與她閒聊，讓她感到分身乏術；因此，她選擇在上班時間將這一群朋

友封鎖，想不到卻換來這群朋友其中幾人的不諒解： 
 

上班的時候我就會把那些大學同學給封鎖起來。然後可是就被

一些人發現啦。因為我大學同學不是完全地封鎖，我是封鎖一

些會沒事叮咚我的人，就是那些人跟我是很好的，所以他才會

想要叮咚我。大學同學例如說分兩堆，一堆是跟我更不熟的，

因為找不到話題嘛，就沒話聊。然後一堆就是跟我還不錯的，

他們就會想關心我，就會常來叮咚125我。所以說我就會反而封

鎖這些比較好一點的。然後就是有人會發現我封鎖了他，可能

就是去問其他人，「xxx 有沒有在他的名單上啊？」、「為什麼

xxx 以前就是一個天天會上 MSN 的人，可是為什麼這陣子都

沒上 MSN 啊？」然後我就會被質問吶，對方會用酸一點的口

氣，就是說「唉呦我知道你封鎖我啦」，什麼什麼的。所以說

啊，我很難解釋。126（K 小姐） 
 
K 小姐表示，自己相當容易受到 MSN 的干擾。曾經有同事建議她直接選離開這

個狀態，就可以作為不回訊息的藉口，然而她卻認為，「掛『離開』這個東西他

還是可以叮咚我啊，就變成說他還是會有那個對話紀錄留存在，我一定要去回

他，不回他我又不好意思」。由於她無法視而不見別人傳來的狀態，但是她事實

上又分身乏術，因此她選擇暫時封鎖這群與自己交情不錯的朋友，然而卻事跡敗

露，導致朋友的誤解，以為他們得罪了 K 小姐。127於是乎，她對於封鎖這項功

能代表的意義，與朋友們的認知有所出入。她當初封鎖朋友的初衷並不是因為關

係產生變化，只是單純希望保有上班時間的一點寧靜。她不能理解何以那群朋友

反應激烈。然而，當 K 小姐發現自己被喜歡的對象封鎖時，心裡卻十分難受：「我

一方面我自己會用這種心態去封鎖人家，然後一方面又發現人家封鎖我的時候，

我自己也是很難過」。 
 

P 小姐在訪談過程指出，她實在無法理解，MSN 一個看似簡單的介面，竟

                                                 
125 「叮咚」為 MSN 傳送訊息的聲音。 
126 同樣的情形也曾發生在 P 小姐的使用經驗：「有時後忙，封鎖了一些人，被發現了之後，他

們會說你過份。明明就只是忙，卻被別人懷疑」。 
127 K 小姐：「也就是朋友啊，為什麼要搞得自己好像裡外不是人這樣子。因為真的很多朋友不諒

解我這個行為。每個人覺得，就是內心裡的定義可能都覺得說，封鎖就表示你討厭我，不想要跟

我講話，可是我不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這樣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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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完全牽動著她的情緒；然而，當她冷靜思考之後，發現這個看似「單純」的人

造物，隱含著人複雜的情緒交織： 
 

我覺得 MSN 是人類賦予它太多情感的東西，明明只是工具，

為什麼後面會衍生出一堆人與人感情的狀況？以我本身的例

子來說，我最近跟一個朋友吵架了，我先刪除封鎖他啊。結果

後來才發現，原來在我刪除他的時候，他也已經同時刪除我

了。128如果我本來想跟他復合，只是一時生氣，結果我卻因為

手癢查了他，129反而更生氣。就再也沒辦法把他加回來的勇氣

了。人的感情居然要靠這個東西來考驗，我覺得滿脆弱的。現

在很多人都這樣，因為 MSN 患得患失的。這個東西怎麼可以

控制人的關係？我覺得好怪。明明就是人發明的東西不是？（P
小姐） 

 
針對 MSN 上的刪除與封鎖現象象徵著關係可能破裂的情況，O 小姐有這樣

的見解：「現在大家應該都知道有網站130可以查自己有沒有被封鎖吧？所以我覺

得對於你不大想跟他講話的連絡人，最好還是不要封鎖，要嘛就直接刪掉，免得

人家真的去查到你封他的話，我覺得要是生活上碰面了，反而尷尬耶」。 
 

綜合前述，筆者發現真正牽動著使用者，讓他們必須對於選用什麼狀態、什

麼時機切換，甚至透過 MSN 再次認定關係破局的，在其分類當中，泰半屬於線

下關係相當密切的「親密關係」（例：好朋友、戀愛關係等）。MSN 本作為線下

關係的延伸，然而從訪談過程卻發現在在這個線上場域所進行的一切活動，竟然

「反客為主」，主宰並牽動了受訪者對於原本關係的態度與處置。也就是說，MSN
的互動成為使用者彼此之間用以確認關係的指標，甚至可能因此促成線下關係的

質變。以稍早曾提到的 F 小姐為例，透過科技中介她確認了另一個人的心意，促

成兩人線下關係(FtF)的定義產生變化；就 P 小姐的情況來說，MSN 卻讓她更加

確信自己與另一人的關係終結。這個被中介的互動場域本來應該是人延展關係的

附屬品，畢竟 MSN 有別於過往電腦中介研究的互動情境，131互動對象彼此之間

具有「過去交往歷史」，有一定的關係基礎，相較於 CMC 具有較高的確定性

(certainty)。然而，MSN 看起來儼然已成人與人用以確認與「檢測」關係的主要

依據。 

                                                 
128 P 小姐表示，查詢對方是否將自己從名單刪除的方法很簡單，使用者只需要選擇 MSN 功能清

單中的「工具 隱私」，在允許清單裡如果按下右鍵可以將對方刪除，就表示對方已經先將該使

用者從名單中踢除。至於有沒有可能查詢自己是否被他人封鎖，目前說法眾說紛紜。但是確實有

網址提供使用者查詢自己是否有被連絡人封鎖，參見 http://www.msnfanatic.com/blockcheck/。 
129 P 小姐的意思是，她查詢這個朋友是否將自己封鎖或刪除。 
130 參見 http://www.msnfanatic.com/blockcheck/。 
131 例：Walther & Burgoon(1992)、Walther(1996)，或者 Parks & Floyd(1996)等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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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在場訊息對於自己的意義：不受打擾，自我保護的機制 
 

一、狀態像什麼？ 
 

從前面各段落的討論，在場訊息似乎在本研究某些受訪者實際運用的經驗當

中，交雜了遠超過其字面意義的使用動機；當「人際關係」這項因素滲入之後，

狀態的意義與功能因之延展。筆者想要知道究竟這項功能在人的使用當中扮演何

種角色？換句話說，對受訪者來說，他們對於在場訊息的認知架構是什麼？這項

功能對他們的意義為何？ 
 

首先，狀態長年是離開的 C 小姐指出，在場訊息對她而言很像房間外面會

掛上的「門牌」，藉此向站在門外的人們（也就是被物理空間分隔的其他連絡人）

宣告自己溝通可得性：「我覺得像狀態的話，感覺好像是一道門，應該是說有點

像是那個，我們會掛在門上，掛狀態的那種東西。像我就有耶，我房門有掛那種，

我現在是什麼狀態那種」。對她來說，狀態是個「對外」的工具。有別於暱稱可

能通常涉及個人私密的情緒，在場訊息對於 C 小姐而言，就像一個告示牌，別

人想要進入他的領空之前，必須先端詳門上懸掛了什麼。因為受到隔離，對方無

法觀察 C 小姐實際上在「房間」裡做什麼，因此才產生了如她在前面段落曾提

到的，透過選用「離開」這個狀態，「就好像是一個可藏匿的地方喔，好怪好怪，

就是離開會讓使用者有不開口的藉口」。V 小姐也用了類似的隱喻概念表達她對

狀態的看法：「（狀態）像門鈴。就是你要先按一按之後才可以，像我要不要開門

是我的事情，可是你要先按一按，讓我知道說，你想開這個門」。 
 
根據上述兩位受訪者的觀點，在場訊息似乎除了原本對外宣告本身溝通可得

性之外，進一步被使用者延伸功能，作為他人想要與自己展開互動之前的判斷指

標。只不過，身處房門另一端的使用者是否回應，似乎並非單純憑藉著在場訊息

字面所呈現的意義即可判斷。有關「狀態是否有助於判斷他人互動可得性？」的

相關討論，將在本章第四節當中詳述。在這裡筆者想要提出的是，根據微軟對於

在場訊息的定義，狀態乃作為保護受訪者不受他人干擾的機制，「MSN 協助保護

您的線上安全」。N 小姐就相當同意這個說法： 
 

我覺得是保護。我有時候覺得，看自己「線上」的那個圖案，

很像沒穿衣服，很赤裸裸地跟人家說我有空。因為忙碌或是離

開，會有個東西擋著啊，讓我覺得有保護。而且大概是因為在

線上，就不得不回人話。132（N 小姐） 
 

                                                 
132 I 小姐：「之前就會有人抱怨說我怎麼不回他，就是因為我是『線上』登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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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小姐對於「線上」這個狀態的解讀是全然有空，也就是別人只要傳來訊息，她

就好像受到閃爍的訊息顯示燈133的召喚一般，沒有藉口不回應。這個狀態讓她有

種無所遁形的感覺；雖然與訊息傳送者身處不同的物理空間，她對於線上的觀感

卻深深影響了她對於回應的速度，以及回應的必要性；但是，她也清楚自己並非

總是處在一個願意溝通的情境。線上這個狀態帶給她的心理負擔來自於她覺得有

義務回應訊息，但是又不希望總是被她人「有機可趁」。有鑑於此，她選擇以看

起來沒有空的狀態作為「防護罩」。K 小姐也指出，線上讓她有莫名的不安全感：

「當登入的時候就馬上有人敲你，那就覺得說有嚇到的感覺。被人家監看，無所

遁形，好像我上線就是等著被你抓包，但不是百分百都想聊天。『線上』好像會

被人家講說很閒」。有鑑於此，她視在場訊息為一種讓自己有機會「理直氣壯」

的防衛機制： 
 

狀態就像一個招牌或標誌，它還是必須要存在，雖然有些人就

根本不理會，可是至少我理直氣壯阿，就是說我已經講出來了

喔，今天我已經有標明我是「離開」的狀態啊，所以我可以理

直氣壯地說，即使今天我沒有回你，可是我已經秀出來我已經

是離開了啊，你也沒辦法拿我怎樣，即使你知道說我是萬年離

開，但我不是 24 小時屁股都在那裡，一定會離開那個範圍去

做一些什麼事情嘛。（K 小姐） 
 

有趣的是，相同的機制對於不同受訪者卻產生了歧異的觀點。S 小姐表示，

從她自己使用 MSN 的經驗看來，在場訊息不但未能帶給她清靜，反而招致更多

外界干擾：「MSN 根本就是招來干擾，狀態是怎樣根本沒差。因為太多心機參雜

在裡面了，已經沒人相信狀態了啊。所以不管狀態是什麼，大家都會一直聊」。134S
小姐所謂「心機」指的是，使用者或許為了排除某些對象的干擾，同時仍想與其

他人互動，這個時候，該使用者可能必須機巧地使用狀態，也就是像前面曾提到

的 C 小姐，她總是以「離開」示人，然而其實際的行為卻不盡然總是與該狀態

呼應。換句話說，她或許坐在電腦前使用著 MSN 與甲聊天，但是對於乙卻藉著

自己的狀態，讓乙誤以為她不在，或者合理化對乙傳來的訊息不予回應的行為。 
 

筆者從幾位受訪者的言談當中，發現他們傾向用「心機」一詞來解釋自己或

者他人運用狀態的行為（例：受訪者 C、K 與 S）。例如，上一段的 S 小姐就表

示，自己除了在趕論文那段期間，為了讓自己專心，所以特地將狀態調為「離線」，

                                                 
133 只要有訊息傳來，使用者的電腦螢幕下方就會出現一個小方格，以閃爍的方式提示使用者有

人傳來訊息。 
134 MSN 對於在場訊息這個功能的解釋是，該機制可以讓使用者在不想溝通的時候，透過選擇其

中一種狀態這個簡單的動作，即可以維持個人的清靜。然而，L 先生的看法呼應了 S 小姐所謂

「MSN 根本就是招來干擾」的看法：「要排除干擾我就不上 MSN，因為登入就表示我有某個程

度的 availability」。這或許導致 L 先生認為狀態僅具參考價值，回應與否也不是借由狀態就能全

然表示的看法。 



 

 - 102 -

雖然切斷了本身與他人互動的橋樑，但是她還是覺得偶爾抬起頭瀏覽一下自己的

名單會有一份莫名的安心感。否則，她向來是個會根據自己接下來要做什麼事情

而據實調整狀態的人。然而，她逐漸發現其他人使用的動機並非像她這麼「單

純」： 
 

基本上我看別人的狀態相信我看到的就是真的，因為我自己就

是這樣，所以就相信大家是這樣啊。雖然事實上好像不是這

樣。我平常也很老實啊，沒有啦，沒有特別想欸，就很自然。

我一開始以為大家都這樣，誰知道人心險惡。（S 小姐） 
 
針對「心機」這個概念，C 小姐則以自己長期只使用「離開」的習慣為例： 
 

我覺得 MSN 超級有心機的，因為離開又在，在又離開，這種

不是耍心機是什麼？但是我覺得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我覺得

心機是因為，其實人都在算計，不是說不好的算計，但是我們

是社會性的。（C 小姐） 
 
她表示，自己當初會決定從此長期以「離開」登入，確實相當程度是為了抵擋干

擾；她認為這一切合情合理，因為在現實生活當中自己也可能有想要避開、不予

交談的對象。MSN 的在場訊息則提供了一個門牌似的象徵，讓她可以在暫時躲

藏在自己的「小窩」裡面，是否「應門」，決定權在她手中。 
 

U 小姐認為，目前在場訊息對她來說似乎參考價值遠勝過實質意義： 
 

我覺得好像到最後幫助沒那麼大，因為到最後都是自己已經知

道常連絡人的時間，可能在或不在我自己來判斷。對啊，而且

大家都已經不遵守那個規則啦，就明明在還要顯示「離開」。

就是使用者已經打破了規則了，所以其實上它已經沒有存在的

意義了，那個（狀態）的目的就已經不在了，就只是符號罷了。

（U 小姐） 
 
U 小姐以自己的使用經驗為例。她從比較早期的 MSN 版本，也就是當她只能以

「線上」登入系統，再調整為其他狀態時，就習慣一上線之後隨即切換為「離開」；

直到 7.0 版讓她可以事先選擇，她索性就將「預設狀態」設定為「離開」。因此，

她看似一登入之後就向眾人宣告自己不在，但是有的時候這只是混淆他人視聽的

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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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整天都開電腦，一登入就「離開」，登入前先設定好。因

為之前電腦之前如果被踢出來的話，重新登入它就會變「線

上」，然後就會有很多人丟你，所以就來個「離開」吧。然後

就發現丟的人變少了。因為我之前是副會長，就有很多學弟妹

要聯絡就會留 MSN，如果這樣子的話，那跟我沒那麼熟的人

就不會丟過來。除非說跟我很熟的人才知道我現在一定在電腦

前。（U 小姐） 
 
U 小姐表示，自己習慣這樣使用狀態，最大的目的其實就像受訪者 C 小姐與 N
小姐的初衷相同，她們都希望可以適時阻擋掉來自某些連絡人的干擾，保持個人

在 MSN 這個空間的清靜。從 U 小姐的言談當中發現，「人際關係」似乎作為一

個其他連絡人用以判準是不是可以傳送訊息給她的指標。S 小姐也做出類似評

論。她認為，在場訊息作為判斷他人溝通可得性的前提是，「要看你跟對方的熟

稔度，只能當參考，就像高雄的交通號誌一樣，哈哈哈」。根據第二章文獻回顧

的部份，「關係」事實上是本研究的核心概念。後設傳播的基本概念是，當人們

確認了彼此的關係定義之後，其後續行為也會持續受到這則定義的牽動

(Watzlawick et al., 1967)。有關「『關係』究竟在受訪者解讀狀態的過程當中扮演

什麼樣的角色？」的討論，筆者將在接下來第四節中詳加探討。 
 

二、狀態存在的必要性 
 

根據上一個段落的討論，筆者發現對受訪者本身而言，狀態可以作為他們用

來阻擋他人打擾的防衛，同時也是「耍心機」的工具。135至於連絡人名單上其他

人選用的狀態，多數受訪者也異口同聲地指出這項功能僅具備「參考價值」，從

話語中隱隱約約透露出，協助他們判斷別人互動可得性的其他外在因素。本研究

將在接下來第四章對此深入討論。只不過，筆者感到好奇的是，假如在場訊息的

實質意涵被抽空，或者就像 U 小姐所說的：「就只是符號罷了」，那麼，這項功

能對受訪者來說，存在的必要性高嗎？ 
 
U 小姐曾提到：「我覺得好像到最後幫助沒那麼大…其實上它已經沒有存在

的意義了」。筆者因此繼續追問，這是否代表如果可能的話，這項功能可以「取

消」？她接著說：「我覺得還是需要耶。我覺得像剛剛講到這個『離開』對我來

講比較有安心作用。就我沒有回一切都還是有正當理由可以講」。換句話說，即

便她對別人的狀態時而持著懷疑態度，但是這項功能對自己來說仍有存在的必要

性；狀態之於她就好像營造了一個「安身立命之所」，讓她可以假裝不回應。受

                                                 
135 C 小姐表示：「我現在不能跟你說沒有那個狀態會怎樣，我只能說有了那個狀態的話它確實會

玩很多心理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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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 O 小姐也說：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存在的必要耶。多多少少都有點嚇阻的效用

啊。對我自己來說的話，嚇阻別人傳訊，我個人心裡的界定是，

「忙碌」感覺上比較偏真的不想被打擾，「離開」的話我會覺

得還好一點。（O 小姐） 
 
對她來說，「忙碌」具有嚇阻作用，136因此她相信當她選用這個狀態時，至少可

以排除掉她不歡迎的人士的意圖干擾。針對狀態存在的功用，G 先生用一個很有

趣的比喻解釋這項功能不可取代的重要性： 
 

取消狀態這個功能，我認為應該是不用取消，你用過筆記型電

腦嗎？筆記型電腦或是現在的手機上，常常會有藍芽和紅外線

的功能。拿藍芽來說好了，或許你哪天想用藍芽來傳手機的資

料到筆記型電腦去，結果那時候發現你的筆記型電腦沒這功

能，就會覺得為什麼當初不買，或是做筆記型電腦的廠商為甚

麼不做進去？MSN 的狀態也是一樣。當你哪天想用這個功能

而發現 MSN 沒有的時候，可能就會罵微軟幹什麼拿掉這功

能？137（G 先生） 
 
他認為，雖然 MSN 在這項功能的設計上確實過於模糊，138他本身也不會去調整

自己的狀態，139但是這不代表這個功能就可以因此完整移除。他的理由與 F 小姐

相近。F 小姐本身並不會選用狀態（長期「線上」），她認為顯示狀態的圖示（參

見表六，pp.81-82）過於籠統，對於她用來判斷對方溝通可得性並沒有任何幫助，

反而讓她更加分辨不清。然而，她認為這項功能絕對不能消失： 

                                                 
136 對 N 小姐來說，在場訊息中標明「忙碌」的圖示總是讓她聯想到交通號誌當中的「禁止進入」，

所以當她看到朋友選擇這個狀態時，她通常不敢造次：「我以前看到忙碌那個圖案吶，因為忙碌

就是以前開車的時候，就是禁止進入，然後覺得那個很嚴肅。我覺得拒人於千里之外的感覺，就

是單行道就會有那個標誌」。K 小姐也說，「那個忙碌啊，就是擺明就是一個禁止標誌」。 
137 K 小姐：「有點像是穿衣服阿，還是得穿阿，好看不好看，就是那是一個 sign 你知道嗎？就

像紅綠燈，有人不看紅綠燈阿，有人照樣闖阿，可是它還是必須要存在的阿，就是一個象徵，一

個招牌或標誌，它還是必須要存在，就是變成說自己是一個安心的狀態」。 
138 H 小姐表示，MSN 有些狀態意涵實在過於含糊：「離開有可能她的電腦一直 idle 啊，或者是

他還是坐在前面，然後看書。所以離開比較玄。離開去哪啊？」H 小姐的意思是，使用者可能仍

坐在電腦前，但是久未移動滑鼠，所以 MSN 會自動調整成為「離開」；但是這個時候離開的概

念事實上更近似「閒置」(idle)。筆者將在第四節的部份討論部份受訪者用來判斷對方是否「真

實離開」的相關策略。 
139 G 先生屬於自行輸入狀態的人，例如在暱稱後方加上@Dorm 或@Lab，顯示自己身處何處。

參見本章稍早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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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我要，我想要告訴人家我在不在的時候，我想要

convey 那個訊息的時候，我就沒有機制可以選擇啦。我不會

去注意人家的狀態是什麼，但是我想要 convey 我的狀態的時

候。那如果有一天我想要選的時候呢？我不知道那一天會不會

到來，但如果總有一天那一天要到來的時候，就沒有這個功能

可以讓我選。（F 小姐） 
 
F 小姐認為，狀態對她來說之於自己的意義更勝於作為判斷她人能否溝通；她並

不認為這幾個字面的訊息有多大助益，她反而傾向透過其他手段來評判對方的溝

通可得性。140她認為或許目前這個功能的重要性不高，但是她難保或許哪一天她

必須運用狀態來宣示自己的「溝通主權」： 
 

當我要跟別人談話的時候它是可無啊。可是當我要表達我自己

現在的狀態的時候它是要有啊。當然我不見得會去用，但是它

總要放在那裡以防萬一，做備用。有存在的必要性啊，當我要

宣示我自己的時候它要在。我要跟別人說不要來吵我。（F 小

姐） 
 

從這個部份的討論筆者再次發現「掌握溝通主動權」在使用者運用 MSN 的

過程中的必要性。主動權展現於利用在場訊息作為「喬裝的防衛機制」。許多受

訪者透過狀態讓自己看起來缺乏了溝通可得性，實際上卻是選擇性地回應訊息，

或者主動挑選欲互動對象。這個透過科技輔助達成過濾互動對象的行為，顯示溝

通控制權再次被交予在選擇狀態者的手中，他們自行決定互動對象。因此，即使

許多受訪者皆意識到這項機制的「意義斷層」，亦即字面顯示的狀態與使用者實

際在做什麼兩造之間的不對等，卻沒有人同意此功能的可被取代性。在場訊息雖

然形同虛設卻不可取代，主要還是因為每位使用者都希望可以關閉部份溝通管

道，只開放給特定對象。其中，特定對象與使用者界定為親密關係的人同義。 

                                                 
140 筆者將在第四章詳加說明判讀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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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看待他人在場訊息的方式 

 
「線上」的基礎建立在你的暱稱跟狀態是百分之百的狀況之

下，也就是這個人不會搞鬼，哈哈哈。就是有實際上的接觸嘛，

就這個人我一定熟才知道。要不然就是我跟你剖白過我就是這

麼用。（R 先生） 
 

上述受訪者 R 先生的觀點顯示，「線上」雖然看似門戶大開，然而這必須建

立在選用這個狀態的使用者是「誠實」的前提之上。對他來說，「線上」的字面

實際意義並不那麼大。假使對方不願意回應，這個字面的詞似乎也只是形同虛

設；141如果此人執意將「線上」的使用意義扭轉，那麼他覺得或許從平日的互動

經驗作為判斷或許更為妥當。R 先生的經驗談間接引導出本研究最後一個議題：

當在場訊息形同虛設，使用者如何因應？ 
 

這一節旨在探討當使用者針對觀察到的在場訊息產生的詮釋角度。首先，受

訪者為什麼產生某一種特殊的解讀方式？從上一節的討論得知，透過語文形式展

現的 MSN 在場訊息，對許多受訪者來說僅存參考價值，有些人甚至傳送訊息前

完全不參考。142這似乎隱隱然透露出有其他因素左右受訪者。筆者希望從深度訪

談獲得的資料當中，勾勒出這些潛在影響判斷的因素。其次，假使字面的訊息如

受訪者 U 小姐所說的「只是符號罷了」，意味著這類訊息的象徵意義多過實質意

義；但是根據 MSN 的官方定義，這個機制的訴求就是幫助想要與某對象進行溝

通的人，可以在拋出訊息之前，有個機制可以讓他們決定對方是否當下具備溝通

可得性(Nardi et al., 2000)。面對這個符號「內外意義」的不一致性，使用者是否

採取其他策略以利判斷？ 
 
壹、對他人在場訊息的解讀方式 
 

H 小姐表示，假如名單上的連絡人是會據實且勤勞地切換狀態，143對於她觀

                                                 
141R 先生根據溝通主動權的概念產生這番言論：「溝通的主導權還是在我身上。我要我有主導權」。 
142 不少受訪者指出，在場訊息惟有在對方是會老實切換狀態時才有其功效。舉例來說，H 小姐

就表示，她名單上的同事平時都是以線上示人的，當他們偶爾切換成「忙碌」時，她會很識相地

絕對不會挑這種時間干擾他們，直到同事們再次切換狀態為止。 
143 筆者用「勤勞」一詞，是因為在訪談過程當中發現，不少受訪者（例：F 小姐、G 先生）認

為每次要做一件事情之前，還要特別去切換狀態對眾人宣告，實在過於麻煩。不過，也有少數幾

位受訪者熱衷誠實切換個人狀態（不依賴外掛軟體如 MSNPlus）。舉例來說，T 先生就是個十分

「就事論事」的使用者：我要是在收信上網幹嘛之類的都是用『線上』，打報告或是寫作業會用

『忙碌』，看電影或日劇也會，『離開』可能就真的會長時間離開電腦才會用」。此外，D 小姐說：

「如果我去變更狀態的話，就是我真的無法跟你講話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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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的狀態，她絕對持相信的態度。然而，從上一節的討論發現，MSN 在場訊

息對許多受訪者而言，僅具備參考價值，他們可能因為面對的互動對象，而決定

擴大狀態的本意；G 先生就認為，由於這項功能之於他實際意義相當低，雖然他

選擇在個人暱稱的部份附加自己身處何地，然而實際上這也只是字面所呈現的樣

態，而非真實物理位置。他個人使用的習慣也影響了他如何看待其他人的選擇，

同樣認為他人狀態僅供參考。C 小姐則表示，單憑字面並沒有多大的幫助： 
 

重點不是狀態這兩個字重要，而是他整個人在 MSN 上整體的

活動才會形成我對他在不在 MSN 上的一個判斷。以我自己為

例的話，我的狀態永遠都是離開，你無法從這兩個字去判斷我

在還是不在。但是你可以從其他的訊息來判斷，比如說暱稱或

圖片，144或者是我持續跟你聊天的那個感覺。這些整體才會構

成說，這個人這個狀態是不是你永遠在，是不是在 MSN 上。

如果那個人永遠都離開，永遠都線上，或永遠都忙碌，我就會

用所有我跟他的任何資源來判斷他到底在不在。（C 小姐） 
 
C 小姐這席話事實上點出了本研究的核心。於是乎，在場訊息本身或許無法完全

保證，也完全向觀看者透露對方究竟在做什麼？能否交談？換句話說，當下是否

具備溝通可得性？有趣的是，這項功能原本似乎希望每位使用者可以單純地就透

過這個字面的標誌進行判斷。本研究接下來的部份將呈現訪談當中所獲得的使用

者解讀策略。 
 

一、人際關係熟稔度影響判讀 
 

根據前一節的討論發現，本研究訪談的受訪者有許多人習慣選擇缺乏溝通可

得性的狀態（例：離開或忙碌），藉此阻擋某些人的互動意圖，只不過，正如 S
小姐所說的，狀態「要看你跟對方的熟稔度，只能當參考」。「熟稔度」意味著人

我關係的深淺程度。於是乎，原本 MSN 在設計這項功能時，或許單純地認為使

用者僅需要字面訊息即可進行判斷，卻忽略了當「人」的因素滲入其中之後，可

能延伸狀態的新增意義。U 小姐就認為，狀態是種象徵，「我只是覺得那是符號

傳達出來，每個人接受的詮釋角度不同吧」。換句話說，這個符號的內涵意義，

事實上有可能受到其他因素影響，造成同樣一則的意義因為不同的使用者與觀看

者，而產生意義的置換。 
 

M 小姐就表示，她的名單上確實有位好友長期顯示為「忙碌」(busy)。有別

於前一節曾提到 K 小姐認為忙碌的圖示「擺明就是一個禁止標誌」，S 小姐也說

                                                 
144 C 小姐的意思是，假如她剛好捕捉到對方更改暱稱或切換圖片的那一瞬間，只少可以確定那

幾秒內對方是「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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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有要緊事，不然我看到人家選忙碌我就不會吵」，M 小姐反而認為自己

已經「看穿」朋友所選的狀態，因此忙碌這兩個字並不會因此阻礙她傳訊息的主

動性：「她的狀態對我來說沒意義，她只是不想要有不熟的人傳訊給她，而且她

上線其實都忙著和男友聊天，所以其實她也不是真的在忙」。這個朋友與 M 小姐

交情深厚，她之所以知道對方使用的習慣，也是出自於過往與這位朋友聊天時，

對方主動向她坦承的。對她來說，朋友的忙碌狀態事實上溝通門戶仍為她所開：

「熟過頭的（朋友）就不管三七二十一就傳」，足見關係這個變項影響她看待別

人狀態的角度。 
 

C 小姐相當認同「關係」在她使用 MSN 的過程中扮演主宰性角色。她認為，

狀態的指標性意義僅止於用來判別與自己關係較淡、較不熟悉的連絡人： 
 

如果大家熟到一定地步，其實就好像不是這麼在乎你狀態是什

麼了對不對。就是，有事的話還是照留言，或者是照樣敲門。

沒事就是互相知道彼此在。如果很熟就完全不會。視而不見，

視而不見需要時間培養。你跟他熟不熟。慢慢跟他熟了之後，

你就會知道他的狀態大概是怎麼樣。因為他就算是忙碌，但是

他會主動跟你聊天，久了你是不是就會覺得說，他就算忙碌他

也可以跟你聊天，你就會主動丟他的。所以，還是從現實生活

中我對這個人的了解去判斷。（C 小姐） 
 
她的意思是，如果彼此對於關係的認知有共識，C 小姐反而會倚賴平時互動的默

契，甚至線下交往時候對這個人的認識，來判斷能不能傳送訊息。換句話說，判

斷指標已非字面所呈現的事實，而是外於字面的其他因素。筆者根據幾位受訪者

的觀點，發現「過往互動」左右了他們的判斷。 
 

B 小姐認為，MSN 在場訊息雖然分為六個項目，但是對她來說，基本上不

需要分得那麼仔細。她表示，自己分類狀態的方式是根據自己與對方的「關係」

作為區分標準： 
 

其實那個狀態對我來講阿，就是我自己應該只是區分為熟跟不

熟的人。就是我熟的人阿，就是我不管他是什麼狀態，就是我

可以丟的狀態，我想講話我還是丟。145就是線上阿、忙碌阿、

離開阿，就只要不是離線的狀態我都會，我都還是可以，他都

還是看得到我傳的訊息嘛。就還是會先講再說。那如果是不熟

的人阿，就是，你剛問我會不會先看嘛，很急的話我就根本不

                                                 
145 在本章第一節曾提到 B 小姐對於「即時性」的態度。對她來說，「關係」影響她對於對方回

應速度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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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看，就還是先丟，但是如果不急的話，他如果在忙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稍待一會。146（B 小姐） 
 

前述段落舉例的都是建立在與互動對象關係熟識的前提下，使用者根本忽視

了狀態的存在，直接就傳出訊息。然而，假使對方與自己關係尚在建立，或者關

係仍舊未晉升至熟稔程度，這個時候會產生什麼情形？C 小姐以自己為例，如前

所述，她習慣性以「離開」示人，她亦不否認跟她交情深厚的朋友早就跨越了字

面看似不具備溝通可得性的限制。然而，她說自己名單上有一位雖然認識頗久，

但是關係仍不屬深厚的朋友；這個朋友就無法判斷 C 小姐的「真實狀態」： 
 

我去年八月認識一個網友啊，她加入我之後，很久沒跟我講

話。後來有次我先和她聊，她就說，其實她很想和我亂哈拉，

但因為每次看我永遠都是離開，想說我一定一定不在，所以都

沒有開口。我就一個驚！因為我 MSN 上多半都是已經認識一

段時間的人嘛，所以像你們都會知道我是離開或在都是離開。

她就是狀態是什麼就掛什麼的人，所以長期覺得我一定是離

開。她基於禮貌以及覺得無法判斷，所以還是會不敢亂丟。結

果有一次是鼓起勇氣丟我，笑死我了，結果我真的不在。我覺

得和熟不熟有絕對關係。（C 小姐） 
 
對 C 小姐來說，名單上存在著那些一眼可以掌握她確實行蹤的人，這或許來自

平時交往的默契，以及緊接著下一個部份本研究將提到的「互動歷史」的影響；

這些朋友因為與自己關係密切，所以已經練就了「明眼人」的好功夫。只不過，

雖然 C 小姐表示跟這位網友也並非關係才建立，只是平常互動機會不是那麼頻

繁，她亦猜測，會不會這個網友本身使用狀態的習慣也影響了她如何解讀其他人

的狀態，因此當 C 小姐終年看起來不在的時候，不敢像她其他朋友一樣，直接

開門而入。有鑒於此，O 小姐提出了在場訊息是否僅限於關係淡的互動雙方參考

之用的看法： 
 

基本上是以親疏遠近來判斷。就像我之前說的，如果我跟這個

人熟的話，他再怎麼顯示「離開」、「忙碌」我都還是完全不加

理會的，照傳不誤。而且說真的，熟的人也不會在意吧。所以

是不是變成狀態顯示只能擋不熟的人？（O 小姐） 

                                                 
146 Q 小姐：「這就是和你情感關係的密切程度了。對於跟自己比較好的人，他是可以完全不管狀

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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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係定義改變使用者看待他人在場訊息的方式 

 
關係定義確定之後並非停滯不動；事實上，人與人總是進行著確認的動作，

當關係面臨轉變時，根據系統的概念，則互動雙方的行為模式也受到影響。 
 

本節提到，當使用者觀察到某些曾經與自己互動密切的朋友，竟然一段時間

都以「離線」存在於名單上，進而直接聯想自己與對方是否關係歷經變化。以 P
小姐為例，她與這位朋友在現實生活當中關係先「決裂」，上網之後又發現對方

早已將自己從名單上刪除，讓她更深刻感受到彼此關係已不可挽回。她指出，與

這位朋友關係破裂之前，即便對方總是顯示為「離開」，她也不會特別需要判斷

何時傳訊給對方；然而，當她開始意識到與對方的關係不復以往，她開始產生顧

慮，甚至害怕傳訊給對方，「本來很熟的時候是不管什麼都丟，後來關係開始變

差的時候，就會有點怕。吵架後就不敢主動丟了，anytime」。換句話說，線下的

關係生變，雖然對方的狀態始終如一，她卻不敢再像以前一樣毫不考慮傳訊；如

果必須她主動傳訊，她則訴諸過去的互動歷史，絕對挑選對方一定有空的時間，

「還是會傳囉，只是機會很少很少。會挑時間，會比較謹慎嘛」。 
 

上一段 P 小姐的例子是彼此關係已經決裂不可回復，然而，C 小姐的例子卻

截然不同。她並沒有與對方關係不可挽回，雙方仍是交情不錯的朋友；只不過，

C 小姐認為兩個人歷經「權力關係」的轉變。她所指的權力關係是，由於自己有

求於這位朋友，這個時候她也變得謹慎小心，雖然對方使用在場訊息的習慣沒有

變化，C 小姐卻會對於「何時傳送訊息比較恰當？」格外注意： 
 

除非這個關係需要改變，就比如說今天我從朋友的關係又變成

受訪者跟訪問者的關係，雖然我們是建立在友情之上的受訪者

跟訪問者，但是你那個時候就很在意那個狀態呀。因為假設我

今天已經說好說，我們今天晚上要來做訪問，那我當然就會很

敏感地說，他今天在線上我還不太好意思叫他，因為我想說他

最近在忙，因為又是學姊嘛，然後他又住在日本又快回國了。

那他在線上的時候，他一上線我就不敢直接叫他，因為我怕就

是有一種，一上線就叫別人來做工的感覺。那我就會等一段時

間，等一段時間我就觀察比如說半個小時他都在線上，那我就

開始叫他啊。而且叫他的時候你還不好意思直接跟他講說，問

他事情，不敢，也是會先閒扯一些別的，扯完了才會進入正題。

（C 小姐） 
 
C 小姐很清楚地意識到自己與朋友的關係變化；亦即，她與朋友之間的關係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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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轉變。根據後設傳播系統的概念，關係定義影響人如何閱讀訊息，其後續行

為也深受這則定義的影響；當雙方關係定義歷經改變時，雙方的互動方式，以及

各自的行為，也因之變化(Treholm & Jensen, 2000)。從 C 小姐的例子來看，她清

楚即使對方仍認定自己是朋友，然而她深知自己有求於對方，因此對於「什麼時

機主動開啟對話」特別謹慎。由於這位朋友並沒有切換狀態，根據過去互動經驗

她明白對方是可以互動的，雖然自己想盡快完成訪談，然而她不希望營造出一種

等著對方上線之後立刻就展開訊息轟炸的行為。C 小姐認為，這個時候她與朋友

的關係有著「有求於對方」的權力關係介入，導致她更意識到狀態，以及最佳傳

訊的時機：「你會發現多了一層不一樣的關係，並不是像好朋友吵架的那種挑戰

了原本現實中的關係，而是本身我們今天的目的不一樣，身分就不一樣，所以那

個時候才會很在意他人到底在不在線上」。 
 

類似的「權力關係」概念在 K 小姐的經驗裡卻有著相反的反應。她表示，

過去她在上班的時候，由於工作性質（活動企劃人員），她經常得跟外面的廠商

合作；基於 MSN 連絡便捷，因此即使只是一兩次的互動，她也習慣與這些人透

過 MSN 洽公。K 小姐指出，當廠商有求於她的時候，她完全不會因為對方與自

己不熟，所以必須小心翼翼挑選對方看起來可以溝通的時候傳訊： 
 

那個時候我會覺得說，我是強勢的，因為廠商他們要賺我們的

錢，所以無論你是忙碌、離開，什麼什麼的，你就要馬上回我。

這是一種權力關係。如果傳了對方沒有立刻回我，我就直接打

電話，然後還會跟他說，我剛剛已經用 MSN 傳檔案給你了，

麻煩你趕快回我。（K 小姐） 
 
從上述 C 小姐與 K 小姐的經驗發現，當人與人間可能因為某一方必須請求另一

方做事的時候，這樣一層附加於關係之上的利益問題，可能造成彼此對於互動何

時應該開啟的想法扭轉，也可能影響彼此對於回應速度的期望。 
 

三、互動歷史左右解讀 
 

上一段談到人際關係引導使用者解讀 MSN 在場訊息；當彼此對於關係的定

義是深厚、密切的時候，這個機制就好像不復存在似的，不會成為使用者開始互

動之前的依歸；反之，當關係不確定、面臨轉變，或者剛開始建立的時候，在場

訊息的地位卻又被提升。 
 
對 C 小姐來說，在彼此關係建立初期，狀態的存在性對她來說十分重大。

她認為，這個時期彼此的關係尚不穩固也不確定，她無法掌握對方使用 MSN 的

習慣。然而，一旦關係慢慢加深，就像第二章的圖一中所顯示的，當關係逐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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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與確立，就會越向中間地帶推移。這個時候，狀態的標誌作用也逐漸削弱： 
 

熟了就真的會超越那一層。因為你熟的話有時候你是更能掌握

他現實生活狀況，比如說，我知道他課表，或者是，他會告訴

我他今天什麼時間出去，幾點回來，平常什麼時候在唸書，什

麼時候在工作，你全部都知道啊。這時候我就可以超越那幾個

字帶給我的東西。（C 小姐） 
 

J 小姐同樣指出狀態微弱的實質幫助。她不僅提到了「關係」的概念，另外

還指出了「經驗」對於判讀狀態的重要性： 
 

我覺得不準。因為，很多人是譬如說他掛「離開」或他掛「忙

碌」，但事實上他是可以理你的，只是他是醬掛。我有個同事

也是長年「離開」。因為我在他離開的時候丟話給他他會回，

那他長年都是「離開」。因為我知道他長年「離開」，所以我知

道我丟話他會回。剛開始一定不知道，是經驗累積。（J 小姐） 
 
J 小姐表示，一開始面對這位長期離開的同事，她傳訊息給對方時候並不期待對

方會即刻回應。經過幾次嘗試屢試不爽，對方總能在幾乎沒有延遲的時間內傳回

訊息，這感覺就好像對方選擇了「線上」一樣。當她摸索清楚對方運用這項機制

的伎倆之後，當她下一次決定要傳送訊息給對方，雖然對方看似「不在」，她非

但不會多加思索，反而因為經驗知識，認為對方應該要隨即回傳。147對 J 小姐來

說，「經驗」影響她是不是傳送訊息的重要判準：「我也是長年觀察，就經驗累積

以後才發現」。此外，F 小姐亦指出「了解對方習性」的重要性： 
 

我知道誰會有什麼樣的習慣，所以即使有朋友總是選「離開」，

但還是有講話，我也不會覺得他不守規矩。我會覺得大家都是

電腦開了自動登入去做其他事情，重點是都是熟的朋友久了就

知道對方的習性。（F 小姐） 
 
對 F 小姐而言，她平常主要互動的對象以她分類當中的「好朋友」為主。對於這

群連絡人，她不需要特別在意對方究竟選了何種狀態，也不會因為對方或許挑選

了一項缺乏溝通可得性的狀態，因此暫緩了展開互動的意圖。她認為，由於彼此

關係密切，對於互相的生活作息相當瞭解，基於「交情」她認為朋友的溝通門戶

必然總是為自己開啟。即使對方可能當下沒有辦法回應，她認為朋友也會直接表

態：「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丟過去，他在忙碌他會跟我說他在忙啊」。F 小姐本身並

                                                 
147 U 小姐對於她名單上這樣的連絡人以「放羊的孩子」稱呼之，意味著她不會再相信這些看起

來沒有空／不在，卻總是第一時間回應的連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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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太在意狀態的使用者；她表示，唯一商榷對方是不是具備溝通可得性的辦

法，就是自己先傳出訊息，再根據對方的回應下判斷。有關判斷策略的部份，筆

者將在後續部份談論。 
 

P 小姐表示，她的名單上確實存在經常看起來「很忙」的連絡人，有別於前

述有其他受訪者認為 MSN 在場訊息中的「忙碌」的標誌似乎向他們釋放出「生

人勿近」的訊息， P 小姐則認為此人終年如此，「萬年很忙那種我就不管他了，

我只會認為他在裝忙」。這一段話事實上透她 P 小姐對於 MSN 作為社交工具的

態度；這是她與日常互動密切的友人延伸性的互動平台，因此 MSN 相當程度將

她線下的人際關係複製到介面之上。因為平日她的互動的對象以熟識好友為主，

因此在決定與朋友互動前，對方選擇的在場訊息是什麼對她來說並沒有指標性意

義；對 P 小姐來說，實際判斷的依據是自己與對方平日互動過程累積的經驗知識： 
 

很熟的朋友的話一般他的習性我們都知道，就是幾點下課、下

班啊，這個時候應該在幹嘛之類的。所以用 MSN 的目的其實

還是比較侷限於比較熟的朋友，互相聯絡之用。148（P 小姐） 
 
以上段引文中的例子為例，雖然該位朋友「萬年裝忙」，然而因於 P 小姐能夠掌

握此人的生活作息，從過往互動經驗似乎也與對方培養出一種「最佳互動時機」

的默契，因此在她從經驗知識中推算出朋友勢必在線且有空的時間，P 小姐會不

假思索地直接傳送訊息。149 
 

本研究稍早曾提到解讀他人狀態時「關係」的地位。筆者從訪談之中也發現，

互動雙方對於關係的認知確立之後，日漸熟悉的交往讓彼此相當了解各自的作

息。T 先生就指出，雖然他希望跟女朋友透過 MSN 聊天的時候，互動流程能夠

盡量不中斷，但是他發現，有的時候對方在聊天進行到一半時就好像消失了一

樣，遲遲不回應訊息。以前當 T 先生遇到這種情形時，他會立即轉而注意對方

的狀態，卻總是發現對方的狀態停留在線上的狀態： 
 

基本上，她一開始也是不改狀態的，所以有時候講話講到一半

會很久才回，她可能看 BBS 文章或是跑去哪一下之類的。跟

她抱怨過 2-3 次，她現在會用「忙碌」或是「離開」。（T 先生） 
 
對方這樣的回應速度，或者好似意興闌珊的對話態度，讓 T 先生有時感到不被

尊重。因此，他決定與對方討論彼此的使用習慣。他瞭解女朋友使用 MSN 的習

                                                 
148 K 小姐亦說：「跟我關係還不錯的朋友我就直接傳了，就是我可以知道你在哪裡？你的生活作

息，然後我大概也知道我現在傳給你你一定可以回我」。 
149 C 小姐：「比如我現在認識的人我大概知道他什麼時候看日劇，那他就算在線上，我知道這是

他看日劇的時間，我就不會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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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少上線者），以及同時可能進行的周邊活動；由於他對於與對方聊天相當重

視，在無法限制對方全神貫注於 MSN 對話情境的前提下，他希望對方可以調整

狀態，讓他一目了然某聊天是否應該持續？或者，是否還要透過 MSN 跟對方互

動？透過溝通雙方達成有關使用在場訊息的共識，也改變他與女友的溝通模式： 
 
她現在幾乎都是「忙碌」或是「離開」。「離開」是確定她一定

不在，但是「忙碌」我知道她在，她也許會回但是她會跟以前

一樣講到一半就不見了。她會使用「忙碌」跟「離開」之後，

反而也就不怎麼會去把對話視窗點起來。就也不會想去跟她聊

天。她不算常上線，上線聊天對她就變得其次，她可能在收信、

在上網看東西怎樣的。（T 先生） 
 
由於女友登入 MSN 的時間並不多，每次登入也習慣性瀏覽網路資訊，因此他清

楚聊天可能不是持續進行的。因此，當他們對此進行討論之後，決定改透過寫

e-mail 的方式連繫情感，告知彼此生活。當女友登入 MSN 後，T 先生會照實根

據對方選擇的狀態，決定是不是應該傳送訊息；他表示，知道女友使用狀態的意

義之後，他一定會挑選對方顯示「線上」的時候傳訊。筆者曾在本研究第一章的

部分提到關係維繫有賴共享意義的建立。亦即，互動雙方對於交換的「訊息」產

生相同的認知，因此知道應該採取（或不採取）何種行動。 
 

筆者從其他受訪者的言談中也發現，過去互動所累積的經驗知識，確實成為

使用者後來進行狀態判讀時的重要指標，甚至可能完全扭轉了狀態所呈現的表面

意義。J 小姐說： 
 

我名單上就是有一個人，他每次上線都是「離開」，但有一次

他自己先丟我，我一開始有點驚訝想說為什麼你明明寫你不

在，你還可以跟我講話？後來我慢慢知道他的使用習慣就是那

樣，所以以後看到他用「離開」我自己都會解讀成等於在「線

上」，反正他也不太用其他狀態就是。（J 小姐） 
 
換句話說，互動經驗幫助 J 小姐捕捉這個朋友的使用習慣，同時也讓她對「離開」

這個狀態產生了完全迥異於字面象徵意義的解讀方式。類似經驗也發生在 L 先

生的使用歷程當中。他認為，掌握他人使用方式的不二法門是根據從互動中「學

習」： 
 

你會依據別人怎麼做修正自己的行為。例如說，像我會覺得我

今天丟某個人，這一定是個學習的過程，你開始對每個人有每

一套的溝通模式。例如說你開始學習到，這個每次「busy」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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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都在，或是這個人「away」他都在。但是有些人你

「online」丟還是沒有反應。我覺得這有點像是 trial and error
或是 learn by experience。假如如果我沒有跟他 MSN 過，那我

就要重新學習他的行為模式。不同的人有不同的 set。你跟這

個人有這麼多次的，跟這個人的互動次數有關，你跟這個人只

有兩次，那你就沒有那個 learning 的 base。但是除非他是

someone important，否則你不會這麼去分析他的行為。（L 先

生） 
 

根據上述，則 L 先生認為自己在面對不同連絡人的時候，他會運用不同的策略

來判斷或解讀對方的在場訊息「真實性」。這個策略似乎深植在他的腦袋裡，從

互動經驗當中，他慢慢學習屬於每個人的行為模式：「時間久了你就會去歸納」。

本研究曾提到 Anderson(1993)的「關係基模」(relational schemata/schema)概念，

作為人們在關係裡進行解讀時憑藉的依據。人們根據過往經驗形成期待與規則，

進而影響其未來行為。基模整合經驗並引導未來行為，讓人們得以在互動過程中

使用。此外，在溝通能力部分的討論中也曾提到，人的這項能力透過日常經驗的

學習，透過失敗與成功經驗，得知溝通最適當的時機，或者應該怎麼面對不同的

傳播情境、關係與互動對象，因應不同情境的互動規則。這就好比從工具箱中針

對不同對象選取不同的行為(range of behaviors)。 
 

 第四節第一個部份談論的是當使用者已經意識到字面的狀態的實質幫助並

不大時，他們判斷的依據轉而變成什麼？當溝通場域轉移至 CMC 互動科技所中

介的平台時，人與人之間用以確認彼此關係的「工具」，已非純然的文字訊息，

畢竟 MSN 延續的是面對面交往的線下關係，所以用來判斷或驗證關係的依據可

以跳脫字面。正如本研究 21 位受訪者皆同意的，當互動對象隸屬於自己「親密

的人際網絡系統」時，他們判斷的依據是「過往歷史」，在場訊息字面究竟寫了

什麼，已無意義。上述 J 小姐對於「離開」這個狀態，由於交雜了其他因素，導

致她產生了全然相反的解讀。筆者目前獲得的一致性答案是，「人我關係」以及

「過往互動經驗」確實主宰了使用者觀看在場訊息的角度。但是這項功能原本設

計的用意，似乎是要幫助使用者可以在丟出訊息以前，先行透過字面意涵判斷是

否／能不能傳送；然而，根據 J 小姐的說辭，或者，根據第三節使用者本身運用

這項功能的方式，確實發現使用者可能在實際選用過程錯置了在場訊息的意涵。

針對這個矛盾，使用者會如何因應？換句話說，使用者用以補足在場訊息功能不

足的策略是什麼？這似乎有點類似於當科技所允諾之事與科技實際被運用兩造

產生衝突時，使用者必須思考因應策略以期能夠順利利用科技，完成他們的互動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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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判斷他人溝通可得性的策略 
 

上段「壹」的部分探討的是使用者於採取行動之前，解讀他人在場訊息的方

式。這個部份筆者欲探討的則是，當使用者察覺到在場訊息潛在的不確定性或非

指標性，他們因應科技符擔性所衍生的互動行為。 
 
本研究依據的重要觀念之一在於，當人們觀察到「科技所承諾之事」與「科

技實際運作」兩造的斷裂時，他們必須發展出一套方法，以求透過這項科技欲達

成的溝通行為能如期實現。根據本研究前面的論述，發現 MSN 在場訊息營造出

這樣的落差。除此之外，根據稍早筆者援引的研究也顯示，不同的科技確實可能

引導變異的互動形式。本研究想知道的是，使用者因應或者適應這項落差的方法

是什麼？ 
 

對許多受訪者來說，單憑 MSN 提供的在場訊息機制，似乎沒有辦法幫助他

們進行準確的判斷。P 小姐就表示：「狀態其實是沒有辦法判斷對方在不在或有

沒有空，還是要你叫他之後來判斷」。在場訊息在她的使用經驗當中，其字面儼

然失去意義。她表示，她通常得先傳出訊息，根據對方當下回應與否或回應速度，

才能夠掌握溝通是不是應該繼續進行。此外，也有人認為 MSN 的狀態基本上概

念相當模糊，受訪者 H 小姐就曾說，「『離開』，離開去哪？」。受訪者 F 小姐則

是從來不特意調整狀態的人。她認為自己沒有空或不想聊天時，直接在言語中跟

對方表明即可。T 先生也說：「有些人可能沒那麼仔細 MSN 功能啦，因為有時候

有可能忘了改狀態。因為狀態你要手動去點選呀，他沒那麼勤勞一直改來改去

的」。150因此，當狀態變得很模稜兩可，或者選擇狀態的人或許懶得更動，或者

狀態使用上「自由心證」因此造成這項功能失去其指標性的時候，使用者應該如

何因應？ 
 

一、「前導訊息」確認法 
 

根據訪談發現，在場訊息對於 A 先生來說並沒有太多的參考價值；他只要

想與對方互動，就會不假思索傳送訊息給對方，頭一兩則訊息作為判斷對方是否

有空回應，或者是否在電腦前的指標。然而，訪談之中他也逐漸指出「關係」如

何可能影響他組織這類測試訊息的內涵：「只有不熟的才會稍微問一下，熟的不

                                                 
150 不可否認，在某些受訪者的使用經驗當中，有些人是相當忠實地更換自身狀態。U 小姐指出，

她名單上有些朋友很「自動自發」，會採取前面曾提到的暱稱輸入狀態的方式，標明自己在做什

麼，因此她不需要特別思考對方或許在做什麼：「MSN 連絡人名單中還是有人真的很守信用。就

是離開了真的會跟你講『喔我要離開了』，然後就轉『離開』。或者是說『我要去吃飯』，然後回

來再跟你講『我回來了』，然後就馬上變『線上』。我覺得這種真的比較相信」。當使用者面對這

樣的互動對象時，確實他們不需要太耗費心思去判斷對方的互動可得性，正如 M 小姐所說的：「如

果他也是會乖乖改狀態的人，我就會照著他狀態嘍」。 



 

 - 117 -

用想那麼多了。我會丟個☺笑臉，然後問『在嗎』？」。他認為，對於關係與自

己比較不密切的人，他並無法全盤掌握對方使用狀態的習性，151甚至對於直接「闖

入」對方生活是否妥當有所顧忌。他認為自己向來是主動型聊天者，但是對於不

熟悉的交談對象，「禮儀」這件事情不可免除。對他來說，在去除非語言線索的

網路空間當中，表情符號當中的「☺」是最能表達善意的作法，同時也做為他用

來召喚對方、引起對方注意，幫助他判斷對方能否進行互動。 
 

在研究分析稍早部分曾提到，「熟不熟」相當程度左右 I 小姐是否直接傳送

訊息，或者傳送之前暫緩腳步，等到對方切換了狀態之後再行動。然而，她也表

示連絡人名單上確實存在與自己關係非「死黨」、生活中卻時而有交集的朋友

（例：學長姐），長期使用某種字面上看起來有空的狀態，但是她事實上也無從

判斷對方究竟是沒有空？或者不在？所以，面對這類對象她會根據自己當下想要

進行的活動，調整本身語言形式。無論是那種形式，第一則訊息總是作為她判斷

對方真實狀態的指標。至於面對那些與自己再熟識不過的好友，這個確認的步驟

通常可省略；惟有當她遲遲無法對方回應時，她才會傳送確認訊息： 
 

如果要閒聊就問「有空嗎？」，有事情找就問「在嗎？」。但是

對死黨好像沒有問。除非我傳一堆訊息對方都沒回，我就會開

始自言自語打一堆，確認他不在後，才會問「你不在喔？」（I
小姐） 

 
E 小姐的連絡人名單上確實有人長期維持在看起來沒有空的狀態。當她單純

只是想與對方閒聊、聯絡情感的時候，由於字面訊息並無法絕對幫助她判斷對方

當下究竟是否有回應的時間，因此，她傾向先傳送具有試探意味的訊息： 
 

有人我發現他 always 都是離開，或是忙碌的，那種我就會問

他「在幹嘛？」、「忙嗎？」，他說不忙，我就開始跟他聊了。（E
小姐） 

 
根據上述，顯然字面的在場訊息並無法提供 E 小姐有關對方溝通可得性的保證，

她需要傳送訊息之後才能完全確認對方究竟是不是像其所選狀態一樣，無法互

動。Nardi 等人(2000)的研究就曾經指出，使用者透過 IM 發展出一種稱為「前言」

(preamble)的對話方式；他們認為，人們會在正式進入互動主題之前，先傳送跟

主題沒有直接相關，但是卻具有確認對方在或不在、有空與否的訊息。根據諸多

受訪者的平日使用習性，他們確實傾向在開始談話目的之前，先確認一番。有的

時候即使面對的是自己熟識的好友，這個步驟也不會被省略。 
 

                                                 
151 A 先生表示，狀態對他來說的意義為：「熟人=無；不熟=有參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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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 E 小姐是因為公事需要與對方洽談，這個時候「是否打擾到對

方？」這個問題不復存，反而，E 小姐會直接將公事的內容以最精簡的文字傳達

給對方，省卻了確認對方在不在的步驟，或者寒喧性語言。假如未能獲得對方立

即回應，她選擇直接撥打電話給對方。因此，談話性質的內容也相當左右了她是

否需要確認。事實上，本研究當中幾位在職場工作的受訪者（例：B、E、H、J）

都表示，當他們想要與對方談論的是工作範圍內之事，他們不認為需要挑選所謂

「最佳時機」，反而直接採取行動；假使訊息性質很緊急，他們會直接轉向傳統

媒介電話，趕緊解決手邊任務。 
 

根據前述不同受訪者的說法，筆者發現雖然關係深淺主宰的使用者是否直接

傳送訊息，或者在傳送之前稍微停頓以判斷是否時機恰當，然而，基本上無論是

前者或後者，似乎並非每位受訪者都能百分之百掌握對方會不會回應的機率。雖

然部分受訪者（例：C 小姐）指出彼此可能對於生活作息十分了解，然而究竟會

不會在，或者能不能回應實在難以全盤掌握。確認的重要性似乎就相對提升。U
小姐就表示，雖然她可能與對方很熟，也自認了解對方習性，然而確認這件事情

仍不可避免： 
 

像我還是會確認在不在，譬如說有時候會問「耶你在忙嗎？」

或是明明看到離開會問「在不在啊？」這樣子。都會問，我覺

得這也是比較有禮貌一點吧。因為如果別人直接丟過來說，就

是直接問我事情的話，我就會覺得說，我不是跟你講說我都離

開了嗎？你還這樣問。我根本就不在啊。就是有些人不會問說

「哈囉你在嗎？」就是直接說什麼事情，就開始講起來這樣

子，那我會覺得很不舒服，想說「你沒看到『離開』兩個字嗎？」

可是我覺得就像房間的感覺，你不管再怎麼親密的人都要先敲

敲門才可以進來。（U 小姐） 
 
根據 U 小姐的說法，「主控權」的概念似乎再度浮出檯面。對她來說，別人想要

進入她的「領空」之前，無論關係多麼密切，對方必然先確認她是不是想要溝通；

也就是說，他人必須先行詢問 U 小姐的溝通意願，讓她來決定是否回應。當對

方省去詢問意圖的前導訊息，而直接切入談話正題，反而讓她感到不被尊重，好

似主導權被對方竊取，自己只能被動地接收訊息。對於主控權的掌握也影響了她

決定主動傳送訊息的方式。無論自己是不是清楚掌握對方使用習性，或者自己已

經與對方關係密切，U 小姐仍然不會免除先採用前導式的訊息作為第一則試探性

訊息。然而，筆者從訪談當中卻發現，也有為數不少的受訪者傾向採取「留言式」

的確認策略。這個方法與前言式訊息有何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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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留言確認法 

 
F 小姐是本研究中少數幾位完全不根據字面的在場訊息決定是否傳送訊

息，即使面對不熟識對方習性的對象亦如此。她表示，是否丟送訊息完全看她當

下是否有事而必須與對方交談。因此，她慣常習慣的溝通方式，是先傳出訊息，

等待數秒之後，從對方是否回應或者回應速度，才能夠判斷對方究竟能不能跟自

己互動： 
 

如果要丟，我是完全不管對方顯示為什麼狀態的。就想丟就

丟，其實沒看到狀態耶。其實都會直接丟，除非對方後來沒回

應，才會覺得他應該不在吧。如果我有事要找對方我就會主動

丟。我的有事就是 I have something to say。可是如果當我丟給

這個人他沒有 instant response 的時候，我就知道他不在啦。因

為我覺得如果我丟過去，他在忙碌他會跟我說他在忙阿。或許

因為我自己是這樣子的吧，所以如果我在忙，人家丟我我就會

跟他說不好意思我在忙。（F 小姐） 
 
上述談話意味著 F 小姐必須先傳送訊息，根據對方回應的速度才能真時判斷究竟

某個時刻互動是不是合宜的。MSN 在 1.0 版究提供「自動輸入標誌」(automatic 
typing indicator)；也就是說，在對話視窗左下角顯示對談者是否正在輸入訊息，

互動雙方可以透過這個功能判斷對方是否正在輸入訊息。由於 MSN 畢竟是 CMC
概念的溝通形式，缺乏了情境線索所以雙方或許難以確實掌握「言談轉接」

(turn-taking)的順序。這一項功能基本上就是為了避免訊息重疊而設計152，讓對

話因此更顯順暢，而不會形成講電話時「搶話」的窘境。對她來說，判斷對方在

不在的重要指標就是這個自動輸入標誌；假如她傳出頭一兩則訊息之後，對話視

窗左下角遲遲未出現這個指標，F 小姐就可以判斷，對方目前是無法溝通的。對

她來說，對方只要不回應她就明白對方不在，但是這並不會阻止 F 小姐傳送訊息

的慾望：「我知道他總有一天看到訊息會回我，有點像答錄機」。 
 

在第四章第一節的部份，筆者曾爬梳使用者對於「即時性」的概念。本研究

在該部份列出的使用情境，使用者應對的「關係」以職場的人際關係為主。也就

是說，當使用者處在一種比較「任務導向」的互動情境時，互動對象「即時」與

否或許不是首要考量；所謂的即時事實上反映在使用者個人是不是能夠即時接觸

欲互動對象。本研究在這裡想要進一步提出的是，使用者對於即時的概念影響到

他們對於訊息「形式」的結構。舉例來說，K 小姐亦表示，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可能同事或合作客戶同時忙於其他事項，她能夠理解在這樣的場域裡，立即性經

                                                 
152 參見 http://www.oldversion.com/program.php?n=ms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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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降到最低，所以她逐漸習慣另外一種傳訊的方式，這也透露出她對於 MSN
溝通的態度： 

 
我丟過去那就代表我有留一個，就是有點像是留個紙條在你桌

面上。那即使你離開但就有點像是貼個 memo 紙在你桌面上。

即時通訊軟體但是聊天都不即時，如果說是 memo 紙的話真的

還滿適合的，就是如果說你今天你在座位上，可是我還是可

以，你在講電話阿，可是還是會貼一個 memo 紙在你桌上阿。

對阿，那對我來說，就是，就像是傳 memo 紙一樣。（K 小姐） 
 
從訪談當中發現，雖然 MSN 的概念是讓互動雙方達到立即互動，然而或許是經

驗使然，也或許是自己平常使用習性並非總是如此，所以許多受訪者都表示，他

們能夠接受當互動變成好像留話一樣的形式。舉例來說，C 小姐表示自己長時間

以離開示人的原因，就是她將這個平台當作留言板的機制，即便彼此可能無法總

是在同一時間登入互動，對方仍可以將訊息傳給她；一旦她返回電腦前看到訊息

之後，只要對方還在 MSN 上，她就可以立刻回傳，或者，等到下次對方上線再

回應即可。所以她這樣子「掛網」的行為，就是給彼此一個方便。153 
 

事實上，Issacs 等人(2002)研究職場使用 IM 軟體的情況就曾指出，由於使用

過程多工作業(multi-tasking)儼然已成常態，因此在他們研究當中觀察的受訪對象

早已習慣訊息或許未能獲得立即回應，甚至完全沒有回應的情況。所以，這群受

訪者改採用一種取名為「便條紙」(sticky notes)的溝通形式；也就是說，使用者

送出的訊息，其內容組織的方式不需要接收者的回應。Issac 等人(2002)根據發

現，許多在職場內使用 IM 的人越來越傾向這種互動方式，他們認為只要對方返

回位子就可閱讀訊息，這也比收 e-mail 更顯便利。 
 

根據這個部份的討論筆者發現，MSN 強調的「立即性」，或許仍舊建立在「傳

送訊息者」本身的需求上。本章第一節的討論曾談及受訪者對於「即時」這個概

念的觀感。從他們的實際使用經驗確實發現，所謂的「即時性」可能因為使用情

境的不同，產生這個概念產生不同層次的意義，然而，這個即時性的根基原則上

呼應了傳訊者的意圖；也就是說，即時的首要意義是使用者能夠以最迅速的方式

將訊息傳遞出去，這個時候的即時概念是屬於單向的。然而，當即時性被放在一

                                                 
153 C 小姐後來又與筆者分享她因為長期以「離開」出現在 MSN 上卻他人產生誤會的特殊經歷。

她指出，最近剛認識一位網友，雖然時間短暫，但是她認為雙方互動狀況不錯。某次對方在她不

在電腦前傳送訊息，卻遲遲無法獲得 C 小姐的回應，因此後來寫了一封信給她，表示 C 小姐或

許不想理他的話，但是又礙於情面不好意思封鎖或刪除他，那麼他乾脆自己先刪除 C 小姐。針

對這個朋友的舉動，C 小姐表示這實在是天大的誤會，她也對於朋友的反應有點不知所措。最後，

她回了信給這個朋友，向他解釋自己使用在場訊息的習慣以及這樣使用的理由（留言版），還原

事件讓對方知道自己並非不願意理會對方，而是當時真的不在電腦旁。她花了一番功夫修復彼此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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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互動的框架時，人們對於即時性的要求卻有可能因為互動對象與自己的關係，

或者當下溝通內容，而可能產生比較彈性的詮釋空間。 
 

本研究稍早曾提及 L 先生對於在場訊息的態度。對他來說，字面所呈現的

狀態，無論是他自己的或者其他人的，都沒有實質的意義。在場訊息只有在自己

與對方剛剛建立關係，這個對象又引起自己興趣，或許想要跟對方進一步發展、

加深彼此關係的時候，他才會特別去注意對方選用狀態的習性；久而久之，經過

試驗，逐漸學習，建立了他與對方互動的規則。然而，這個學習歷程並非單憑字

面顯示的狀態即可成就；L 先生認為，所有的學習以致後來嫻熟互動對象的習

慣，都必須建立在當他實際開啟互動之後： 
 

我覺得比較準的是他跟你聊天後，就是對話窗開啟的那一刻，

才是這個人是真的 away 還是 busy。例如我今天想找 xxx，我

開啟這個視窗，我丟但是她 20 分鐘都沒有回我，okay that 
means she’s away，even if she appears online or anything like 
that。今天找 xxx，不出一秒馬上回，即使她是 away，this means 
online to me。我覺得真正的情況是依據你跟他真的開始聊天之

後，你才有辦法判定。（L 先生） 
 

從訪談中發現，互動對象是否具備溝通可得性，是無法單純從在場訊息研判

的。因此，使用者必須利用其他方式；對他們來說，最有效也或許最準確的方式，

就是首先採取行動，再根據對方的反應，決定互動該不該持續。H 小姐指出，有

的時候對方確實會回應，但是在對話過程當中，對方的訊息內容卻隱約透露缺乏

溝通可得性的成分。她認為，對方能否溝通，或者有沒有溝通意願，其實直接從

訊息內容就可以判斷。第一種就是像前一段提到的例子，當對方回應速度慢，或

者遲遲未顯示輸入訊息，這個時候 H 小姐大概可以掌握對方或許當下無法那麼

順利地溝通。其次，即便對方有具體回應，然而回應的文字基本上呈現極度簡短

的文字，例如「恩」、「喔」等，154她大概就判定對方無法溝通，或者沒有意願互

動：「其實你回答很簡短話，就是解決問題這樣子，對方就知道你不想交談，就

不會繼續了。所以有時候沒必要切換狀態」。她認為從字裡行間的互動感覺就可

以掌握對方溝通可得性，而不需要透過狀態判定。 
 
根據 H 小姐的談話發現，所謂溝通可得性不盡然展現在對方是否立即回應。

有的時候對方或許沒有拖延許久時間就回傳了訊息，但是從互動的過程卻察覺對

方事實上無法互動。這再度顯示了在場訊息似乎過於簡化了人的溝通意圖與溝通

可得性，尤其當其他因素參雜在原本看似單純的語文訊息當中時，更是增加了這

                                                 
154 A 先生就表示，當他看到對方的回應都是這樣看似敷衍的簡短訊息，他覺得對方大概不太有

溝通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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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功能的難度。就像前述 L 先生所說的，或許真正準確的判斷方式，總得等到

與互動對象正是溝通之後，才能夠確定：「我覺得真正的情況是依據你跟他真的

開始聊天之後，你才有辦法判定」。 
 
參、小結 
 

本研究這一節談論的是 MSN 使用者怎麼樣在觀察名單上其他人的在場訊

息，進而決定採取溝通行為的策略。本研究到目前為止已經建立的概念是，在場

訊息這項機這確實提供使用者操弄的空間，讓他們得以在原本用以標示個人溝通

可得性的功能之外，還可以用來作為個人過濾對象以維持個人清靜的工具。從在

這個阻擋部分名單上人士干擾的行為，透露出使用者必須藉由狀態，讓自己看起

來是「沒有空」的。 
 
在這個建立自己缺乏溝通可得性的過程裡，互動的對象因此沒有辦法一眼就

完全掌握自己的能否溝通，於是需要透過其他的方法進行準確判斷。本研究發

現，「人際關係」深刻影響使用者的解讀與判斷，因此誠如 U 小姐的觀點，在場

訊息意義儼然已失，符號的實質意涵端視使用者所處關係或情境而定，因此產生

不同的詮釋角度。當符號的能指與所指兩者之間鏈結已經斷裂，而無法直接展現

溝通可得性時，使用者發展新的判讀策略；這個判讀策略則植基於人我互動的歷

史與熟稔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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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總結 

 
本章談論的議題主要可區分成兩大部分：(1)在場訊息在使用者日常使用經

驗扮演的角色；(2)他人在場訊息在互動過程的功能。除此之外，筆者也從訪談

裡歸納出有關 MSN 溝通的「即時性」與「存在感」的觀點。 
 
首先，MSN 的即時性建立在每位使用者能夠以最快的速度觸及欲互動對

象，並且能夠立刻將訊息傳送給對方的基礎上。即時的概念乃基於對使用者個人

來說是否為「最快速」，對方回應速度、有時甚至回應與否，都退而成為重要性

次之的問題。然而，根據訪談內容也發現，使用者對於即時的認知經常受到「任

務導向」的情境所影響；這個時候使用者傾向認為自己有隨時傳遞訊息的權利，

MSN 乃作為「自我為主」(self-centered)的表意工具，對方怎麼回應，似乎不是

第一時間的考量。即時性的概念進入雙向互動的範疇之後，「人際關係」的影響

浮出檯面。在本次研究當中，即時性的概念最容易出現在職場關係裡。筆者認為，

這並不代表私領域的關係當中即時的概念不重要，或者被忽略；事實上，當使用

者能夠確定自己與對方的關係時，對方回應的速度似乎具備比較大的彈性。然

而，當關係渾沌未明，或者尚在建立階段時，關係也會影響人界定即時性的方式。 
 
其次，「存在感」的建構來自名單上友人與自己共同登入系統。只要其他連

絡人並非以「離線」的狀態顯現於名單上，對於使用者來說就好像對方與自己同

在一般，然而此人究竟此時此刻在做什麼、實際行為是否正如其狀態所指，已不

成問題。然而，本研究在這裡欲強調的是，這份「與我同在」的感受，並非名單

上任何人都可以營造；從受訪者的言談當中發現，存在感來自於關係網絡當中與

自己屬於親密連結的對象。筆者在此發現「關係」與「科技」相互膠著的局面。 
 
針對在場訊息在人際互動中扮演的角色，本研究歸納出以下面向。首先，在

場訊息之於個人來說，乃作為宣示溝通主動權的象徵。使用者可能透過操弄這則

訊息過濾或隔離互動對象。這個觀點另外映射出的是，使用者希望對於劃清個人

溝通場域的界限，保持絕對的掌控力。因此，狀態可能作為使用者「擋人」的工

具，然而名單上就是有一些人可以看穿使用者操弄的真正意義，可得其門而入。

人我關係再一次在這個辨別的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場訊息進入互動之後，除了作為個人主導溝通的宣示，有時候也可能象徵

人際關係的改變。「離線」這則狀態延續著前述主控權的展現，使用者決定何時

現身於線上、誰可以跟自己說話，也有權決定切斷跟他人的互動管道。這個使用

者「自由心證」、逕自決定科技可以如何被使用以因應其需求的過程，擴大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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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功能範圍之外，可能加深原本工具的詮釋難度。面對這種情況使用者延引的

詮釋框架，相當程度倚賴著與互動對象相處的默契；這層默契並非毫無依據，而

是根據彼此經年累月的互動，關係不斷於線上、線下之間往來穿梭，獲得的經驗

知識進行的判斷。這同時也說明了人進行傳播行為時，交換的不僅是內容訊息，

溝通訊息更重要的是在重新定義人我之間已經認定，或者持續轉變中的關係。 
 
MSN 有別於其他 CMC 網路科技之處，在於這個平台上的關係，通常延續

著線下的交往，過往互動歷史是 MSN 互動的重要特性。筆者從訪談過程發現，

人際關係與介面相會之後，關係可能主導介面上人的一舉一動，卻也可能隨著介

面產生變化。根據第一章提及的關係維繫的概念，關係無時無刻變動著；關係可

能從淺至深，從變化到穩固，或者從發展轉而走向衰退，無論如何關係總是維持

在一個持續前進的進程(progression)。關係被介面中介之後，關係本身並沒有因

此停止運作。根據訪談發現，人際關係隨著溝通介面的移轉而持續前進，有可能

開啟關係新局面，卻也可能宣告終結；這個重新定義關係的現象，並不是超然於

科技介面而存。無論是藉由「離線」確認關係可以向前邁進，或者透過「離開」

展現人我關係的默契與親密度，在場訊息儼然已非單純對外展現溝通可得性的工

具，反而，在場訊息可能成就關係的嶄新局勢。筆者認為，電腦中介科技在本研

究裡扮演的角色，不若其名純粹指作為訊息傳遞的「載具」；關係移轉到了介面

上之後，原本線下交往的經驗仍左右著人與人之間透過介面該如何互動，只不

過，就本研究 MSN 的情形來說，關係卻也可能隨著科技的符擔性而產生變化。

筆者認為，關係不僅在線上獲得再次確認，也在這個場域產生質變，有可能再一

次更動了關係原本的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