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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研究結果 

 
人際溝通所形成的互動環境當中，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鐵律，是系統中的各

份子總是不可能脫離溝通而存。正如系統觀點鼓吹者 Watzlawick 等人(1967)曾經

提到的，「無論如何我們都不可能不溝通」(pp. 48-49)，由於溝通無可避免，任何

形式的訊息都承載意義，「行動或靜滯、言語或寂靜皆具備訊息價值」(pp. 48-49)。
人與人在此互動場域裡進行交換行為時，系統的循環因素將致使任何一人傳送出

的訊息都會影響接收者，之後以「迴力球」般的作用力，再度回復到最初傳送者。

也就是說，互動系統中的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訊息傳遞者，以及對訊息做出反應

者，每個人都深陷於溝通的迴圈(loop)裡。 

 
流竄於這個系統中的各式訊息或許在結構上有許多變化，然而在訊息的「本

質」上，總是可以區分成「內容」與「關係」兩個層面。誠如 Knapp(1984)曾經

提到的：「任何一則從一方傳到另一方的訊息，必然背負了有關互動雙方關係的

看法」(p. 5)。155隱隱然而存在的訊息關係面向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於這一層乃

作為互動者用以解讀訊息、看待彼此，更進一步決定自己應該如何行為的依據。

顧名思義，關係層面透露有關人我關係的訊息，除了是現階段對彼此的認定，也

作為未來關係可以朝哪個方向發展的指標。 
 
關係當中持續進行符碼交換，追根究底是為了維繫關係的發展。因此，訊息

的持續往復，除了實質上的資訊交流，檯面之下的互動卻是對於人際關係的反覆

確認。關係在這個持續進行的過程當中獲得維繫。這項定理並不會因為互動的場

域被科技中介(mediated)之後被推翻。當互動場域移轉，不變的是人在任何場域

持續地進行維持關係的任務。在這個恆存的事實裡，隱約的「關係談話」依附在

關係維持的過程當中。關係的談話在人構成的互動系統中不斷流竄。 
 

在科技中介互動之前，面對面溝通主宰人類生活。由於互動雙方不可能總是

處在相同物理時空內，所以人必須尋求其他替代方案以保持連結，讓關係可以持

續運作。替代方案指的正是「新傳播科技」的使用。Hutchby(2001a)稱這種經由

媒介中介的溝通為「科技化互動」(technologized interaction, p. 5)。「電腦中介傳

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以下簡稱 CMC）是拜網際網路之賜應

                                                 
155 原文：It is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think of any message sent by one person to another that 
does not, in some way, also carry a commenta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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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而生的新溝通型態。這種新的「社交科技」156(technology of socialibility; Hutchby, 
2001b, p. 83)所中介的人際關係，在早期的 CMC 研究範疇裡，特別指向「純粹線

上建立」的人關係，緊扣著這個場域缺乏足夠情境線索以及高匿名性等特徵，當

時的研究結果普遍支持時間將消弭 CMC 相較面對面溝通所顯現的先天不足，反

而能成就一種新型態的「超人際互動」(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的親密關係（吳

筱玫，2003）。 
 
本研究企圖建立的是更「細緻化」的 CMC 互動的圖像。所謂更細緻，或者

「更精準」的意思是，隸屬這個概念大傘之下的科技應用面貌多元，根據第一章

筆者曾經試圖比較的幾種 CMC 技術運用，例如聊天室、IRC 與 MSN，後者事實

上在對關係的「基本預設」就截然不同。當 MSN 在科技面的要求是使用者試圖

展開互動時，雙方必須先經歷「認證同意」157的門檻時，這個媒介的「關係型態」

相當程度有別於早期 CMC 研究的觀察樣本。MSN 並不是第一個中介化人際互

動的溝通工具，其特別之處在於，過去持續發展的關係轉移至 MSN 之後仍尋求

維持或增強；當平台上的關係具備「過往互動」或「線下交往」的基礎時，是不

是有可能引發(generate)人際互動的變異樣貌？這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議題。 
 

本論文研究 MSN 的「在場訊息」機制引發出的溝通現象。這項功能讓使用

者有機會對外標誌本身的「溝通可得性」。在本研究所定義的溝通可得性同時指

向「空間」與「時間」兩個面向，亦即使用者「在不在？」以及「有沒有空？」。

筆者認為，MSN 上這項功能所衍生的互動議題值得探討，因為狀態讓使用者享

有「探索」的自由度，以致於當「關係」與「科技」交會之後，逬發出這項功能

在其使用意義上的鬆動。因此，使用者或許無法直接從字面意涵掌握欲互動對象

的溝通可得性，反而需要透過若干解讀策略，理解在場訊息的箇中意涵。本研究

欲探討建構解讀策略的因素，也想知道這樣的解讀策略連帶著可能促成什麼樣互

動規則。 
 
壹、後設傳播概念的「層次化」 
 

傳播領域針對「後設傳播」的概念探討，幾乎都以面對面溝通為觀察情境。

也因為此，對於訊息的內容與關係兩層次的分類，一般傾向將後者歸類為主要透

過「非語文」(non-verbal)形式傳達，內容則幾乎與「語文」(verbal)劃上等號。

這是因為在面對面情境互動雙方有相當豐富的線索(cues)可以參考，基於關係定

義通常不會被高調討論的前提，人們會從非語文線索中抽絲剝繭，推敲出關係的

本質，進而知道自己下一步應該採取什麼行動，以符合彼此共同建築的關係定義。 
                                                 
156 筆者之所以以「新」稱呼之，是因為在電腦之前，電話可以算是最早中介人際互動的電子媒

介。 
157 MSN 官方定義：「是否接受邀請或想邀請哪位連絡人，也都由您掌握。簡單地說，你可以擁

有完整的隱私和隱密性」。因此，假使使用者不想要接受某人的邀請加入名單，他可以直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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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際交往的情境改變，轉移至電腦中介的溝通平台，根據過往的 CMC 關

係研究，由於這個場域先天條件「不足」，也就是相較於面對面溝通，CMC 在提

供使用者參考的既存情境線索方面明顯缺乏，導致語文訊息的地位相對提升。原

本在面對面互動時，一則訊息被區分為內容與關係層面時，後者幾乎都以非語言

形式傳遞；到了 CMC 場域時，受限於科技帶來的條件，訊息的內容與關係面「合

而為一」，也就是語文訊息同時傳遞資訊，亦背負人我關係的定義。因此，過去

人是以「關係決定內容」，到了 CMC，其次序卻變成「內容定義關係」，也就是

在這個環境中的人們必須憑藉文字辨認與確認關係（吳筱玫，2003）。 
 
上述 CMC 場域的關係預設與本研究探討的 MSN 截然不同。MSN 塑造的是

一種私人的互動經驗；所謂「私人」的意思建立在這個軟體運作的機制上。使用

者透過「認證」的功能，相當程度決定了自己的連絡人名單組成份子，也因此

MSN 的屬性比較是延續線下關係。當上一段提到的關係型態是沒有過往互動歷

史時，MSN 上的關係似乎與上述預設有所牴觸。筆者因此提出問題：在這個同

樣缺乏非語文線索的溝通場域，互動者彼此卻有優先於中介環境的線下交往，此

時人們確認關係的方式會是什麼？ 
 
MSN 主要還是文字導向(text-based)的介面，根據筆者在第一章比較 MSN、

BBS 與電話的功能時曾提出，在互動未正式進行以前，在場訊息就已經達成「訊

息交流之時」；亦即，選擇狀態者是第一個訊息傳送者，他對外揭示其溝通可得

性，就已經在從事訊息的交流了。當使用者選用狀態而對外發出訊息時，由於任

何訊息交換都有意義交流(Adler et al., 2004)，「狀態」的表達應當也承載了名單

上不同連絡人各自與該使用者之間的關係定義。筆者根據訪談結果也確實發現受

訪者深刻意識到「關係」這個變項附著於字面顯示的狀態。雖然這時候透過語文

形式展現的在場訊息同時透露人我關係的定位，然而這與上述 CMC 研究所指的

「人透過語文建立關係，也透過語文判斷關係」的情形不同。雖然使用者在 MSN
上直接可以參考的指標是語文訊息所構成，然而主導使用者採取互動行動與否的

並不是訊息本身，而是深植在其腦海裡有關自己與即將互動對象的「關係深淺度」

以及「互動歷史」。 
 
筆者認為，後設傳播在關係的區別上可以更細緻。就 MSN 的在場訊息透露

彼此關係的情形而言，使用者或許進入這個場域可以用來旁徵博引的線索僅限於

語文，然而 MSN 的屬性畢竟仍是一個「線下至線上」的平台，它相當程度承襲

了原本已經建立的關係，以及人們對於關係的期待，使用者因此在這個場域無法

完全超脫線下的互動而行。雖然在線上人確實只有語文線索可參考，但人卻不是

單純靠著字面狀態判斷應該如何行動，他通常會回溯至線下交往的情形，根據「記

憶資料庫」詮釋對方的語文訊息，這個資料庫的內容物可能涉及人我關係的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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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或者對於對方的生活習性的掌握，產生交互影響。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在探討本研究關注的後設傳播議題時，也可以加入符擔

性概念以豐富剖析的視野。筆者從訪談中發現，許多使用者在運用 MSN 的過程

當中感受到「存在感」；有趣的是，這個存在感建築在使用者看不到對方、互動

對象在自己的名單上的狀態變化。筆者認為，在場訊息在標誌溝通可得性的同

時，亦參與存在感的建立。也就是說，在場訊息提供了一種傳遞互動雙方彼此安

然存在的訊息；使用者彼此之間並不必然需要實際的溝通行為，也就是實質訊息

交換，而是透過一種無形的交換，也就是根據「人不可能不溝通」的定理，僅需

要透過在場訊息的選用，使用者就好似掌握了在自己人際網絡中的生活點滴。 
 
貳、科技與人際關係的交會：親密關係公然受到媒介檢測？ 
 

MSN 在場訊息原本設計的用意，是為了讓不在鄰近物理空間進行交流的互

動雙方，可以有一個指標性的依據，判斷彼此的互動可得性。MSN 畢竟不如面

對面溝通、人與人之間可以透過「眼神交流」認知相互的溝通意願，在這個平台

上也缺乏了可以參考的非語言線索。但是，這個互動科技又與電話不同。根據

Hutchby(2001b)所定義的電話對話開啟序列，人們通常必須要先進行「召喚-回答」

的儀式性活動，也就是已經實際採取行動（打電話），才可以根據另一方的反應

判斷是否有機會空間。MSN 特別之處在於，科技提供了一個告示性的招牌，讓

使用者在實際採取行動前（點開欲互動對象的對話視窗，並傳遞第一則訊息），

就可以根據狀態這項功能先行判斷。因此，這個判斷過程應該是簡單明瞭、絲毫

不費一絲力氣。然而，在場訊息根據訪談結果卻發現，其實質幫助並不大。筆者

認為，「關係」與「科技可能性」交纏其中導致這項功能表面意義喪失。 
 
延續上一個部份的討論，人所送出的任何訊息都具備雙重意涵。選擇在場訊

息的人在選擇的當下就已經對外發出頭一則訊息，除了彰顯本身溝通可得性以

外，他所選擇的招牌可能也針對不同連絡人釋出不同意涵。這或許就如同後設傳

播的核心概念，同樣一則訊息對不同關係的人來說，自然意義上有差異。然而，

在這個中介的溝通環境裡，在場訊息之所以意義「微妙」，不僅是先決關係條件

的不同，科技對於促成這項功能表徵意義被沖淡也功不可沒。 
 

科技符擔性提供人探索的可能，這個可能性誘發了人特別的使用方式，而導

致分歧的解讀方式。所謂「分化」簡單而言，「離開」可能同時意味著「在線上」

與「不要吵我」。何以人產生這樣錯置且外於字面意義的閱讀形式？筆者認為，

這個現象或許可以歸因於人與科技交會之後，浮現的符擔性提供了「操弄」的可

能性，也就是說，科技並沒有要求人一定要怎麼使用之，反而人在其中有相當大

的空間可以操弄，只是這個操弄並不能踰越科技的潛在限制。基於這項因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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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原本的意涵被放大，讓外於科技的因素得以涉入人們的使用過程。在場訊息本

來就讓人可以掛上招牌、對外宣告，然而人在試探與熟悉科技設計的過程中，逐

漸摸索出這個功能可能有超脫於「使用說明書」的可利用性。 
 
MSN 作為關係延續的媒介，可以預見的是人在使用科技的過程當中，不是

僅單純地與科技互動；科技並非中性(neutral)，反而可能與使用者、使用者欲透

過科技互動的對象，以及存在於兩方之間的溝通系統，產生構連。因此，科技並

非價值中立 (value-free)，反而背負了人際互動的複雜度。如果以符擔性的語言

解釋之，則 MSN 在場訊息提供了人們去「操弄」的可能性；這個操弄以人我關

係為後盾，反映出的是人總是處在必須要驗證彼此關係的循環裡。因此，在場訊

息不僅標誌著使用者能否溝通，對本研究的受訪者來說，他們在使用過程也讓這

個招牌透露出自己與其他連絡人的關係。他們選用的在場訊息可能對某一群人來

說意味著溝通管道暢通，對另一些人而言卻是完全封閉。 
 

筆者發現，使用者希望透過 MSN 與特定關係的朋友連結，這類關係特別指

向的是使用者認知中的「親密關係」。本研究曾經提到，MSN 是一個「私人經驗」

屬性的互動工具。就操作面來看，使用者決定本身連絡人名單的構成份子具有相

當高的掌握度與自主權；就關係面而言，通常使者願意透過這個平台持續互動的

關係，也是屬於線下的人際網絡中相當親密的關係。因此，在場訊息就好像是象

徵彼此關係的「證書」，關係密切的雙方只要登入系統後，透過這個看似簡單明

瞭的機制，就可以馬上意識到表面之下的真正意涵，對符號進行正確解碼。在場

訊息事實上在人們實際開始互動以前，就已經隱約中傳遞訊息；除了告知溝通可

得性之外，更重要的則是人我關係的定義傳遞。 
 
關係確認的過程恆存於人際互動當中，然而在 MSN 這個溝通平台上，「人

我當前關係的定義是什麼？」其地位似乎更被突顯。假如把人際互動時交換的訊

息、互動的行為視為關係定義的顯現(manifestation)，隱藏其後主導的就是人我

既存的關係定義；這一層通常隱然於後，不為人所特別意識。然而，本研究卻發

現在場訊息使用意義錯置情形，迫使使用者在某些情境下，在實際採取行動之前

會特別意識並衡量雙方當前的關係定義。 
 

筆者認為，這個科技中介的溝通情境，除了將面對面情境建立的關係移轉，

同時也可能再創人我關係定義的新局面。從第二章的資料整理得知，當一則訊息

被區分成兩種層次時，互動雙方通常意識到的是交換了什麼訊息；隱藏於訊息當

中的彼此關係的定義通常不外顯，反而已經被互動雙方咀嚼內化，反映在其個人

行為與互動模式上。也就是說，人們的所言所為依附這層好似位於檯面下的關係

定義，讓檯面上的行為適合當下情境。人們進入中介化溝通環境之後，這個確認

的步驟或許因為空間隔離所帶來的潛在不確定感(uncertainty)，顯得不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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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本研究當中談論的關係，或者，使用者在「深思熟慮」而決定怎麼選

用在場訊息的方式，針對的確是在他們分類系統中屬於「親密關係」的關係。這

種關係成為確保溝通的「通行證」，卻也讓人我關係更容易受到介面的牽絆。假

如任何形式的傳播都是交換關於關係的想法的實踐，MSN 在場訊息似乎已成使

用者用以宣示彼此關係的展示場。 
 
綜合上述，人透過 MSN 希望關係獲得維繫，然而原本親密的關係卻可能因

為互動對象選用某種狀態（例：「離開」、「離線」），對對方昭示一種特定關係，

反而造成關係緊繃。人際關係的定義在 MSN 場域似乎被攤在陽光之下遭受檢

視，卻也因此可能容易鬆動。MSN 原本做為人們用來延續線下互動的工具，這

個工具卻好像「反客為主」，使用者非但在生活經驗中相當倚賴，此平台也可能

因此成為互動雙方用來評估關係的主要依據。有人透過操弄在場訊息確認彼此的

心意，改變了他們的關係定義；也有人藉由這項機制進而確定關係再也不可挽

回。於是，這個平台儼然成為「成就關係」或者「毀損關係」的試金石，介面上

的風吹草動就可能雞犬不寧。 
 
本研究欲提出的是，這群使用者似乎很自然地就將介面上的變化作為關係鑑

別的指標，或者將關係直接反映在介面上。MSN 是 CMC 的應用，只不過其介

面的主要特性之一，也就是互動對象的構成，使得這項科技有別於早期 CMC 研

究所觀察的對象。然而，通常使用者在運用 MSN 進行溝通的時候仍是處在不同

的物理空間，因此「不確定性」(uncertainty)應該是恆存的。筆者所謂的不確定

性，並不是如前述 CMC 早期研究所提到的，對於互動對象的身分難以掌握，而

是位在螢幕另一端的使用者的一舉一動難以捉摸。但是，根據訪談卻發現，當使

用者特別面對的是與自己關係密切的對象時，卻會以「放大鏡」般的心態檢視對

方在 MSN 上的各項線索，將對方運用在場訊息的形式直指其內心。在場訊息的

選用顯然成為人們相互示好的暗號，卻也可能成為關係變化的象徵。人需要維繫

關係，這個恆存的需求延續到中介的科技環境，卻也直接在這個線上場域進行關

係鑑別，將他人運用科技的方式直指其內在心態以及對於彼此關係的態度。 
 
截至目前為止，本研究在這個部分談論的是人際關係進入科技中介的互動場

域之後，關係的變化被使用者仔細審視，他們賴以偵查的指標則是 MSN 提供的

線上狀態機制。這樣看來，介面儼然成為人與人彼此再確認關係的工具。某些受

訪者曾提出，當關係受到介面的牽動時，他們訝異這個本來看似單純與簡單的「工

具」，158竟然有這麼大的本事，可以更改人我關係的樣貌。筆者認為，使用者這

番言論透露以下兩種訊息。首先，對他們來說，MSN 應該沒有辦法左右人際關

係的變動，而是單純中介人的科技；其次，即便互動場域轉移至線上，線上的風

                                                 
158 P 小姐就曾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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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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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草動也不應該撼動既存的線下關係。MSN 之所以特別，正是因為 MSN 上的關

係有個先於介面上關係的基礎，然而使用者在行為層次上，透過在場訊息確認彼

此關係，事後卻驚訝於科技參與人際關係的能力，好似透露出他們原本在認知上

認定關係上了介面之後，應該暫時不會再變動。他們的行為與認知似是牴觸的。 
 

筆者認為，MSN 在場訊息實際被運用的形式扭轉了這個工具的意義。因此，

人際關係可能因應狀態而宣告破裂，或者因為狀態而邁向新的里程碑。受訪者對

於工具這樣的「能力」感到不可思議，或許是因為人們習慣性地將 MSN 僅當作

中介的科技，認為工具充其量只是工具；人際關係到了這個介面上之後，不致、

不應也不會生變，關係將暫時停駐於介面之上，關係真正發展的場域仍是線下的

互動。然而，關係終究總是處在一個演變的進程裡，雖然「既存互動」是 MSN
的特性，然而線下成形的人際關係到了線上互動場域不只是再度被確認定義。 

 
本研究在此欲提出的觀點是，使用者可能忽略了人際關係有可能與科技一同

成長的可能性。也就是說，使用者原本可能認為關係外於科技而存，然而當在場

訊息提供使用者操弄空間，進而成為使用者驗證彼此關係的通行證時，科技與關

係實則交融一體。筆者認為，人不可能無時無刻處在一個可以自外於科技中介的

面對面互動環境。當使用者確實表示他們選擇性的回應別人傳來的訊息時，這意

味著人是選擇性地分配「人際資源」；換句話說，使用者給予 A 跟 B 的「關注」

有所鑑別。筆者認為，這個關注力的差異，植基於使用分別與 A 與 B 的關係強

度。這不單單只是隱隱然覺察彼此關係的現況，科技本身賦予使用者的「自由

度」，成就了這個差異的生成。 
 
因此，當關係不斷向前進展時，科技無法就此置身事外，而可能在關係持續

前進的過程裡分一杯羹。本研究想提出的並不是科技全權決定關係的走向，而是

關係的形構極有可能是與科技共同完成；科技的可能性使之能夠與使用者攜手促

進關係脈動。 
 
參、中介化互動情境昭告「溝通主控權」的必要性 
 

網際網路造就人可以跨越距離相互連結，然而本研究卻發現，MSN 使用者

對於連結的情感相當「矛盾」。筆者從訪談中觀察到的是，對許多使用者來說，

關係的維繫建立在一個與人保持距離的前提。也就是說，使用者遊走於「連結」

與「隔離」之間。這個隔離展現於使用者操弄在場訊息的行徑。 
 
事實上，原本在場訊息的設計初衷就是希望幫助使用者維護個人清靜、不受

干擾。只不過這項設計或許在設計上未將人的情感複雜程度納入考量，也或許沒

有意識到使用者有的時候想阻擋的並非所有的連絡人，而是名單上幾名特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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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反之，使用者或許登入系統只開放溝通管道給特定對象。於是針對連絡人的

「區隔」滲入了使用者運用在場訊息的行為當中，才衍生出了「暗號式」的互動

模式，也因此帶出本研究的核心議題：人際關係的後設傳播。 
 
藉由上述暗號式溝通形式，也就是使用者透過操弄的手法，選擇性地開放溝

通管道。換句話說，透過控制在場訊息，使用者可以帶上「面具」，在他人面前

進行狀態偽裝。狀態作為擋箭牌似的功能，也賦予使用者不願意回應訊息的合理

化藉口。筆者認為，這項功能以機巧的方式被利用，作為使用者「擋人」的工具，

其反映出的是人希望可以總是自行決定溝通對象、溝通時機，以及溝通內容。在

互動過程當中扮演主導的角色，掌控「主動權」，而非被動地被人覬覦、伺機而

入。因此，當他們登入 MSN、進入這個可能同時進行一種以上的一對一互動的

環境，他們希望自己可以具有選擇權，主動決定對哪些人開了門，又同時向哪些

人關上門。 
 
溝通主動權的概念反覆出現在本研究中，這個概念又可以區分成不同的層

次：(1)選擇性呈現自我狀態：使用者切換狀態的自由度、阻擋干擾以自我保護

的過濾行為；(2)選擇性回應：使用者對於是否回應、回應速度，以及選擇溝通

對象的主控權力；(3)使用者對於關係的決定權：關係應該前進或者後退；(4)對
他人溝通主控權的尊重：確認功能的前導訊息；(5)A 理解「箇中涵意」，直接傳

送。這些概念可以透過圖十一表示，顯示使用者「認知、理解與行動」的過程： 
 

 
 
 
 
 
 
 
 
 
 
 
 

 

 

圖十一：溝通主控權概念示意圖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159 

                                                 
159 虛線圈表示使用者透過操弄在場訊息所構築的「防護罩」；筆者認為，這個虛線的部分，可展

 

A 意識 B 的在場訊息 

 

(1)B 選擇在場訊息，

支配個人溝通可得性 

(4)前導訊息 

(3)人際關係發展的方向：聚合或分離？ 

(2)過濾：選擇性回應

(5)「明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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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主動權在本研究扮演的角色為何？筆者在本文中曾提到，MSN 有別於

其他概念同樣是 IM 的服務（例：ICQ），在「關係特質」上有根本的差異。在

MSN 互動情境當中，使用者先於線上的過往交往歷史是相當重要的特徵，然而

在 ICQ 世界裡，使用者卻有比較高的機率，與全然沒有互動經驗的對象進行交

談。根據本研究的觀察結果，即便使用者處在一個彼此早已彼此認識的關係當

中，主要互動對象也是自己相當熟識的對象，溝通主動權卻是在互動過程不能被

動搖或竊取的重要元素。也就是說，使用者重視個人的「空間」，希望在連結之

於仍保有自我的「隱私權」。使用者能夠對此產生「將心比心」的態度，是因為

他們從自己的使用經驗中，理解這樣對於「個人空間」的需求，是每個人皆有的。 
 
肆、新規範的衍生 
 

在場訊息看起來應該是一個能指與所指的關係，但是根據訪談結果發現事實

並非如此。在場訊息的意義已被切割，儼然成為被置換了內涵意義的名詞，因此

造成這個功能參考價值遠勝於實質作用。本研究欲了解的是，當使用者發現這樣

的「錯位」時，亦即他人所選的狀態與其實際行為不符合使用者預期時，這樣內

外涵義抽換的情形是否衍生新的科技中介互動規則？也就是說，當人們發現在場

訊息在使用上有「斷層」(gap)時，他們如何去縫補隙縫？筆者認為，在達成雙

方對於在場訊息的共識之前，人必須針對符號進行試探與協商(Adler et al., 
2004)；共識一旦成立，也就是上述的錯置被彌補之後，這是否透露出有新的互

動規矩？ 
 
根據科技符擔性的概念，科技雖然提供探索的可能性，在此同時也限制人可

以怎麼運用科技；只要在限度之內，那麼科技可以被探索的空間或許遠遠超越了

其原本被設計的樣貌，在使用過程當中發掘出外於設計初衷的新使用型態。在第

一章的部份筆者曾引述幾則過往 CMC 研究，發現人際互動的形式，確實可能受

到溝通場域（平台）影響，因而成就新的互動形式。 
 
當關係涉入在場訊息之後，衍生出內外意義的錯置，人們必須依據經驗知識

進行意義的詮釋。換句話說，此功能並沒有辦法幫助使用者明確判斷他人的溝通

可得性。當溝通科技未能提供它們原本承諾提供的服務，使用者必須想辦法適應

這個「斷裂」(rupture)，此舉不但協助他們能夠上手地使用科技，在思考出適應

斷裂的解決方案之後，能夠善加運用互動科技，達成溝通目的。 
 
在第二章文獻回顧的部份，本研究曾引用了 Hutchby(2001)的研究結果。他

                                                                                                                                            
現在場訊息讓使用者有「操弄」可能，進而將原本的使用意義擴大。同樣地，A 也可以操弄在場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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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當人們運用了中介化的社交科技「電話」之後，雖然這項科技試圖替使用者

營造出好似面對面互動的「臨場感」，然而電話終究有其限制與不足。有別於面

對面情境人我之間可以援引各方線索判斷彼此溝通可得性，當人們透過電話隔空

交談之後，首先面臨的考驗即是「我在跟誰說話？」，因此他們在電話接通之後

那一刻起，便會進行確認的動作。電話帶來的第二項考驗則是人在確定談話對象

是預期談話對象時，必須確定對方是不是可以溝通，這個確認過程則必須憑靠詢

問之後，才知曉對方的溝通可得性。 
 

MSN 在功能設計上一項特別之處在於，使用者可以清楚掌握即將互動的對

象的身分。這與這項科技允許人們可以決定連絡人名單上組成份子的內容有相當

大的關係。當使用者面對他人「邀請」加入名單時，可以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

這個人的邀請，因此相較於其他屬性類似的 IM，160MSN 事實上讓使用者可以讓

個人的名單的構成相對單純，也就是連絡人通常仍與自己有外於 MSN 的互動基

礎。 
 
基於上述運作原理，MSN 免除了辨識互動對象身分的步驟；也就是說，聯

絡人各自以一種代號標明自我身份。然而，這個場域仍相當缺乏可以旁徵博引的

非語言線索，讓溝通可得性看似困難，而無法像面對面溝通可以經由眼神示意。

在場訊息這項關卡的設置就是為了便捷與幫助人們進行判斷，從字面訊息或許可

以掌握欲互動對象的溝通可得性。只不過，從本研究一路討論至今，無論這項機

制被複雜化因此成為隱晦透露關係的象徵物，或者，在場訊息儼然成為人的防護

傘，並透露互動主導權，在場訊息的實質意義在使用過程當中已然被削弱。有鑑

於此，使用者開始尋求「補救方案」，思考判斷溝通可得性的策略。 
 
在本次研究當中，筆者將使用者用以確認對方溝通可得性的方式區分成：(1)

前導訊息或前言確認法；(2)留言確認法。「前言確認法」指的是使用者傾向送出

「打招呼」式用語，引起對方注意的同時，也可以根據對方是否回應判斷當下是

否適宜互動。比較特別的是，有部份使用者採取的是「確認所在地」的方式。也

就是說，使用者可能送出詢問對方「在不在？」的訊息以利確認。筆者認為，這

除了與在場訊息的原本功用相牴觸，亦即這項功能應該要可以告訴使用者「是否

在電腦前」，另一方面也突顯出網際網路將互動兩端的人隔開，造成對方的確切

行蹤難以明確掌握的難處。尤其當在場訊息的使用意義已被擴張，作為識別人際

關係的工具時，使用者更難以直接視眼睛所見字面訊息為真，造成「身處何處？」

的問題顯得不易判斷。 
 
所謂「留言確認法」，本研究想要強調的是這個策略在「形式」上與上一段

                                                 
160 MSN 與 ICQ 的差別在於，ICQ 的使用者帳號是數字，由於這個軟體原本設計就是一種交友

軟體，因此在 ICQ 上遇到陌生人的機率相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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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方式之間的差異。也就是說，採用這種確認策略的使用者會將訊息的形式

組織成有別於招呼式用語，反而可能直接將自己開啟互動之後欲傳達的內容傳

出，再根據對方是否迅速回應，決定是否接著傳後續訊息。換句話說，這樣的試

探策略比較屬於將話題直接帶入，而省去了前述與話題無關的前導訊息。筆者認

為，或許是因為使用者這般傳訊形式，讓留言的互動形式逐漸浮出檯面，改變了

這個強調「即時互動」的媒介生態；亦即，使用者可以「即時」傳送、找到欲互

動對象，卻不表示也不必然對方得立即回應。 
 
根據以上的討論，本研究提出 MSN 在場訊息的功能意義錯置，造就了一種

特殊的對話開啟形式。使用者缺乏豐富資訊判斷對方溝通可得性，在場訊息也逐

漸成為使用者「各自表述」的工具，這項機制因此顯得較不具備指標性，反而僅

屬參考價值，確切溝通與否、在或不在的議題，都必須等待實際採取行動之後才

真相大白。然而，採取行動的形式卻有可能因為彼此關係的親疏遠近、訊息緩急

程度，或者對於在場訊息的意義解讀，產生歧異。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建議 

 
這個部分首先筆者將針對本研究執行方法的缺失進行反思。其次則屬展望部

分，提出與本研究議題相關的理論與概念的未來可能發展方向。 
 

壹、研究方法的反思：透過 MSN 進行深度訪談的缺點 
 

這個部分筆者欲說明的是，與研究方法有關的省思與檢討。本研究以深度訪

談形式一共訪問了 21 位受訪者，然後部分受訪者受限於地理位置或礙於時間因

素，無法當面受訪。筆者與受訪者商討之後認為，假若以電話作為訪談工具，所

費不貲，因此，雙方都同意直接以 MSN 進行訪談；這方法除了提供受訪者充裕

的時間回答之外，由於本研究就是討論 MSN 的現象，因此訪談過程可以幫助受

訪者更進入 MSN 互動的情境，刺激他們回憶過往互動經驗，甚至有部分受訪者

為了讓筆者更了解他們的使用習慣，在訪談過程中直接操作、展示（例：查證自

己是否被他人封鎖或刪除的方法），讓筆者可以更掌握他們的觀點。 
 
對本研究來說，MSN 最大的優點莫過於節省成本，另一方面也適時協助受

訪者追溯本身因為在場訊息而發生的互動經歷；然而，這個訪談方式的缺點卻也

不少。首先，筆者經常難以確實掌控訪談過程，造成訪談時間過長。在本研究第

四章曾提到，許多受訪者都同意平時他們在與別人透過 MSN 溝通的時候，通常

來說並非全神貫注、專心一致的；也就是說，MSN 這項科技物的獨占性，並不

如電視或者電話那麼強。他們習慣遊走於不同視窗，或許同時在 MSN 上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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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或許切換視窗，查看網路資訊。同樣的情況也有可能發生在訪談當中。雖

然筆者十分希望在訪問過程裡，訪談對象能夠盡量專心於訪談情境當中，然而，

這並非筆者可以全盤控制的。因此，有的時候難免出現筆者傳送問題，卻未能即

刻獲得受訪者回應。這樣拖延的訪談過程是否可能有損訪談內容的品質？ 
 
上述情況點出了另一個 MSN 訪談的潛在劣勢。在訪談過程當中，筆者當然

希望受訪者可以多加闡述，但是 MSN 互動卻似乎營造出一種比較斷裂且切割的

對話形式。也就是說，訪談過程經常發生筆者已進入新的提問，受訪者回應的卻

是前一個問題。此外，MSN 對話所形成的片段式文字，161造成對話流程容易遲

滯拖延，筆者也經常需要來回捲動(scroll)頁面，確認受訪者當時的回應是針對筆

者的那個問題。如此斷裂的對話過程也造成有時雙方針對 B 問題進行討論，受

訪者卻突然想到有關 A 問題的新想法，因此使得對話流程呈現被打亂的情況。

不可否認在口語情境中這樣的情況也容易產生，然而筆者在這裡想要強調的是，

MSN 的文字溝通形式使得互動雙方或許得經常往來於上下文之間，由於文字斷

裂跳躍，極有可能出現上文與下文無法對應的情形。 
 

透過 MSN 訪談可能形成的另一個問題是，由於網路互動缺乏非語言情境線

索，互動雙方通常只能夠透過對話視窗左下角的「xxx 正在輸入訊息」這項提示，

來判斷互動端的人是否準備輸入訊息。162然而，筆者根據實際訪談經驗卻發現，

很多時候當筆者預備回應受訪者觀點時，卻發現對話視窗左下角出現受訪對象似

乎也正準備輸入訊息的標誌；通常這個時候筆者傾向等待對方將訊息輸入完成再

伺機行動。然而，筆者也常面臨的情況是，受訪者可能輸入到一半停止輸入，或

者，對方可能也意識到筆者正在輸入訊息，因此暫緩了鍵入動作。如此一來雙方

都在猜測、等待對方輸入訊息，訪談流程因此受到延誤、不夠順暢。 
 

貳、延伸本研究發現：使用者的「隱喻」透露什麼？ 
 

筆者發現有不少受訪者，分享個人使用 MSN 經驗時，選用不同的「隱喻」，

藉此支撐自己的論點。舉凡比較整體的對於 MSN 溝通像什麼，而以「教室」稱

之，或者聚焦到了在場訊息上，而將這項機制比喻成「衣服」、「門鈴」，或者是

讓自己心靈獲得安靜的「防護罩」，筆者從 21 位受訪者口中，獲得豐富且多樣的

隱喻。 
 

                                                 
161 根據筆者平日使用經驗以及本次訪談心得，透過 MSN 進行溝通時，使用者很容易將同一主

題的一段話分次輸入，而非一次輸入完畢，因為這有可能造成對話視窗一次佔滿過多文字，造成

閱讀上的困難。 
162 MSN 在 1.0 版即推出「自動輸入標誌」(automatic typing indicator)的服務。在使用者的對話視

窗左下角顯示對談者是否同時正在輸入訊息，因此避免訊息重疊，MSN 溝通情境因此使得對話

更顯順暢，而不會形成「搶話」的窘境。參見 http://www.oldversion.com/program.php?n=ms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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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這群使用者決定用某種特定的隱喻，表達本身觀看這項科技物的

方式，並非無中生有；反而，他們述說的角度，相當可能受到其互動的對象、情

境、時間、地點，也就是整體來說，他們的「生活經驗」所影響。未來的研究可

以緊扣隱喻的概念，從中推敲出人們對於這項科技物的觀感與期待，進而勾勒使

用者運用科技的「生活脈絡」﹔他們為什麼這樣運用科技？這樣運用時候的情境

是什麼？互動的對象是誰？人與科技的關係是什麼？這些訊息並非理所當然，反

而透露出的是一個鉅觀的、社會性的使用行為。 
 

參、延伸本研究發現：再思網際網路基礎概念 
 

筆者從訪談過程中發現，許多使用者對於 MSN 作為延續人際關係的工具持

著「又愛又恨」的矛盾情緒。也就是說，在他們有另一個途徑可以維繫日常生活

中的關係時，他們又需要保有自我的空間，而並非總是處在可以被其他人干擾的

狀態。因此，使用者將自己包圍在 MSN 在場訊息所編織的防護傘裡，用以宣示

個人溝通主動權的掌控。 
 
筆者認為，CMC 互動場域缺乏線索以及匿名性的特性，本來就可能讓使用

者在連結過程中還能相當程度地與對方抽離。然而，MSN 談到的「連結與隔離」

的概念，似乎與前述 CMC 的情況不盡相同。在 MSN 情境溝通主動權的一再宣

示與捍衛似乎是使用者的終極需求。如果人登入 MSN 是為了與人連結、維繫感

情，為什麼他們又會產生一個與聯繫相悖離的渴望？這樣子的衝突對於人際關係

或人際溝通的研究有什麼意義？這是未來可持續探討的面向。 
 

肆、延伸本研究發現：再思科技中介的存在感 
 

許多受訪者指出，他們雖然有感於 MSN 對於生活產生「制約」，亦即一方

面他們希望可以暫時登出系統，163另一方面卻又覺得自己無法完全擺脫 MSN。

雖然登入系統並非總是為了聊天或告知事項，然而，誠如受訪者 R 先生所說，

他單純只要看到自己的名單上「有人」，只要不是「離線」狀態，對他來說，雖

然無法具體掌握對方的實際行蹤（物理位置），但是當他看到名單上的友人呈現

登入 MSN 系統的樣態，無論對方選擇何種狀態，或者究竟是否也在電腦前，他

卻產生一種對方好像真的「存在」的感覺。 
 
筆者認為，MSN 在場訊息營造出的存在感，可以就後設傳播的概念解釋之。

後設傳播的精髓在於訊息的兩個面向；任何訊息都發送出除了內容層面之外的關

係意義。這個觀點依附於人無時無刻都在進行傳播行為的定理。MSN 在場訊息

                                                 
163 受訪者 X 甚至在意識到自己過分倚賴 MSN，在訪談結束之後，告訴筆者她考慮將 MSN 電腦

「移除」，不再使用。她認為，自己對這項科技存在著很矛盾的情感，讓她又愛又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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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了字面意涵之外，以高一等的層次無形傳遞了人我關係的定義；這層定義可

能讓互動雙方意識到彼此關係的定位，也形塑出「我與你同在」的假象。筆者以

「假象」稱之原因在於根據訪談發現，在場訊息讓使用者有操弄的空間。因此，

選擇「線上」的人不必然在電腦前，同理「離開」者也可能一直透過 MSN 與他

人進行溝通之實。於是，互動對象的真實所在可能難以掌握，但是文字的訊息卻

營造出「你與我同在」的虛擬卻又真實的感受。 
 
筆者認為，或許人們對於「存在感」的追求，並非始於 MSN 溝通情境。只

不過，科技介入之後，人在資源不豐的前提下，因為無從確實觸摸到互動對象，

所以對於存在感的需求更被提升，更追求進用科技之後，科技能夠營造「天涯共

此時、你我共處一室」的意象；即便這樣的感受是建築在虛擬的基礎上。所謂的

存在，在科技介入之前，是以什麼樣的觀點切入？有關網際網路中人的「存有」，

以及在虛擬場域如何建築人們從人際互動當中獲得的存在感，這裡所謂存在感又

與現實空間的存在感，概念是否等同？本研究認為這是將來可以延伸探討之處。 
 

伍、延伸本研究發現：深化人際關係與科技構連的相關論述 
 

本研究在研究分析的第二部分提出人際關係在介面上似乎受到科技檢測的

觀點。然而，這個論點存在著關係在線下先成形之後，延續至 MSN 情境，人透

過介面再次確認(double-check)彼此的關係定義；於是，先存的線下關係是線上會

如何進化的指標。164但是，本研究發現在這個介面上持續進行著的關係，受到介

面機制變化的影響，而改變了關係的本質。受限於本研究篇幅，筆者對於關係與

科技並沒有再更深入耙梳。 
 
CMC 主導的研究命題探討的是全然線上成立的關係，雖然這種關係最後可

能改變場域，轉移到線下真實的互動，然而關係成形的過程與 MSN 十分不同；

本研究一再強調的是，MSN 的關係植基在既存的互動歷史上，是個關係延續的

平台。這個先存的關係到了平台上受到媒介特性的檢測。筆者根據訪談結果，認

為人我關係不只是在介面上獲得再度認可，而是有可能隨著介面變化，進而扭轉

了原本於線下場域確立的關係定義。本研究欲建立的是「人際關係乃隨著科技成

長或削弱」的觀點，科技在人際關係發展的過程中，兩者密切膠著。 
 
受限於篇幅與時間，筆者對於人際關係的著墨有所欠缺。過去的研究在看待

「人際關係」的發展時，是以什麼樣的角度論述？更精準一點來說，過去的研究

探討的是人際關係被中介的情形，165其研究視野是以什麼樣的角度切入？筆者在

                                                 
164 本研究雖然不斷以「線上」與「線下」關係指稱，然而 MSN 的情況裡，兩者是相互關連，

亦即 MSN 場域主要以線下關係延續至這個介面，而非如早期 CMC 研究中所指的，線上與線下

不盡然相呼應，或者可能全然相異。 
165 筆者認為，「中介」的概念不僅限於電腦中介傳播，電話或者手機也在範疇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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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的部分，為了鋪陳科技特性之於互動形式的潛在影響，提出幾則過去 CMC
的研究；這些研究確實指出人為了適應這個新科技環境採取的策略。然而，有關

「科技」與「關係」的構連，仍未見著墨。 
 
人際關係當中有科技的涉入之後，是否科技就是中立超然於人際互動以外？

或者，科技在關係演變的進程當中，亦扮演了舉足輕重的角色，卻沒有剝奪使用

者的自主性？筆者認為，人際關係與科技交會論述觀點爬梳，將是深入此議題的

首要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