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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前言 

從 eBay的「唐先生打破蟠花瓶」、「維多利亞紫羅蘭睡衣」以及「CWC英國
空軍制式軍錶」的廣告，標榜著「全球最大，當然最划算」，到 Yahoo！奇摩的
「什麼都有，什麼都賣，什麼都不奇怪」，兩對男女可以在奇摩拍賣上買全一整

個家，再到 PayEasy「陪你 shopping一輩子」的廣告，一個住在對門的男孩無意
間看到女孩的甜美笑容，從此愛上了她，便在她家門口樓下等著女生出門，想再

見她一面，沒想到女生都不出門，讓男孩十分納悶，後來才發現她都在 PayEasy
上購物，因此足不出戶；網路拍賣或網路購物儼然成為消費者血拼的新選擇，廣

告中所彰顯的也從原本較為功能取向的訴求（價格便宜、划算），轉為強調一種

新生活方式－藉由網路完成一切的生活方式，包括購物。 
 
網路商店的開放時間是全天候的，任何時候消費者想購物，連上網路，登入

拍賣網首頁，就可以瀏覽各式商品，並可以在任一時間下標，或點選「直購價」

的選項，shopping的動作就完成了；透過網路商店，顧客不需要考慮停車位的問

題，不需要考慮購物的時間是否會人潮洶湧，不需要面對撲克臉或黏人的售貨

員，愛怎麼看就怎麼看，不會有人干涉。而在網路世界裡，消費者甚至不必經過

風霜雨打及長途跋涉，不需自身體力及時間的歷練就可坐擁「全世界」的商品，

網路可「隨意的把不同地方的東西組合同時消費，創造新的消費地理學；摧毀了

實質的地理環境結構，逸脫了土地的制約，世界的地理意義被拼湊的商標符號扭

曲，商業資本顛覆了『賣場』的空間秩序，引誘大眾進入符號的消費與象徵權力

的握擁」1（鄧景衡，2002）。網路的快速、能動性、去地方感或許讓消費者有種

錯覺，購物似乎變得更為便利、輕鬆。 
 
愛爾‧霍孚（Al Hoff）的家位於賓州匹茲堡的中產階級區，綠意盎然，紅

磚建築，天花板挑高，裡面崇拜的東西是低價俗麗的物品⋯霍孚可能稱得上

是全世界最具權威的廉價商品購物專家。她在一九九○年代中推出了有關逛

廉價商店的網路雜誌，妙語如珠，可讀性很高，也出過一本《廉價物品》（Thrift 
Score）的書⋯乍看之下，霍孚似乎和 eBay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其實不然，

她很痛恨 eBay⋯霍孚最看不順眼的是 eBay抹煞了在真實世界購物的樂趣…
霍孚強調，購物應該屬於社交活動，應該無法預測才對⋯依霍孚的看法，想

在網際網路上擁有真正逛廉價商店的經驗是不可能的事。「慧眼獨具的樂趣

對我非常重要。只是打字輸入你想要的東西然後就買到手，一點真正的樂趣

                                                 
1 鄧景衡以此段形容大賣場的新消費地理學，而筆者則認為，以此描述網路拍賣或網路購物更為

貼切，因此在「賣場」一詞處加上引號，借用來形容這種新網路消費空間所呈現的商品樣態；而

在網路拍賣部分，的確也有用「賣場」來指稱賣家自行設計的商品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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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霍孚和朋友一起逛廉價商店時，也是社會經驗的一種延伸⋯霍孚

想在網路上複製這種社交的氛圍，所以加入論壇通訊，想認識其他喜歡逛廉

價商店的人。「他們會講，『噢，我找到很酷的東西說，』」她表示。「可是那

還是不一樣，因為那些人我都不認識。」⋯霍孚每次逛廉價商店的經驗都截

然不同，每次上 eBay的交易卻一成不變，制式化得讓人難過。「凌晨三點穿

著內衣褲打電腦買東西，感覺上有點悲哀，心靈有點空虛，」她說。 

                                            （Cohen, 2002:381-390） 
 
然而，從霍孚的經驗可以看出，在這個人人都宣稱覺得自己沒有時間的時代

裡，網路購物或許便利，讓人可以更輕鬆找到想要找的東西，卻似乎讓 shopping
變成一件平淡、毫無成就感可言、欠缺人味的活動，它不再是與工作分開的某一

特殊事件，而是任何時候、隨時都可以發生的事（Hine, 2003）。 
 
這樣的轉變並非沒有意義的，它的確構成線上購物行為（online shopping）

所可能獲得的其中一種消費經驗。目前台灣針對網路拍賣的研究大多從「經濟」

的角度出發，用量化的模式探究消費者的行為及參與動機，甚至進一步分析他們

的消費心理學或上網購買意願的影響因素，或是研究網路拍賣中的運作機制如何

能使消費者更有效且更安全地完成購物活動（朱瑞琪，2004；林欣晨，2005；許
安琪，2005；陳佾暘，2005；蔡事恒，2003）；但若僅將網路購物或網路拍賣視

為一種新消費工具或新消費行為，可能無法真正探究購物（shopping）這件事產
生何種變化，如何產生變化，而網路購物在這樣的轉變中所佔據的又是什麼樣的

位置或角色。 
 
我們可將網路購物視為一種新消費工具，但筆者認為，若將其詮釋為一種新

的消費現象，甚至是創造出一種新消費文化，那麼便可更為深入地探究消費者在

其中可能獲得的新的消費體驗與其意義。回顧消費文化的研究脈絡便可發現，大

多數的消費體驗與消費者所處的「空間」有密切的關係，亦即，消費者如何看待

並運用這些空間，又如何反思自己在該空間中的位置，皆會影響他們所能擁有的

消費體驗。正如不少學者將「網路」詮釋為一種空間類型，探究其間所發生的各

式活動如何定義「網路空間」，或如何為網路空間的特性所影響的相互作用關係，

網路在消費文化的角色中，也不應僅被視為是一個平台或通路－在這個虛擬空間

中，是否有個新網路消費空間正在生成，活動其間的消費者又如何運用她們的行

為形塑、詮釋這個網路消費空間的特色，並從中獲得何種特殊的消費體驗，便是

筆者在本論文中欲探討的。 
 

第二節 問題意識 

談 shopping時，隱私可能會是個古怪的概念。購物也許是很私人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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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少到近年來都還是在公開場合進行。我們很難得能完全獨自面對種種私

欲。購物會涉及他人，像是售貨員、朋友、其他購物者以及路人。只要持續

有商店存在而且有人上門購物，購物者面對資訊、協助和安心的需求，就會

持續與他們不願遭人評斷、不願私事曝光的心態處於緊繃關係。 
                                             （Hine, 2003:165） 

 
在以往的討論脈絡下，消費多呈現其公開的符號展示的一面，察看別人，同

時也被人察看。我們常看到消費研究中討論商品及其蘊含的符號意義，甚至其對

應的地位、社會階級、或說是品味、習癖、生活風格；而當一切商品轉換為符號

之後，走在街上，身處「購物圈」2中的每位消費者，在瀏覽櫥窗內的各式商品，

探索商品背後的符號意涵，甚至回應這個符號意涵所撩撥的慾望之際，也在表現

自己，從身上穿戴的服飾、穿戴的方式、站立、行走以及向世人表現自己的方式，

無時無刻不在彰顯符號訊息。Miller指陳： 
購物者之所以成為購物途中的重要展示項目，最明顯的證據就是購物者出門

購物前，會花時間打扮自己。零售商店和商場很快就被當成社交互動的公共

空間，而展示商品只在替人們提供和其他人有關的社交資訊（特別是某個人

們熟知的人）時，才會引發人們的興趣。 

（Miller，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75） 
 
然而，當我們意識到購物是種自我呈現，甚至是尋求歸屬時，我們同時也意

識到了他人的眼光，只不過，值得慶幸的是，在市集、商店街、百貨公司、購物

商城這類公共空間（公開場合）中，這群「他人」是具匿名性的，而這樣匿名性

讓購物者得以有身處個人想像世界的自由度。拉特尼與馬恩伯（Lehtonen & 
Mäenpää）便指稱，「城市公共空間是一個虛擬個體的社交世界，他們彼此共享

所見的現實，同時也保有私人的內心夢想世界和想像中的私人團體；他們避免發

生真正的互動，而只會利用他人及其為了內心享樂的意圖所刻意傳送的符號」

（Lehtonen & Mäenpää，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 272）。這番論述反映了購

物體驗有其私密且私人的特質，並促使筆者想問，網路空間應是更為虛擬，更倚

賴想像且具高度匿名性，甚至可謂完全是符號性互動的空間，且在該空間裡不會

發生過於密集觀看他人或陌生人之間「對視」的尷尬互動狀況，那麼網路出現後，

我們能否說在虛擬空間上演的購物體驗，某種程度上成全或保護了部分「私密性」

或「隱私」，而驅使購物者在這個消費空間中尋找能私密地面對商品、面對符號、

面對慾望的消費體驗？因此在本論文中，筆者欲構連網路空間與實體消費空間的

                                                 
2 「購物圈」（buyosphere）為 Hine自創的辭彙。Hine解釋，購物圈為一由許多實體與虛擬的場
所，及一種心境的共同組合。現代的「購物圈」由種種區域組成，有在商言商的賣場、附庸風雅

的商家、價錢奇昂的觀光商店與針對業界的新品展示會。購物圈包含購物中心、精品店、Big Box
（獨棟無窗、挑高單層、大面積、好停車的平價大賣場）、百貨公司、大型超市、跳蚤市場與網

站等；它也包括時尚雜誌、電視節目、報紙廣告、音樂錄影帶與所有準備把大眾變成購物者的媒

介（Hine, 2003）。購物圈不特定指陳某種購物方式或購物平台，它是對現代整體消費景況的統稱。 



 4

論述，探討一新網路消費空間的誕生，而其中「隱私」的購物體驗是否可能因視

覺消費經驗的不同，消費者與空間、商品，及與周圍匿名人群距離的改變而有所

不同，如此轉變又使得消費者的購物體驗產生何種變化。 
 
關於消費空間的討論，筆者欲從巴黎的拱廊街開始談起，因為不同於以往的

市集或市場是存在一開放空間，1822 年之後十五年間建造的這些拱廊提供人們

一個封閉的空間可以漫步、觀看或遊蕩，這樣一個新消費空間的設計轉移了消費

者以往在公共街道上習慣的社交活動，將目光專注在物品的消費上。拱廊街創造

出一個充滿物與符號的消費空間。 
 
而這個新型態的消費空間的出現，促使城市經驗轉變，巴黎社會因此誕生了

一種新俗民類型，班雅明稱其為「漫遊者」（Flâneur）：「他的目光飽覽新興購物
空間（有蓋的拱廊商場與百貨公司）中的新穎商品流轉，享受著觀看街上的貨車

與交易⋯他無須實際購買商品，因為在視覺上消費商品就可以滿足」（Crang, 
1998）。拉特尼與馬恩伯（Lehtonen & Mäenpää）提到，從十九世紀中葉巴黎的

拱廊街及百貨公司，乃至之後的購物商城、購物中心，議價的互動模式已不再是

核心的商業事件，消費者被大量供人購買的商品所包圍，而且不必透過櫃臺和售

貨人員便可觀看及接觸商品（Lehtonen & Mäenpää，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而羅沙林‧威廉斯（Rosalind Williams）亦指出：「消費者與銷售員之間
熱絡的言詞交鋒已被物品被動而安靜的回應所取代（1982:67）。」這代表購物將
成為人們及其可能買下之「物品」之間的互動，而不是和其他「人」之間的互動。 

 
即便消費行為已從與人的互動轉向與商品的互動，身處於購物中心或百貨公

司的消費者，仍有機會成為別人眼中的畫面元素。這類空間中所提供的高度匿名

性只是讓消費者的慾望及焦點轉移到商品，但「人群」並未完全消失，人們總還

是會在不期而遇中撞見別人，甚至在他人身上察覺自己的渴望。我們在觀看、打

量其他購物者的同時，也同樣被其他購物者所觀看、打量。在這種演變之下，人

群反倒成為這個城市最重要的景觀之一。 
 
而在百貨公司、購物中心出現後，更因為玻璃櫥窗的應用，再加上櫥窗設計，

不僅強化視覺效果，把透明性、敞亮性充分發揮以利於商品饑渴的催發，甚至將

一切原本屬於室內的活動更是公開展示在室外，漫遊者不只觀看商品，更透過玻

璃櫥窗觀看人群。漫遊者角色揭示的不只是人與物的新消費關係－一種純然視覺

享受的關係，亦揭示他與周遭人群的關係－「人群是面紗，熟悉的城市隱於其後，

有如幻影燈般向漫遊者召引。於其中，城市現化為風景，現化為房間」（張小虹，

2002:159）。我們甚且可以說，雖然從拱廊街到百貨公司到購物中心皆強調一供

各式商品符號展示的空間，但漫遊者在其中找到的樂趣卻是隱身人群之中以觀察

商品、觀察人群、觀察城市。只不過，自後現代符號消費空間諸如購物中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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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不論人群與商品都幻化成形塑該消費空間的符號、圖像，消費漫遊者也從察

看人群、商品、城市景觀轉而察看符號。 
 
 進入到網路空間後，沒有擦肩而過的路人，更不會發生與路人偶發性的目光

接觸，消費者的核心活動便是瀏覽商品，在一純粹只有物與符號陳列的世界中進

行消費。Baudrillard（1988）曾指出我們現今的社會正無處不受消費與富裕－即

繁複多樣的物品、服務及物質財貨－所構成的眩人奇景所圍繞，並對人類造成了

根本性的改變；而在網路平台出現後，沒有了實體店面，商品來自世界各地，這

種積累（accumulation）或豐富（profusion）的情況將更為突出。某種程度上看

來，拱廊街以降形成的消費展示空間似乎是被複製到網路上－各式的拍賣網或購

物網可說是拱廊街或百貨公司3的網路版－然其間進行的漫遊經驗卻是大異其

趣。我們或可說，在網路消費空間中，消費漫遊者更是純然察看符號，但最大的

差異之一，便是消費漫遊者是獨自面對個人私密的慾望。 
 
然而這樣的「獨處」也進一步影響消費漫遊者與人群關係的轉變。網拍或網

購本身的頁面只有各式商品符號的展示，是否意味著察看人群符號的活動消失

了，或被取代了呢？討論至此，網路做為一種溝通媒介的科技特性便必須被提

出。在這個網路消費空間中，這群新型態的消費漫遊者如何享受與人群及展示商

品相互結合的自由？前述提及消費具有私密與私人的本質，但正如 Friedberg
（1993）指出，以漫遊者作為原型的購物者，這種社會角色沒有廣場恐懼症
（agoraphobia），反倒是廣場愛好者（agoraphilic）。她們喜歡在逛街（漫遊）的
時候展示自己並接受眾人打量的目光。 
 
「購物活動本身就是發生在人群之中⋯能驅動購物樂趣的不只是獲得自主

性的潛在可能性，相反的，購物引人入勝之處，往往在於伴隨而生的特殊社交性

（sociality）；換言之，購物提供了一種創造和維持社會關係的手段」（Lehtonen & 
Mäenpää，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 263-64）。這再次揭示購物的曖昧本質：
一種徘徊在私人性與社交性間某個地帶的活動，且若非有「社交性」作為對比，

「私人性」不會如此被彰顯。 
 
筆者發現，存在網路空間中的這群消費漫遊者並非只在單一空間裡活動。在

網路媒介出現後，消費者便開始蛻變，開始懂得從網路上尋找資訊以幫助他們成

為更聰明的消費者－透過網路，顧客不需面對撲克臉或緊盯著顧客不放的售貨

                                                 
3 在 Yahoo!奇摩的頁面上甚至可以看到他們以「購物中心」、「商店大街」來為這些網路消費平台

命名。柯可利斯（1998）指出，使用這些空間語彙（網際空間的空間性）是企圖將資訊傳播空間
導向使用者所熟悉的舒適環境中；而當在熟悉的環境中所進行的思考與行動也適用於隱喻的環境

時，這些空間就會特別具有力量（Dodge & Kitchin, 1999）。在某種程度上，網路空間的確是建立

在實體空間的概念和語言上，以及使用這些語彙去創造互動的地點，進而產生出線上的空間

（Dodge & Kitchi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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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但又可以找到大量合乎他們需求的資訊，以彌補找不到售貨員問的缺憾。然

而因為網路購物又存在更多的不確定性，無法親手觸摸商品質感，或親眼判斷商

品的色彩等資訊，這群新型態的消費漫遊者，比起實體消費空間的消費漫遊者更

加依賴 BBS 留言版，他們不僅利用網路搜尋相關資訊以幫助他們判斷、選擇，

尤有甚者，他們會在網路上形成一種特殊的社會連帶（social bond），在討論版上

與一群陌生人討論、徵詢意見、交換購物心得。慢慢地，很多消費者在進行網路

購物之前，都會先上 BBS查閱相關訊息再做決定；而收到商品後，亦會主動 po
文發表心得，甚至將自己穿戴實際商品的照片放在網路上做為證據。網路減低了

消費者與售貨員間的緊張關係，反而促使消費者彼此間發展出另一種新連帶關

係，這樣的連帶關係或許是匿名且陌生的，卻無損於其間建立的親密感。只是，

如此的親密感與傳統消費活動中討論的「接受眾人打量目光」，或是偷窺的愉悅

大異其趣，他們已不僅是單純接受或單向觀看，甚至與這群陌生人主動建立社會

關係。 
 
網路不僅具有連結的功能，同時也能發揮隔離的功能，網路上的匿名性－僅

靠 ID做互動－所揭示的便是網路隔離功能所產生的效果，使用者可以隱匿其真

實世界的身分，拉開與真實世界的距離；在藉著網路的隔離功能抹去真實世界的

身份，卸下真實世界人際關係的牽絆之後，還反而能夠促成一些在真實世界中並

沒有條件發生的人際關係，「我們甚至可以這麼說，有一大部份網路對人際關係

的連結作用，是建立在隔離的前提上」（黃厚銘，2000）。或許正因存在著隔離的

前提，網路使用者更容易在這個虛擬空間中表露自己。網路相簿、部落格等網路

現象亦說明了，在網路出現後，原本屬於私領域的資訊、行為或活動逐漸進入公

開場域（所謂公開場域是指這些資訊是攤開在所有碰巧連到此連結的人眼前），

卻似乎不再那麼突兀或令人尷尬。這樣的轉變或多或少為網路空間下了新的空間

定義。如此，是否出現另一新的網路消費空間？對漫遊體驗又將造成何種影響？ 
 

Maffesoli曾提出一種以情緒的共同體而非理性的自我為召喚基礎的新部落

關係，他在“The Time of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中指
出，從早上離開家門的那一刻起到晚上踏進家門為止，我們每天都會游移在不同

小「部落」間，我們變換身份，在不同時刻被歸類到某個類屬中；這樣的部落，

成員間的關係是短暫、不固定、是片段的，最重要的是，它跳脫出過往因地緣關

係而結合的部落關係。在消費文化研究吸納後現代、符號消費、購物體驗等論述

後，這個「新部落」（neo-tribalism）概念便很適合挪用來討論新消費時代。 
 
進入網路消費時代，筆者發現，BBS討論版上的這群消費者所形成的部落

與Maffesoli所言的新部落若合符節，他們在各留言版中穿梭，搜尋自己喜愛、

有興趣的主題，參加討論，可謂名副其實的情緒共同體；再者，網路本身即缺乏

實際的地理空間，這群消費者更可謂名符其實的「心靈交會」（meeting of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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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空間的論述與網路科技的結合，究竟帶給網路消費漫遊者何種特殊的消

費體驗？筆者認為，或可借用「空間」與「地方」兩種對比的概念與感受來詮釋：

一則將網拍本身的購物頁面詮釋為一開放的空間，提供消費者空曠自由的空間

感，得以恣意的搜尋任何想要的商品，任何在世界各地販售的商品；於此同時，

消費者亦能在 BBS討論版上找到一個地方的安全感與歸屬感。在上網時，使用

者一方面可以待在私密的空間裡，保有私人空間裡的熟悉與安全，但又可以連結

到公共空間去尋求社交需求的滿足，甚至在私密性的保障下，可以隱匿部分或全

部的身份，再到公共空間自由地探索自己的身份認同；換言之，網際網路既使得

個人能夠回到家庭裡尋求社交的滿足，同時也能夠在家庭裡享受隔離的好處，只

不過這裡的社交滿足已經不再以家人為對象，而往往是遠方的朋友，乃至於是陌

生人（黃厚銘，2001）。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主軸 

從消費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購物（shopping）從來就不只在刷卡╱付現然

後拿到商品的那一刻才發生－它不只牽涉「購買」（buying）的行為－而是從我

們打算出門逛街、從衣櫥裡挑選合適的衣服、在鏡子前反覆打量、檢閱自己時就

已經開始了。購物不是個瞬間動詞，而是一個持續的狀態。這說明了，過去我們

出門逛街時，不只關心自己與瀏覽商品之間的關係，我們甚至關心在旁人眼中的

我們是什麼樣子，正因如此，我們也會不住地觀察在東區街頭、京華城裡、信義

商圈的天橋上來來往往的消費漫遊者4的打扮。正如 Falk（1997）所形容，在街
上閒逛的消費漫遊者是「在擁有美學凝視的偷窺狂與花枝招展的暴露狂間不斷徘

徊」。 
 
 由此即點出筆者想討論的第一個問題：在網路出現後，我們的確是不需要面

對人群的目光（即使是匿名的人群），我們不暴露，也不偷窺，我們只是專注地

面對商品，而且是獨自地面對私人的夢想與慾望。這與過往的漫遊經驗是否有相

似之處？又有何相異之處？在虛擬網路空間中，我們可以指認出什麼樣特別的漫

遊經驗？漫遊經驗中核心的視覺消費經驗是否會有所不同？ 
 
 漫遊者利用自身的行動將拱廊街等消費空間換化成室內的、私密的公共空

間，然而我們又該如何定義網路空間？它可謂創造了公開╱私密新的劃分準則，

在此「既隔離又連結」的空間中，使用者彷彿更樂於進行暴露及偷窺的活動。因

                                                 
4將漫遊者的社會角色注入當代消費者的特質，而轉型成新的消費漫遊者（shopping flâneur）的
社會角色，Falk & Campbell（1997）指出，是再自然不過了；雖說相較於他們在十九世紀的先驅

者而言，當代的消費漫遊者往往對物品的興趣高於人的興趣，然而新版的漫遊者基本上仍是「經

驗性消費者」，是享用都會自由空間的人，尤其會在各種人事物所提供的刺激之中，期待享有選

擇自由與隨意移動自由，以及與人群和展示商品結合的自由的人（Falk & Campbel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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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筆者的第二個問題便是：在網路上的網路消費漫遊者如何用自身的活動詮釋、

形塑網路消費空間呢？而另一方面網路空間對「私密活動」的新定義，與消費活

動曖昧的私人與社交比例，兩者是否能結合並論述出一新漫遊體驗？ 
 
 當筆者進一步觀察便發現，在網路賣場中，消費者或許是單純地進行物與符

號的交流，但消費者偷窺與被偷窺的慾望卻是轉移到 BBS討論版上。5在討論版

上，版友們互相徵詢意見、發表心得，他們在上面接受陌生人的讚美，向陌生人

們炫耀，甚至也揭露自己在購物時所面臨的困窘；他們在網路消費空間中所進行

的已不是純粹的「享受別人打量的目光」，而是進一步選擇公開私密，展現消費

活動的另一層社交關係。消費者選擇網路消費，似乎是為逃開實體消費空間中，

緊迫盯人的售貨員，然而真正處在安全且私密的個人空間後，消費者卻反而渴望

到 BBS版上分享購物經驗，尋求認同。從私密的討論進入消費的社交性，筆者

的第三個問題是：該網路消費空間發生了何種轉變？消費者在私密與社交之間，

是否找到「空間感」與「地方感」，即「自由感」與「歸屬感」兩種消費體驗的

平衡點？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從消費空間中人與人及人與物的關係轉變切入，與網路

科技特性結合討論，再藉由對網路消費者的深度訪談，探討現今線上消費行為的

私密性及社交性與過往的不同。換言之，從消費者對網路空間的觀感，對察看對

象轉變的態度，對「私密」的詮釋，及對新部落的依賴程度，筆者試圖勾勒出一

新網路消費空間及其間發生的新消費體驗，一個關於私人與社交之間新的曖昧比

例的消費體驗，而這樣的消費體驗是迥異於過去在實體賣場中所擁有的體驗。 
 
實體消費空間、網路空間、科技特性與消費行為是本論文的四大核心主題，

因此筆者將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針對這四大主題進行討論，試圖從個別的論述

中耙梳筆者所關注的公╱私比例如何產生變化，又如何賦予網路消費行為一種新

的消費體驗。首先，筆者先回顧以往針對實體消費空間的論述，從拱廊街到百貨

公司再到最近的購物中心，整理在這些消費空間中人與物、人與人的關係及距離

演變。再從此進入網路空間的討論，從網路上進行的活動試圖為網路空間定義，

並與前述消費空間的討論結合，以期能勾勒出一個新的網路消費空間的特性。 
 
另一方面，因為網路空間具有社會生成的空間性，是必須靠於其間活動的人

才得以建構出來，因此在討論完網路消費空間可能具備的特性之後，筆者將焦點

轉移至消費行為上，探討消費者對「私密性」的態度轉變會如何影響消費行為，

進而擁有新的消費體驗。也因為消費行為本身便可謂是一種「徘徊在私人性與社

交性間某個地帶的活動」，筆者欲借用 Simmel的「陌生人」類型的討論，及

                                                 
5筆者認為這也可說是網路消費的特有之處，它的消費空間可說散落在浩瀚的網路空間裡，而非

僅侷限在 Yahoo！奇摩、eBay、PChome等單一網路拍賣或網路購物空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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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ffesoli的「消費部落」概念，探討網路上的消費部落在該空間中所實踐的消

費社交形式、自我展現甚至尋求歸屬相較於傳統消費空間中的有何不同。 
 
第三章指出本研究如何操作以達成資料蒐集的目的，也對奇摩拍賣的背景稍

做介紹。資料蒐集則主要以深度訪談為主，輔以筆者自身的消費經驗及田野觀

察，訪問廿三位網路拍賣消費者，從筆者身邊的朋友群及在網路上張貼公告來尋

找自願受訪者。希望透過與網路消費者的對談，更深入了解不同背景之受訪者如

何使用網路拍賣，即她們在此網路消費空間中所進行的各式活動，藉此發覺此種

新興網路消費空間所可能賦予消費者的新消費體驗，與以往在實體消費空間中逛

街有何同與不同之處。 
 
有了第二章實體消費空間與網路消費空間的文獻比較做為基礎，在第四章研

究分析中，將對訪談結果進行討論，並與第二章的文獻對話，分別論述網路拍賣

與實體消費空間的不同之處，而這些不同之處又將帶給消費者何種全新的消費體

驗。雖然前面共列出三大研究問題方向，但筆者主要分為兩個層次探討，即消費

者 VS.商品與消費者 VS.人群，前者屬第一個研究問題的範疇，而第二與第三個
研究問題－「私密體驗」及「地方感╱歸屬感」則列入消費者 VS.人群的範疇分
別闡述，試圖發展出在網路消費空間中所能指認的新漫遊經驗。 

 
而在第六章結論中，希望綜合本研究所依歸的理論基礎和實際的訪談結果得

出理論與現象面上的發現，論述出一網路消費空間的特有漫遊經驗。最後，便是

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與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