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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圖 2.1 

 
                   資料來源：PayEasy廣告畫面 
 
 坐在電腦前，在網頁間穿梭，移動滑鼠，點擊每一張商品的照片，任由自己

沈浸在這些圖像、照片的視覺刺激，及其所誘發的種種幻想及渴望。而幾天後，

你甚至不用出門，商品就直接送到你家門口，消費活動已然完成。 
 

圖 2.2                    圖 2.3                   圖 2.4 

 
                       資料來源：PayEasy廣告畫面  
 
 進入網路空間的消費者，可說更加仰賴視覺，仰賴圖像，在這空間中進行

的消費活動無法靠觸覺、嗅覺、味覺、聽覺等接觸商品，人和商品的關係僅靠眼

睛交流。然而，早在十九世紀的拱廊街（arcade）出現後，一種新的視覺消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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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便開始醞釀，一種消費凝視（consuming gaze）逐漸生成－消費者一方面運用
視覺吸收商品散發的訊息，同時也回應在這項商品上他所看到的自身慾望，而這

些皆因建築設計而成為可能，在這以玻璃為頂、且和城市內其他區域隔開的空間

中，人們的眼睛自然被導向展示櫥窗，而櫥窗也反射出人們凝視時的影像（Miles 
& Miles, 2004:87）。這顯示出空間設計與新消費文化生成的關係：這種「私密的
公共空間」6的興起，促使消費者能更為心無旁「物」地察看商品，商品與消費

者的距離縮短，並直接訴諸觀者內心的慾望。不少都市社會學者在討論消費文化

的空間議題時，會從被視為現代性公共空間原型的十九世紀的巴黎拱廊街及百貨

公司談起，而廿世紀後半葉興起的購物中心則與之形成對比，並被列為後現代最

主要的公共空間（Zukin, 1995）。這些新興消費公共空間的確如前所述催生了一

種新的視覺消費經驗，但筆者亦認為，視覺消費經驗並不僅限於人與商品、圖像

的關係，還包含與周遭人群的關係，畢竟在現今消費社會中，消費者自身與人群

早在不知不覺中成為景觀（spectacle）的一部份。如Falk（1997）所形容，在街
上遊逛的消費者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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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暴露與偷窺的慾望也會反過來影響消費者的消費經驗。然，現在有

一個新的網路消費空間出現，是與先前實體的消費空間大不相同的，這個新興消

費空間是否促使視覺消費經驗出現其他轉變，不同的視覺消費經驗又如何改變人

與商品，甚至人與人群的關係，便是本章所要處理的議題。 
 
 本章將分為兩部分探討：第一節將回顧自拱廊街以降的實體消費空間及其

所帶來的消費體驗，不同時期的消費空間，如拱廊街、百貨公司、購物中心，如

何造成消費體驗的轉變；第二節則先介紹網路空間的特性，以帶出第三節對於網

路消費空間的討論，主要是希望能與實體消費空間及其消費體驗做對照、比較。 
 

第一節 實體消費空間：從拱廊街到購物中心 

 
 
 
 
 

 

                                                 
6 Don Mitchell（2003）曾在書中指出公共空間（public space）有兩種截然不同的涵意：一是傾

向將公共空間視為政治性空間，不同的聲音都可以在此發表而不受任何當權的組織團體的干擾

（coercion）；另一則是開放給休閒娛樂的空間，在此空間中的活動都是有計畫、有秩序的，而參

與其中的活動者可以安全無虞的看與被看。過往的都市理論中，多是著重第一層意涵的公共空

間，亦即其不僅指稱實際的空間範疇，也代表了民主（democracy）、社群的意涵，而街道、公園、
廣場便是體現民主與社群概念的場所；然而隨著第二層意涵的公共空間如百貨公司、購物中心、

節慶市集（festival marketplace）等的發展，第一層意涵的公共空間逐漸被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及私密化（privatization）而衰敗，或說被取代，甚至成為一擬仿（simulation）的名詞（Ligh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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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壹、拱廊街 

這些宮殿中神奇的立柱， 
 左右都是擺設展品的門廊， 
它們從各個側面向人們展示， 

 工業與藝術的競爭。 
 

－《巴黎新景象》（1828）               
                                                
 
在 1800到 1850 年間，興建了約 30座拱廊，這些拱廊提供人們一個封閉的空間

可以漫步、觀看或遊蕩。7Miles & Miles（2004）指出，這樣的設計轉移了消費

者以往在公共街道上習慣的社交活動，而將目光專注在物品的消費上。拱廊街造

就一種分心（distraction）、受到商品景觀誘惑、將購物視為一種休閒活動、自我
展示的行為模式，而這樣的模式在之後的消費空間發展變化下則是更加顯著。巴

黎的拱廊街可謂第一個成就現代消費主義（modern consumerism）的消費空間。
一份巴黎導覽圖甚至這樣描繪：「這些拱廊街是工業奢侈的新發明。他們的頂端

用玻璃鑲嵌，地面鋪著大理石，是連接一群群建築物的通道。它們是本區屋主們

聯合經營的產物。這些通道的兩邊排列著極高雅豪華的商店，燈光從上面照射下

來。所以，這樣的拱廊街堪稱是一座城市，更確切的說，是一個世界的縮圖」

（Benjamin，1973:262）。 
 
班雅明更是以「幻景」（phantasmagoria）來形容這樣的巴黎景觀，玻璃櫥窗

與煤氣燈營造出一視覺上的幻象，像魔術秀一樣迅速地變換，互相揉和、搭配。

它使消費大眾目眩神迷，且於此同時媚惑、欺騙消費大眾（Buck-Morss, 1989）。
馬克斯曾以「幻景」來形容商品騙人的外貌、表象在市場上造成的「商品拜物」，

但馬克思主要是針對當時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分析，討論交換價值如何模糊勞力所

生產出來的商品本身的價值；然對班雅明而言，新型態都市幻景的關鍵並不在於

市場裡流通的商品（commodity-in-the-market），而在於展覽的商品
（commodity-on-display），在此類範疇中，商品的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都不再具

有任何實質意義，純粹只剩展演價值（representational value）。即使人們無法擁
有該商品，轉換成展覽的商品拜物（fetish-on-display）一樣能吸引人們，挑逗他
們的渴望（Buck-Morss, 1989）。拱廊街的空間將購物變成一種美學的活動，消費

                                                 
7 Miles & Miles指出，拱形的行人空間（vaulted pedestrian space）在拱廊街出現時並不是一新的

設計，1640 年倫敦的 Covent Garden，1755 年地震後重建的里斯本（Lisbon）的商業中心，以及
著名的 Praça de Comércio皆採用拱廊設計，但他們至少有一端會與街道或廣場相連；而巴黎的

拱廊街創新之處便在於它的兩端皆為圈住封閉的，與城市的街區及四周圍街道分隔開，且屋頂為

玻璃所覆蓋（Miles & Mile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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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被教導如何櫥窗購物（window shopping）以及如何渴望這些奇幻的商品。 
 
而在這些商品化的娛樂消費空間裡，誕生了一種班雅明稱之為「漫遊者」

（Flâneur）的特殊社會角色。這個人物有好幾方面的矛盾－他關心「閒暇」時間，
卻觀看現代生活漸增的速度；他不涉身都市裡的買賣，卻為璀璨的新展示著迷；

他置身男人支配的公共空間，卻觀看藝術家世界中，數以千計無名的下層階級女

店員、主婦與妓女（Crang, 1998:55）。挑高的玻璃及鋼鐵支架替漫遊者創造了一

個新型態的公共的室內（public interior），讓他們可以安全無虞的在其間遊盪、
觀看而不受打擾。這些裝置使得公領域與私領域間的界線逐漸模糊。拱廊街是室

內與街道的交接處，但它也與周圍的街道、城市間隔開來，自成一區。拱廊街圈

劃出來的街道成了漫遊者的居所，他靠在房屋外的牆壁上，就像一般市民在家中

的四壁裡一樣安然自得；對他來說，閃閃發光的琺瑯商業招牌至少是牆壁上的點

綴裝飾，不亞於一個資產階級者的客廳裡的一幅油畫；牆壁就是他按住筆記本的

書桌；書報亭是他的圖書館；咖啡館的階梯是他工作之餘俯視家人的陽台

（Benjamin, 1973:102）。Friedberg（1993）甚至指出是「漫遊者」將公共空間再
度私有化（reprivatized），是他們將街道變成他們生活的「室內」。 

 
而煤氣燈可說更是造成消費空間的室內化（interiorization）。第一批煤氣燈

就是安裝在拱廊街的。煤氣燈－及之後的電燈，甚至是霓虹燈－營造燈火通明的

室內效果，不論白天黑夜，不管天氣是晴是雨，漫遊者皆可不受外在環境條件的

限制，盡情地閒逛。 
 
 在班雅明的描述中，漫遊者是十九世紀巴黎一個很重要的社會角色：漫遊者

漫步在城市的景觀及人群之中時，不斷遭逢各式新的經驗，並且不斷發展新的感

知能力（the stroller is constantly invaded by new streams of experience and develops 
new perceptions as he moves through the urban landscape and crowds.）（Featherstone, 
1998）。這些漫遊者會浸濡在城市裡各式各樣的感官刺激，他們希望融入人群，

迷失在感覺裡，任由自己被窺視（scopophilia）的欲望及愉悅所牽引；然而這些
漫遊者同時也進行紀錄的工作，將他們所感受到的任何印象紀錄下來。8漫遊者

就是在這種涉入（involvement）和抽離（detachment）之間，情緒的沉浸及不加

以控制，和詳加紀錄及分析這些印象之間發展出他們的「觀看詮釋學」

（hermeneutic of seeing）（Featherstone, 1998）。波特萊爾將漫遊者的這番觀看詮
釋學形容成「在柏油路上採集植物」（goes botanizing on the asphalt），換言之，

                                                 
8漫遊者在融入人群的過程裡，他們又必須隱形（invisibility）－他們可能必須戴上其他社會角色
的面具，並享受這種偽裝。他們雖然遊走在城市裡，卻像是這個城市的局外人或陌生人。有了這

層距離，他們才能在這場涉入且抽離的化裝舞會中自得其樂、盡情玩耍。Shields寫道：「陌生人
是外地人變為好像本地人；但漫遊者卻是本地人偽裝成外地人（The stranger is a foreigner who 
becomes like a native, whereas the flâneur is a natives who becomes like a foreigner）。」（Shields, 
1994:68; 轉引自 Featherston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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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者把通常用來觀察自然世界的超然好奇心與分類運用在都市生活上（Crang, 
1998:55）。在他們眼中，城市裡的所有一切都是新鮮、饒富異國風情（exotic）
的，也因此每一次的感官刺激或經驗的遭逢，對他們來說都是第一次，或者可以

說都如同第一次感受到一般吸引著他們的目光。 
 
如此看來，與其說拱廊街創造出一個專為物品的消費展示空間，倒不如說它

是為漫遊者圈出一個充滿圖像、符號的消費空間，甚至連消費（consumption）
本身也成為景觀。在這裡面陳列的商品，尤其是熙來攘往的人群，都成為漫遊者

眼中的畫面；然而不論是商品或是人群，漫遊者與他們的接觸卻都僅止於眼神交

會，這種視覺消費便是漫遊經驗的核心。誠如這首題為《給一位交臂而過的婦女》

的十四行詩所形容，不僅是商品，人群亦帶給漫遊者具強烈吸引力的形象。 
 大街在我們周圍震耳欲聾地喧嚷。 
 一位瘦長、苗條、哀慟、高貴的 
    婦人走過，用她泰然自若的手 
 莊嚴地撩起她那飾著花邊的裙裳； 
 
 溫文而高尚，以一種雕像的姿態。 
 從她那孕育著風暴的灰色天空 
 一般的眼中，我像瘋狂者渾身顫動， 
 暢飲銷魂的溫柔和那迷人的歡樂。 
 
 電光一閃⋯⋯隨後是黑夜！──你迅速的一瞥 
 突然使我如獲重生；消逝的麗人， 
 難道除了在來世，就不能再見到你？ 
 
 去了！遠了！太遲了！也許永遠不可能！ 
 因為今後的我們彼此都行蹤不明， 
儘管你已經知道我曾經對你鍾情！               

（波特萊爾，《全集》，第一卷，轉引自 Benjamin，1973:111） 
  

貳、百貨公司 

嘉莉穿過熱鬧繁華的走道，因兩旁醒目展示的小飾品、衣裳、鞋子、文具、

珠寶而深受感動。百貨公司每一個單獨的櫃臺皆是表演場，充滿炫目耀眼的

趣味與吸引。她不由自主地感受到每個廉價與昂貴的貨品都與她相配，但她

並未因此駐足。這裡無一物不合用，無一物她不渴望擁有。美麗的拖鞋與絲

襪，精緻的皺邊裙與襯衣，蕾絲、緞帶、髮梳、荷包，每件都勾起她不同的

慾望，但同時她也心知肚明，這裡沒有一件東西是她買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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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瑞塞，《嘉莉妹妹》，轉引自張小虹，2002） 
 
追溯百貨公司的起源，可說是以拱廊街與一八五一年倫敦的水晶宮萬國博覽

會作為其原型，百貨公司承繼了拱廊街以玻璃覆頂、鋼鐵支架，並將分散的零售

商匯集成一個消費空間的概念，而博覽會運用的商品分類、空間結構、宣傳方式

亦成為後來百貨公司構成的要素。9 
 
從拱廊過渡到百貨公司，一般認為「漫遊者」角色面臨挑戰。大城市裡的百

貨公司堆滿來自世界各地的奇珍異寶，五花八門、無奇不有，讓人滿心歡喜地「觀

看並且作夢，偶爾採買」，不僅強化了城市現代性中游移的「視覺快感」，更形塑

一種有別於拱廊街與漫遊者的城市空間感與觀看模式（張小虹，2002:161）。西
洋鏡（diorama）與商品的陳列，本身成為一項奇觀，吸引群眾觀賞新的展示；

這種「逛櫥窗」和視覺展示侵入了街道空間，吸引路人為之分神（Crang, 1998）。
而 Crawford（1992）亦指出，商品價格的標準化更是將購物（shopping）從採買
（buying）活動轉變成觀看（looking）活動的主要因素。 

 
一般在討論漫遊者時，其實預設了漫遊者為男性的角色，畢竟在班雅明的時

代，公共場所並非中產階級女性可以閒晃的適當場所。然而諸如百貨公司、茶室、

餐廳、旅館、博物館及展覽的興起，給予女性漫遊者（Flâneuse）現身的公共空
間。這些封閉的消費空間是設計來「內化」街道，使之成為私人空間，置於一個

擁有者的控制之下，但也是可以接受的中產階級女性購物場所；這些空間某種程

度上移轉了公共與私人領域的地勢（Crang, 1998）。Crang（1998）指出，維多利

亞時代都市思想的主流意識型態之一，乃是區分公共領域（生產工作、政治、理

性計算與男性支配），以及附屬的私人領域（假設為有關家務的「再生產」與消

費、情感與女性氣質），這兩組元素相互鞏固，根據這些編碼的空間，定義了合

宜的女性或男性行為；而拱廊街與百貨公司則將不同種類零售商之間的空間，轉

變為室內空間，成為資產階級住宅的延伸，也促進了依性別和階級10區分的城市

經驗。尤有甚者，百貨公司的公共性因大量女性的介入使用，而成功轉換為兼具

親密與愉悅的半公共╱半私密空間，一個用餐寒喧、喝茶晤友卻更為美輪美奐、

富麗堂皇的「第二個家」（張小虹，2002:162）。不僅因為男女框架的跨越打破了

公私的分野，玻璃櫥窗也是造成公私分野模糊的因素之一－百貨公司利用玻璃櫥

窗將一切原本是室內的變成室外，室內的任何商品、活動變得可見於室外，但另

一方面人與商品的關係卻也不再那麼直接，它讓街上的閒逛者可以盡情觀賞卻無

                                                 
9然而博覽會最大的成效還是在於讓除了中產階級之外的下層老百姓也開始對商品產生種種幻

想；在博覽會之後，無論貧富老幼，儼然形成一個「消費共同體」，而大街小巷的商店和百貨公

司則變成「物神的靈場」，隨時吸引大家去購買商品（辜振豐，2003:61）。 
10號稱「奢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luxury）的百貨公司，成為中產階級「學做」中產階級
的「消費學校」，透過商品美學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the commodity）與生活風格的銷售（the 
marketing of lifestyles），百貨公司以既混淆且區隔之方式，鬆動原有強調土地與世襲財產的舊階
級結構，建立以外觀展示、消費認同為主的新階級結構（張小虹，200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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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觸碰，在被拒絕和渴望的情緒來回擺盪之間，被這些商品完全吸引的閒逛者只

會愈發沈浸在如此的感官刺激中，慾望也因此越來越強烈。 
 
如此看來，百貨公司除了是公共╱私密、男性╱女性框架的互相結合及延伸

的場域外，也使得「漫遊者」多了層新的角色內涵，亦即在消費文化的脈絡下，

賦予消費者「漫遊者」的詮釋。 
 
這時期的漫遊者所處的環境與以往不同，不再是在一個封閉的、室內的拱廊

街中閒逛，而是在百貨公司內部或其外部面對玻璃櫥窗的街道上閒逛，然 Falk & 
Campbell（1997）指出，將當代消費者的特質注入漫遊者的社會角色，轉型成一
新的消費漫遊者（shopping flâneur）的社會角色，仍是再自然不過了；雖說相較

於他們在十九世紀的先驅者而言，這時期的消費漫遊者，其特色在於對物品的興

趣高於人的興趣，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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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14）。 
 
城市現化為風景，現化為房間。此二特色更進而形成百貨公司的建構，運用

閒逛（flânerie）去銷售商品。百貨公司是漫遊者最後的落腳處（Benjamin, 
1973）。 
 
百貨公司與漫遊者在時序上是巧妙共存的；在百貨公司，班雅明發現空間幻

化成各種商品構築成的地景，來到結帳櫃台之前，它是供我們遊逛、迷失的地方

（誠品好讀，2005）。然拱廊街與百貨公司造就的遊逛經驗畢竟不同，班雅明

（1973）便曾提及，如果拱廊街是室內11的古典形式─漫遊者眼中的街道就是如
此，那麼百貨公司便是室內的衰敗形式；若說街道一開始便是漫遊者的室內，那

麼現在室內變成了街道－漫遊者在商店的迷宮裡漫遊穿行，正如他從前在城市這

個迷宮一樣。 
 
從拱廊街到百貨公司，我們看到都市空間的轉化，當城市被煤氣燈照亮，玻

璃覆蓋的拱廊商場開張，大量生產的財貨充斥市場之際，城市本身已成為商品與

事件的奇觀（Crang, 1998:55）。 
 

參、購物中心 

雖然班雅明曾用幻景或夢世界來形容拱廊街與百貨公司所造成的商品景

                                                 
11建築歷史學家 Anthony Vidler聲稱，在 1830到 1848 年間的巴黎，正是拱廊街如雨後春筍冒出

的時間點，室內（interior）在消費社會發展成一獨特角色：它成為私密的幻想、私密的夢想成真
及私密品味的私密展示的場域。而拱廊街與繼之而起的百貨公司的展示櫥窗有一項共通點：曾經

是公開的現在變成私密，而曾經是私密的現在變成公開的（Friedberg,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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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但在上個世紀之交興起的百貨公司，仍只能算是以物品的大量生產、大量展

示、大量消費為主軸的消費空間，那時的貨品（product）尚未完全轉型為兼具使
用價值、交換價值與展示價值的商品（commodity），中產階級也正在「變成」消
費者，而那時的百貨公司與其社會文化氛圍，亦還不能以 Guy Debord筆下已然
成熟的「景觀社會」觀之，更遑論 Baudrillard所謂純粹符號系統運作的後現代「消
費社會」（張小虹，2002:162-63）。真正構築出一個符號消費氛圍的是在購物中
心（shopping mall）出現之後，「購物中心是個半公共空間（quasi-public space），
將消費者與圖像文化（image-driven culture）的符號系統結合在一起」（Gottdiener, 
1995:94）。不少學者皆認為，購物中心是以主題公園（theme park）為原型發展
出來的消費空間，Gottdiener（2000）便寫道：「主題式的消費環境使得空間體驗

（spatial experience）本身與其間發生的消費活動，都同樣吸引著消費者⋯消費
者可能會進到購物中心裡購物，但就像幾世紀以來在市區廣場或主要城市的市中

心遊逛的人們一樣，他們進入購物中心主要是為觀看與被觀看（see and be 
seen）。」這進一步說明空間概念已逸脫傳統上認定與地理、地方（place）有關，
而是更廣義的符號性的抽象空間感。 

 
班雅明曾將拱廊街視為一座小城市，甚至是一個世界的縮圖，那是因為他沒

有看到購物中心的出現。正如拉特尼與馬恩伯（1997）所研究的芬蘭的東郊購物

商場，儼然成為赫爾辛基的另一個市中心。它不僅是全方位的購物場所，也提供

許多公共性與私人性的服務，例如圖書館、社會保險機構的分支單位、戲院、游

泳池和遊樂場；而它內部的主要街道型拱廊商場，及位於其中的主要商店與三個

百貨公司更可說是市中心的翻版，但比起市中心來說，它又是一個室內空間，沒

有交通干擾，且在任何季節與氣候下都是溫暖而乾燥的（Lehtonen & Mäenpää，
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這些脫離城市且大多數開設於市郊的封閉空間，

總是推銷自己是個避難所，將以前的私有空間觀念往前推進一步－購物中心備有

自己的保全系統，嘗試再造某種理想城鎮的氣氛，街道上混雜的人群被帶入了私

有空間（Crang, 1998）。 
購物中心成了我們當代的城鎮廣場。這裡不僅是眾人偏愛的購物所在，也是

青少年流行的出沒地點，以及單身男女徘徊的會面場所。購物中心成了我們

的幻想城市（Wooden, 1995:37; 轉引自 Crang, 1998:168）。 
 
又如西艾得蒙頓購物中心擁有以舊奧爾良或是巴黎林蔭大道為範本的主題

公園，而帕洛阿托（Palo Alto）的史丹福購物中心則有地方意象的拼湊集結，例

如 Crabtree & Evelyn（十八世紀生活的形象）、Laura Ashley（浪漫化的維多利亞

初期）、維多利亞的秘密（待有十九世紀晚期妓院的聯想）、香蕉共和國（殖民的

裝飾）、迪士尼商店（1940 年代的影像）。若說百貨公司是取自世界博覽會的靈

感，那麼購物中心便可謂運用主題公園（theme park）的技術，創造一種超真實
感（hyperreality）。以布希亞來看，上述這些都是擬仿（simulated）的空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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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從來不曾存在過的事物的模仿，是沒有原版的複製品，並非真的源自任何事物

或地方，也促使 Shield指稱這些空間造就出一種他方感（elsewhereness）－它們
無法是任何所在，但是努力召喚某個遙遠的地方或時代（Crang, 1998:166）。購
物中心創造出另一種後現代式的視覺消費經驗，它不再是利用商品數量的激增及

玻璃櫥窗讓消費者既涉入又抽離，而是整個消費空間已經替漫遊者建立了另一種

疏離（estrangement）、異國化（exoticisation）的氛圍。 
 
Morse（1990）則宣稱，這種「分心作為一種觀看模式」（distraction as a mode 

of viewing）是從公路（freeway）的出現到電影院、電視及購物中心一路發展下

來（Morse, 1990，轉引自 Friedberg, 1993）。這種觀看模式也將原本漫遊者在拱
廊街上遊蕩所感受到的當下（here-and-now）的感官刺激，轉而形成一種去空間

性（space-off）的「其他地方」（elsewhere）。而之所以會有如此改變，是因為受
到媒體文化（media-driven culture）的影響－在購物中心中，存在各式跨越時空、
包羅萬象的主題，然而當它們被組合在這個消費環境時，卻呈現出弔詭的協調，

因而將這個提供消費活動的地方與更龐大的媒體文化脈絡建立連結（Gottdiener, 
2000:274）。Langman亦曾指出在討論購物中心時，不能忽略其與電視的大量中

介影像（mass mediated images）所造成的既刺激（stimulate）又鎮定（soothe）
的影響是相似的（Gottdiener, 1995:95）。拱廊街上的任何感知經驗是存在於「此

時此地」的，只是，隨著技術改變，電影院的大銀幕、電視營幕，甚至是電腦螢

幕都在複製這些影像，利用複製的影像把觀看者帶入另一個不在場的「其他地

方」，甚至可能是其他時空。這些技術（電影院、電視、購物中心、電腦等）在

某種程度上挑戰了觀者對真實的概念及想像。 
 

肆、個人 VS. 人群 

消費從來就不僅僅只是私人的活動。消費所仰賴的是一套公開的符號意義

（public meanings）、公開的語言體系（public language）…即使我們認為個
人的消費活動是私密的，但它實際上卻是很引人注目的一種表達方式，而它

之所以有意義不僅存在於個人的陳述當中，更重要是透過「公眾的注意」

（attention of public audiences）獲得彰顯。    （Silverstone, 1994:175） 
 
消費從某個角度看來並不只是滿足欲求的行為，而是表現行為及意義生成行

為，因此消費行為無法在私密的空間進行，它需要社會性空間，亦即基於符號體

系的戲劇性空間（星野克美，1988）。我們可以看到，長久以來，消費便是存在

於公共空間裡的一種半私人活動。的確，從拱廊街出現到百貨公司，甚至是購物

中心，消費空間的轉變使得消費行為從原本與人的社交互動（例如傳統市集和市

場，傳統市場完全由人與人之間的交易構成，市場上每一樁買賣都是在交際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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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人與人邊喝茶邊講話）轉向與商品的心領神會12，它們試圖利用建築等技術

在公共空間中劃出一個允許私密活動的空間，然而之所以稱為「半私人活動」便

是因為身處於這些私密的公共空間中的消費者，雖然是回應商品所挑起的個人慾

望，卻是在眾人目光下進行，不只是與私人有關，而可說是一種公開的私密交流，

每一位在這些消費空間中活動的消費者，皆有機會成為他人眼中的畫面元素。「人

群」仍是消費活動中一項重要因素。我們在消費文化中看到最明顯的轉變是從現

代性到後現代性的過程中，商品符號的逐漸豐富；但不可諱言地，「公眾的注意」

才是使這些商品符號有意義的要件。 
 
而另一方面，與四周陳列的商品一般，人群亦成為消費空間中的景觀之一。

正如前述那首十四行詩中所提到的婦人一樣，她僅僅是走在街上，殊不知她的衣

著、她的一舉一動已成為漫遊者眼中的畫面，甚至在交臂而過的那一瞬間在腦中

創造出一段想像的，且可能永遠不會實現的愛情經驗。然為什麼是不會實現的

呢？拉特尼與馬恩伯（1997）在針對芬蘭的東郊購物商場的研究中曾提出一種「街

道的社交性」（street sociability），其特色是人們對外物感到興趣，卻又帶有冷漠

感與匿名性，正是如此心態，使得這類型的公共空間富有樂趣－他們小心翼翼的

減少眼光接觸及近身接觸的機會，卻又彼此心照不宣，在他們之間瀰漫著一股「有

互動交流的可能性，但真正發生交流的機會並不高」的氣氛。也因此漫遊者與人

群的關係亦純然是種視覺享受的關係。 
 
然而，我們與人群的距離，因著不同的消費公共空間發展而有所不同，這些

變化亦能左右我們的消費體驗。在拱廊街時代，正如班雅明形容，漫遊者不像其

他行人一般不加思索便投身擁擠人群中，他需要一個可以回身的餘地，並保有自

身的主體性，因此漫遊者同時因身處人群中而感到愉悅，卻又是帶著偵探的眼光

審視人群。 
不久前一個秋日午後近黃昏時，我坐在倫敦D 飯店咖啡廳寬敞的凸窗旁邊⋯

大半個下午就這樣自得其樂，一會兒細讀報紙上那些廣告，一會兒觀察咖啡

廳裡雜亂的人群，一會兒透過被煙燻黑的玻璃凝望窗外大街⋯我以前從不曾

黃昏這個特定時刻，待在這樣一個位置，所以窗外人頭湧動的海洋，使我心

中充滿趣味無窮的新奇感。我最後完全不再理會咖啡廳裡的情景，全神貫注

望著窗外的畫面。我的注意力起初有點浮泛。我看著熙來攘往的行人，想到

的是他們的群體關係。但不久我就開始注意細節，開始饒有興味地注視形形

色色的身姿、服飾、神態、步法、面容，以及他些臉上的表情。很大部分行

人顯出心滿意足、有條有理的神態，似乎所思所想只是穿過蜂擁的人群。他

們的眉頭皺在一起，他們的眼睛飛快轉動；被人推搡碰撞不急不躁，只是整

                                                 
12 Rosalind Williams（1982）指出這些場所所誘發的一種麻木的催眠狀態（numbed hypnosis）－
消費者對商品被動、沈默的回應－是現代大眾消費文化中典型的社交形式，正如在過往上層階級

的消費文化中，典型的社交形式是沙龍一般。換言之，購物成為人們及其可能買下之「物品」間

的社交活動，而非與其他「人」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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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一下衣服又匆匆前行。另有數量不少的人姿態中透露出不安，紅著臉一邊

走一邊自言自語，比比劃劃，彷彿在摩肩擦背的人流中覺得寂寞。當行路受

阻時，這些人會突然停止嘀咕，比劃得更厲害，嘴角露出心不在焉且過分誇

張的微笑，等著前面擋路的人讓開道路。如果被人碰撞，他們會豪不吝嗇地

對碰撞的人鞠躬，顯得非常窘迫不安⋯隨著夜色加深，我對窗外景象益發濃

厚…剛才還與殘留的暮色爭輝的煤氣燈光此刻終於佔了上風，在所有物體上

頭下一陣絢麗奪目的光亮…燈光的強烈效果使我的目光只能侷限於每個行

人的臉；雖然窗前燈光急促閃爍，讓我只能對每張臉匆匆瞥上一眼，但在當

時特殊的精神狀態下，似乎甚至能在那麼短促的一瞥間，從一張臉上讀出一

部長長的歷史。                            （愛倫坡，《人群中的人》） 
 
拱廊街的確建構一處新的、關於物的消費空間，但在其中遊蕩的漫遊者大多

數時間是將目光投在人群身上；不論是愛倫坡（Edgar Allan Poe）的小說或波特

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詩作中，都可看到對漫遊者與人群關係的描繪。在
拱廊街這個消費空間中，漫遊者與物品的關係或許不那麼直接（展示櫥窗及消費

凝視誕生的緣故），但他們與人群的關係絕對是直接的：他們隱身人群中，透過

人群感受城市及商品對他們的魔力召喚，而同時這些人群亦是他觀察的對象之

一。Featherstone（1992）便指出，漫遊者敏於形象與符號的流動，深諳大眾消

費文化的精髓在於透過形象包裝慾望，以致於催生出一真實與形象（image）、藝
術與日常生活易位的魔幻慾望場域（楊麗敏，2005）。我們或許可以更進一步闡

釋，對漫遊者而言，人群亦是在城市這個魔幻慾望場域中流動的形象與符號，在

他們的諸多形象中，包裹的則是觀者的慾望－就如同漫遊者與那位婦女之間產生

的想像的愛戀，正是一種無關真實的慾望表達。然筆者卻也認為，從拱廊街開始，

漫遊者便慢慢在適應一種凝視與偷窺的消費體驗及其帶來的愉悅。 
 
拱廊街消費空間的出現，不論商品或人群都是以一種新奇的展示方式呈現在

大眾面前，也因此使得大眾為之目眩神迷。但在此階段，它們還不能算是布希亞

口中那群擁有符號價值的商品。直至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出現後，商品大量積

累，改變了人的慾望特質，才開始為了強調差異而賦予商品符號意義，甚至發展

出一符號系統，「物品轉化符號不在蒐集其在個人具體關係間所代表的意義。它

利用和其他符號間的不同關係來預設本身的意義⋯故，只有當物品作為殊異的符

號自主化後，且因此得以系統化後，人們才能夠去討論消費和消費的物品」（Slater, 
1997）。依照布希亞的說法，消費不再是以物品價值的使用為目的，它已經變貌

為以如何具有新差異性的符號價值，及這種意象和符號性的擁有為目的了。 
 
因此，在消費空間與其間形成的消費文化歷經轉變後，相較於作為原型的漫

遊者，新版的消費漫遊者對物品的興趣明顯高於對人的興趣，如此的消費漫遊者

可謂更加專注於探索私慾，探索物所代表的夢想及渴望。但亦如 Falk & 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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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所言，新版的消費漫遊者基本上仍是「經驗性消費者」，尤其會在各種
人事物所提供的刺激之中，期待享有與人群和展示商品結合的自由。商品轉化為

符號後，消費漫遊者便也開始學習利用各式可加諸於身上的符號展示自己，享受

暴露與偷窺，他們把迎面而來的各種物體影像，包括周遭的人與物都當作刺激想

像的刺激物，但探尋的卻是內心個人的私密體驗，而前提便是靠身為眾多無名氏

的其中一份子而成就的－「人群是創造個性的一面鏡子與屏障，也是身為人群一

份子所需的面具背後所隱藏的一面鏡子與屏障」（Lehtonen & Mäenpää，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281）。 
 
換言之，這些消費空間中所提供的高度匿名性讓消費者的慾望及視線焦點轉

移到商品，但同時又必須感受到周遭人群的存在；而當人們不經意撞見他人，在

這些他人身上「一次又一次觀看到和經驗到的[卻]是自身的慾望」（Barry，轉引
自 Falk & Campbell, 1997:273）。當我們觀看、打量其他購物者的同時，也同樣被

其他購物者所觀看、打量。Hine（2003）便曾形容這些消費空間是由窗和鏡子構

成的地方：「窗讓我們能夠窺視，瞥見無數改觀的可能；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一

度唯有權貴能目睹，在購物圈裡一切都公諸於世⋯鏡子則幫助我們將自己視為景

象的一部份，也激發我們思考自己有可能變成什麼樣。」 
 
其實邁入後現代的消費社會，不論是商品、人群、消費漫遊者自身皆成了構

成消費空間的景觀符號，新版的消費漫遊者或許並不是對物的興趣高過對人的興

趣，而應該說是對符號、意象的興趣高過一切－人群、商品對活動於百貨公司、

購物中心這類型消費空間中的消費漫遊者而言都幻化成符號與意象，而這些消費

漫遊者亦從察看人群的位置轉而察看符號。 
 

伍、小結 

雷格諾（John Rignall）（1989）曾做過一個總結說：漫遊者天生就一副文本

互涉的體質，身上流動著來自波特萊爾的詩集與文論、愛倫坡與巴爾札克的小

說、狄更斯有關自己藝術創作的信札、馬克思的商品崇拜理論、以及有關巴黎的

紀錄性與歷史性書寫等等血統屬性，因此漫遊者可以是一觀察的歷史現象，可以

是十九世紀某一類型的巴黎人，可以是都市生活經驗的呈現，可以是一種文學主

題，也可以是商品與人群關係的意象（Jenks, 1995:149）。而筆者在這一節中便試

圖以「漫遊者做為商品與人群關係的意象」來討論空間、商品及與人群關係的變

化。 
 
拱廊街、百貨公司、購物中心有個共同點就是它們都在形塑一個以物╱符號

為主的消費空間，甚至是欲創造一個物╱符號的夢世界（dream world）；而漫遊
者用他特殊的閒逛方式重新將拱廊街這個消費空間定義為私密空間，班雅明便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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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漫遊者為「在家的街上的人」（street person at home），消費空間也可謂從此
有了私密的屬性，消費體驗也於焉產生－最明顯的便是一種視覺消費體驗的出

現，「符號與表象（appearances）已經在這個環境中獲得新的重要性，且逐漸取
代了傳統上社會及地理範疇的敘事內容，於是展示及視覺效果都成了備受矚目的

新焦點」（Nava, 1997，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102）。即便如此，拱廊街提

供給漫遊者的空間並不是全然私密，也不全然公開，而可稱之為是一私密的公共

空間；在拱廊街之後出現的百貨公司或購物中心等消費空間，更是承繼並延伸「私

密的公共空間」的意涵，讓消費漫遊者得以更無虞地在其間遊逛、觀賞、消費。 
 
如此看來，漫遊（flânerie）及視覺消費便可詮釋為漫遊者挪用（appropriate）

都市空間的方式，它是在一特定場所中進行的一種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
而這特定場所即是城市中室內及室外的公共空間（interior and exterior public 
spaces），諸如公園、人行道、廣場、拱廊街，甚至是購物中心等（Shields, 1994:65）。
而另一方面，漫遊又為公共及他人牽引（flânerie is public and other-directed）－
漫遊者在這些私密公共空間中漫遊是因為他需要看與被看，也因此他需要人群，

一則作為其觀看的對象之一，二則是當他的遮蔽，保護他的匿名性及個體性，讓

他可以安心地觀看其他的人事物。 
 
從這些描述，我們或許可以得出一個結論，即漫遊者面對商品或人群的態度

都是既涉入又抽離：一方面為各式商品著迷，另一方面卻不涉身任何一樁買賣；

一方面因身處人群中而感到愉悅，另一方面又帶著偵探的眼光審視人群。但無論

對象為何，他都在享受身處這些私密公共空間中窺視（scopophilia）及觀看所帶
來的愉悅。 

 
正因為如此，在百貨公司出現之後，不少學者認為漫遊者不再能與商品保持

距離，漫遊者漠不關心（dispassionate）的凝視，在他化身為消費者後，因商品
化的空間挑起的熱情涉入（passionate engagement）而消散，他所思所想都為購
買及佔有某件商品（Ferguson, 1994:35）。Victor Fournel 也曾哀悼漫遊者觀察家
的技巧及其個體性，已被「Badaud」取代－只會目瞪口呆地看著城市景觀，以致
目眩神迷，忘了自己（Featherstone，1998）。 

 
的確，消費社會出現後，城市景觀越來越複雜，圖像也瞬息萬變，隨著廣告、

櫥窗展示等的出現，對流行品味的追求的教育，以及繼拱廊街而起的百貨公司，

在在使城市變得陌生，城市景觀也越來越走向異國化（exoticisation）。而在漫步
到後現代之後，消費空間更不再僅是商品堆疊，製造豐富（profusion）錯覺的空
間，而是由符號錯置所組構的空間。漫遊者不再是為商品著迷，而是為符號及景

觀著迷，亦從被人群圍繞並察看人群的位置，轉換為察看符號－就連人群都是被

一個個符號所辨識出來的－漫遊者與商品及人群的關係產生變化。然而筆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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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漫遊經驗不斷轉變，並不表示漫遊者會隨之消逝，這或許是意味漫遊經驗的

多重形式－在不同空間下，我們都可指認出不同的漫遊經驗。 
 
由此可以看出，漫遊經驗中空間、商品、人群等元素之間相互的關連，而其

中的核心活動便是視覺消費。然而如今，進入網路發達的世代，在虛擬網路空間

中，我們可以指認出什麼樣更特別的漫遊經驗？視覺消費經驗是否也會不同？漫

遊者與空間、商品、人群等元素之間的關連又會如何改變？ 
 

第二節 網路空間 

 
一個多世紀以前，詩人兼評論家波特萊爾認為，觀察並理解現代社會最好的

方式就是在街道上閒逛，在大都會中的商店間流連。波特萊爾認為漫遊者是

最能參透現代性精髓的社會角色。[然]布希亞[卻]把漫遊者綁在電視機前的
搖椅上。漫遊者不再閒逛，閒逛的變成是電視影像、廣告及它們推銷的商品

與愉悅（joy）－它們在一群被麻痺的觀看者面前流動；而觀看（viewing）
則是之前的漫遊者僅存的活動。波特萊爾筆下的漫遊者成了布希亞口中的觀

看者（watcher），而這個觀看者亦因為自身的經驗，對大眾的不移動性

（immobility）非常熟悉。                       (Bauman, 1992:154-55) 
 
或許誠如 Bauman所言，媒體科技的出現如電視使得觀看者漸趨固定、被動，

準備好接收任何放置在觀看者不動的身軀前建構出來的虛擬真實，但是這些媒體

科技，尤其是筆者所欲討論的網路，都創造出一個沒有邊界、無垠的空間想像；

觀看者的身軀不曾移動，但他們進入這些虛擬空間後，所實踐的漫遊卻是無盡頭

的。Featherstone（1998）曾借用班雅明「漫遊經驗」（flânerie）的概念，從另一

個角度看待現今的網路生活，他指出城市漫遊者與網路漫遊者之間的差別即在於

速度與移動力－城市漫遊者就是四處閒逛，讓在城市中遭逢的各式印象、影像吸

收入他的潛意識裡；而網路漫遊者則能快速且大範圍的移動，他的步伐並不受限

於身體本身的移動力（capacity of locomotion）。在某種程度上來說，城市漫遊者

反而可能是被動的，他讓自己被這些人事物所提供的刺激所包覆；然而網路漫遊

者則因為超鏈結（hypertext）的功能，可以自由選取自己的下一步要走到哪裡，

而且每個人做出的選擇是不同的，也沒有任何限制－不像在城市中行走會受限於

人行道、交通號誌，因而改變選擇的路徑。在網路世界裡，漫遊者不再是慢慢踱

步，而是「悠閒的跳躍」－身體是悠閒的，但所跨出的步伐有時可能是從美國到

韓國，從台灣到香港的距離。網路世界所形成的城市街區（city square）13才真的

是名符其實的「世界的縮圖」。然而我們該如何理解網路空間呢？ 

                                                 
13 螢幕已經成為城市街區（the screen has become the city square）（Virilio，1997；轉引自
Featherston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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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網路空間的定義 

 諾瓦克（Novak, 1991:251-2）認為網路空間是一種「流動的建築」（liquid 
architecture）： 
流動的建築是指，在某種形式上，它是一種會呼吸、有脈動、會跳動的結構，

另一方面又像是土地一樣的存在形式。對流動的建築而言，使用者的利益之

所在，就是其利益之所在；流動的建築會隨時開放來歡迎我，以及與我熟稔

的朋友；它沒有大門，也沒有玄關，隔壁的房間是隨我興之所至，它就會在

那兒，供我所需。流動的建築理有流動的城市，城市的價值隨不同背景的訪

客而改變，不同的人會看到不同的標地物，景觀也會隨著想法而改變，而當

想法成熟或改變時，景觀也隨之開展。 
 

 密契爾（Mitchell, 1995）則說網路空間是反空間的（anti-spatial）： 
你無法說出它在哪裡，或是描述它的形式與比例，也無法告訴一個陌生人怎

麼走到那裡。但是你可以在網路空間裡找到你所想要的東西，而無須知道它

在哪裡。網路是包圍性的，不特別存在於某個地方，但卻是無所不在的。你

不是走向他；你可以從你所身處的任何實體位置去登入它⋯網路互動的去空

間性破壞了地理編碼（geocode）的要訣（Dodge & Kitchin, 1999:117）。 
 

 摩斯（Morse, 1997）將網路空間描述為一種無限的、無形非空間

（non-space）： 
虛擬的景觀是臨界的空間，就像洞穴或佈滿水氣的小木屋一樣⋯⋯只透過由

其虛擬性來說的話（虛擬空間既不存在於此處，亦非存在於彼處；既非想像

也非真實；雖然具有生命力，卻既不是活著的，也沒有死去），網路空間是

一個連續的空間，所有事物在網路空間中確實發生了，但又不是那麼真實地

存在（轉引自 Dodge & Kitchin, 1999:117）。 
 

 曼麻利亞（Memarzia, 1997）卻指出網路空間的數位景觀僅擁有地理特性

（geographic qualities）： 
在網路空間裡，沒有所謂的物理限制，也無法描繪出我們所描述虛擬空間的

動態或俗世空間的特質。⋯虛擬空間裡也沒有測量範圍的標準。而且對於使

用者或觀看者而言，所謂的範圍是因人而異。網路空間是不連續的、多度空

間的、自我映照的。⋯一般說來，所有適用於真實世界中的規則，在網路空

間裡均會受到挑戰，而且關於空間的特質與限制也取決於定義這個特殊數位

空間的特別規則（Dodge & Kitchin, 1999:116）。 
 

 在《空間地圖》(Wertheim,1999)這本書中，Wertheim 便已主張網路空間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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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了西方長久以來隨著科學的發展而逐漸褪去的心物二元論傳統。早期西方

哲學思想最大的特色在於把物質與精神對立起來的二元宇宙觀，且在思考人

類本質時偏重於精神面；而二元論的思想落實到空間觀時，所呈現的便是把

世界看成是由靈魂所在的心靈空間與身體所在的物質空間所組成，而且從中

世紀甚至文藝復興早期為止，無論是哲學、藝術還是科學都是以精神面的宗

教信仰為終極關懷。但科學革命展現出來的效力使得人們將注意力轉移到物

質世界上，精神世界則因無法被「科學」地研究，以致於消失在我們的視野

及思想中，如此展現在空間觀上則是物質空間的擴張壓縮了心靈空間。人們

不再認為世界是由心靈與物質兩種空間所構成。然而網路空間的形成卻挑戰

了對於空間的一元化物質性構想－其雖以物質為基礎，卻主要是由資訊、位

元、乃至於思想、幻想等構成；在進入網路空間時，物理上的身體並不需跟

著移動，這使得我們再度察覺到在可見的物質空間之外，仍有另一種多維度

的心靈空間的存在(Wertheim,1999，轉引自黃厚銘，2001)。 
 

 班尼迪克（Benedict, 1991）進一步將網路空間詮釋為一個「共同的心理地理

學」（common mental geography），在吉布森（Gibson）的文章裡出現一個相

當有名的詞彙－「交感幻覺」（consensual hallucination），他在書中描述網路

空間存在於每個電腦使用者所體驗的交感幻覺中，人的意念穿梭其中，符碼

取代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換言之，網路空間是一種中介體，可以在網路空

間中看見「古代空間」（ancient spaces）（指迷思的或想像的空間）；而在網
路空間裡，想像的抽象空間也從歐式幾何學（Euclidean geometry）與笛卡兒
的圖像中解放出來（Dodge & Kitchin, 1999:119）。 

 
 柯司特（Castells, 1996）亦認為網路空間是個流動的空間，然他是從時間－

空間關係界定之，表示其具有無時間性的時間及無空間性的空間（timeless 
time and spaceless space）；在網路空間裡，時間與空間的形式特質在本質上

是不一樣的－他指出暫時性在網路空間裡消失、停止、超越了，而另一方面，

在這個流動空間裡，物理距離也隨之瓦解：網路空間裡的移動是瞬間完成

的，沒有成本，存在的形式是多樣的；網路空間裡沒有實體的空間，只能透

過個別的數位軌跡去看到這個空間，在此情況下，網路空間裡的所有空間均

為等距的、亦皆為可使用的（Dodge & Kitchin, 1999:119）。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我們常以空間範疇和隱喻來思考網路空間，因此有

「電子邊疆」、「網路村」、「電子別墅」等說法，但其實網路空間在很多層面挑戰

過去傳統的空間觀，它並非是一個本質主義式的、客觀、靜態的空間，而是一個

關係取向的、流動的空間。正如 Simmel（1997）所提到的，空間本身即是一種
心理現象，如今出現了一個網路空間，其與傳統物理空間不同之處便在於，「物

理空間有其固有的性質，人類的意義賦予則是一種點化的作用，將其固有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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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具象化、補強、或是象徵化，亦即，是引導而非憑空創造；但模控空間（網

路空間）中各個區域的特性卻是全然由使用者所共同營造出來的」（黃厚銘，

2001:130）。由此看來，網路空間正符合所謂社會生產的空間，它提供的是一種

空間「感」，是必須靠在其中活動的人「想像」，甚至透過他們進行的各式活動來

定義該空間。 
 

貳、空間性 

其實近幾年來，本質主義式的空間觀已經受到挑戰，而從前面一節對漫遊者

概念的討論整理中我們便不難發現，不論是城市空間，乃至後來特定的消費空間

如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都著重從人的經驗出發，探討空間與人的關係，及空間

於人的意義－「空間是透過社會而（再）製，並反過來形塑社會關係：人建構了

空間；人生活在空間裡」（Dodge & Kitchin, 1999:367）。空間在這樣的意涵下，
已經不再是中立、被動的幾何學圖形，不是本質主義式的存在，而是透過社會－

空間的關係而持續生產出來的，是透過人類的努力被建構、被製造的，亦即，空

間與人的身體經驗有關；Soja（1985）更將這種社會生產的空間定義為一種「空

間性」（spatiality）（Ibid., 1999:54）。將這種關係取向的空間觀用來詮釋網路空間

或許再適合不過：網路空間裡的空間「純然」是關係的（包括在幾何學上與社會

上的意義而言都是如此）；網路空間由許多空間建構而成的，是設計者的產物，

而在很多情況下，也是使用者使用下的產物；更進一步而言，這些空間通常都是

純粹視覺性的，在其中的物體沒有重量及質量，也無法確定它們的空間固定性；

網路空間有空間與建築的形式，但這些形式都是去物質化的、動態的，並不具有

物理上的實體（Ibid., 1999:56-7）。 
 
然而這種「空間性」並非首見於網路空間。Sorkin（1992）便曾指稱在諸如

電腦、電話、信用卡、傳真機等即時的人為連結工具（instant artificial adjacency）
影響下，時間與地點的鄰近性逐漸被消弭，城市便也逐漸走向非地理性

（ageographia），「不再與地方緊密連結」（without a place attached to it），他將這
種新城市稱之為「模控城市」（Cyburbia），其所涵蓋的便是一看不見的概念空間

（unseen conceptual space）；而「非地理性」的源頭之一便是擬像文化：擬像文

化將所有符號、圖像以蒙太奇式的手法並置在一商品化14的空間中，促使任何物

件都被視為是一般性符號消費主義（consumerism of signs）的一部份，空間及地
方亦喪失其原有的本真性或獨特性，因為構築這些空間與地方的符號與圖像，事

實上是可以被安插或置換到任一場域，而同樣顯得貼切合宜－就如同購買印著香

榭大道、塞納河畔風景的明信片，或是在巴黎鐵塔、凡爾賽宮、聖母院等觀光景

                                                 
14 布希亞（1983）指出，在現今社會裡，創造擬像╱超真實空間的過程已經與社會的商品化相

結合，例如現在我們選擇到哪裡旅遊或購物，有部分原因是受到該地點所吸引，而不是在該地點

進行的活動具有吸引力（轉引自 Dodge & Kitchin, 1999）。換言之，後現代社會中，我們所消費
的其實是空間，或說是那個由某些能深刻召喚我們內心想望的符號與圖像所構築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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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前拍照並收進相簿一般，大眾接受、習慣甚至願意消費這些構築「法國」這個

空間的符號及圖像；「目前的世界中有大部分都是超真實的幻影，充滿各種仿真

的物體與建築物：這些地方取代了地圖上的疆界」（Dodge & Kitchin, 1999:41）。
這樣的「空間性」挑戰了現代主義的思維－他們總認為透過媒體科技所描繪的空

間，若不是反映出真實世界的空間，就是只作為一種想像的構造而存在，而且也

只能透過想像來體驗；然而網路空間卻提供一個新的機會，讓我們可以參與或建

構一個新的空間性，一個脫離部分真實空間的機會；於其間，真實與想像、真實

與媒介的區別已經模糊掉了（Dodge & Kitchin, 1999:358）。 
 
黃厚銘（2001）亦指出，網路空間中的地景變化並不連續，且與真實世界的

地域毫不符應，再加上超文本(hypertext)的多向度特性，因此其間的空間秩序難

以成形，而人們對網路空間的認同或認知尤其是繫於與他人的關係，而非實體的

物上面。15如此看來，我們應該可以將網路空間定位為一種社會生成空間，亦即，

透過使用者來建構該空間，並運用各式的網路活動詮釋網路空間。因此，筆者將

在下一節中，利用在網路拍賣或網路購物中存在的活動形式，試圖描繪網路消費

空間的特性。 
 

第三節 網路消費空間 

 隨著網路科技的興起，2003 年 eBay唐先生打破了蟠龍花瓶的廣告，在台灣

掀起了一陣網路拍賣的熱潮，許多人透過網路拍賣月入數十萬，甚至破百萬的成

功故事，讓網路拍賣成為大眾津津樂道的電子商務新話題。 
 
 拍賣乃至網路拍賣，對於許多歐美人士而言，並不是什麼新鮮事，不管是一

般常見的汽車拍賣、社區拍賣或是古物舊物拍賣，都是很多人所熟悉的生活經驗

的一部份，而網路拍賣對他們而言，不過就是將實體的拍賣搬上網路，在操作經

驗上的轉移並不困難。或許因為如此，歐美拍賣網站起步很早，知名拍賣網站

eBay早在 1995 年 9月便已經成立，幾乎與網路 Web的發展時間差不多，轉眼

已經快滿十年，網路拍賣結合網路無遠弗屆沒有時間限制的完美平台，將拍賣的

精神發揮的極致。16 
 
 而在台灣，最早比較知名的網路拍賣網站，不是 eBay也不是 Yahoo，而是
酷必得與拍賣王。早在 1998~2000 年間，酷必得曾經引領風騷，首先提供網路拍

                                                 
15 黃厚銘（2001）解釋道，在過去，地方就是認知圍籬，它決定了我們可以知道什麼，或是無

法知道什麼，亦即哪些資訊是公開的或私密的的區分，而社會互動中的情境定義便取決於哪些資

訊的公開或私密。而認知圍籬也決定了我們的情境定義，且往往是藉着地方所造成的顯隱效果來

影響我們對情境的認知。如今我們將互動視為一種資訊系統便意味著原有的空間劃分為媒介所打

破，卻又隨即經由媒介形成一個新的互動空間，認知圍籬本身決定了情境定義，因而反過來發揮

著類似地方的作用。 
16 取自 http://www.nii.org.tw/cnt/ecnews/ColumnArticle/article_2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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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銷售，常被引喻為是台灣的 eBay，帶動台灣網路電子商務的風潮。但因早期

國人對於拍賣經驗十分陌生，加上對網路交易安全的疑慮，當年網路拍賣可說是

叫好不叫座。而 1999 年創辦的拍賣王，最初是希望仿效美國 eBay的 C2C電子
商務模式，但後來考量到網路本身的特性及台灣本土的接受度，且為避免舊品交

易產生品質認知上的糾紛，因此選擇以自行拍賣、銷售新品為主的 B2C模式切

入市場，與 eBay是以舊物拍賣，單純提供網友交易服務平台起家的經營模式有

著極大的不同；就形式而言，拍賣王並非正統的網路拍賣，因其主要是找大廠商

合作，反倒比較像是利用網站集結大量買家，以採購大量商品向廠商議價的功能。 
 
拍賣王與酷必得這兩個早期的拍賣網站機制相似，但販售的商品內容卻大不

相同。拍賣王的主要定位是 20~30歲的上班族群，且以高科技產品的使用者為主
要對象，所以在網頁設計上，以平實的視覺效果為設計方向，吸引上班族的青睞；

而在網站產品方面，也會有較多高單價的產品，主要是考量到上班族逛街時間較

少且其購買能力較高。反之，酷必得則是以年輕學生族群為主要對象，平均年齡

為 18歲左右，因此其網頁設計較偏向年輕網友喜愛的活潑類型，也常出現時下

年輕人喜愛的流行用語（蕭麗玲，2005）。平心而論，早期這兩個拍賣網站雖然

沒有持續成為熱潮，對於網友拍賣經驗確有啟蒙的功效。 
 
 真正帶動國內這一波網路拍賣的主角是 Yahoo 拍賣與 eBay，這是全世界提
供網路拍賣主要的兩家公司，兩家公司在台灣演出類似唐先生廣告大戰，並不是

首次發生，兩家公司為了爭奪龐大網路拍賣市場，早在其他國家多次演出捉對廝

殺的戲碼，並且彼此互有輸贏。17Yahoo雖然不是拍賣的始祖，但是挾入口網站

第一品牌，擁有廣大忠誠網友的優勢，與網路拍賣始祖 eBay競爭，聲勢自然不

可小看。Yahoo拍賣 2001 年在台灣才成立推出網路拍賣服務，當初的拍賣機制

主要也是參考美國 eBay現有的機制設計而成，最早拍賣商品只有 2000件，沒想
到短短幾年間，Yahoo!奇摩已號稱每個月擁有三百萬件刊登物件，成為 Yahoo!
奇摩最賺錢的項目。 
 
而在 2002 年初，eBay買下台灣知名「買賣王」與「拍賣王」，正式進軍台

灣拍賣市場，雙方在台灣的網路拍賣戰爭正式開打。雖然兩家公司的競爭十分激

烈，但是台灣拍賣市場並沒有出現你死我活的零和現象，廣告大戰反而引發廣大

網友與媒體的熱烈關注，大大的擴大了網路拍賣的商機。18 
 
其實早期在網路拍賣上大多是二手貨拍賣，不少是個人化、業餘的、小規模

的非正規商業行為，以做副業賺外快的方式經營，小額批些商品來賣，也有人是

直接將家中多餘的東西出清，這些都算是簡單的拍賣模式。但是網路拍賣在過去

                                                 
17 取自 http://www.nii.org.tw/cnt/ecnews/ColumnArticle/article_210.htm 
18 同樣取自 http://www.nii.org.tw/cnt/ecnews/ColumnArticle/article_2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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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年，隨著網友人數增長、網路購物經驗的成熟以及交易金額的大幅成長，已經

與初期網路拍賣生態有很大的不同。因為拍賣成交金額的逐月成長，網路拍賣儼

然進入專業操作的時代，以專業分工模式操作網路拍賣－許多早期的學生或是業

餘玩家，在月入超過十萬元的激勵下，開始把網路拍賣當成一種發展自己事業的

契機，除了可以增加收入外，更可以低廉的成本嚐試創業的夢想，三五好友紛紛

成立個人工作室，正式投入網路拍賣產業。也因為網路拍賣市場逐臻成熟，許多

小企業開始紛紛投入網路拍賣經營，不僅可以清理庫存，更可擴展企業版圖。 
 
因為專職賣家越來越多，競爭越來越激烈，網路拍賣逐漸從原本單純的二手

貨「市集」，走向「商店大街」，或是「購物中心」的模式，當初陽春的刊登方式

慢慢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華麗炫目的賣場設計、LOGO 及表格介紹等，商品種
類更是從早期每種類別只有大、中、小三種分類，演進到目前有六個次分類，甚

至更多，近來更在分類下增設「相關分類」，讓買家有如逛百貨公司一般，可以

一次看到一系列相關產品。 
圖 2.6 

 
         資料來源：Yahoo!奇摩拍賣網站 
 

壹、物的空間 VS. 符號空間 

布希亞（1991）觀察到，積累或豐盛（profusion）是當時消費社會最為突出
的特徵，然他也指出，積累不只是產品的總和，是剩餘（surplus）的炫燿、匱乏
的最終與神奇的否定，也因為大量的商品在社會中流動，有一種焦慮的渴望存在

著，不是怕不夠，而是太多了－一個人為了得到全部而買了一部分。這種消費品、

商品反覆與轉喻的論述，透過整體的隱喻再現為自身盈餘的產物，以一種禮物的

形象，及取之不盡、引人入勝的龐大盛宴形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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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需要這樣的盛宴形象來營造消費氣氛，物也以展示或蒐集品

（collection）的組織形式出現，也因此需要一個可供展示的「空間」。不同的服

裝店或用品店，甚至是展示櫥窗，都營造出不同的消費「氛圍」。 

 

現今很少物品是單獨被提出，卻沒有一個物的背景（脈絡）為其代言的，這

使得消費者對物的關係改變了：物品不再是對應於一種特殊用途，而是對應於物

的集合所代表的整體意義來看，而展示窗、廣告、廠商與商標品牌在促成一種融

貫集體的幻象上扮演了根本角色，每種物品可以一種更複雜的超物品方式來表徵

另一物品，而將消費者引向一連串更複雜的選擇（Baudrillard, 1991）。這樣的形
式在前述整理的拱廊街、百貨公司、購物中心等消費空間中都可明顯看到。 

 

但布希亞也曾表示，「雜貨店」（drugstore）才是豐盛與計算的綜合體，因為
它使得所有消費活動的綜合成為可能，包括購物、對物遐想、隨意閒逛，以及這

類活動的一切排列方式，也因此比百貨公司更適合代表現代消費型態。雜貨店不

把各種範疇的商品各自陳列，而是施行一種符號的混合（amalgamation），將所
有種類的商品均視為一般性符號消費主義的部分領域（Baudrillard, 1991）。 
 

在網路這個新興的消費空間裡，物品更為多元、豐盛，不僅如此，這其中也

進行著符號的混合：食物、服裝、書、收藏品、VCD/DVD、傢俱、電器用品，

甚至連各式服務項目如寵物托顧、網拍模特兒、美容護膚體驗等都可在這個空間

中找到，它們以一種「萬花筒」的形式聚集並重組，不但承襲拱廊街以降的消費

展示空間，更具備不同於過往實體消費空間的特性－無限的可能性（limitless 
possibility），即消費者得以在網路空間中找到任何商品。在布希亞宣稱「物必須

成為符號，才能成為被消費的物」後，網路消費空間亦可被視為一符號空間：我

們面對的不只是雜貨店式的物的集合空間，而是由文字敘述與照片建構而成的符

號的展演空間。 

 

貳、真實 VS. 想像：照片 

一、照片的「笛卡兒之夢」19？ 
 相片一向被大眾視為一種證據。「相機作為一位歷史學家」、「相機作為一位

目擊者」都點出人們對相機、攝影技術、相片的期待。 
 

                                                 
19 這裡是借用米契爾對攝影影像的描述。一般而言，笛卡兒代表了人們透過理性的科學行為來

追究某種確定、客觀知識的方式，這是一種既無私又理性的探究方式，未受到觀察者的情緒與主

觀所污染。米契爾（Mitchell）以「笛卡兒之夢」來形容服膺於由某些科學、調查與工業化主宰

的年代之目的的攝影影像，然而邁入後攝影時代，「笛卡兒之夢」或許將步入終點，取而代之的

是另一種新的觀看之道（Lister, 200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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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必須回復到它真正的責任上：成為藝術與科學的女僕，而且是最謙遜的

女僕，如同印刷與速記這兩個藝術與科學最謙遜的僕人，是既無創造力也無

法替文學做任何補充的⋯簡言之，任何人只要因為專業上的理由需要絕對精

確的素材，那麼，就讓攝影成為他的秘書或記錄保存者吧！ 
                                 波特萊爾（Baudelaire,1859） 

 
「絕對精確的素材」被看做是代表攝影的印記，因為大多數人都接受將攝影

視為是可以完全忠實呈現主題的影像之媒介（Wells et al., 2005:11）。一九三○年

代，英國及其他地方開始認為攝影最主要的實踐即在於紀實。然而照片不僅僅是

精確，伯格指出，相機可說是與實證主義一起成長茁壯的，正因為有實證主義的

支持，且當時人們也接受「在經過科學家與專家的反覆記錄，那些可以被計量的

事實，總有一天可以將所有和自然以及社會相關的完整知識提供給他們，而他們

也有能力反而指揮兩者」的信念，攝影才逐漸成為一種實踐（Wells et al., 
2005:375）。而在當時的思潮影響下，攝影機更被視為是一種笛卡爾式的理想工

具－觀察的主體透過它，完整且正確地記錄呈現在他眼前的物體；而在紀錄正確

影像的過程中，照片被認為是無人為干涉，客觀中立，不帶任何偏見的(Robins, 
1995:34)。桑塔格（Sontag, 1979）也認為，攝影本質上是個不干預（non-intervention）
的行動。 

 
正因為其無人為干涉、不帶偏見的特質，攝影技術一問世，即被理解為現代

性概念中的「除魅化」或「去神祕性」精神的最佳典範，理由便是相片所蘊含的

「細節真實」（trivial realism）20的特質。Slater（1995）指出，攝影與其他現代影
像一般，將世上萬物皆降低到客觀描述的表面層次，物的內涵意義消失，僅存「事

實」；它僅關注存在攝影機前的那個物體，不在乎價值或任何象徵意義（Slater, 
1995:223）。21 

 
然而攝影不僅是保存事實，它可謂凝結了世界表象變化萬千的剎那。巴特便

曾在《明室》（Camera Lucida）一書中提到攝影所具備的指涉（referential）的特
質－它處理「曾經是什麼」（what was）的問題，有效證明我們「曾經在那裡」

的經歷－不僅僅是「到此一遊」，更抓住人們對一個陌生地點的真實體驗－攝影

的指涉物與影像緊密連結，這是它和其他媒介迥異之處（Wells et al., 2005:27）。
正如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對攝影的定義：瞬間即逝的見證（Barthes, 
1984:93）；他甚至宣稱，照片證明為真（authentication）的力量要遠勝過其再現

（representation）的力量（Barthes, 1981）。 
 

                                                 
20 Trivial realism包含三個元素：再現真實（representational realism）、實體真實（ontological or 
existential relaism）、機械真實（mechanical realism）（Slater, 1995:222）。 
21電影評論家巴贊亦曾提出過同樣的論調，他強調，攝影具有提供表面真理（truth-to-appearances）
的特徵（Wells et al., 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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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Sontag）同樣是以寫實主義者的眼光來看待攝影而寫成《論攝影》

中一系列相關文章，然她卻是抱持一種特別的立場，她強調要同時就相片的肖似

特性與其指示的（indexical）特質來考慮相片影像的指涉（referential）本質。對
她而言，相片的存在，的確精確地見證了某件事物、某個人或某處地方曾以某種

方法出現的事實；但她更關心的是，在何種程度上，影像能適當地再現某個當下

所發生的真實。她強調，相片是凍結時間片刻的工具。桑塔格對相片的定義是：

它宛如模版，直接地刻畫現實的「痕跡」，像是足跡或死者的面具；在桑塔格的

觀點中，攝影能夠精確的報導或表現出事物之間的關連性是更為重要的，這是攝

影被賦予的相關權力（Wells et al., 2005）。 
 
這樣的關連性無庸置疑，然而對布希亞而言，從影像成為照片的那一刻起，

影像便已脫離那個真實的物件（real object）而自主地存在，更極端的說，它已

成為一個幻象（illusion），真實也在那一瞬間退位，將舞台讓給影像（Baudrillard, 
1997）。在布希亞的眼中，這一切從來就不是保持客觀（being objective），而是
成為客體（becoming an object），並非將世界視為一個物件，一個已然存在的物
件來描繪，而是將世界變成一個客體，試圖去挖掘隱藏其中的真實，使其表現的

猶如一不完整且陌生的焦點物（attractor），透過它的每一個分割的元素將其原始
的、詭譎的吸引力保存在影像中（Baudrillard, 1997）。 
 
正如 Slater（1995）指出，當相片將對世界的理解轉化為一個個除魅的事實

（disenchanted facts）之時，當大眾如此看待相片的功能時，極有可能已被如此
的視覺景觀再度魅化（re-enchanted）（Slater, 1995）。 

 
其實關於攝影照片的紀實功能在數位科技出現後，便面臨另一波挑戰。「隨

著各種影像編輯與影像變化的新方法相繼出現，並且完美無缺地結合在一起，我

們向來相信的：『相機永遠不會說謊』的想法將備受質疑」（Wombell, 1991; 引自
Lister, 2005）。Jean Louis Weissberg(1993:76)認為我們已從「紀實知識」（knowledge 
through recording）的時代邁入「擬像知識」（knowledge through simulation）的時
代；他進一步宣稱，影像不再是再現（re-present）物體，而是標示物體、揭露物

體，甚至是讓物體存在；數位影像不僅擬仿物體本身，甚至擬仿了物體的存在，

使得影像逐漸取代物體而成為大眾認知世界的方式（Weissberg, 1993: 77-8）。在
擬像的時代，符號無限制的生產、再製、循環，造成原作與複製品之間真假難辨，

也因此，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主張「攝影者已無暇顧及傳統上影像需與外
在某件事物『相似』（likeness）或『相配』（matching）的作用了」（Jameson, 1999; 
轉引自Wells et al., 2005）。詹明信認為，攝影無須再試圖以相片描繪事物；而觀
者也不再需要絞盡腦汁地比較相片和相機景框的外在世界－物體、人物、事件之

間的差異（Wells et al., 2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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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里（Jonathan Crary）（1990）更宣稱，如果要說這些影像有指涉任何東

西，它們僅僅指涉了幾百萬位元的電子數學的資料數據。Crary相信，人類雙眼

在歷史上的大部分重要功能，將會逐漸被一些實踐補足，而視覺影像也不再與觀

者在「真實」世界中的位置有任何關聯（Crary, 1990:2）。 
 
二、「雖遠，猶如近在眼前」 
 若說笛卡兒式理性客觀的傳統要求不再適用於現代，那麼問題似乎不再是

「影像是否能反映真實？」或是「觀者從他們的位置上是否可以看得清楚？」而

是，作為觀者的我們，「是否擁有任何固定或適當的位置，並從中看到任何有形、

穩定的事物？」（Wells et al., 2005:379）。真實與影像之間的關連－即判定真實與

否－並非唯一解讀「觀看」的方式，伯格（John Berger）（1972）提到「觀看」
並不是機械式的刺激反應，照片也並非人們經常認定的那樣，是種機械性的紀

錄，「觀看」是一種選擇行為，我們只看見我們注視的東西，這個行為將我們看

到的事物帶到我們可及之處－雖然不必是伸手可及之處；換言之，伯格認為，「觀

看」（seeing）與「接觸」（touching）在意義上是相通的，因為我們都藉此探索事

物與我們之間的關係，這兩種行為都使我們與事物「發生關係」。伯格甚至大膽

地指稱「觸覺很像是一種靜態的、有限的視覺」（Berger, 1972）。 
 
 在相機出現之前，繪畫可說是我們認知世界的方法，風景畫、靜物畫、建物

畫、歷史畫等，透過畫家的手藝，勾勒出我們眼睛所觀察到的世界，然後藉由觀

看，我們確定我們置身於周遭世界當中。然而伯格進一步說明，當我們說「像畫

一樣真實」，不僅只是質問畫與真實世界的關係，更是指陳某一種繪畫形式，亦

即油畫。比起其他的繪畫形式，油畫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能表現出物件的觸感、肌

理、光澤和硬度（Berger, 1972: 88）。雖然畫中影像是平面的，但潛藏其中的幻
覺效果卻比雕刻更為逼真，因為它能讓你感受到畫中物件的顏色、紋理和溫度，

往往讓觀者以為前景中的物件近在眼前，彷彿伸手就能觸摸到。伯格舉了霍爾班

（Holbein）的《大使》（The Ambassadors）一畫來說明油畫呈現的幻覺效果： 
[霍爾班]這件作品的每一吋畫面，雖然純粹是視覺性的，卻會讓我們不由自

主的產生觸覺上的共鳴。我們的目光從皮毛移向絲綢、金屬、木頭、天鵝絨、

大理石、紙張、毛氈，我們的眼睛每次接收到的內容，都已經在作品中轉化

成觸覺的語言。畫中那兩位男士固然風采翩翩，畫中的物件也各具象徵意

涵，但主導整件作品的力量，卻是那兩位男子周邊物品和穿戴衣服的質地與

材料（Berger, 1972: 90）。 
 
 油畫不僅是描繪物品，它描繪的是可以在現實中買到的物品，它體現了一種

擁有（possession）與觀看方式之間的類比－把一項物品拿來畫在畫布上，就跟

把它買來擺在家裡沒什麼差別；再者，油畫的寓意通常膚淺、空洞，因其不必刺

激觀者的想像力，它們的職責並不是讓「觀看者－擁有者」感受到新經驗的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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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把這類經驗當成他們早已擁有的裝飾品加以美化（Berger, 1972）。 
 
 然在照相機出現之後，油畫的地位與功能逐漸被取代。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注意到攝影與相機的出現對社會，尤其是繪畫、
藝術的衝擊，在一九三五年寫下〈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然而他並不像其

他法蘭克福學派學者對這類大眾科技抱持反感，反而是以一種樂觀的態度看待這

項新科技。相機或許將藝術作品從美術館或展覽館牆壁上，帶到世俗大眾的客廳

牆壁或書桌前，破除了藝術品原本存在的獨一無二的「此時此地」（here and 
now），藝術品因此從傳統具宗教性質的儀式價值逸出，轉而具有展演價值。班
雅明稱此現象為「靈光消逝」。然這樣的宣稱並非如字面上所言如此悲觀，他反

而認為相機及其拍攝的影像可能可以讓人們重新思考。相機放大了日常生活中被

人們視而不見的細節，或許能夠揭露某種「視覺的無意識」，讓人們從熟悉的事

物中驚醒。 
 
 不僅如此，藝術品因複製技術而生的展演價值讓藝術作品更人性的貼近社會

大眾，各式各樣的新觀者都可以在不同地點同時觀賞它；人們無須等到原作現身

才能和作品互動、共鳴。從儀式價值到展演價值，藝術品不再是少數人的地位象

徵，而是人人都可能擁有；例如梵谷的畫作「The Starry Night」成為 
信用卡的圖樣，而達文西的「蒙娜麗莎的微笑」則出現在一咖啡的廣告文案中反

覆在電視上放送。這些畫作進入每個觀眾家裡。如此的靈光破除也使得藝術品成

為可販賣的商品。拜照相機之賜，如今是畫作旅行到觀者面前，而非觀者旅行到

繪畫面前（Berger, 1972）。 
 
 油畫運用特殊技法表現物件的「觸感」，照相機則是採用科技技術－對伯格

而言，那項技術便是「廉價彩色攝影」的發明－複製了物件的顏色、紋理和觸感。

這兩種媒介同樣運用高度觸覺性的影像來挑弄觀眾的感覺，激起他們想要取得真

實物件的慾望；它們都讓觀者覺得自己幾乎可以觸碰到影像中的事物，而這種感

受會提醒他，他真的可以擁有那件實物或確實擁有了那件實物（Berger, 1972）。 
 
三、靈光消逝？抑或是另一種靈光的誕生？ 
攝影的出現使得「觀看」的行動從直接觀察轉變至對再現物的消費，如此的

轉變容許觀看過程中幻想與夢想的元素進入，而這也使得攝影的用途增加一項，

且或許是最普遍的一項：想像力的旅行載具（Osborne, 2000:57）。攝影塑造出一
流動的視覺體系（mobile visual system），一方面符合科學性客觀真實的要求，另
一方面卻也能迎合當時主流美學價值與大眾想望的一幅幻想、理想的景象

（Osborne, 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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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borne（2000）提及，雖然攝影會讓人聯想到真實（reality），然而攝影並
不像其前身「暗房」（camera obscura）－觀者與景物（object）即便是中介的卻

仍是共同存在（co-present），攝影將觀者從那個真實存在物所處的時間與空間隔
離，觀者所經驗到的「真實」確實是再現且是二手的，甚至是某個「已被拋棄的

事件的不完整痕跡」（the fragmentary trace of a forsaken event）。在這樣的經驗裡，

觀者需要豐富的想像力將自身投入他未曾參與但確實曾發生過的事件，亦即，將

存在眼前的影像與照片中出現但實際上缺席的物做想像的連結。正因為照片將真

實原子化（atomize），即切割成瑣碎的片段，並證實了物的不在場（non-presence），
照片賦予每個片段一種神秘色彩，並准許觀者盡情享受那些令人愉悅的幻想

（Osborne, 2000:64）。 
 
 Christian Metz（1990）則做了進一步詮釋，指出照片「靜止與沈默」（immobility 
and silence）的特質－將某個時空鎖在照片裡，讓觀者能隨時將相片拿出來把玩

欣賞－反倒賦予觀者世界掌握在手的支配感（Osborne, 2000:68）。這便促使照片

成為一件戀物（fetish）（Osborne, 2000; Wells et al., 2005）。 
 
然當照片成為可複製時，其拍攝的對象（object）雖然少了一種「此時此地」、

「獨一性」的本真性（authenticate），卻無損其戀物性質。以巴特的話來理解，

它保證的是一種「此曾在」（that has been）的真誠性（authenticity）：它或許不再

是唯一，又或許只是某一片刻的瞬間，甚至這個再現可能是有意圖、刻意的安排

（例如廣告的照片、海報），但不可否認照片的內容物（object）是確實存在過。
或許這樣的「此曾在」，更加深了觀者的幻想或迷戀，畢竟那想望的對象是曾經

出現過的，代表著觀者缺少但可能可以擁有的部分。22 
 
在現今社會裡，複製技術不斷被運用到其他生活領域，它不只服務於藝術品

的複製，在照片與旅遊、時尚結合之後，它更成為經驗感受的複製。靈光或許不

是消逝，而是不同時代下，科技技術的轉變產生不同的靈光作用。筆者認為，照

片所觸動的幻想或戀物（fetish）情結或許也可解釋為另一種靈光的誕生。Osborne
（2000）指出，「展示」（display）與「觀看」（looking）從 1840 年大型市集、博

覽會、拱廊、商店街及百貨公司出現後，便已成為新都市經驗的核心概念。在這

些場域裡，大眾並非僅看到物品，因為燈光、玻璃、櫥窗設計（擺設）等技術，

他們看到的是商品，是被神秘色彩所籠罩的商品聖殿；也正因為這些場域的出

現，強化了商品、視覺景觀與夢想（daydream）之間的關聯。只不過，對觀光客

                                                 
22 這或可與佛洛伊德式的攝影分析中對戀物癖（fetishism）的定義相呼應，那是來自於更古老的

意涵－一個死氣沈沈的物體卻具有像是可以避開危險與不幸的特殊力量，而這是宗教儀式中相當

重要的一部份。在佛洛伊德的詮釋中，當物體成為性慾望的對象時，它就會變成一件戀物。當男

孩看見女人的身體時，不自覺的發展出對閹割的恐懼，而戀物即是可以緩和恐懼的方法之一。在

這段所謂「否認」（disavowal）的過程中，戀物者知道她的「欠缺」（缺少陽具），但他壓抑這個

念頭，並將所有與女人相關的物體（例如鞋子）理想化（Wells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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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櫥窗消費者（window shopper）而言，觀看與幻想是他們的目的，呈現在他們
眼前的所有商品、符號、意象並非告知資訊，而是取悅消費者的眼睛－觀看者成

為他們所見事物的擁有者，因為那些事物皆誕生自他們的注視（Osborne, 
2000:90）。 
 

圖 2.7                               圖 2.8 
 

 
資料來源：Yahoo!奇摩拍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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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網路時代的消費者，可謂更仰賴視覺，只不過在摸不到實體商品的情況

下，照片（意象）一方面既要成為一種證據，一種記錄真實，亦即照片與指涉物

的關係是很重要的，目的是讓消費者能鉅細靡遺地掌握商品的狀況；另一方面照

片更要能刺激視覺、誘發幻想（fantasy），甚至渴望（desire），讓消費者光看照
片便有按下滑鼠，決定購買的衝動，畢竟在網路世界裡，消費者得在事後才收到

商品，觀看、消費與購買之間的距離僅剩滑鼠與「搭搭」兩聲，不像實體世界還

有走進商店驗證的緩衝機會。網路消費或許有其他誘因，例如便宜、方便、尋寶，

然而視覺的吸引力卻是其首要條件－網路世界的照片不僅要證明為真，還要利用

照片「搏感情」，以創造一個想像空間，或夢想世界。 
 

參、流動的凝視（mobilized gaze）VS. 虛擬的凝視（virtual gaze） 

十九世紀下半葉，社會陷入對可見事物的瘋狂狀態（frenzy of the visible），
而這種景況正是由於影像的不斷繁殖（multiplication of images）：圖像報紙、
照片、漫畫等的廣為散佈。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可見事物及再現影像（the 
representable）在地理範圍上的延展：透過旅行、探索、殖民，全世界在成

為看得見的同時也變成可挪用的（appropriable）（Comolli, 1980，轉引自
Friedberg, 1993）。 

  
各式技術，例如電報、電話、電力加速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而汽車、鐵路、

船、飛機，甚至我們之後要討論的網路，則改變我們對距離的觀感；這種種轉變

也促成了一種新的視覺文化，改變記憶與經驗的角色。 
 
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曾言，在新大眾運輸工具出現的那段時期

中，視覺可見的外貌顯得特別重要，因其意味著許多社會邂逅基本上只是一種視

覺的交會而已：「大城市的人際關係明顯表現在眼部的活動。大眾運輸方式是主

要原因。在汽車、火車、電車發展的十九世紀以前，人們無法相視數十分鐘、甚

至數小時而不攀談」（Benjamin, 1973:103）從車窗觀察移動街景的感受畢竟不同

於漫步在城市街道上。以往的城市漫遊者是身體上（physical）的移動，如今的
消費漫遊者卻逐漸走向視覺上的移動（mobility of the gaze）。汽車的出現，加上

人行道的窄縮，甚至消失，似乎正標示著在城市中漫遊的時代已然結束。漫遊者

無法再以烏龜的步伐來定他們邁步的大小與速度，川流不息的汽車、火車、電車

等才是決定我們去哪裡、如何到達、多久到達的關鍵。 
 
這些交通工具所產生的影像變換及其變換速度，促使城市中的人們產生如齊

美爾所述的疲態（blasé attitude）－過多的符號刺激導致分心，進而漠不關心

（inattentiveness╱indifference）。Featherstone 便指出，漫遊者經驗從此由身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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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轉變成視覺上的移動（Featherstone，1998）。Morse（1990）也曾宣稱，分
心作為一種觀看模式（distraction as a mode of viewing）可追溯至公路（freeway）
的出現，並且從電影院、電視到購物中心一路發展下去（Morse，1990，轉引自
Friedberg，1993）。 
 
 Friedberg（1993）進一步以電影院的觀賞經驗為例，從傅柯（M. Foucault）
對圓形監獄（The Panopticon）的描述，到班雅明的漫遊者經驗，再到電影院的
觀眾，探討視覺經驗的層層轉變。圓形監獄是全景敞式的凝視（panoptic gaze），
而 Friedberg認為，漫遊者的觀看經驗跟這種全景敞式的凝視有異曲同工之妙，

只不過後者是逆向操作－前者的主體是有意識地認知到自己一直被觀看的狀態

（如此才有可能達成傅柯所謂的「規訓」），後者的主體卻是強調其能動性

（mobility）和流動的主體（fluid subjectivity）。亦即，從圓形監獄到漫遊者，經
歷了流動的凝視這一階段。 
 
 但從漫遊者到電影院的觀眾，觀看經驗則從單純流動的凝視轉為虛擬地流動

的凝視，而 Friedberg認為這是由於西洋鏡（diorama）設計的出現。她指出，影
片觀賞者的位置與圓形監獄的獄卒相仿，但卻是一種想像的視覺全能（imaginary 
visual omnipotence），是透過視覺效果，讓觀眾產生一種移動的幻覺。在她看來，

不管是拱廊街或是圓形監獄，都是靠建築技術本身（玻璃窗）形塑一種視覺經驗，

但是電影院的出現，或是影片觀賞經驗的出現，卻是將觀賞者從十九世紀這種「監

獄世界」（prison-world）解放出來，進入一種虛擬的凝視經驗。 
 

不僅如此，這樣的觀看模式也將原本漫遊者在拱廊街上遊蕩所感受到的當下

（here-and-now）的感官刺激，轉而形成一種去空間性（space-off）的「其他地
方」（elsewhere）。電影院的螢幕、電視螢幕，甚至是進入網路時代後的電腦螢幕，

都在複製這些影像，利用複製的影像把觀看者帶入另一個不在場的「其他地方」，

甚至有可能是其他時空。這些技術（電影院、電視、購物中心、電腦等）其實在

某種程度上挑戰了觀看者對真實的概念及想像。 
  

不論是全景（panorama），抑或是西洋鏡（diorama），它們都不是實質身體

上的移動，它們所創造的視覺經驗是虛擬的時間與空間上的移動，而為了提供完

美的假象，不管是對距離、空間、年代，甚至是對其中再現物的真實對照，都必

須移除；更甚者，還必須隱藏它們本身的「機械」（machinery）特性，務必使觀
眾相信，在他們與觀賞物中間，沒有任何中介的指涉（unmediated referentiality）
（Friedberg, 1993）。Dolf Sternberger（1977）也強調，諸如此類的娛樂設施，它

們的誘惑並不在於它們的貌似真實，反而在於它們的技巧－欺瞞、人造的技巧；

然而在全景及西洋鏡將觀看者帶領至一虛擬的凝視境界時，觀看者也漸趨固定、

被動，準備好接收任何放置在觀看者不動的身軀前建構出來的虛擬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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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berg, 1993）。 
 
正如布希亞所言，身處擬像世代的我們，不再是以影像對照地方，而是以影

像對照影像，我們不僅是退居至一被動接收的位置，更重要是這些媒介形塑出一

種符號堆疊的擬像空間，跟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沒有任何關連。 
 
 電影院（cinema）將人們的觀賞經驗帶入一個新的世界，使得觀賞者逐漸習
慣那種虛擬且流動的凝視經驗。然而這樣的經驗不僅是從真實進入再現，或虛擬

的經驗如此簡單，它也讓漫遊者從戶外走入了室內，原本移動的是身體，現在只

需坐在黑漆漆的電影院椅子上，轉動眼珠。 
 
 筆者認為，正因有了電影院這般消費空間的存在，網路消費者得以更快融入

網路拍賣藉由電腦螢幕所創造的虛擬且流動的凝視經驗。只不過在網路消費空間

中，觀看者╱消費者並非被動接收「任何放置在觀看者不動的身軀前建構出來的

虛擬真實」，正如前述提及，消費者因網路拍賣特殊的消費流程，反而更在意凝

視對象與實物的連結；當她們坐在電腦前轉動眼珠的同時，她們也試圖區辨出影

像所反映的真實性有多少，以為消費判斷的依據。 
 

肆、公共 VS. 私密 

一、空間的內爆 
 長久以來，家與購物消費的場所是分開的，我們離開家，離開日常生活，進

入一個人為創造的夢世界去消費，並滿足我們任何的幻想、渴望。過去人們外出

購物（shopping）帶回家裡，然而如今，日常生活中甚至充斥著各種如何購物

（shopping）的指示，家也成為新的消費工具（means of consumption）。這並不

是說家已然轉型成為一人為創造的夢世界，而是消費活動利用不同形式進駐家庭

空間－在十九世紀時，將近有一整個世紀，家庭曾被視為是商業世界的避風港，

但是雜誌和郵購目錄卻逐漸侵蝕居家空間，在其間建立起「購物圈」的灘頭堡；

而之後，當家庭決定要接納廣播廣告與後來的電視廣告進入住家，以換取長久以

來對資訊與娛樂的渴求時，家庭生活的本質更是產生了變化（Hine, 
2003:269-70）。演變至今日，我們則是只要窩在沙發上、坐在書桌前，甚至躺在
床上，盯著小小的電視或電腦螢幕，輔以手邊的電話，或是鍵盤、滑鼠，以及信

用卡號碼，便可以消費。 
科技與商業活動的結合使得消費變得更為便利：我們的家成為零售商店

（retail outlet），只要坐在沙發上就能到任一虛擬購物商城購物，甚至可以透
過 CD-ROM買下一個新家。換言之，在不久的將來，我們根本不需要離開

家，就能滿足消費的需求。                          （Ritzer, 1999:150） 
從到府推銷員開始，到郵購、報章雜誌、廣播或電視上的廣告，如今又出現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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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及網路購物，消費活動不斷侵擾居家空間，而消費者亦逐漸接受居家空間在

某種程度上已轉變為消費空間的事實。 
 
家（home）這個空間原本應是包含安全感（security）及歸屬感（belonging）

的正面感受，現在卻因為媒體將外在世界帶入室內（interior）而受到挑戰，諸如
收音機、電視等科技，它們不僅將屬於消費的部分（用廣告的形式）帶進家中，

它們更可謂將外面的世界搬進居家空間，聽者╱觀者一方面是在家私密地享用，

另一方面卻也有與其他地方、其他時序連結的想像。Tacchi（1998）在對收音機
的研究中提到，收音機傳出的聲音可謂創造一個非公共的社交性空間（non-public 
social space），讓聽者得以在一個安全的、屬於個人的環境中進行社交行為（Miller, 
1998: 27）。Mayrowitz（1986）也觀察到：「在電視上，特寫鏡頭將他人個人的臉
部表情、肢體動作放大、公開，而屬於公眾的、政治性的議題則成為在家觀賞的

個人經驗」（Mayrowitz, 1986:223）。這些現象皆顯示出公共領域與家庭領域的界

線已有所挪移： 
電視及其他媒介已經催生出一種新型態的公共領域，這個公共領域沒有空間

限制，也並未與「對話」（dialogical conversation）有必然的關係，甚至讓無
數的個體即使處於私人的居家環境中亦得以進入該公共領域。與其宣告公共

生活的淪喪，不如說大眾媒介的發展創造了新的公共狀態（publicness），甚
至是從根本上改變了人們對公共生活的體驗與定義，及參與公共領域的情

形。                （Thompson, 1990:246, 轉引自 Silverstone, 1994:68） 
 
網路的出現或許能更加清楚地說明此一趨勢：網路自拍相簿、部落格等是二

十世紀後私領域重新被網路媒體「外翻」至公領域的有趣現象，透過這些途徑，

越來越多人喜愛將私生活公諸於網路，享受被偷窺，並且同時也偷窺別人的生活

－每個人都在私密地消費著他人的私密生活。公╱私領域的活動經驗不斷交錯，

使用者對看與被看的設限或許也不斷地遭受挑戰。 
 

Don Mitchell（2003）曾指出公共空間有兩種截然不同的涵意：一是傾向將

公共空間視為政治性空間，不同的聲音都可以在此發表而不受任何當權的組織團

體的壓迫；另一則是開放給休閒娛樂的空間，在此空間中的活動都是有計畫、有

秩序的，而參與其中的活動者可以安全無虞的看與被看。從第一節針對實體消費

空間的討論中，筆者便對第二層面的「看與被看」多所著墨；而當郵購出現後，

乃至電視購物及網路購物，這些新科技形式，讓消費者了解有另外一種選擇的存

在，一種可以一個人而不需身處人群及審視眼光當中的購物形式的選擇。從公共

空間的街道，購物者如今「逛」回到自己家，回到一個能讓購物者感到安心、安

全且容許私密享受的空間。然而，購物者真打算在這個空間中私密地享受購物的

愉悅嗎？網路所提供給消費者的是否真是一處「不被察看」（out of scrutiny）的
私密空間？再者，從前述新興的網路活動中，我們是否能下結論說消費者或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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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不在意是否被察看，畢竟是他們自己選擇將私密生活或體驗公諸於世？ 
 
二、透明社會 
中央電腦可以監視任何事。追蹤任何一個你敲在鍵盤上的按鍵，持續一整

天，不管你在任何時間敲下鍵盤，小到百萬分之一的時間，都可以記下；不

管你敲的是對還是錯，或是你敲錯幾次，什麼時候敲錯，中央電腦都會記錄

下來（Stephenson, 1992:282；轉引自 Dodge & Kitchin, 1999:341）。 
 

他們以摘要、濃縮、查證並建立這些資料的索引為業，⋯利用電腦掃瞄超過

二、三十年的資料，包括結婚證書、離婚證明、簽帳卡、姓名、住址、電話⋯⋯

報紙等，你的名字每出現一次，電腦就會記錄一次⋯⋯我已經看到他們擁有

你所有的檔案資料了，這些資料在《蘿拉韋氏字典》上。所有的照片、錄音

帶、幾千幾百萬的文字⋯⋯真是不可思議⋯⋯我對你瞭若指掌，彷彿我一直

生活在你的頭腦裡（Sterling, 1988:43, 104；轉引自 Dodge & Kitchin, 
1999:342）。 
 

西方社會裡公共空間的逐漸消失，一直是受到廣泛討論的觀念，而這是二十

世紀晚期空間變化過程的重要特色，例如購物行為由公共大街移到私人經營的購

物中心，而在公共大街上的購物行為則受到越來越多監控。 
 
使用監控的情況越演越烈，很多學者認為，電腦及電訊傳播科技數量的增

加，已經改變了監控的本質，透過強化後的紀錄轉移能力、複製能力及可得性而

使監控變得更加例行化、更加廣泛且深化（Dodge & Kitchin, 1999:36）。你在網
路上買過什麼商品、甚至只是瀏覽，都會被記錄下來，還有電腦軟體可以因此歸

結出你的個人消費模式，並推薦你可能會感興趣的其他產品，而你卻不一定記得

自己曾在線上購買過哪樣商品，能夠明白讓他人或某部電腦得知你會想買他推薦

的那項商品。在這種景象裡，我們將一直受到觀察，每件事都列入不可變更的紀

錄，公諸於世；公眾與私人不再有界線，「距離、黑暗、時間、圍牆、窗戶，甚

至是皮膚，這些對隱私、自由及個人特質等概念的基礎，都將不復存在」（Brin, 
1998:425）。 

 
只不過若就消費活動而言，這樣的「貼心」舉動，或許反而會讓某些消費者

感覺受到重視，這項科技在某種層面上可能是提供了一次令人極為滿意的購物經

驗－「當所有人都設立了自己的品味、慾望、誇耀與癖好的資料庫，而且資料日

益豐富，無疑地，日後將會有令人愉快的購物驚喜出現」（Hine, 2003:165）。 
 
然而，這樣的購物經驗目前為止畢竟仍是少數，對大多數消費者而言，這種

電腦預測系統還不算很有用，因為他們提供的資料尚不足以讓電腦軟體做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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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或有用的結論及建議。再者，雖然直到最近幾年，主要的消費活動仍舊發生

在公共空間中，但每位消費者只是短暫地暴露在眾人逡巡的眼光中，而那樣的視

覺消費經驗，那樣的偷窺亦是稍縱即逝的；然，在網路消費空間中卻大不相同。

我們或許是獨自在浩瀚網路空間中遊逛，每次的選擇也都是很個人的，但那些資

訊卻會永久存在電腦的記錄系統中，不論我們願不願意，甚或知不知道。這樣的

消費「軌跡」反而比實體消費空間更容易為人掌握，「購物者對資訊、協助和安

心的需求，[仍必須]持續與他們不願遭人評斷、不願私事曝光的心態處於緊繃狀

態」（Hine, 2003:165）。 
 
只是正如萊特（Light, 1999）所指出，西方社會裡從來就未曾出現過一個單

純的公共空間，公領域及私領域之間，不管以前或現在，都沒有一條清楚的界線

－公共空間受到法律及文化力量的規範，排斥了社會上不同邊緣化階級的參與；

而雖然過去視為是公共空間的領域近來有逐漸為商業利益所擁有及規範的趨

勢，不過早在上一個世紀時，商業利益就已經透過政治及生活實踐，擁有並規範

公共空間了。因此，我們或許不應討論網路空間到底是提供一個新的公共空間，

抑或是加速公共空間的退化，而是應該討論這樣的公╱私劃分，或說社會－空間

關係，是如何對筆者所關注的網路消費空間實踐造成影響。筆者認為，其中之一

便是與人群關係、距離的改變，進而可能對消費慾望的袒露有所影響。 
 

伍、私密性 VS. 社交性 

班雅明曾說，所謂的漫遊者必須是「融入人群」的，他們「浸濡在城市裡各

式各樣的感官刺激，他們希望融入人群，迷失在感覺裡，任由自己被窺視

（scopophilia）的欲望及愉悅所牽引」（Featherstone，1998）。對漫遊者而言，拱
廊街既是一種建築的框架，又是人際互動的框架（architectural and human 
interactional frame），因此即使拱廊街被漫遊者視為是「室內」，它也絕非是「私

密」、「個人」的，無論歷經拱廊街、百貨公司、購物中心等購物經驗的變化，漫

遊者皆欲與人群保持一種既涉入又抽離的距離。Friedberg（1993）更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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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拉特尼與馬恩伯（1997）的研究中，亦從購物的遊戲性連結其與空間的關

係。他們指出購物似乎可以形成一種能超越「真實」世界之平庸，並具備自主性

和自有目的性的活動，這樣的遊戲性則與公共空間息息相關－作為一種社會遊戲

的形式，便會受到特定的人我共處模式所規範，重點即在於，可以樂在其中的購

物總是發生於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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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特尼與馬恩伯進一步解釋，不知名的人群反而能給予購物者一種安全感與

平靜感，私底下不必一絲不茍，不必負擔任何責任；人們可以專注於接收並感覺

外來的刺激與印象；而在另一個層次上，人群則會形成一種永不休止的動力，推

動著購物者前去找出新的尋覓方向（Lehtonen & Mäenpää，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這某種層面揭示了購物活動的曖昧本質：一種徘徊在私人性與

社交性間某個地帶的遊戲。 
 
而正如李察‧賽內特（Richard Sennett）所言：「城市是一個陌生人得以匯集

的人類聚落」，齊美爾也指出現代大都會是無名的都會人士聚集的巨大群落

（Lehtonen & Mäenpää，轉引自 Falk & Campbell，1997），無論是陌生人，或是

無名的都會人士都暗示著，因為城市空間提供的匿名性及人群，得以形塑出「一

個虛擬個體的社交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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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tonen & Mäenpää，轉引自 Falk & Campbell，1997）。
網路消費空間不也能達成同樣的目的？ 
 
有些軟體的設計可以追蹤我們的瀏覽記錄，辨別出共有的消費模式⋯這種科

技假定我們的確是享有共同品味與慾望的社群，但我們卻不知道那是些什麼

人。我們在熱情購物時，都是獨自一人，至於誰是我們的那些靈魂伴侶，只

有電腦才知道⋯這種知識最終的結果就是「一個人的市場」，在這樣的市場

裡⋯我們所購買的與其說是代表我們個人的特質，不如說是我們和至少某些

人共享的價值（Hine, 2003:228-9）。 
 
 網路空間的虛擬特質，使得「人」不僅是匿名的，甚至是不在場的，在網路

消費空間中流動的僅能稱為「符號」。在第一節中筆者便曾提及，進入後現代消

費社會後，不論是商品、人群、消費漫遊者自身皆成了構成消費空間的景觀符號，

若從Maffesoli（1996）的角度來看，這些景觀符號則構成了所謂的「美學氛圍」

（aesthetic ambience），也是他所提的新部落主義（neo-tribalism）的基礎。Maffesoli
提出的新部落主義與過去古典部落主義不同的是，它是流動的、偶發性的聚集且

離散（dispersal）的，其間的成員不再是因為客觀的地理、空間等生活條件而被

集合在一起，唯一將這群人聚集起來的因素便是美學的氛圍－或是舒茲（Schutz）
所謂的和諧共振（syntony）。因此在大街上的慢跑者及街頭藝人，或是在百貨公
司、超市、購物中心等消費空間裡的購物者，運動場或音樂會裡的觀眾，都可構

成一新部落；他們並不會從此認定自己就是這個部落的成員，只是在當下，他們

互相取暖，共享一種在一起（being-together）的感覺。而另一方面，這樣的部落

亦不會持久，在運動賽事結束後，或是當購物者離開購物中心等空間之後，這個

部落便不存在了。 
 
那麼在這些部落中，仍有可能產生認同嗎？Maffesoli進一步指出，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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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動且偶然的新部落中，所謂的認同，是藉由建立直接或間接的觸覺式關係

（tactile relationship）而完成，經由移情（empathy）而成為「情感」共同體。而
「景觀」（spectacle）的本質在某個角度上，便突顯了社會存在（social existence）
中感官（sensational）及觸覺（tactile）的面向。「在一起（being-together）讓我
們得以碰觸（touch）：大多數人的愉悅都是建立在人群或團體的愉悅之上⋯而現

今社會中，影像（image）與感覺（sensation）的再度受到重視無疑地是與碰觸

的邏輯相關」（Maffesoli, 1996:77）。這樣的觸覺式關係亦隱含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的消逝，它不若過往重視理性的契約關係，且每位成員各有其

明確的功能（function），它注重的是隨意的、短暫的、情感的關係，成員在不同

關係中扮演不同角色（persona），戴不同的面具（mask）；換言之，縱使我們踏
出家門，離開擁有親密關係的家庭成員，我們仍會遭逢各式群體經驗，而與我們

共享這些群體經驗的成員多半是陌生的，唯獨在那段時間內產生暫時性的彼此認

同。 
 
麥克魯漢（1964）亦曾提過類似的觸覺式關係：「數字是我們人最親切、最

具有相互關係的活動－『觸覺』的延伸。在戲院、舞會、球賽或教堂裡，每個人

都會因為其他人的參加感到歡心無比。這種在眾人之間的歡樂，即是對數字增加

的歡樂感。」由此觀之，即便網路空間中的「人群」是不在場的，但代表這些人

群的數字、符號等，仍舊使我們與他人擁有一種觸覺式的關係。不論是電視購物

或是網路拍賣的介面上，我們觸目所及都是數字－出價次數、目前出價的最高金

額、出價者的評價數、距離結標的時間、商品數量、問與答中關於該商品有多高

的詢問度、賣家的評價數、賣家賣場上的商品數量以及商品尺寸，甚至以關鍵字

搜尋所得的商品數量，除了照片之外，最常見的「景觀」就是以數字所表示的賣

場狀態。在網路賣場的網頁空間中，筆者認為，絕大多數是靠數字觸摸人群、觸

摸賣家、觸摸商品，並依此建構一個網路消費空間的美學氛圍。 
 

然而，網路消費空間並不僅存在於網路拍賣或購物的網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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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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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賴

BBS討論版，他們不僅利用網路搜尋相關資訊以幫助他們不要受騙（例如買到

仿冒品）或當冤大頭（例如買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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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將自己使用或穿戴實際
商品的照片放在網路上做為證據。BBS討論版上的這一群消費者即符合Maffes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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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的新部落，成為其間成員之一甚至不需要發表文章，僅只是上版瀏覽，獲得

自己需要的資訊，便足以達到「和諧共振」的情緒共同體；而另一方面，因為網

路本身就沒有提供實際的地理空間，這群消費者更可謂名符其實的「心靈交會」

（meeting of minds）。 
 
這也意味著，使用者不僅只是將網路視為一個虛擬空間，它亦能形塑一個社

交環境，一個生活的空間，人們能夠在其中進行社會互動，而不只是交換訊息、

保持聯繫－這就是網路空間的形成及其社會意義（黃厚銘，2001）。只是網路提

供以 ID或帳號取代真實姓名的匿名性而建構出的虛擬個體的社交世界，卻與城

市空間中所提供的匿名性或匿名人群不同；網路消費空間中的人群不是無名的，

反之，其可謂使用者刻意創造出的一些身份－使用者得以隱匿某些真實世界的身

份資料，同時亦可選擇表露某部分想讓他人知道的自我特質，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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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厚銘，2000）。正如同過
去我們獨自一人在百貨公司逛街時，頂多只會詢問專櫃小姐的意見，而關於我們

私人的身材尺寸、身體缺陷等也只有專櫃小姐會知道，我們不太可能公開這類資

訊，並貿然在專櫃中詢問其他客人的意見；然現在在網路消費空間裡，的確出現

一群顧客互相袒露自己私密的身材尺寸、身體缺陷，並徵詢其他顧客的建議。 
 
我們從實體消費空間的社會壓力（例如緊迫盯人的專櫃小姐）逃進了網路世

界，當我們進入網路世界時，我們的肉身可說是處在一個安全的個人空間中－

家，只是利用網路的連結功能將我們引進一個無邊無際的虛擬空間，讓我們得以

一個人自由來去任何我們想去的地方。然而段義孚(Tuan,1998:21)也指出：「真正
的自由是必須以歸屬感為前提，『住所』即歸屬於一個具體的地方。」空間的自

由所帶來的不只是正面的感覺，還有自由所蘊含的無依與對未知的恐懼

(Ibid.,1998)。空間一方面意味着未來與自由；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暴露。所以，

一個兩全其美的方法就是，既能夠擁有自由的空間，又能夠保有我們對地方的熟

悉(Ibid.,1998:4)。因此，段義孚(Tuan,1998:49-50)也說：「人類需要『開放的空間』，

也需要『安頓寧靜的地方』，二者皆不可缺。人類生活是二元活動，既需要庇護，

也要冒險。既要依附，也要自由。」 
 
如此看來，我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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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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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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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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消費空間減低了消費者與售貨員之間的緊張關係，卻反而促使消費者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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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路上這般社交純粹性所呈現出來的是與真實社會中截然

不同的景象，藉著代號的隔離，個人卸除真實世界身分的羈絆，而以 Simmel
（1971）所言的那種普遍人格的姿態呈現，單純地做為一個「人」而與他人互動；
這種基於一般性的社會關係看似距離遙遠，卻能發展成極為私密、個人化的互動

（黃厚銘，2000）。如此的私密性及親密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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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甚至可以說，我們是在與他人的關係裡

找到對地方的認同感，找到安全與歸屬，甚至是找到對自己的認同；段義孚便也

曾借用奧古斯丁的見解，主張地方的價值是以特殊人際關係的親切感而產生的

(黃厚銘，2001)。 
 
然，黃厚銘（2001）亦指出，模控空間與都市空間最大的不同之處就在於，

在都市的人群中，我們所感受到的只有冷漠、疏離、沒有歸屬感，在這樣一個缺

乏地方感的空間裡，我們也感受不到自由，不會有探索的勇氣；而相反地，上網

時，個人的身體實際上是安頓在自己私密的房間裡，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同時，

又可以盡情享受模控空間的自由。事實上，網路空間的心靈特質恰好使我們發

現，現代都市社會物理上擁擠的空間，反而襯托出人與人之間遙遠的心靈距離，

而網際網路之所以會脫離原來的國防用途，朝向人際關係上的挪用，其實便可謂

人們以網路隔離作用的保護為前提，利用其連結功能尋求與他人心靈接觸的表現

（ibid., 2001）。 
 

陸、小結 

紺野登（1988）曾說，空間與物品一樣，也能說明其功能的價值與象徵的價

值；空間具有內、外部結構、材料、空調等設備性能，與器具、家具性能及佈置

                                                 
23 Simmel（1971）曾分析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類型－「陌生人」。在他的論述中，陌生人不是今

天來，明天就走的流浪漢；他是今天來，明天仍然留下來的一種社會角色，他雖然沒有離開，但

也沒有放棄去留的自由。因此陌生人與社會群體之間是一種特殊的互動形式，是一種具有正向意

義的參與方式。陌生人與社會群體保持一種似近實遠，似遠實近的社會距離，他所具有的流動性，

使他得以與每一個人發生關係，從這個角度來看，陌生人與群體密切相關；然從另一個角度來看，

因為陌生人並沒有與任何特定的個人建立起有機的親近關係，例如親屬、職業、與地域，故而他

仍舊與我們距離遙遠(Simmel,1971:144-145)。也因為這個社會關係的特殊距離，所以，陌生人常

常被認為具有客觀性，他由於沒有與特定的個人建立有機的關係，因此不會有所偏頗；同時，他

也以這樣的方式參與了社會關係，而不是毫不參與；因此 Simmel認為，陌生人是遙遠與親近的
綜合，是無私與涉入的結合（黃厚銘，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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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即為其功能價值，相對的，象徵的價值則是「氣氛」、意象、意義的價值（星

野克美，1988）。然而與其區分網路消費空間的功能價值或象徵價值，倒不如說

因為網路的虛擬特性，使得這些價值都轉化為一種「體驗」24價值：廿四小時全

年無休，沒有營業時間限制的商店，不論是凌晨三點或是正值上班時間，只要你

萌生購買的慾望與需求，都可以立即上網得到滿足；你可以舒服的坐在家中，動

動手指就能購物，不用費心打扮，也沒有塞車、找停車位的麻煩，或是人擠人的

痛苦，甚至不必擔心店員的白眼或忍受她緊迫盯人的服務態度；而且只要輸入關

鍵字搜尋，所有你想要的商品，不管是在台灣、香港、或是世界上的任何國家，

都馬上陳列在你眼前，一目了然，讓你能快速搜尋到想要的商品；甚至不用顧慮

旁人的眼光而能隨心所欲浸淫在自己的慾望及幻想中，尤其是在「感覺」商品這

部份，畢竟在拍賣網或購物網中陳列的商品，消費者只能仰賴「視覺」，亦即商

品的照片去想像該商品適不適合自己，穿在自己身上會是什麼模樣，而無法使用

觸覺或其他感官「接觸」這些商品。Rheingold（1993:164）在討論網路活動時便

曾指出，「觀看」是網路上最重要的行動，因為網路活動本為視覺感官的延伸，

不論是WWW的影像、文字或動畫，抑或 BBS介面的文字，都是仰賴視覺而行

（龐惠潔，2005）。但也正因如此，在網路消費空間中進行的交易多有風險，甚

至可謂多了項「賭博」的體驗在內－消費者雖然享有「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的

體驗，卻也必須承受色差、質料不同、樣式落差等物況不佳的風險。Rosalind Krauss
（1999）曾提出照片的論述空間，指出博物館即為一空間政治的例子，它決定了

在此展出的物品為藝術，是美學的表現。或許，網路消費空間也存在著某種空間

政治，某種關於照片的論述空間：重視價格並不代表網路消費空間中的消費漫遊

者便會變得較為理性，他們或許會透過比價來抑制購買的衝動，但他們仍是運用

「觀看」的純美學行為進行想像－當人透過照片與商品之間的接觸結束之後（關

掉視窗，或跳至下一個視窗），想像仍會繼續存在，並不斷地被消費者召喚、重

溫；照片不僅擁有真實描述、紀錄商品狀態的功能性價值，模特兒的美貌與擺的

姿勢、賣家搭配的其他商品、打光、賣場背景等，更反而加深觀者對商品的迷戀

和幻想，亦即賦予照片的內容物一種戀物（fetish）的特質，「它們讓觀者覺得自
己幾乎可以觸碰到影像中的事物，而這種感受會提醒他，他真的可以擁有那件實

物或確實擁有了那件實物」（Berger, 1972）。網路消費空間中的消費漫遊者純粹

透過視野來體驗愉悅。 

                                                 
24 Joseph PineⅡ及 James Gilmore（1999）在《體驗經濟時代》一書中指出，經濟發展正歷經新

的轉變，從商品經濟，到服務經濟，如今則邁入體驗經濟的時代－從休閒農場、主題樂園、遊戲

產業、量販百貨店、星巴克，或是文化創意產業，都在在證明體驗經濟時代的來臨。他們表示，

體驗經濟是一種已經存在卻不曾被清楚表述的經濟產出類型；它的特徵是：在這裡，消費是一個

過程，當過程結束後，「體驗」的記憶將恆久存在，而提供體驗的企業和它的員工，必須準備一

個舞台，像是表演一樣的展示體驗（Pine & Gilmore，1999）。而書中亦提及網路拍賣所創造的體

驗便是將「拍賣體驗（競標、出價）」開放給所有人，亦不再侷限於藝術品或收藏品的拍賣，如

此便賦予該消費方式在本質上已存在一重體驗。然而筆者在此將體驗經濟的概念再擴大解釋，認

為網拍不僅只是將拍賣體驗開放給所有人，而是網路空間本身的特質即提供消費者一種不同於以

往實體消費空間所能營造的消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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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Crawford（1992:17-8）則指出，當定價的模式取代議價之後，消費者

進入商店便可以只觀賞而沒有購買（buy）的義務，這樣的轉變使得消費者成為
被動的觀看者（passive spectator），一個孤立的個體（isolated individual），甚至
只是在百貨公司裡逛街的人群中的一張臉，在商品前默默地沈思。那麼當網路上

的消費漫遊者亦僅能透過視覺來享受愉悅時，是否意味著網路消費漫遊者也是被

動的、孤立的個體？其實不然。因網路消費空間營造出某種與電影院相仿的虛擬

凝視的視覺消費經驗，將任何時空的符號商品都集中到網路拍賣上，向消費者販

售某種「虛擬真實」，並使她們從原本的身體移動轉而成為虛擬移動，僅是景觀

流轉，身體位置並未有任何變動；但網路拍賣畢竟不像電影院那般，可以完全不

顧再現物的真實對照，僅接收呈現在消費者眼前的虛擬符號，它終究還是會回歸

真實，即消費者收到實品的那一剎那。因此，網路消費者所處的位置或許固定，

但並未因此而完全被動地接收任何被建構出來的符號訊息。 
 
另一方面，網路消費漫遊者的看似孤立，或許源自他們的獨自面對商品、面

對符號、面對慾望，但透過 BBS討論版，他們找到了觸覺式的社交關係－他們

開誠佈公地討論自己的身材缺陷，與一群親密的陌生人分享購物經驗，詢問大家

對某件自己心儀的商品有何想法；他們並沒有面對面的接觸，但是透過文字與照

片，他們在網路的虛擬空間中成為「心領神會」的情緒共同體。換言之，視覺所

撩撥的慾望非但不是私密而個人的，反而成為可以公開討論的。消費者的所在地

或許從「私密的公共空間」走入「私密的個人空間」（從公共街道回到自家房間），

這群廣場愛好者（agoraphilic）卻不甘寂寞，主動現身讓大家觀賞；他們遊走在

開放的空間（網路拍賣或網路購物的網頁）與安頓寧靜的地方（BBS討論區所

形成的社群），他們「需要庇護，也要冒險；既要依附，也要自由（Tuan, 1998）」。
只是當消費軌跡被人清楚掌握時，這群「花枝招展的暴露狂」卻又有種被侵犯的

感覺。網路空間私密（因為化名而與真實世界有所隔離）卻又公開（網路作為一

資訊透明的社會）的矛盾性，某種程度上與購物體驗私人性與社交性的曖昧本質

若合符節，也因此使得網路空間中的消費體驗更顯多元而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