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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研究分析 
 本章針對廿三位受訪者的深度訪談資料進行分析，對於上一章所列之訪談問

題大綱，搭配受訪者資料進行分析與探討，以期能找出網路消費空間中存在哪些

與實體消費空間不同之特殊消費體驗。 

 

 首先介紹各受訪者的背景，包括性別、年齡、職業、所在地區，及購買商品

種類、使用網拍年齡等，接著透過描述受訪者們使用網路拍賣的習慣，從而勾勒

網路拍賣與實體消費空間結構條件上的不同之處。之後，便分別就本研究所關注

之主題進行分類整理，第一部份將針對視覺消費經驗探討人與商品關係的轉變，

再者，因為網路拍賣的成形非常仰賴社群的力量，因此在第二部份，筆者轉而針

對 BBS 上的討論版探討人與人群關係的轉變，不過這部份又分為兩個層次－私

密體驗與「地方感」－分別論述之。 

第一節 受訪者基本背景介紹 

壹、受訪者個人資料 

成功進行訪談者共廿三人，包含廿二位女性，一位男性。訪談日期從二○○

六年四月廿八日至五月卅日，訪談方式包含面訪及MSN訪談等。在「e-shopping
網路購物版」上刊登受訪者公告共招募到十九人，皆為女性；另外，透過人際網

絡招募到的自願受訪者為四人，其中包含一位男性，三位女性。為保護受訪者隱

私，本研究以英文字母為代號來代替受訪者姓名，相關資料如表 5.1，以下將就
受訪者相關人口變相進行說明。 

 
                 表 4.1  受訪者基本資料 
 

編號 性別 年齡 職業 所在

地區 
訪談

時間 
訪談方式 來源 

I01 
（twESlick） 

 女 19 學生 南部 1  hrs MSN BBS 

I02 
（petseal） 

 女  25 教師 北部 4  hrs MSN BBS 

I03 
（oruha） 

 女  22 學生 中部 4  hrs MSN BBS 

I04 
（xenia66789） 

 女  20 學生 東部 3  hrs MSN BBS 

I05 
（shejin） 

 女  22 實習 中部 3  hrs MSN 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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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6 
（asodo） 

 女  22 學生 南部 4  hrs MSN BBS 

I07 
（diorla） 

女  22 學生 南部 5  hrs 面訪 BBS 

I08 
（yumikonala） 

 女  20 學生 東部 3  hrs MSN BBS 

I09 
（cutejojo） 

 女  30 批發 中部 1  hr MSN BBS 

I10 
 （funnycat） 

 女  25 業務

助理 
北部 2.5 hrs 面訪 滾雪球

I11 
（lai） 

 女  24 業務

助理 
北部 2.5 hrs 面訪 滾雪球

I12 
（lister） 

 女  25 學生 東部 2  hrs MSN 滾雪球

I13 
（hearteye） 

 女  24 學生 南部 2  hrs SKYPE BBS 

I14 
（qing） 

 女  20 學生 中部 2.5 hrs MSN BBS 

I15 
（sweety） 

 女  24 學生 美國 2.5 hrs MSN BBS 

I16 
（kennysister） 

 女  23 學生 中部 2  hrs MSN BBS 

I17 
（sheautyng） 

 女  21 學生 北部 2.5 hrs 面訪 BBS 

I18 
（m123569） 

 女  22 學生 中部 1.5 hrs MSN BBS 

I19 
（birdy） 

 男 28 教師 北部 2  hrs MSN 滾雪球

I20 
（mintgirl） 

 女  22 學生 北部 1.5 hrs MSN BBS 

I21 
（kisslazycat） 

 女  22 學生 中部 2  hrs MSN BBS 

I22 
（davilove） 

 女  21 學生 北部 0.5 hrs BBS BBS 

I23 
（woooo） 

女  30 教師 北部 2  hrs MSN 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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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本研究所得之廿三位受訪者中，僅有一位男性，雖說性別比例非常懸殊，但

亦反映出蕃薯藤做的網路趨勢調查中所下的標題之一－「粉紅勢力持續壯大」，

根據蕃薯藤在 2005 年所做的網路使用行為的趨勢調查中顯示，女性網友在 10
年間呈現成長的趨勢，從十年前的 24.4%逐年增加至目前的 59.3%，而根據 UCLA
最新公佈的一項調查中指出，台灣人在世界 12國中，男女上網比例中差距最小

僅 1.6%（曾于修等，2003），加上近幾年以女性為主要對象的購物網站與行銷活

動有越來越多的跡象，女性儼然成為網路上重要的消費族群。再者，筆者認為，

因受訪者多是從 PTT的 e-shopping版上徵求的，版上討論性強的商品如保養品、

服飾、女性配件等多為女性愛買的商品，因此會流連該版並在版上發文的版友多

為女性，如此便也反映在此研究受訪者的性別比例上。 
 

圖 4.1   近十年網友性別結構變化 

                        資料來源：蕃薯藤網路大調查 
 
二、年齡 
受訪者年齡層介於十九至卅歲之間，其中多數落於廿二至廿五這個間距，根

據資策會今年 10月針對台灣網友對於網站品牌印象所做的調查顯示，30喜歡
「Yahoo!奇摩拍賣」的網友有年輕化的傾向，以 15至 24歲為主要族群，佔 41.2%，
這與本研究受訪者的年齡分佈相吻合。 
 
三、職業 

                                                 
30取自 http://www.find.org.tw/find/home.aspx?page=board&id=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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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三位受訪者中有十七位為學生，而 I02雖將其職業列為教師，但其實她亦

有研究生身份。因為本研究主要是從 BBS站中徵求受訪者，而會使用 BBS者多
為學生，也因此受訪者的職業多為學生。 
 受訪者的職業背景可能會影響參與網路拍賣的動機、上版參與討論的心態及

於其間獲得的新消費體驗，例如學生多數收入不豐，因此在網路拍賣的使用動機

或心態上，與已有職業、有較高收入的上班族可能會有些不同，獲得的消費體驗

也不盡相同。 
 
四、所在地區 
 受訪者中有八位位居北部，七位在中部，四位在南部，三位在東部，一位在

美國。在北部的受訪者盡量採取面訪的方式進行訪談，但有五位因時間上無法配

合而採取MSN的方式進行訪談，而北部以外的受訪者中，僅有一位因頻繁往來

台北與高雄，因此得以約面訪，其餘亦採用MSN或 SKYPE等方式進行。據資

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經理劉毓民指出，在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電子商務研究

所發表「2005 年網路使用者購物行為分析」中發現，網路購物者以北部最多、

達 41.6%，中部次之、有 29.8%，南部 23.9%，東部最低、只有 4.7%，顯見台灣

仍普遍存在數位落差。31  
 

貳、受訪者之網路拍賣使用情形 

 這部份主要是針對受訪者的網路拍賣年齡、購買商品、接觸網路拍賣的契機

及平常逛網路拍賣的習慣進行整理，並對受訪者使用網路拍賣及對網路拍賣空間

的態度做背景上的介紹及討論。 
 

表 4.2  受訪者之網路拍賣使用情形 
 
編號 網路

拍賣 
年齡 

購買商品 契機 逛網路拍賣習

慣 

I01 三年 服飾居多 高中時有固定零用

錢，而且高雄的商品

流通沒台北快，所以

會先上網看款式。 

會訂加入好友名單的

賣家的電子報，可以

知道商品情報；版友

推薦的賣家也會去逛

逛。 
I02 三年 服飾、洗髮精、

月見草油、吃的

膠原蛋白、食物

大學時很愛上 PTT，
有天無意間發現

e-shopping版，所以才
知道網路拍賣。 

逛網路拍賣一定用關

鍵字，超愛關鍵字，

最常用的是品牌名

稱。 

                                                 
31取自 http://tw.stock.yahoo.com/xp/20051125/49/21353365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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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3 三年

多 
化妝品及保養

品最多，其次是

配件，最少買的

是衣服及鞋子 

因為妹妹先開始玩網

路拍賣，所以才一起

加入的。 

先看正在追蹤的商

品，然後直接輸入一

些關鍵字例如品牌、

類型等。 
I04 一年

多 
衣服、鞋子居多 先從一些已經不流行

的連續劇、日劇的 vcd
或 dvd開始買起，才
轉到服飾類。 

有時候用搜尋功能，

或是從奇摩拍賣的商

店大街逛起，如果不

知道今天要逛什麼就

上 e-shopping版看大
家推薦哪些商品。 

I05 三年 服飾（蠻喜歡外

流貨）、書籍 
誤打誤撞點到拍賣的

網頁，便進去瀏覽一

下， 

一上網會先開

e-shopping版看今天
網友找了哪些新鮮

貨，然後，會固定開

啟版友做的一個「敗

家網頁」32，有幾個賣

場大概每天都會固定

上去看一下有無推出

新貨。 
I06 一年 服飾居多 一開始聽到網路拍賣

這個名詞是因為同學

參加蒟蒻干的合購，

再加上因為有奇摩帳

號，每次登入信箱也

都會收到關於最近推

出哪些主題的拍賣

品，偶爾會點進去看

一下，就慢慢養成逛

的習慣。 

先從列入好友名單的

賣家逛起，如果看到

喜歡的，再用關鍵字

搜尋。知道 e-shopping
版之後，才變成先從

ES版逛起，然後再連

到網路拍賣賣場。 

I07 五年 保養品、衣服、

褲子（尤其是牛

仔褲）、 

因為朋友會上網找一

些單價較高或台灣沒

有引進的 T-shirt，受
到朋友影響便也會上

網找一些便宜貨。 

看雜誌，然後用關鍵

字例如品牌名稱，來

搜尋想要的商品，如

果看到中意商品，會

先加入追蹤清單再慢

慢考慮。 

                                                 
32附上敗家網頁的網址: http://users.cjb.net/ringo1985922/for_yahoo_auction_ptt.htm。這是由 ptt 
e-shopping版的版友 nanaema所製作的，是依賣家風格分類，不僅列出賣家的帳號，還有賣場名

稱，非常方便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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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8 二年 服飾、二手名牌

包包跟鞋子 
大一時候的室友有在

玩網路拍賣，就跟著

一起看。 

隨意瀏覽，不太會用

關鍵字；有時看到版

上討論也會點進去逛

逛，如果風格相近就

算沒看到真正喜歡的

商品也會放入追蹤，

以便日後找尋方便。 
I09 三年 服飾 當初會加入網路拍賣

就是為了要跟白鳥花

子買衣服 

多是跟固定賣家購

買。在去年停止網

購，並從今年三月開

始自己做網路拍賣。 
I10 一~

二年 
書籍、化妝品、

LESportSac的
包包、衣服、水

晶 

同學或朋友都有在玩

網路拍賣，甚至有人

當起賣家，才會開始

接觸網路拍賣。 

關鍵字搜尋。 

I11 三~
四年 

書籍、食物、國

外限定的服

飾、保養品、日

文翻譯機、雨傘

同學有在玩網路拍賣

才開始接觸，後來也

有幫表姊在網路上出

清二手衣。 

關鍵字搜尋，加入追

蹤清單再過濾。 

I12 一年

多 
衣服、鞋子、台

灣沒有進的化

妝品或保養品 

因為室友也在玩網路

拍賣，甚至當賣家，

而且在台東比較少有

逛街的地方，款式也

比較少。 

通常是先到

e-shopping版看文
章，然後連結到網友

po出的網址逛逛看
看。 

I13 三年 幾乎所有種類

商品都有在網

路上買過 

大一會上網後，無意

間逛到 Yahoo拍賣，
就買了一本自己想要

的書，但因為這一次

交易不甚愉快，便停

了一陣子，直到大二

快期末因室友也是網

路拍賣一族，才又開

始看網路拍賣的東

西。真正狂買時是在

大三。 

多半是關鍵字搜尋，

因為已經過了狂買

期，通常是有特定目

標才會上網路拍賣。 

I14 三年 服飾居多 高中便有在接觸網路

拍賣，但時間並不

多，直到大學天天只

有網路後，才開始頻

繁接觸。 

如果已有目標，便用

關鍵字搜尋，再從出

價最便宜開始看起；

有時候看到美圖會將

圖片另存做欣賞用；

但認為還是版友整理

的敗家網頁最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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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5 五年 女性配件、服飾 大學時喜歡上網逛

逛，無意間發現 Yahoo
拍賣，但是在到美國

後才比較常在網路上

購物。 

先選擇自己有興趣的

商品分類，或是先瀏

覽喜歡的賣家。 

I16 二年 服飾，其中最滿

意且花最多錢

的是鞋子 

大學同學很多人都在

迷網路拍賣，也有認

識的學姐在 bbs上辦
合購。 

以前多半是漫無目的

的瀏覽，現在則是有

特別想找的商品才會

上網搜尋。 
I17 四年 衣服、褲子 因為想找偶像的週邊

商品、CD，得知網路

上有在賣，便上網試

試看。 

會先設定好想買的東

西，然後用關鍵字搜

尋。 

I18 二年 服飾居多 看到 Yahoo的廣告，
加上自己不喜歡去實

體店鋪逛街，所以就

上網試試看。 

會先上 PTT的討論版

看文章，然後再看出

價，或者會去喜歡的

賣家的賣場看看。 
I19 四年 3C產品 因為想買便宜東西，

對二手的商品也並不

排斥，因此上網瀏覽

碰碰運氣。 

上網路拍賣差不多就

是針對特定想購買的

商品做比價跟比較物

況的動作，但偶爾也

很容易因為價錢實在

低於市價很多而出

手，然後再轉賣。 
I20 五個

月 
衣服、飾品 看到奇摩正好有自己

想要買的衣服。 
平常都是逛固定的賣

家，或是看版上網友

們的推薦。如果是在

街上看到想買的東

西，也會上網搜尋一

下網路拍賣的價錢。 
I21 五年 CD、包包、衣

服、鞋子、化妝

品、食物 

奇摩是入口網站，所

以無聊看到拍賣這個

新類別就點進去看

看。奇摩首頁上的各

類別什麼家族、購物

等都會點看看。 

若賣家有發電子報，

就會上去看看有什麼

新貨上架，不然就是

搜尋自己想要的東

西，只有偶爾無聊時

才會去列入好友名單

的賣家賣場看看。 
I22 五年 衣服、食物 那時候因為 Yahoo拍

賣剛開始營業，覺得

好奇所以就上去看看 

關鍵字>追蹤清單跟
好友名單賣家>版友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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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3 四年 絕版書、絕版

CD、電鑽、國
外品牌的內衣

等，很多東西都

會上網買 

看到奇摩的廣告，然

後就搜尋了一下自己

想買的絕版書，結果

真的找到了。 

有特定品牌的話則會

使用關鍵字搜尋，否

則都是進入某個商品

種類，先以商品特徵

限縮範圍，再按照下

標次數排序以做評

斷。 
 
一、網路拍賣年齡 
 在這群受訪者中，網路拍賣年齡最長為五年，共有四位，四年的有三位，三

年的有八位，二年的三位，一年的有四位，未滿一年的則僅一位；其中又以三年

的人數最多。Yahoo!奇摩拍賣於 2001 年 9月開站，到今年為止已有五年的時間，

因此接觸網路拍賣已達四年到五年的七位受訪者可說是資深買家，歷經奇摩在這

五年間的成長及轉變。而奇摩拍賣在 2004 年 4月 9日起開始向賣家收取刊登費
用，可謂一項重大轉變，使得整個網路拍賣逐漸轉型成一商業性平台，商品價格

開始提高，亦帶動服飾類商品照片雜誌化、預購款等，如此對消費者的消費經驗

與體驗必定造成某種程度的影響，因此接觸網路拍賣兩年到三年的十二位受訪

者，對網路拍賣必定會擁有與前述的七位資深買家不同的觀感或態度。至於網路

拍賣年齡僅一年或甚至未滿一年的受訪者，可能還未熟悉網路拍賣的運作模式，

或說並未經歷這些變化，因此對網路拍賣自會抱持另外一種看法。 
 
二、購買商品 

整理結果發現，服飾是最熱門的網購商品，其次是保養品及化妝品，食物、

書籍、CD等則更少。在 2004 年 2月號的 e天下雜誌也曾報導過，在 Yahoo!奇
摩拍賣中，網友最愛的還是女性精品和服飾。而根據資策會在 2005 年所做的調

查中亦顯示，網購族最常買的前五項產品依序為 3C商品、女性精品、生活精品、
書籍雜誌與計算機軟體，其中 3C產品為男性最愛，女性則鍾愛女性精品及書籍

雜誌。33 
                       
                    表 4.3  熱門網購商品排行榜 

 
排行名次 Yahoo!奇摩購物 

售出類別排行 
美國新網友最常購買

之商品 
美國有經驗網友最常

購買之商品 
第一名      首飾配件        衣服        衣服 
第二名      女裝上衣        CD        書籍 
第三名      臉部保養     珠寶及手錶        CD 
第四名      女裝上衣        書籍        旅遊 
第五名    兒童服飾用品        傢俱      電子商品 

                                                 
33取自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ec/2005-11/18/content_37974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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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名    化妝品╱彩妝      運動商品 一般軟體及遊戲軟體

第七名      轉蛋食玩     保值收藏品   電腦及週邊商品 
第八名      汽車百貨   個人興趣收集品        禮品 
第九名      男裝上衣         花      運動商品 
第十名     電腦零件組   電腦及週邊商品    食品及化妝品 
附註：Yahoo!奇摩購物統計資料是截至 2005 年 11月累積統計，摘自民生報 2006
年 1月 8日 B2版。美國資料部分則摘自《Yahoo!網路拍賣開店實用手冊》。 
                         資料來源：楊心怡製表 
 
 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提及，此次徵求的受訪者來源是來自 PTT的 e-shopping
網購版，版上多以服飾及女性配件如鞋子、包包、首飾等為主要討論商品，這些

商品多半會設定直購價，而非以競標為主要購買方式，因此接觸到的受訪者對是

否為拍賣形式，或是直接以直購價的形式購得商品，並未深刻感受到其間的差

異；對多數受訪者而言，網路拍賣可能僅是將逛街的形式轉換至另一種空間，以

另一種方式進行而已，拍賣機制所帶來的追求競標、搶標的樂趣並非她們上網路

拍賣的主要動機，其中僅少數受訪者有競標的經驗。然，價錢仍是這群消費者重

視的一大因素，她們多半預設在網路上能找到價格較市面便宜的商品，甚至出門

逛街時也會想說，說不定能回家上網搜尋一下，看是否有更便宜的商品。34其實

這樣的結果正好反映出，網路拍賣這種新型態消費模式並非僅帶來「將拍賣體驗

（競標、出價）開放給所有人」的新消費體驗，而是存在另一種獨特的網路消費

體驗，而這種體驗若將網路拍賣視為一種新生成的網路消費空間，以與過往的實

體消費空間比較，便能突顯出來。這將在後面幾節做更深入的討論。 
 
三、加入網路拍賣的契機 
在這群受訪者中，有不少（十三位）是隨意在網路上亂逛時發現 Yahoo!奇

摩拍賣這個新類別，進而點進去瀏覽。然而仍有不少（十位）是因為周遭朋友的

引薦才知道的，而在這些人當中，部分受訪者表示，當初聽到朋友或同學在玩網

路拍賣時，實在無法理解為什麼會有人願意在網路上買東西，又摸不到，又不能

試穿，也不確定對方是否會寄貨，因此一開始皆認為網路購物是個具風險的消費

行為。但經朋友慫恿而嘗試網路拍賣後，發現的確方便，也真的能撿到些便宜貨，

雖然可能有幾次不愉快的經驗，但多半仍認為網路拍賣的優點多過缺點，甚至在

不知不覺中養成只要有想買的東西便會上網先搜尋一下的習慣。 
 

                                                 
34「沒接觸網拍前，我反而不常逛街，因為沒有要去比價。還是會逛，但就是懶。可是網路拍賣

出現後，反而變成我逛街的動力來源，就會想上街比價、看實品。」（I06，F，22歲） 
「有時候跟男朋友出去逛街也會變得很討厭，我如果不買有時候他會生氣，但因為我想回家看

網拍。逛街時當然還是會看一看，但通常都會猶豫，因為卡在價錢。網拍的優點是有時候不用

殺價就可以買到低價品。」（I03，F，22歲） 
「像現在我如果跟同學出去逛街，會稍微翻一下下，但通常我心裡想的其實都是……網路上比

較便宜；要不就是跟男友出去逛街時，會一直告訴他~網路賣多少。」（I18，F，2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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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網路消費空間外在條件上的轉變 

壹、理性消費場域？ 

廿三名受訪者中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十五位）會使用關鍵字搜尋，一方面

因為網路空間是具有高度購買可能性的空間，且這個可能性存在高度開放性及多

重性，亦即消費者可接觸到的商品多到不勝枚舉，若不用關鍵字限縮範圍，這趟

購物之旅便會無止盡地一直延伸。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主任詹文男便分析，

網路上的消費行為，通常都是有意識的搜尋結果，只要讓消費者知道有這項產品

或賣場，有此需求的人自然就會光臨（馬岳琳，2006）： 
「因為現在網路上的東西很多，看會看不完，有時候我只是想找某些東西，

可是搜尋出來會有一堆我不要的，這樣就得要花很多時間過濾、篩選；但是

yahoo拍賣有分很多搜尋法，像可以加註地區、一元起標，或是你某些關鍵
字的東西不要，像我買手機，可是我不是要買配件，但有一堆賣家會亂刊登，

所以我會把"電池~手機吊飾"這類的關鍵字眼扣掉，搜尋出來會比較準。」

（I13，F，24歲） 
 
另一方面，關鍵字的使用也可能代表某種理性框架，如同拿著購物清單去超

市購物這種具計畫性的日常購物經驗。Lehtonen & Mäenpää（1997）在其研究中
曾提出購物的兩種不同概念：第一種概念是強調購物時最要緊的便是樂在其中，

而購物本身就是充滿樂趣的社交活動；第二種概念則是完全把購物視為現代人為

了維生和養育而購買生活必需品時，平淡且乏味的一種手段。每當受訪者被問起

如何使用網路拍賣的消費空間時，他們多半會強調自身行為的實用性或功能性，

亦即套用第二種概念來解釋其網路拍賣的消費經驗，以與平常出門逛街的消費經

驗作對照： 
「當我點進『拍賣』這個連結時，我通常已經做好了要買東西的心理準備，

不然就是在做未來要買東西的準備，可能是觀察行情，或是比較一下價格這

樣；但是逛街對我來說是純休閒，就跟逛美術館、博物館是一樣的。一個是

消費行為，一個是娛樂行為。對你來說，買東西跟逛博物館會一樣嗎？在我

認為，網路拍賣純粹是一種購買，而逛街多少涉及一些欣賞的成分…逛網路

拍賣對我來說，通常都是真的要買東西才會去，就譬如我想到還缺什麼，才

會去看看，因為網路拍賣有分類，你一定是有目標，才會慢慢的前進到有商

品的地方；但逛街通常就真的是打發時間，就是你亂走有什麼就看到什麼。」

（I19，M，30歲） 
 
受訪者 I19是男性，正如筆者在前面提及，男性網路消費者多半是以 3C產

品為主，因此對受訪者 I19而言，這類商品的外觀便不是那麼重要，也不會有什

麼欣賞的成分，而因為他多半購買的是二手商品，因此他會注意的是配備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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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本的使用者使用多久了，除非賣家有提及東西有損傷，否則他比較不會在

意外觀，因為「3C商品像手機或 NB，你一定是之前就做過功課，所以一定會知
道它長什麼樣子」。受訪者 I19也曾經買過皮包、皮夾，但也多半是有牌子、曾
經在實體店面看過商品樣貌的商品，然後上網比價，如果網路上較便宜就會選擇

在網路購買，但如果網路較貴，他依然是會回到實體店面購買，「如果是要穿在

身上的，我還是會覺得要穿到看到才敢買，所以在網路上我只敢買不需要尺寸的

例如包包或皮夾」。簡言之，對受訪者 I19 來說，網路拍賣仍是以撿便宜為主要

目的的消費空間。 
 
一般我們的既定印象中，兩性對購物抱持的態度、採取的方式似乎大不相

同。男性往往是採取將購物視為一種使需求得到滿足的純買賣活動的消費者角

色，意即男性假定購物只有在「需求」確實存在時才會發生，在男性眼中的消費

其實就是讓（需求）得到界定、然後前往適當的店買該買的東西，最後以回家告

終的一種活動；因此在男性的購物哲學裡，「瀏覽」或「逛櫥窗」並未被當成這

個過程中的必要部分（Campbell，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297）。相反的，
依照女性的觀點來看，「瀏覽」乃是購物活動中不可或缺的部分，而其之所以會

被視為是必要過程的原因，不僅僅因為這麼做是唯一能完整掌握購買對象資訊的

手段，而且她們認為唯有直接暴露在這些待售之物中，才能使她們親身體驗到那

足以誘發其自身「需要」（wants）的「慾望」（desires），及藉由滿足她們審美與
情感表達的方式「漫步並端詳商品」時所帶來的樂趣（Ibid, 1997）。 

 
然從上面所整理出的表 5.2可以發現，無論男女，在問及逛網路拍賣的習慣

時，受訪者多半指稱她們在遊逛網路拍賣的消費空間時，都是有目的性的，通常

是已經設定好一些目標，有特定想買的商品，然後上網輸入關鍵字，再從中挑選

較便宜的。而被問及對網路拍賣的觀感時，也多是以輕鬆、方便、有效率、迅速、

撿便宜等為主要答案：「你想找的同類型商品就一字排開在你眼前，讓你可以瞬

間貨比三家」；「只要你連得上網路，無時無刻都可以逛，就算半夜買也 OK」；「逛
街你要穿得漂漂亮亮，還要化妝什麼的，可是網路拍賣你穿著再邋遢都還是可以

逛」；「一想到人家把貨都挑好，還拍好美美的照片，就覺得還是去逛網路拍賣好

了」；「現在網路拍賣還有賣家直接去日本幫你帶貨的方式，可以較合理的價錢買

到真正的日貨」；「網路拍賣可以用關鍵字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逛街就比較麻

煩，有時候可能走了兩個多小時卻都沒看到自己想要的」。這個新興的消費文化

似乎讓消費者的購物行為模式，無論男女，普遍變得較為理性，或說是採取和便

利、有效率有關的理性框架。 
 
只是，網路購物的樂趣是否便僅限於這些和便利、效率有關的理性框架呢？

Lehtonen & Mäenpää（1997）也提及，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很少會將兩種購物概念

嚴格劃分開來，它們彼此之間是存在某種互相牽動的力量的－一方面我們會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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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內在經驗或生活經驗，使得我們的消費活動含有享樂主意的成分，而另一方

面購物活動往往也蘊含著客觀化的或是禁慾式的理性想法，這也是現代性社會行

動的特質之一。其實有不少女性受訪者表示，他們逛網路拍賣有時候也是為看美

女、美圖，「就是很喜歡看，把網路拍賣當成流行雜誌一樣在看」，甚至「有時是

觀賞勝過購買，覺得『挖，這種東西也有賣喔！』」。更有受訪者表示： 
「網路上寶貝很多，亂打個關鍵字，這些東西就會一字排開，你會在裡面發

現很多很美的東西…心靈空虛或忙碌時看看網路拍賣，發現有這麼多美麗的

東西，心情頓時好很多。」（I02，F，25歲） 
 
換言之，這些視覺上的享受並不會與他們所採取的目的性購物模式互相抵

觸，即使是依照計畫去尋找某樣東西有時候也能帶來樂趣。她們並未因網路空間

特性所培養出的理性框架，而覺得好像喪失類似逛櫥窗或瀏覽所能獲得的樂趣。

購物經驗本身既是理性的經驗也是享樂的經驗，只是購物的實踐行動並不能使理

性與享樂的矛盾「獲得解決」，而只能使這個矛盾「實際發生」（Lehtonen & 
Mäenpää，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 255）。普魯士和道森（Prus & Dawson）
亦曾指出這兩個概念在「相互對照之下，並不互斥。購物者在購物過程中，不僅

很可能從一種定義框架快速切換至另一種框架，而且她們也可能會同時運用消遣

性和勞動性的字眼來定義購物」（Lehtonen & Mäenpää，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 253）。 
 

Lehtonen & Mäenpää（1997）進一步說明，購物者的理性並不一定只會變成

狹義的功利計算，但是可以樂在其中的購物活動則必須建立在便利與效率等理性

基礎之上，畢竟假若購買行動欠缺便利與迅速，整個購物經驗便難以使人感到愉

快與悠閒；而且換個角度來看，購物者除了必須隱約受到「與物品同在」的迷人

時機所吸引，還得要有機會想到「購買」這個簡單的動作才行，也得要有機會在

不受干擾和不被耽誤的情形下「選取」商品才行。這些理想的購物條件在過去兩

百年的購物發展歷程上，便一直致力於改進－「購物圈」歷經好幾次改革，都是

想要抑制賣方展現出個人性格，減少購物過程的人際互動，同時支持、鼓勵購物

者不要放棄心之所欲，以有利於消費者的自我引導以及購物活動的主體性。 
 
而網路拍賣或許便是購物圈這幾年演變下來，最接近能成功集結「便宜」、「便

利」與「效率」等理性基礎的理想消費空間。只是，從上述受訪者言談中也透露，

網路拍賣並不純然是個「理性」的購物空間；自五年前 Yahoo!奇摩第一次增設
「拍賣」類目，開啟網路拍賣的服務後，網路拍賣歷經不少變化，其中最明顯的

便是影像的豐富性－精緻的賣場網頁設計、華麗的表格介紹、logo等，加上專業
模特兒、攝影師與專業繪圖技術，商品種類更是從早期陽春式的每種類別可能只

粗分大中小三種分類，演進到目前有六個次分類，甚至更多，因此不少受訪者便

曾提到，網路拍賣也能像實體消費空間一般，提供「瀏覽」的視覺消費體驗，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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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消費者為這些眼花撩亂的圖片、影像而分心的過程，並不像實體消費空

間會有終點站－在這條浩瀚且虛擬的「網路拱廊街」上，消費者可全然不受地理

範圍的框限，無止盡地「大步」閒逛，而符號商品更是無止盡地延伸、擴散、繁

殖－從一個賣場出發，消費者可能連結到存在世界各地的任一處賣場，甚至無意

間從討論區中網友的推薦網址，連結到某個不知名的商品網頁，進而踏入一個你

從未接觸過的賣場。網路消費空間並不是僅能創造理性的消費體驗，它也創造出

更名符其實的「window shopping」的視覺消費體驗，消費者在各視窗（window）
間可謂更自在地瀏覽，沒有旁人叨擾，充分享受「與『影像』同在」的購物樂趣。 
 

貳、便利的新定義：平淡而制式化的購物體驗 

在過去，「shopping是偶一為之的事情，你不可能一直在 shopping，但是當
你去 shopping時，那可是很認真的事」（Hine, 2003:255）。然而在網際網路的風

潮之下，消費者傳統上街購物的習慣，已逐漸被網路購物所取代，舉凡 3C資訊
產品、文具、服飾、禮品、美容保養品等各式各樣的商品，甚至美容美髮、SPA、
家教、會計稅務諮詢、婚禮策劃等服務，網路商店上應有盡有，網路購物可謂徹

底改變民眾的消費方式，它讓購物（shopping）變成是任何時候都可以做的事： 
「出門逛街時如果跟朋友約好，當然都會稍微打扮一番才出去，但逛網路拍

賣就是在家裡，隨便穿就好了，不是件什麼特別的事，所以逛的時候也沒啥

特別的情緒，不過就是日常生活中會做的一件事。只是少了它又會覺得有些

失落。」（I05，F，22歲） 
 
「像我們老師最近生娃娃，想買禮物送給他，結果想都沒想就直覺的先上

網找了。我覺得這已經是一種習慣了，它已經完全的融入我們的生活當

中，就像 7-11一樣，你會不加思索的上網路拍賣找想要的商品。即使現在

和你聊天的同時，我又上網買了花生醬。手真賤。」（I02，F，25歲） 
 

Yahoo!奇摩電子商務總監洪小玲則表示，Yahoo!奇摩拍賣頻道當初剛成立不

到一年的時間，流量便已攀升至 Yahoo!奇摩的第五名，逐漸形成「市集」，讓網
友能不限時間、地點上網尋寶購買自己想要的東西（龔小文，2002）： 
「我都覺得自己好像有點逛網路拍賣症，一開電腦就很自然的連線上網逛網

路拍賣，雖然我不是一再要買，但就是很喜歡看。我好像把網路拍賣當成一

種娛樂…真是有點病態…而且像新光三越那種不是你想去就可以馬上去的

啊…這就是網路拍賣的優勢吧！網路拍賣是你只要連得上網路，你無時無刻

都可以看，就算半夜買也 OK。」（I06，F，22歲） 
 

「像我不喜歡店員緊迫盯人，而且我不喜歡把時間浪費在逛街上，我寧可

把時間花在旅遊跟玩樂上。簡單的說，應該是我逛街超過兩小時就會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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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喜歡深夜逛網路拍賣。有了網路拍賣，我就可以晚上十點多回到家

之後再慢慢看網頁。因此我現在幾乎不逛街了，除非是換季或者是只逛百

貨公司，我目前大約服飾什麼的所有都在網路上買了。就是覺得這樣的生

活型態很適合我。」（I18，F，22歲） 
 
對某些消費者而言，這樣的「融入生活」或許是「便利」的一種表現，不少

身為上班族的受訪者便表示，週休二日時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待在家，哪兒都不

去，但若此時又想滿足自身的購物慾望，網路拍賣便成為她們的首選。只是，這

般便利，會不會也讓「購物」不再是那麼特別的一件事？前述亦曾提及，網路消

費者多採取目的性的關鍵字搜尋模式，加上賣場好友名單、追蹤清單等「貼心」

服務，似乎使得網路拍賣較能預測；而在等待拿到商品的過程中似乎也可以比較

平靜，因為總有其他事情可以填補這段空白，不像出門逛街是在特定一段時間內

所要「專心」從事的活動： 
「我覺得逛街心境會比較複雜ㄟ~~就像我今天來西門町好了，我會覺得說我

來這邊一趟也花了時間、車錢，就算我腳痛、肚子不舒服，或今天訪談結束

後已經很晚很累了，但我難得來這邊一趟，我也會忍著去逛一下好了，就算

不買東西，看看也好。上街就還是會忍不住誘惑，那種心境的轉折點就是還

蠻多的。我也可能因為看到前方有一家不錯的店，然後意識到它好像分店不

多，只有在可能像是京華城或 101哪裡有，那我下次去那些地方可能遙遙無

期，今天剛好路過就會進去看看他最近有什麼新貨上架。它可能不是你特別

想要或平常有在收集的牌子，但還是會走進去看看。你就會一直覺得前面有

誘惑在等著你。而且逛街東西又貴，就還會考慮說錢要先花在哪裡會比較

好。但逛網路拍賣就沒有這麼複雜。我多半就是會看我的好友名單裡我喜歡

跟他們交易的賣家，我可能也清楚她們什麼時候會 po新貨，就會固定那天
去看，喜歡的就先加入追蹤清單，不急著買。有時候她們 po貨很慢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等，也可能就分心去看電視或看其他賣場，所以你不覺得我在等

待的過程中其實還蠻平靜的嗎？哈哈~~逛街會比較多意外、偶然，路過瞥到

的廣告招牌、某家店散發的氣氛、擺設，或是店裡的人潮都會讓人心動，但

網路拍賣就有點制式，而且現在衣服這麼多，大家上貨也頻繁，然後 ptt每
天又有這麼多人在上面 po商品網址，所以現在也很少用搜尋了，因此網路

拍賣給我的驚喜不像逛街那麼多。而且網路拍賣的東西就一直都會在那，所

以都會先放入追蹤清單考慮考慮再說，而考慮考慮的結果就是，當我有機會

再回頭去檢視放在追蹤清單裡的商品時反而會納悶：『我當初怎麼會把這項

商品加入追蹤啊？』」（I07，F，22歲） 
 
Cohen（2002）在《發現 eBay》這本書中也曾訪問到的一位 eBay使用者，

她甚至指稱網路拍賣的消費經驗是完全抹煞了在真實世界購物的樂趣，讓「購物」

變得不再那麼令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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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孚強調，購物應該屬於社交活動，應該無法預測才對。「購買廉價商品市

一種接觸性的體育活動，必須用雙手去摸才算數…在網路上，物品的形狀、

合不合用、有沒有臭味、是不是少了顆鈕扣，都要看對方願不願意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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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真正的樂趣也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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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網路拍賣既已融入生活，成為平淡的一項日常活動，甚至是反射動作，

加上購物過程非常虛幻，摸不到商品，又無法試穿或試吃，更因都是刷卡簽名或

匯款，看不到鈔票的轉手，對受訪者 I02言，這種「假裝購物」的感覺反而有些
不踏實；在她看來，大部分的網路拍賣都是在「買按下去那瞬間的快感」。 
 

第三節 網路拍賣的視覺消費 

壹、網路拍賣的雙重魔力：美麗的符號表徵與平價的完美結合 

那到底網路拍賣具有哪些特質是實體消費空間可能無法提供的，以致能吸引

這麼多消費者不斷上網消費？Silverstein & Butman（2006）認為答案便是「特

殊的營業模式」－它結合了全球的網路團體，在這些團體當中，有許多店家的

規模很小，而且地處偏遠地區，只有透過這個網路社群才能在同一個市場上集

結。不論你是想找名牌商品、獨特風格的小玩意，甚至是年代久遠的各式收藏

品，網路拍賣都可以滿足你「尋寶」的慾望。這樣超值的購物感覺，具有無可

抵抗的魅力－它提供消費者隨時尋寶的機會，消費者可以在各項商品間閒逛，

彷彿置身比佛利山莊商店街、倫敦跳蚤市場，或是摩洛哥市集、日本新宿、涉

谷等（Silverstein & Butman, 2006）。更重要的是，消費者只需坐在家裡，動動

手指，便可逛過一個又一個櫥窗╱視窗（window），不用開車、找停車位、走

路、提著大包小包；買家還可依自己喜歡的方式購物，可以討價還價，也可選

擇「以直購價購買」，而包括賣家資料、交易記錄、商品資訊等，都可從網路上

查詢得一清二楚。 
 
過去，在消費空間的發展史上，十九世紀的百貨公司及二十世紀的超級市

場，都被說成是魔力和魅力的表徵。它們發展到後來，甚至被看做是一種依靠女

性消費者心理失常而產生的產物：因為十九世紀女性同胞曾擠在服飾櫃前看得出

神，而五○年代的家庭主婦則被商店背景音樂，以及依據心理學而選用的洗衣粉

包裝彩色給催眠（Baulby，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173）。在這兩者各自的

神話體系中，十九世紀的百貨公司是替中產階級帶來時尚豪華享受的象徵，而超

級市場則是替大眾帶來便宜的食品，一個是特定階層追求富裕象徵（或是某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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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追求美麗形象）的奢侈品，另一個則是所有人都要用的生活必需品（Ibid, 
1997）。而網路拍賣則可謂綜合了以上二者，它方便、便宜的形象與超市的神話

體系若合符節，越來越多消費者上網購買日常用品： 
「我其實是個購物狂，以前每個禮拜都會逛街，多少買一點。但這幾年搬到

新竹，街很難逛，再加上工作忙，不太有時間逛街，所以就滿依賴網路的，

真的滿多東西會在網路拍賣上買耶！我買過最神奇的東西是『電鑽』。因為

在網路拍賣買了鞋櫃，需要自己組裝，但發現它的鑽孔有點奇怪，無法組裝，

所以買了電鑽自己鑽孔。其實早就想買電鑽了，但一方面沒時間逛實體店

面，再加上網路拍賣上看到的價錢比我之前看到的價錢便宜。我現在每天六

點下班，回家就很累了，頂多就是上上網，要我出去實體店面逛逛、比價，

想到就懶。所以，呵呵~~網路拍賣造福懶人啊！」（I23，F，30歲） 
 
「在逛網路拍賣之前，我覺得一件衣服 390是很正常的，現在只要 350我就
會覺得貴。而且因為我還是找網路拍賣中再更便宜的賣家買，一旦買慣這種

價格，貴的就下不了手啦。」（I06，F，22歲） 
 
「像現在我如果跟同學出去逛街，都只會稍微翻一下下，但通常我心裡想的

其實都是⋯網路上比較便宜；要不就是跟男友出去逛街時，會一直告訴他~
網路賣多少。」（I18，F，22歲） 
 
eBay資深副總裁邁可‧迪林（Michael Dearing）認為，網路拍賣讓消費者覺

得自己很精明，不論是拍賣競標，或是乾脆按下「立即購買」，eBay出售的商品
並不保證全球最低價，但消費者並不介意，因為價格本來就是相對的：「對消費

者來說，能以便宜的價格買到想要的東西，感覺真的很好；能夠以自認為划算的

價格買到真正想要的東西，那種滿足感是無法言喻的」（Silverstein & Butman, 
2006）。 

 
「玩網路拍賣至今已三年邁入第四年，我的網路拍賣觀察焦點越來越廣泛

了，小至洗髮精，大至名牌，凡是想買，都會先上網路找一找，便宜買了許

多很讚的東西，而且我很快就可以找到我想要的商品。網路拍賣終究還是建

立在方便和快速上，還有縮短距離，就好比我可以坐在家裡然後在網路上找

到一個我很喜歡但很冷僻的日本牌子 Clathas的商品。」（I02，F，25歲） 
 
另一方面，正如受訪者 I02所言，在網路上常常可以找到一些台灣沒有設櫃

的牌子，像美國的 GAP、日本的 Clathas等，有時，消費者也可以在網路上找到

跑單幫的賣家，她們會去國外帶一些特別牌子的商品，放到網路上販售，消費者

便可進她們的賣場「挖寶」，如受訪者 I07是個牛仔褲迷，但她喜歡的牌子都是
國外牌如 Blue Cult、New York Dark、Seven、Citizen of Humanity等，台灣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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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賣，她從牛仔褲討論版上看到某位網友推薦的品牌，便開始上美國 eBay尋找，
但因為美國 eBay都是英文，運費又貴，有時還得為了跟人搶標而早起，守在電

腦前，以免被人標走。有一次，她無意間發現 Yahoo!奇摩有賣家是自己去國外
買回來放在網路上賣，她便開始光顧那家賣場，畢竟中文介面還是有親切感，對

細節有問題時，想發問也比較方便。少了跨海運費，價錢也差很多。而且，因為

這個賣家固定會在星期一時 po她新買的戰利品，受訪者 I07 說，從此之後，她

每個星期一便有了新的期待。 
 
除此之外，網路拍賣還有另一特質－照片的誘惑；正因為網路拍賣僅以照片

示消費者，加上越來越多賣家以藝術照或寫真集的手法，亦即請一些模特兒穿上

搭配好的商品，然後擺幾個 pose，並搭配不同的布景片或道具等來拍攝商品照，

輔以繪圖軟體將照片互相搭配，網路拍賣便可搖身一變成為某種美麗、時尚形象

的表徵。 
圖 4.2          圖 4.3           圖 4.4           圖 4.5 

 
                      資料來源：Yahoo!奇摩拍賣網站 
 
                                  圖 4.6 

 

                   資料來源：Yahoo!奇摩購物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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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圖讓逛網路拍賣多了些吸引力或動力，但當這些象徵美麗、時尚形象的符

號與平價、便利的神話結合之後，等於替網路拍賣加持了雙倍的魔性魅力：這個

新興消費空間不僅逐漸成為時尚潮流的代表之一，有買家便表示，網路拍賣的賣

家在搭配服飾的能力上，甚至比很多台灣流行時尚雜誌要好，而其價錢可親也是

眾消費者對其愛不釋手的原因。在如此二重神話的運作下，網路消費空間被打造

成為一個既迷人又充滿夢想的慾望世界，也因此，過去在百貨公司上演的「女性

同胞擠在服飾櫃前看得出神」的景象，如今換成「女性同胞獨自在電腦螢幕前看

得出神」： 
「逛網路拍賣會容易沈浸在自己的世界而忘了還有朋友在網路上跟我聊

天，因為會很專心而變得有點封閉，看到感興趣的東西就會著迷地想一直

看。」（I03，F，22歲） 
 

貳、商品照片所賦予的想像樂趣 

「我會一直期待衣服到，一直去算哪一天應該會到，然後迅速去領包裹。我

很喜歡把包裹拆開的感覺。」（I04，F，20歲） 
 
「在還沒收到商品前就會很期待，也會一直想像，然後在收到包裹時會有種

『終於可以穿得像照片中的 model、明星一樣了！』的感覺。」（I07，F，
22歲） 

 
網路上比實體消費世界擁有更多的符號刺激，消費者是否因為這樣無止盡的

分心，導致「疲態」狀況更為嚴重？消費者的關鍵字搜尋與重視價格等，或許可

謂某種「疲態」的表現，使得網路消費過程似乎變得平淡、制式化，甚至喪失驚

喜，但筆者認為網路購物應仍有提供某種消費愉悅，才能「黏」住網路消費者，

造就網路購物如此蓬勃的發展。當網路消費空間總是充滿符號，譬如圖片、數字

等，消費者的「視覺消費經驗」是否有所改變？ 
 
網路拍賣最大的轉變要屬其消費流程：消費者先以視覺接觸「符號」，諸如

圖片、數字等，再透過這些符號判斷其購買意願，而在點下「確定購買」鍵後，

到實際收到商品後，那種「像拆禮物一樣又期待又緊張的喜悅」，可謂網路拍賣

特有的其中一項樂趣；受訪者皆不否認，網路拍賣商品的確還是能予人一種想

像，而這種想像及伴隨想像而來的期待正是網路拍賣獨有的樂趣之一。 
 
只不過網路拍賣所誘發的想像與實體消費空間中誘發想像的機制似乎有些

差異，一方面是因前面所提過的購物順序的顛倒，即先付款才收到實品，另一方

面，而且可謂佔絕大部分因素，便是肇因於網路拍賣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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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下標前就不停猜 到底實品如何？ 
                        正面怎麼樣？ 拿到陽光下如何  穿在我身上咧 
然後不停發揮想像力... 
下標以後  不時有畫面閃過腦海 會不會不是我想的那樣 有沒有可能⋯ 
直到拆開包裹那一剎那 阿！！ 唉～～呼～～～吼～～～ 
驚喜或者驚嚇 
說實在網路拍賣給我的刺激實在太大啦。」（zogo版友在 e-shopping版的留

言） 
 
在網路拍賣上，消費者所接觸到的商品不是實品，而僅僅是賣家所呈現的商

品照片。Miles & Miles（2004）曾指出，「消費凝視」（consuming gaze）這種視
覺消費經驗是早在玻璃櫥窗出現後便已存在的，拱廊街或百貨公司等實體消費空

間皆利用玻璃櫥窗將在街上漫遊的潛在消費者的視線導向櫥窗內展示的商品，而

在櫥窗後的這些展示商品也不是以單純的物品形象出現，轉而以象徵「夢想」、「渴

望」的符號吸引消費者眼神。但如今，進入到網路消費空間，商品更加不是單純

的物品，它連物品的實際形體都拋棄，只留下照片。從這些照片，或說因為僅能

靠這些照片得知商品訊息，使得這個網路消費空間更加訴諸夢想及幻想

（fantasy）： 
「我覺得網路拍賣有時候就是給人夢想。像我這陣子愛上的一個專賣韓製商

品的賣家，他不只是用一般模特兒，還會附上外國女明星曾經穿過的同款式

的衣服做比較，甚至有時候是把她要賣的那件商品合成在女明星身上。這樣

讓我會去幻想是否我穿上衣服的感覺也會跟那個女明星一樣。」（I07，F，
22歲） 
                           圖 4.7 

 
 資料來源：Yahoo!奇摩拍賣網站 
 

這樣的運作模式似乎賦予商品圖片「廣告海報」的身份或角色，因此便有部分受

訪者表示，雖然同樣是觀看，同樣是視覺上的享受，凝視照片與隔著玻璃櫥窗凝

視商品仍有所差異，而且反而是網路拍賣的照片會反過來影響她們在逛街時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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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上的習慣： 
「現在逛街時，反而變成是以看實品的方式逛街，而且有時不會那麼容易就

決定買一件衣服，偶爾會想說上網搜尋看看有沒有更好的價錢。而且以前可

能還會去翻特價花車裡的衣服，但現在反而會覺得一件一件翻好累，不如先

看看專櫃的目錄有什麼好看的再說。」（I12，F，25歲） 
 

「像現在出去逛街啊，根本都是直接看小姐穿什麼或是假人 model穿什

麼，一件一件折好放著的反而不太想打開了。」（I21，F，22歲） 
 
在電影、電視等媒介出現後，視覺文化或視覺化的現象便已逐漸開始備受關

注及討論，影像主導著我們對於接收訊息、尋求資訊，甚至是追求愉悅的習慣方

式，「符號與表徵（appearances）已然在這個環境中獲得新的重要性，亦逐漸代
替了傳統上隸屬於社會及地理範疇的敘事內容；而展示及視覺效果便也都成了備

受矚目的新焦點」（Nava，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102）。然而從這些受訪
者的敘述中，筆者發現，以前，「在成堆商品中翻找自己想要的」是實體消費空

間所能提供的尋寶樂趣，但因進入網路消費空間，影像成為一切主導消費者接收

訊息、尋求資訊、追求愉悅的習慣方式後，她們因而被訓練成習於接收「照片」

這種特定影像類型所傳達的訊息，習於僅從「照片」想像商品、判斷商品，甚至

認為透過「照片」的視覺接收方式是更為直接且方便的。 
 
 然而，照片所改變的不僅是消費者接收訊息及追求愉悅的習慣方式。正如

Friedberg（1993）所言，這樣的視覺經驗也促使消費者從原本習慣的流動的凝視，

轉而習慣這種新式的「虛擬的凝視」。以往實體消費空間中的消費者是藉由身體

的移動，接收各式符號訊息，如今進入網路空間中，消費者只需靜靜坐在電腦前，

切換不同視窗，鍵入不同網址，便可以僅僅轉動眼珠，透過複製的影像－照片－

被帶入另一個不在場的「其他地方」，甚至有可能是其他時空環境，讓消費者產

生一種移動的錯覺，亦即所謂的「虛擬的凝視」。 
 
 Friedberg（1993）進一步提出，正因這些影像所創造的並非實質身體上的移
動，而是虛擬的時間與空間上的移動，所以值得注意的是，為能提供完美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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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務必使觀者╱消費者相信，在他們與觀

賞物╱商品中間，並無任何中介的指涉（Friedberg, 1993）。這或許便可解釋，為

何這些照片會改變消費者回歸實體消費空間後所形成的特殊觀看經驗，經過長期

訓練下來，消費者在解讀照片所釋放的符號訊息時，攝影機的機械特性已不足以

構成任何阻礙。 
 
誠如布希亞所言，身處擬像世代的我們，不再是以影像對照地方，而是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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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對照影像，更重要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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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照片更是將消費者從那個真實存在物所處的時

間與空間隔離，消費者在網路消費空間中所經驗到的「真實」確實是再現且是二

手的，甚至可能是某個「已被拋棄的事件的不完整痕跡」（the fragmentary trace of 
a forsaken event）。因此，這種觀看經驗在某種程度上挑戰了消費者對真實的概念

及想像。Dolf Sternberger（1977）也曾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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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dberg卻指出，在觀看者被帶領至虛擬的凝視境界時，她們也將漸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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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dberg, 1993）。網路消費空間中的這群新興網路消費漫遊者是否真是如此？

筆者將在下一部分進行討論。 
 

參、視覺與照片作祟－反璞歸真？ 

 Hillis（1996）認為，對生活在視覺文化的吾等而言，「觀看」是我們賴以謀
求資訊的基礎（龐惠潔，2005）。而在網路拍賣的世界裡，由於缺乏圖片與文字

以外的其他資訊，「觀看」更扮演著不容小覷的重要性－消費者透過觀看照片獲

取商品資訊： 
「我買的多半是 3C產品，所以除非賣家有特別說明東西有損傷，不然我比

較不會問外觀。不過說真的，我都盡量找有分享照片的拍賣，其一，照片至

少證明了賣家真的有那個東西，另外，也可以先看一下物品的外觀是不是有

很明顯的傷痕。所以照片對我來說，比較是屬於告訴我商品物況的一個證

據，因為 3C商品如手機或 NB，不像衣服會需要想像自己穿起來是啥樣子，

你一定會知道它長什麼樣子，所以重點還是在物況。」（I19，M，30歲） 
 
「照片是為了讓我知道我要買的東西的狀況跟樣子，藉由照片可以去理解用

起來大概是怎麼樣子，所以沒有照片的東西我一定不會買，就算它很便宜。」

（I03，F，22歲） 
更得透過觀看照片想像商品樣貌，想像它穿在自己身上會是什麼模樣，適不適合

等等： 
「大概像探險一樣。例如買衣服，會去想像它送來之後看起來會怎麼樣、然

後想像它穿起來的感覺（雖然不一定與現實相同）；之前買過一個腮紅，雖

然看過它的文字敘述跟圖片分享，可是收到後還是會有落差，因為我以為那

個腮紅很大、並且用起來會白裡透紅，不過顯然不盡然。」（I03，F，22歲） 
 
「其實我覺得網路拍賣有些賣家是在賣她的『眼光』還有『品味』。放在貨

架上的衣服是死的，穿在麻豆身上又不一樣囉。網路拍賣有麻豆試穿，我比

較能感覺到穿起來的感覺……一大堆衣服我會眼花撩亂……覺得都差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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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是有實際穿起來的圖片……我就可以很清楚地模擬自己穿起來，搭配

起來的感覺。」（I23，F，30歲） 
 
「有模特兒的照片，如果搭配得好，模特兒美，照片修得美，感覺就會比較

夢幻，會讓消費者想像自己穿起來是否能跟麻豆一樣。但我會認為，如果單

純論想像的話，沒有模特兒又比較需要幻想，反之有模特兒，讓模特兒把衣

服穿在身上，一切感覺比較實際。」（I05，F，22歲） 
 
從受訪者 I23和 I05的說法中我們可以發現，模特兒本來應是讓消費者更易

想像商品的狀況，甚至是呈現的品味或風格35，然而似乎在 Yahoo!奇摩宣布正式
對賣家收取每件商品三元的刊登功能使用費後，網路拍賣的照片文化逐漸演變成

將模特兒也納入賣家所建構的商品符號系統中，進而衍伸出一種「夢幻」表徵，

甚至有些賣家會將成本反映在麻豆身上，亦即，可能同一種商品有模特兒穿上的

價錢會較高，因而使得許多受訪者在看到這些美圖時，心頭總會閃過一絲擔憂，

甚至是矛盾的情緒－擔心自己無法真如照片所暗示的這般美好，卻又不能擺脫點

閱美圖的運動神經衝動，手指還是無法控制地按下滑鼠： 
「以前的網路拍賣給我的感覺比較單純，大家只是單純想賣衣服。但是現在

很多賣家是在賣模特兒長相，也因此變得好像比較商業化一點。」（I01，F，
19歲） 

 
「網路拍賣都是看照片啊。現在很多專職的賣家都請 model，超美的，每個
都像在拍寫真集，好像變得越來越夢幻。雖然會有點卻步，因為常會買到實

品和照片有差的衣服，只是覺得看到這麼多漂亮的圖片就會想點進去看呀。

看 model穿得漂美就會想買，但實際自己穿好像又不是那麼回事 XD」（I21，
F，22歲） 

 
「唉！也不知道該講是被模特兒迷惑了還是怎樣，因為我有時候發現在網路

拍賣上看到不錯的衣服，是我去逛街時連翻都不會翻的。」（I06，F，22歲） 
 
其實，在網路拍賣剛開始發展的時候，照相技術不是那麼好，照片的呈現也

很簡單，通常是把商品平擺在以白色為底的桌上或床上，大概放置從不同角度拍

攝的照片兩到三張左右，然後在圖片下方告訴你商品的資訊，例如衣服尺寸、鞋

子尺寸、材質等，有時候會因為燈光打得不好而產生色差，但那似乎是唯一的問

題；然而，在網路拍賣逐漸成長後，照片便也成為各賣家相互競爭的武器之一，

賣家們的焦點逐漸從販賣商品轉移到人身上，例如找些好看的模特兒，甚至請攝

                                                 
35「網拍照扮演的角色意義非凡！它能夠點石成金的例子很多，往往一件衣服穿在不同麻豆身上

就有不同的感覺，也因為如此將平凡的衣服藉由麻豆改造。可以清楚地呈現不同種的風貌也間接

影響了觀眾對該物品的評價。照片在傳導並提供正確的消息之外，還要告知物品所有資訊和物品

能呈現的風格、觀感。」（I07，F，2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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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師出外景拍攝照片，再加上電腦繪圖軟體的幫忙，諸如商品的小瑕疵、色彩飽

和度、模特兒的身形比例、清晰度等都能靠修圖解決，也因此色差不再是唯一的

問題，其他像是長度、褲子的修飾度、尺寸大小、質料等，可能都得賭一賭運氣。

另外，以前多半是賣家自己擔任模特兒，為的只是要把衣服穿起來，讓消費者更

容易想像，但現在卻越來越多所謂的「專業」賣家向雜誌照看齊，希望能讓照片

多點夢幻、華麗的成分，以引人遐想。36 
     
                   圖 4.8                     圖 4.9 

 
                     資料來源：Yahoo!奇摩拍賣網站 
 
有趣的是，正因為照片已成為彼此競爭的武器，為了防止其他賣家盜用自己

精心製作的圖片，許多賣家會設計自己賣場的專屬 LOGO，放在圖片上，卻也在
不知不覺中，創造出自己的「品牌」辨識度。LOGO既能防止盜圖，也能加強顧
客對賣場的印象，安琪拉安的賣家安恆璇曾表示，唯有將品牌概念深刻烙印在每

個交易過的買家腦海裡，才能成功行銷，因此她會利用修圖軟體，在每一款鞋子

的照片上，全都印上「Angela’s dream shoes」，並且在所有產品的名稱前，一定
會加上「安琪拉安」的字樣；這種作法先是強化了顧客對這個賣場的認同，也方

便熟客直接搜尋帳號，逐步建立自己的品牌形象（蒙奇奇、陳信方，2004）。 
 
Joyce shop的賣家 Joyce則是選擇買家熟悉的卡通主圖如 Qoo當 LOGO，再

搭配整體設計概念一致的裝潢手法去布置賣場網頁，就能將「甜蜜可愛」的購買

                                                 
36其實不僅服飾照片走華麗風，受訪者 I03便提到連化妝品也步上如此後塵：「有些美到讓人覺得

是擺飾，可是聽說很難用，而且也很貴，就不想要了。」附些網頁照片參考： 

                                      圖 4.10 

 
資料來源：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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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透過商品拍攝、版面包裝等每個小細節傳遞出去：「當我自己是消費者時，

我很在意購物過程中的整體感受，包括一進到店面時的店面裝潢與色調。因此開

始經營網拍商店後，我也就特別注意這塊。或許會有人覺得網拍的設計都是死

的，根本談不上什麼裝潢，但我覺得顏色是最直接的視覺元素，而視覺又是感受

來源的最前端；所以只要用對色系做搭配，便可以成功營造出你所要傳達給顧客

的感受。因此我將我的商店以很暖很幸福的紅、黃兩個色系做基調來搭配，即使

只能用 html 來玩花樣，也能裝潢得美輪美奐」（陳蓓果，2004）。 
 
安恆璇也同意賣場包裝會直接影響顧客購買的慾望，但除此之外，商品版面

設計也很重要；她模仿流行雜誌會將流行資訊整理成相同的圖文格式，方便讀者

快速且統一地汲取資訊，因而設計出統一的商品刊登方式，先是產品的三格合成

圖，左邊是全景，右上是特色特寫，又下是鞋側；然後還有安恆璇親自當 model
示範的實景圖，讓買家可以先看穿起來的視覺感覺，最後則是流行雜誌翻版般的

服裝搭配（蒙奇奇、陳信方，2004）。 
 
Cawaii Daisy的賣家 Daisy也認為，商品的整體搭配性在網路消費空間中非

常重要；她表示，之前曾聽朋友說她不喜歡在網路上購物就是因為不知道穿起來

的感覺如何，因此她自己經營賣場後，對於上傳的圖片十分講究，重視照片呈現

出來的感覺，所有產品照都是親自上陣，並且秀出臉蛋，尤其衣服更是要從頭到

腳的搭配，才能給買家整體的感受。Daisy試圖用真實 model穿上整體搭配的商
品，創造出「試衣間感」，以彌補女生在網路上購物時那種「不知道穿起來是什

麼感覺」的感受缺口，也給買家沒有距離的真實感，輕鬆達成女生對購買的感官

誘惑（陳蓓果，2004）。 
 
這些賣家都體認到「視覺」在網路消費空間中的重要性，它是消費者最直接

也是唯一的感官刺激，因此除了運用模特兒、攝影技術、修圖軟體等將照片妝點

得美輪美奐之外，賣場本身的網頁設計也很重要，例如照片的搭配、色調等一致

性的設計。而從這些賣家的口中也可發現，正因為網路拍賣是個新興消費領域，

在賣場設計、商品版面設計等部分，賣家都試圖「實體化」，以降低網路消費空

間與實體消費空間的差異性，減少顧客的不安與不適應。 
 
但無論如何，網路消費空間終究與實體消費空間不同，無法實際執行「試

穿」、「觸摸」等動作，全都被視覺所取代，因此，如此美輪美奐的設計對許多買

家而言，都曾造成「誤判」的傷害，也使得不少受訪者對網路消費空間有所怨言： 
「之前有個賣家賣童裝給我是怎樣！我已經夠瘦了，她那外套根本是國中生

的尺寸嘛！怒耶～～我當初還有問她說麻豆拉拉鍊會不會有點緊，她還跟我

說不會。阿勒，麻豆根本是小孩吧！不然就是沒胸，可能是麻豆太瘦了吧。

可是我也是中等身材啊。淚～～」（I08，F，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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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網路拍賣的 model很瘦，各各都是紙片人。我 162╱47，可是看到她
們還是會覺得自己很碩大。她們很瘦，穿什麼當然都 OK，可是我穿要不就

是手臂顯粗，或是怎麼穿怎麼怪。像我之前買一件 miusa的公主七分袖紫色
上衣，版子很小，可是賣家完全沒提起，照片上看起來也還 OK，但我穿起
來整件衣服超短，肩寬又不夠，手臂看起來也超粗的，而且還脫線，想轉賣

都不行。而且因為是預購款，所以等好久。所以我已經有一年以上沒買網路

拍賣的衣服了。」（I02，F，25歲） 
 
「之前在網路上買一件洋裝，收到後顏色差超多，寫信跟賣家講他也裝死。

不過修飾身材的效果滿好，缺點是看起來幾乎是不同件。實體顏色比照片更

深，深色到你根本就不會覺得是色差，因為是不同顏色…完全就沒有照片上
那麼淺藍…」（I03，F，22歲） 

 

只是，這樣的演變卻也促使每位買家在幾次錯誤經驗之後，練就出高強的「目

測」功夫，可以快、狠、準地辨識出照片與實品間的差異： 

「像我現在如果買網路拍賣衣服，一定會仔細的檢查賣家所寫的數據，例如

肩寬、胸寬、長度之類的，然後拿一件和該衣服類似的出來比較、測量，還

有 model的身高體重也得納入參考。」（I02，F，25歲） 

 

「我在看網路拍賣照片時都會注意賣家有沒有偷偷把圖片拉長啦，色差啊，

尺寸之類的。像有些照片的亮度太亮，我就會調暗一點看，或是顏色飽和度。

我是用 ACDSEE而已，就把照片複製下來，然後用這個軟體把亮度調暗一

點。」（I21，F，22歲）37 

 

「拉圖比較容易辨認，只要看到有人腳的比例細長到一種境界，就覺得一定

有拉圖。修圖是比較難，但是在看過版上一些心得文或是自己買過一兩次，

看到實品就會覺得有色差的問題，就也會察覺燈光是不是都打得過亮。而且

版上的滅火38比價文已是可以讓你比較可以看到實品的感覺。」（I12，F，

                                                 
37受訪者 I18則表示自己僅使用簡單的程式例如 PhotoImpact稍微還原一下旁邊物件應有的比
例，就可以知道賣家有沒有拉圖。 
38在討論版上常有版友 po文希望大家幫她滅火或生火，亦即是要勸阻她不要購買這項商品還是

要推薦、附和這項商品或這個賣家。所以這裡所謂「看到其他同款照被滅到凍僵」就表示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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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 

 

「現在如果要買都會考慮再三，努力研究賣家拍的照片，用圖片來辨識衣服

的材質。如果照片直接拍的很朦朧的，就不太考慮，因為其實拍近照的話，

材質還是判斷的出來。會先看賣家對材質的描述，看那材質有沒有看過，而

且平常出門逛街買衣服時都會摸質料去感覺一下。另外也一定會問賣家材質

是不是 100%純棉，這是最基本的，因為就算賣家的商品資料上寫材質是棉，

也有可能是劣等棉。」（I16，F，23歲） 

 

「我很在意牛仔褲的顏色色差問題。之前就有看到兩個賣家的顏色啊，同一

個款式喔，同一個顏色，為什麼兩個差這麼多？！哪一個才是真的？！問他

們兩個都說都差不多啊～我就沒有信心去買。（但在你看來其實是差很多

的？）對對對！！可是我家電腦又很正常，就是說一般的解析度都還ＯＫ，

可是ㄟ～那為什麼這一件看起來灰灰的，那一件看起來很清澈，到底哪一個

才是正確的？所以我覺得，寧可就是忍著點嘛，多花點時間去看看各賣家的

照片，多比較。」（I07，F，22歲） 
 
而在網路拍賣的照片逐漸晉身某種雜誌照、藝術照境界之後，最近還出現

直接將雜誌裡的商品照貼到賣場上的賣家。這些賣家可能並未事先拿到實際商

品，而是以雜誌裡較熱門款的衣服版型去向廠商訂製： 
         圖 4.11                               圖 4.12 

            
                      資料來源：Yahoo!奇摩拍賣網站 
 
「我覺得現在很多網路拍賣賣家都很沒誠意，常常都是"雜誌款+預購款"，
你連個實品都沒拿到，尺吋平量不知道(通常只標示 s~m)，只有美美的雜誌

                                                                                                                                            
其他賣場放了張同樣商品的照片是非常糟的，也表示可能原先看到的那張照片修圖很嚴重，以致

商品的真實物況並未像照片上所展示的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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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有時還合成的)，就要人家等你個十五天喔？避免囤貨風險也不是這樣做

的吧？然後通常網頁還都會說，不接受不符期望等的理由退貨，除非有明

顯瑕疵等等，往往就是消費者買了一條昂貴抹布後要退也不是，要轉賣又

怕害到別人。」（wannabewith版友在 e-shopping版的留言） 
 
「昨天很 high的在看理子批發，就覺得『哇！會不會太可愛、太夢幻了一

點啊？！』每看一張圖片就心動一次。努力看了照片之後，毅然決然一股衝

勁想買！！沒錯  我就是要買！！誰也阻止不了我～～努力挑了七件衣服  
其中找到一些實品照。我只能說：『心 灰 意 冷！！』雜誌款都是名家

設計的衣服，而我們台灣所做的只是依樣打版製作而已，有那樣的感覺，卻

沒有同等的價值，甚至因為她的畫面夢幻、價格可親，就一頭栽下去～恩 衣

服再便宜也都還是錢！！」（angelsada版友在 e-shopping版的留言） 
 
「啊～那個我跟你講，我打死都不會買（僅附雜誌照圖片的商品）。那個太

誇張，那個真的很誇張。我可以接受的是有 model明星照，但旁邊還有配
實品照，有些還有細部的圖案。但如果只有放一個雜誌照，現在不是很多

是放那種 RAY 裡面的啊，還有什麼 JayJay啊，然後穿著洋裝什麼的，太多

了～這種東西第一，我無法看清楚實品原貌；第二，從雜誌照的剪接拼湊

下，難以還原該有實品的真實狀況；第三，成功模糊焦點，利用人氣麻豆+
氣氛營造物品的虛幻，間接為物品加分；第四，利用買家貪小便宜心態，

奪得好的宣傳的利器，換句話說，你給我的這個雜誌照就是一個很不真實

的東西嘛，那我怎麼去…那我是最不能接受的。而且當我看到那個價錢我

更會覺得：屁啦～怎麼可能～怎麼可能有這種價錢～」（I07，F，22歲） 
 
在雜誌照的風潮影響下，有買家便自己開設一個網路相簿，在討論版上集合

眾買家的力量蒐集雜誌照與實品照的對照。然不論是對照片的華麗、夢幻與否、

模特兒的功能、修圖技巧、雜誌照與實品照的對照等論述，歸根究底其實是一種

對「真實」投射的渴望： 
「網路拍賣的模特兒有點被塑造成偶像的感覺，就好像我們看到楊丞琳戴髮

圈很好看，那大家就會想仿效。但網路拍賣的模特兒應該只是把衣服穿起來

給我們看啊，因為我們無法親自穿；但現在模特兒都找外觀條件好的，他們

穿起來好看，讓我們認為自己穿起來也好看……但網路拍賣應該是個展現真

實性的地方！因為我們無法真的接觸到商品，所以關於商品的真實性就更應

該被展現出來，至少照片不要拉長，燈光不要太 over之類的。在百貨公司

我們可以接觸到商品，但網路無法啊！」（I06，F，22歲） 
 
對受訪者 I06而言，她仍舊保有「有圖有真相」的觀念，亦即圖片與「真實」

這個概念之間的連結是不可被分割的：有品牌的商品廣告如果講究夢幻、撩撥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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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還情有可原，因為消費者可以到百貨公司等消費空間中親自摸摸看看，或試

穿，他們可以真的接觸到商品，因此消費者對商品的那份想像可以立即獲得驗

證；然網路空間究竟是虛擬的，而且是先付款之後才收到商品，在這樣一個原本

就依賴且極度強調想像的空間中，照片所扮演的功能便不能像是廣告影像一般僅

販售夢想，它所應具備的「可觸碰性」（touchable）便更不能被抹煞，畢竟照片

是買家在這個網路消費空間中僅存的一些資訊。 
 
在 Berger（1972）討論各種圖片、藝術品的觀看方式中，所提及有關圖像的

「可觸碰性」包含兩個層次：首先，是利用一些技術如當年的油彩及現今的彩色

攝影，複製物件的顏色、紋理和觸感，再運用這種高度觸覺性的影像來挑弄觀者

對於圖像的第二層可觸碰性，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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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激起他想要擁有真實物件的慾望。然而如今有些網路

拍賣上的商品照片，在部分受訪者的觀察及標準裡，可能是跳過了觀者對第一個

層次的需求而直接操弄第二層次，她們認為，若是如此，她們寧願照片回歸最陽

春的商品照片： 
「像有些賣家賣洋裝，就硬是坐著拍，那種就不合格，因為看不出來長度，

或是用手遮住某部分，甚至有些模特兒可能穿起來在照片上看似合身，但其

實是在背後夾夾子你也不一定知道。我寧可他只拍衣服，然後清楚標明肩

寬、胸寬、衣長等等，然後光不要打太亮。」（I02，F，25歲） 
 
「我反而很常買那種沒有麻豆的，這樣比較準，因為很多賣家根本就是

在賣麻豆。當然我並不是否定麻豆，美美的是看起來真的很順眼，但不會都

買那種。而且譬如要看裙擺長度之類的，就算有麻豆穿上也不一定準。我都

直接準備布尺在旁邊直接量，然後跟平常自己衣櫃裡的衣服對照，因為即使

身高體重一樣，還是會有些小地方是不太一樣的。」（I08，F，20歲） 
 
其實，運用符號撩撥幻想無可厚非，因為消費本身就是個「夢想工業」（dream 

industry）；然而網路空間中畢竟只有照片，因此至少也應讓消費者能掌握該商品

所能呈現的風格，告訴消費者，如何在她們收到實品後，也能像模特兒一般，將

一件平凡的衣服穿得很美麗，很時尚： 
「網路拍賣照扮演的角色意義非凡！它能夠點石成金的例子很多，往往一件

衣服穿在不同麻豆身上就有不同的感覺，也因為如此將平凡的衣服藉由麻豆

改造。可以清楚地呈現不同種的風貌也間接影響了觀眾對該物品的評價。照

片在傳導並提供正確的消息之外，還要告知物品所有資訊和物品能呈現的風

格、觀感。」（I07，F，22歲） 

 

不過也有部分受訪者表達了對所謂的「藝術照」又愛又恨的矛盾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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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valence），有受訪者坦承自己一路以來在觀看照片方面複雜的心境轉變： 
「當初我一開始接觸網路拍賣，只要看到麻豆不好看的，我就直接關掉頁

面，看到麻豆好看，燈打的比較亮的，反而會吸引我。因為網路購物你看不

到實品，只看的到照片，自然而然就會被漂亮的照片吸引，我想大部份的人

應該都是這樣。但現在看到好看的衣服就會去比價，找那種小賣家的賣場，

他們沒有麻豆，照片也是自己照，可能看起來不太吸引人，可是同一件的價

差可能會有 200以上。不會像以前那樣被照片吸引，因為很不喜歡收到之後

落差太大的感覺。」（I09，F，30歲）39 
 
巴特曾在他的〈攝影的訊息〉（The Photographic MESsage）一文中提到，照

片同時包含了外延（denoted）與內涵（connoted）兩種訊息形式；他所謂的外延

訊息意味著照相所描繪的精確真實，而內涵訊息是第二種訊息，他將這種訊息描

繪為是一種社會與文化參照的使用，是一種推論而得的訊息，因此也是象徵性的

（Ramamurthy, 轉引自Wells et al.,2005）。對網路拍賣消費者而言，他們較為重

視的仍是照片的外延訊息，亦即其「事實」元素，因為唯有「事實」的精確描繪

才能進一步讓她們得以想像，覺得自己近乎能夠碰觸到商品40；然而網路拍賣照

片對賣家而言，其扮演的或許是一種商業攝影的位置，因此便也不能完全揚棄其

中的內涵訊息，亦即美麗、時尚的象徵。詹明信則認為，進入數位時代後的攝影

無須再試圖以照片描繪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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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Berger（1972）也曾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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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所誘發的「觸覺」也並不必然指涉影像與真實間的關

聯，但身為一個在網路拍賣虛擬消費空間閒逛的網路消費漫遊者是否真能拋棄照

片在數位攝影時代來臨之前所被期待應扮演與真實世界對應的記錄角色的信

念？ 
「我室友認為網路拍賣是用虛擬買真實，就是看照片，但最後收到的東西是

真實的物品，在她的觀念裡，網路的所有東西都是虛構的。但我並不會覺得

網路這麼的不真實，我雖然會覺得網路的背後有很多東西都是人為控制的，

就像即使你看到留言版上那些發言或是版友 po的實品照，都是有人弄出來

的，但我也覺得它至少反映了部分真實。」（I12，F，25歲） 
 
誠如 Osborne（2000）所言，雖然攝影會讓人聯想到真實（reality），但攝影

其實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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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也曾有版友留言表達過相同的矛盾心態：「以前照片醜，不想逛；現在 model美，燈光佳，卻又

想看沒修飾的實品照。最慘的是，我都在等貨期間，發現其他賣場同款照，被滅到凍僵...」（tsanning
版友在 e-shopping版的留言） 
40 「照片就是為了讓我知道我要買的東西的狀況跟樣子，藉由照片可以去理解用起來大概是怎

麼樣子，所以沒有照片的東西我一定不會買，就算它很便宜。所以我很在意照片的真實度，以前

不知道照片不一定可以反應真實（包括色差），所以也不會去質疑，買過一次發現不好，以後就

學會了。」（I03，F，2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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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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對遊逛在此網路消費空間中的消費漫遊者而言，她們都反而因為這個消費

空間的虛擬特性而更加注重照片所透露的「外延訊息」，而將照片所賦予的幻想

元素放至第二順位；照片所承載的想像力與幻想仍舊敵不過網路拍賣消費者對真

實的渴望，畢竟在這個虛擬空間中，照片不僅是廣告海報，它更重要的身份是真

實的代言人。這與前面有些受訪者提及她們還是會看有照片的商品的原因是一樣

的，因為照片終究是個記錄保存者與目擊者－她們不否認照片能引導美好的想

像，41進而引發消費、購買的強烈動機，但這些想像還是必須以與商品的真實樣

貌相扣連為基礎。消費者面對照片所傳遞出來的符號訊息，並不只是單純地回應

這些夢想、渴望，進一步沈浸在幻想；Dolf Sternberger（1977）便曾強調，它們

的誘惑並不在於它們的貌似真實，反而在於它們欺瞞、人造的技巧；因此，消費

者反而不斷被誘惑以期能破解照片欺瞞的技巧－消費者所處的位置或許固定，但

並未完全被動地接收任何放置在其眼前的虛擬真實；照片傳遞出的符號，在網路

消費空間中所誘發想像的機制與實體消費空間大不相同－這般想像是必須以「真

實」為出發點，卻又不能拋棄其夢幻元素。 
 
也因此，她們依舊會繼續絞盡腦汁地比較相機與相機景框的外在世界之間的

差異，例如質料或品質是否真如照片上所呈現的，或說穿起來效果、感覺是否一

致，即便是雜誌照也如此；照片終究是一種巴特所謂「此曾在」的證據－那件商

品在拍攝時確實存在於鏡頭前，而賣家也的確是拿那個版型去請廠商打版製作，

只是最終廠商做出來的成品與雜誌上的照片在品質上多少會有所落差罷了。而這

也是為什麼會有買家竭盡所能蒐集雜誌照及實品照的對照，因為她們對照片仍懷

有一份笛卡爾式的理想期待－觀察的主體是透過它，完整且正確地記錄呈現在他

眼前的物體。 
 

肆、小結 

 網路拍賣在這五年間迅速竄紅，其中與傳統逛街購物最大的不同便是沒有了

「街道」，所有的購物活動都是靠電腦完成。正因如此，人們無時無刻都可以成

為「消費者」，只要將電腦開機，連上網路，就可以開始消費，消費不再是一件

特定的活動，而是隨時隨地都可以進行的。它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隨時有購物

                                                 
41「網拍的確是具有一定的視覺享受程度在，這也是一部分我會一直看網拍的原因。人都喜歡美

的事物嘛~~~」（I06，F，2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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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望時，即使是三更半夜都可上網滿足一下。 
 
另一方面，拜網路連結所賜，幾乎全世界可以搜尋到的商品，都可輕輕鬆鬆

地盡收「眼」底，消費者所能接觸到的商品數量比起實體店面要多出太多。正因

網路消費空間是更具備高度購買可能性的空間，且存在高度開放性及多重性，使

用關鍵字搜尋特定的商品成為每位網路拍賣消費者特殊的購物模式，甚至會把固

定逛的幾個賣場加入「我的好友」名單或追蹤清單中，以便更有「效率」且「精

準」地找到他們的目標商品。 
 
 只不過這裡也透露出網路消費的「目的性」。不像出門逛街時，消費者可能

是看到什麼才會想到要買什麼，也因此較易有無預期的驚喜出現，找到「寶物」

時也會更有成就感；網路消費則多半是商品導向，消費者可能已經有了預設目

標，才會上網搜尋，也因而賦予網路消費一些「可預期性」。有些受訪者便提到，

對那些列入好友名單的賣場所展示的衣服風格，甚至什麼時候會上新貨，都已瞭

如指掌，網路 shopping也逐漸變得制式化、平靜，且喪失驚喜。 
 
 不過有些受訪者卻不認同。她們覺得，即使購物過程本身可能變得較為平

淡，但「先付款後收到實品」的購物流程，仍使得消費者在收到實品前難免有所

期待；而這裡的關鍵便在於「照片」－網路上，消費者與商品的唯一聯繫便是照

片，並且僅能透過「觀看」照片來辨識商品、評估商品。因為照片，使得網路消

費空間中人與物的關係有所轉變。 
 
 Miles & Miles（2004）曾提及「消費凝視」（consuming gaze）這種視覺消費
經驗，早在玻璃櫥窗出現後便已存在的，諸如拱廊街、百貨公司等實體消費空間，

皆利用玻璃櫥窗將在街上漫遊的潛在消費者的視線導向櫥窗內展示的商品，而在

櫥窗後的這些展示商品也不是以單純的物品形象出現，轉而以象徵「夢想」、「渴

望」的符號吸引消費者眼神。如今進入所謂的網路消費空間後，網路消費者僅能

透過照片想像，而無法碰觸到實品－符號的運作只能說更為極端，它甚至連物品

的實際形體都拋棄，只留下照片。 
 
 從這些照片，或說因為僅能靠這些照片得知商品訊息，使得這個網路消費空

間更加訴諸夢想及幻想（fantasy）。甚至有部分受訪者表示，網路拍賣的照片反

而會影響她們在逛街時視覺接收上的習慣，例如在百貨公司逛街時，反而會要求

專櫃小姐先拿目錄出來，看照片後再決定是否要試穿；或是只看人形 model身上
穿的衣服，而對一件一件折好，放在架上的衣服興趣缺缺等。從這些陳述中可以

發現，網路消費者已被訓練習於接收「照片」的影像訊息，甚至可能認為如此的

視覺接收方式是更為直接且便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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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dberg（1993）曾指出，當漫遊者從室外移到室內例如電影院這類消費空

間時，畢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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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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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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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berg, 
1993）；她甚至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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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berg, 1993）。 
 
 當消費邁入網路拍賣時代後，這般網路消費空間確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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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般虛擬凝視的視覺消費經驗是消費者在實體消

費空間如百貨公司、購物中心等所無法獲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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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消費者並非被

動地接收任何符號訊息。從受訪者的回答中可以發現，在網路上，消費者面對照

片所傳遞出來的符號訊息，並不只是單純地回應這些夢想、渴望，進一步沈浸在

幻想－消費者所處的位置或許固定，但並未完全被動地接收任何放置在其眼前的

虛擬真實；網路消費者除會透過照片想像該商品在自己身上會是什麼模樣，適不

適合自己，也得透過照片得知商品訊息，例如尺寸、長度等。因此，照片傳遞出

的符號在網路消費空間中誘發想像的機制與實體消費空間大不相同－這般想像

是必須以「真實」為出發點，卻又不能拋棄其夢幻元素。 
 
 短短五年間，網路拍賣的照片文化有了很大的轉變。原先只是很陽春地將商

品平放在白色床單上或是白色為底的背景前，以便清楚告知買家該商品的顏色；

此外，照片下方會有商品的基本介紹，譬如材質、尺寸等其他無法透過照片呈現

的資料，偶爾可能會有一張由賣家自己擔任模特兒展示商品的照片。但慢慢地，

網路拍賣開始走華麗風，賣家會找些好看的模特兒，甚至僱請攝影師出外景拍攝

照片，再加上電腦繪圖軟體的幫忙，諸如商品的小瑕疵、色彩飽和度、模特兒的

身形比例、清晰度等都能靠修圖解決，模仿「雜誌照」的規格、標準，衍伸出一

種「夢幻」的訴求。 
 
 對於這樣的演變，受訪者可說是又愛又恨：有模特兒的確比較能夠想像商品

穿在一個「人」身上是什麼樣的感覺，尤其當模特兒的身材比例跟自己相似時，

更容易聯想。但便有受訪者表示，一開始接觸網路拍賣時，只要看到模特兒不好

看，就會直接關掉頁面，模特兒好看，燈打的比較亮的，反而會比較吸引人，「這

是很自然的，因為網路購物看不到實品，只有照片，很容易就會被漂亮的照片吸

引」；但到後來，她反而會找小賣家的賣場，「沒有模特兒，照片也是自己照，可



 94

能看起來不太吸引人，可是同一件商品的價差可能會有 200以上」。 
 
其實關鍵點還是在於大多數受訪者都有收到實品後與照片落差太大的經

驗，加上之前又有一股「雜誌款」風潮－賣家直接將雜誌裡的商品照貼到賣場上，

這些以雜誌裡較熱門的衣服版型向廠商訂製；因為是直接從雜誌上翻拍商品照，

難免會更為誘人，又是由本土或大陸廠商按圖製作，價格也便宜許多，讓許多買

家為之心動，只是收到實品的結果往往與圖片差距甚遠，令買家傻眼－一再讓消

費者對照片失去信心，也凸顯照片在網路消費空間中扮演「記錄真實」的角色的

重要性。 
 
「網路拍賣的模特兒應該只是把衣服穿起來給我們看啊，因為我們無法親自

穿；但現在模特兒都找外觀條件好的，他們穿起來好看，讓我們認為自己穿

起來也好看，但實際上卻不然…網路拍賣應該是個展現真實性的地方！因為

我們無法真的接觸到商品，所以關於商品的真實性就更應該被展現出來，至

少照片不要拉長，燈光不要太 over之類的。在百貨公司我們可以接觸到商

品，但網路無法啊！」（I06，F，22歲）（劃底線部分為筆者自己所加） 
 
因為對真實的要求，甚至有受訪者寧願它回歸最初那種陽春的商品照，「只

拍衣服，然後清楚標明肩寬、胸寬、衣長等等，然後光不要打太亮」，但絕對不

能沒有照片。網路空間畢竟是虛擬的，而且是付款之後才會收到商品，這樣一個

原本就依賴且極度強調想像的空間中，且是買家在這個網路消費空間中僅存的少

數資訊之一，照片所扮演的功能便不能像是廣告影像或海報一般僅販售夢想，它

所應具備的「可觸碰性」（touchable）更不能被抹煞；照片在網路拍賣中的角色

就是「照片」，而非網路消費空間所營造出的符號系統中的其中一種符號。 
 
Berger當初提及照片的「可觸碰性」時，所指的是利用一些技術，如當年的

油彩及現今的彩色攝影，複製物件的顏色、紋理和觸感，再運用這種高度觸覺性

的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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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激起他想要擁有真實物件的慾望。只是，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解讀為「複製

物件的顏色、紋理和觸感」應是必要及首要條件，亦即，若要刺激觀者想要擁有

真實物件的慾望（在網路消費空間中則是指購買慾，即按下滑鼠的衝動），還是

得植基於複製事實，先追求事實條件，才能談誘發想像。但目前可見的情況是，

網路拍賣上的照片已直接訴諸想像、夢幻，忽略「複製事實」的本質。 
 
無論是否處於數位影像時代，無論照片中的再現物與實體是否斷裂，或只是

其不完整痕跡，照片終究是個記錄保存者與目擊者；雖然受訪者皆不否認照片能

引導美好的想像，進而引發消費的強烈動機，但這些想像還是必須以「與商品的

真實樣貌相扣連」為基礎，好滿足她們「觸摸」的感官享受。也因此，絞盡腦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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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比較再現物（符號）與真實之間的相似度－例如質料或品質是否真如照片上所

呈現的，或說穿起來效果、感覺是否一致－便成為網路消費空間中特殊的消費體

驗之一；筆者認為，網路消費漫遊者一方面因為照片裡的商品是由模特兒所穿

戴，感覺與商品的距離較親近，較容易想像，但另一方面也因必須考慮再現物與

真實的差距，讓網路消費漫遊者不只是對璀璨的商品展示感到目眩神迷，反而得

以從成堆的商品符號中抽身，保持一些距離，做出理性的判斷。 
 

第四節 網路拍賣營造的空間與地方 
麥克魯漢曾言：「幾個世紀以來，美國人到戶外求孤獨，進屋子求溫暖和社

交接觸。這種基本樣式逆反了所有其他地方人類的習俗。突然地，電視把美國人

規範到跟亞洲歐洲一樣了。自從有電視以來，年輕人傾向於到戶外和別人在一

起，到室內求孤獨」（McLuhan & Zingrone, 1999，轉引自黃厚銘，2001）。在這
段引言中，點出了兩個看似對立的概念：孤獨與社交－戶外代表的便是一種開放

的空間，家代表的則是安定的地方。我們必須留意，當我們認為自己需要空間與

自由時，我們實際上是無法完全切斷與人的聯繫；因此即使網路購物給了我們極

大的自由，得以獨自面對商品，面對物慾，甚至有受訪者將網路拍賣的購物經驗

形容為是「隱私的」42，但筆者認為，在網路購物行為中，消費者在某種程度上

仍是渴望與人接觸，甚至可能因此而必須與人接觸；購物體驗中私人性與社交性

的曖昧比重，因為網路科技本身「既隔離又連結」的特性而有所調整，也因如此，

使得網路購物經驗如此特殊。當我們在實體消費空間時，我們是深刻地感受到對

獨處的自由空間的渴望，可以獨自想像，獨自與商品連結的自由－在實體消費空

間中進行的購物活動就是發生在人群之中，但這樣的公共空間所形塑的其實是一

虛擬個體的社交世界，她們彼此共享所見的現實，同時也憑藉其在人群中的匿名

性而得以保有私人的內心夢想世界和想像中的私人團體；而且她們實際上是避免

與他人發生真正的互動的，只在必要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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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網路

消費空間裡，我們卻是亟欲與人接觸，獲得人群的認同，與人分享這種購物經驗

的愉悅。或許我們可以說，網路的隔離作用反而是放大了人們對網路在連結作用

的需求。 
 
段義孚（1998）在《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中曾指出，空間是自由的，

地方是安全的，這對應到人類的兩種基本心理需求，既渴望有一個安定的家，又

希冀能保有自由與無限的可能性。因此段義孚（Tuan, 1998:49-50）說：「人類需

                                                 
42「我朋友的姊姊就會在網路上買內衣，也有聽說有人在 Yahoo上買胸貼、情趣內衣什麼的，還

是會顧忌說走進那種情趣用品店會有點怪怪的，就算你進去說是你朋友要買，小姐可能也會很曖

昧地看著你說：『我了解~是你朋友要買嘛！』最後就放棄想說還是上網買比較有隱私。」（I11，
F，24歲）只是不僅是這種字面上所能理解的「隱私」，光是能獨自與物品、符號交流，對部分

受訪者而言，便是隱私，也是網路購物帶給他們的幸福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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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開放的空間』，也需要『安頓寧靜的地方』，二者皆不可缺。人類的生活是二

元活動，既需要庇護，也要冒險。既要依附，也要自由。在開放空間中的人強烈

地尋求可資安頓的地方，在嚴密被庇護的地方獨處的人尋求突破而進入廣大的發

展空間。一位健康的人歡迎『制約與自由』，亦即是『地方的侷限性』和『空間

的暴露性』。」而網際網路既隔離又連結的媒介特性，則正好提供人們可以跨越

物理空間的限制與他人，甚至是與陌生人連結的自由，而在上網的同時，使用者

是身處個人私密的空間裡，保護了物理上的身體，也因此保有私人空間的熟悉與

安全；且在匿名的前提下，使用者得以隱藏自己全部或部分的身份，拉開與真實

世界的距離，如此則保護了與社會性的面子，反而能自在且安全無虞地建立人際

關係，甚至自由投入自己選擇的活動場域，營造一個有歸屬感的安全地方（黃厚

銘，2001:136-148）。 
 
 那麼在網路消費空間中，消費者對空間及地方、自由與安全的心理需求是在

何處體現呢？筆者觀察到，消費者在造訪網路消費空間時，這兩種矛盾的心理需

求很明顯地反映在她們對「人群」，亦即 PTT的 e-shopping版上版友的依賴程度。 
 

壹、網路的空間圖像 

 McLuhan可謂率先將媒介效果與空間概念結合的人，他指出文字與印刷術

引發了支解、分殊化與抽離的過程，而電子媒介則鼓勵連結與涉入（黃厚銘，

2000b）。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文字的產生，尤其是拼音文字使得人類從原始文明

的聽覺世界轉變為以視覺為主的文明，在麥克魯漢的說法中，「待子音發明出來，

當作沒有意義的抽象概念使用之後，視覺便自行從其他感官抽離出來，而開始形

成視覺空間」，「而這視覺空間是拼音字母挾其內蘊之一致、連續、零碎等特質所

形成的副作用」（Levinson, 2000:91）。其中差異便在於聽覺是共時性的，因此音

響空間是沒有疆界的世界，是資訊無處不可得、無處不存在的世界，而非固著於

特定處所；這樣的世界是涵括的（inclusive）並強調涉入的（Levinson, 2000；黃
厚銘, 2000b）。而相對來說，文字所指涉的視覺空間則是線性的，這亦開創了西

方世界所謂的理性思考，強調抽離與前後連貫，而印刷術的發展更加速此一過

程，導致部落社會的消逝，個人主義也應運而生，每個人都是一個抽離、孤立的

個體（Ibid., 2000b）。但麥克魯漢認為，電子媒介的興起則又促成了再部落化

(retribulation)的發展，使得世界融合為地球村，而這正是建立在電子媒介所強調

的涉入、感官整合的效果，亦即所謂的內爆（implosion）（Ibid., 2000b）。43 

                                                 
43保羅‧李文森（2000）亦曾用英文文法區別不同感官間的差異：「不論是『看』（look at something, 
see it）或『聽』（listen to it, hear it），都有介係詞，唯獨『摸』（touch）、『嚐』（taste）、『聞』（smell）
沒有介係詞。因此『看』和『聽』是落在分界線的中介面上，而由『at』或『to』穿梭於感知的
主體和受體兩邊⋯然而雖然『看』這動作好似很喜歡距離感－『看』一樣東西的動作，其本質原

就是要畫出眼前的東西和我們的相對關係－而『聽』則往往是像是一種沒有中介的觸摸，我們像

是泅泳在聲音的世界裡，各種聲音從四面八方湧來，不管我們的聽覺是不是朝聲音的來處投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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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應用此區分，網際網路可稱之為一涵括性的媒介，而它本身的連結特性則

使它所塑造的空間感較接近音響空間的特性，Levinson（2000）更宣稱，麥克魯

漢口中所謂的音響空間，現在泰半已經可以在網路空間的線上字母環境裡找到了

－它毫無邊界，可不斷向外延伸，而且字母一旦出現在電腦螢幕上，連上網路，

電腦螢幕可以將同一段文字或某一個網頁，用比國際有線電視播放新聞還要輕

鬆、便捷的方式傳送到世界各地，因此只要使用者上線，這個網路音響空間便無

處不存在，其間的資訊便也無處不可得。 
 
然另一方面，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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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觀看本身就是抽離且置身事外的動作，因此，如此的視覺抽離、孤立的特性亦

成為網路空間的副作用，它有一部份是近似閱讀書籍一般，每個人有自己的興趣

和閱讀節奏，很難與他人同時共享，因此是個別且私人的活動。只不過，因為網

路亦如電視一般並非單純視覺的傳播媒介，兩者其實皆具備麥克魯漢所分析的涵

括性冷媒介44的特質，亦即鼓勵主動、探索與深入參與－網際網路動員了我們所

有的肢體（如快速地打字、不停地按鍵或移動滑鼠等），也整合多種媒介，促使

我們運用視覺、聽覺，甚至還需要投注想像（黃厚銘，2000b）。 
 

貳、網路拍賣的空間圖像 

一、先談網路消費空間的連結… 
 當麥克魯漢用教堂花窗的透光性來形容電視媒介的魅惑、吸納效果，及其所

形成的涵括性空間，Levinson指認同樣的音響空間的特性在網路空間中也能找

到，而網路拍賣既是在網路空間中所劃出的一網路消費空間，便應能達到同樣的

效果及成就同樣的空間－前述所提及關於照片所引發的投入與想像，便清楚指出

網路消費空間的確產生吸納效果及涵括性。 
 
 只是網路消費空間所指涉的涵括性還不止如此。麥克魯漢所謂的涵括性在另

一方面也暗示媒介的連結性，亦即營造一個沒有疆界的世界。而在多數網路拍賣

受訪者的言談中，筆者發現網路購物帶給他們的方便之一，便來自於這個沒有疆

界的網路音響空間： 
「網路拍賣帶給我的感覺是我的世界變大了。因為很多東西在台灣專櫃很

                                                                                                                                            
去，都一樣。」 
44McLuhan(1964)還引進冷、熱媒介的區分。所謂熱媒介就是只傳送的訊息形式其分辨率比較高

的媒介，而冷媒介則是傳送的訊息形式其分辨率較低的媒介。前者因為分辨率高、訊息明確，所

以在傳播過程中要求的涉入程度便較低，相反地，後者因為分辨率低、訊息不明確，因此要求的

涉入程度便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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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甚至沒有店面，此外，很多東西只有外地有，台北沒有，網路拍賣讓我

可以不用移動就買得到。例如 Burberry 藍標台灣就沒有設櫃，或是京華城

沒有 Dior或 Coach，可是網路上就看得到。雖然這種東西在南西店買比較

好，但我如果出門逛街有固著性，都一定是去京華城逛，因為那裡可以免費

停車三小時，很大又沒什麼人，所以逛網路拍賣沒有地域性，可以讓我不用

一直走就看到很多東西，在同一個地方，我買到了到處的東西。它也跳脫平

常逛街的固定的點，而因此找到不少寶。」（I02，F，25歲） 
 
「在美國衣服其實沒啥大變化，所以才會有時還是愛看台灣拍賣，像我現在

發現的新分類就是美食區，因為很想念台灣小吃，後來經朋友告知便去瞧

瞧，發現這些現在也放上網路了，尤其最近端午節，齁，看那些手工粽口水

都快流下來了。」（I15，F，24歲） 
 
「我是畢業之後開始會去國外網站找一些像 GAP或是一些日本品牌，然後
請人家代買，這樣會比較划算。因為我們國內沒有設那個品牌，像之前很熱

的 A&F，微風是現在才有，但之前那些東西並沒有在國內設櫃。像我是喜
歡買 GAP跟他的副牌 Old Navy的東西，就有跟一個認識兩三年的賣家，每

次都請她幫我去國外找。還有很多是國外限定的，而台灣沒有，這樣我就會

透過網路購買。我上網路拍賣多半是想找一些台灣沒有的東西。」（I11，F，
24歲） 

而網友間更可透過拍賣平台交流各取所需，讓自己用不到的東西在網路上也能找

到知音： 
「我現在在用的筆記型電腦，SONY VAIO，就是在網路拍賣買的。賣家是

台中人，我幫他出 500元車錢，請他來台北給我看貨。但是我買到很棒的商

品。賣家出售的原因是這台 NB非常小，而且很漂亮，是他逛 101時衝動買
下來的。但因為他是男生，所以後來他又買了一台較大的。這台原價六、七

萬跑不掉，可是我只花四萬五就買到了，而且幾乎全新。我也有個同事他的

嗜好是買名牌，亂買一通，後來在整理，全部拿出來賣，都是全新的，而且

他用東西的習慣很好，超乾淨的。我的意思是，網路上珍品真的很多；雖然

壞人多，但我相信東西買太多，純粹想出清的好人也很多。」（I02，F，25
歲） 

 
除此之外，對於有收藏嗜好的人而言，網路拍賣的連結功能更是完全改變了

收集的行為，主要的方法是讓收集的動作更為簡單、方便： 
「在 eBay出現之前，向馬可斯這樣的收藏家必須花很多時間追蹤希有的熨
斗。他參加全美各地的熨斗拍賣會，還到歐洲去朝聖，因為歐洲仍不斷出現

年代更久遠、更好的熨斗。最近一次的荷蘭之行，馬可斯拖回四十支熨斗，

還得再買一個行李箱才能全部帶回美國。他和賣熨斗的商人建立起關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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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進最好的熨斗馬上會讓他知道。後來 eBay登場後，轉眼之間電腦讓他
可以接觸到無限多的舊熨斗，有經典的『帕慈（Potts）夫人』熨斗、兒童熨
斗、手會民俗藝術熨斗、附有相稱三腳鐵架的熨斗，甚至連雙天鵝都有…多
數收藏家都認為，eBay讓他們接觸到在網路外永遠都碰不到的熨斗，也讓

他們省下了奔波跳蚤市場與拍賣會的精力。…馬克斯很多最心愛的熨斗及相
關紀念品，都是在 eBay上買到的，其中包括了一根畫了熨斗大樓的湯匙，

是住在奧勒岡州的某人賣給他的。『我們才不會為了一根湯匙就飛到奧勒岡

州，』吉妮‧馬可斯說。」（Cohen, 2002:341-2） 
 
網路拍賣讓這些消費者及收藏家能從一個固定的點－你的房間裡－出發，坐

在電腦前，可是卻能往外看到全世界的所有商品。而且不僅如此，更有受訪者認

為網路拍賣還存在另一個優點：「有一些現在比較難找的商品，例如年代久遠一

點的東西、小玩意，在網路拍賣上都比實體店面容易發現」（I12，F，25歲）。
換言之，這個網路音響空間所營造的無疆界、無處不在、資訊無處不可得的涵括

性，不僅打破地理範圍的疆界，也跨越時間的界線。這種坐擁古今中外的所有商

品，好似整個貨物世界在靜待你的到來，卻也不強迫你前往，或許便是段義孚

（1998）口中所謂空間的「開放」與「暴露性」，以及其所隱含的「容許自由」

的符號意義，因為它讓消費者覺得有值得探險的可能性。 
 
 而另一方面，網路的快速，或其即時性，更是使得這個空間反而不那麼「空

曠」而令人恐慌、害怕。工具和機械會擴大人的空間感和空曠感，人伸開兩臂形

成一個小空間，當然用標槍或射箭時，空間距離便擴大了；而腳踏車、跑車、船、

火車、飛機等機械的發明，都成功地增加活動的速度也克服更大的距離，利用這

些機械人們所感覺到的是克服距離之後，隨之而來的空間的繼續開展（Tuan, 
1998:48-9）。因此我們可以視「運輸」為一種「空間的征服」，而因為速度使人

自由，因此也減少了空曠感（Tuan, 1998:49）。那麼網路也是如此，就網路的連

結特性而言，我們的確可以將之視為一種「運輸」媒介，它等於運用機械而更加

拓展及延伸我們人類肉體所能及在空間上的開闊程度，它讓我們僅坐在家中，不

用移動肉身，便能到達任何我們想去的地方，看遍世界各地的商品。 
 
 Featherstone（1998）則從行動者的角度觀察，同樣指出城市漫遊者與網路

漫遊者之間的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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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網路漫遊者則是能快速且大範圍

的移動，他的步伐並不受限於身體本身的運動能力（capacity of locomotion）；若

將這觀察再往前推一步，我們或許便能指稱，在某種程度上來說，城市漫遊者仍

舊是被動的，他讓自己被這些人事物所提供的刺激所包覆，以布希亞的角度解讀

便是，是符號不斷前來觸碰這些城市漫遊者，而非他們主動去擷取這些訊息符

號。然而網路漫遊者則因為超鏈結的功能（hypertext），他得以自由選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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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要走到哪裡，下一個想要碰觸的符號刺激為何，而且每個人可能的選擇是

不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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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真的是名符其實的「世界的縮圖」。 
 

二、再談網路消費空間的隔離… 

然而，當我們談及網路的連結特性造就出開闊的空間時，我們便也不能忽

略，這樣的經驗在很多層面是以網路的隔離特性為前提而發生的。空間的開闊意

味著容許自由，而在網路消費空間中，所謂的「容許自由」便是當網路消費者在

面對全世界的商品在她眼前一覽無遺時，她可以「完全私密」地面對自己的物慾： 
「逛網路拍賣會容易沈浸在自己的世界而忘了還有朋友在網路上跟我聊

天，因為會很專心而變得有點封閉，看到感興趣的東西就會著迷地想一直

看。」（I03，F，22歲） 
  
逛網路拍賣與過往的逛街經驗最大的不同便在於，逛網路拍賣在形式上是較

屬於一個人的消費行為。正如受訪者 I03 說的容易變得封閉，受訪者 I21 更點出：

「逛網路拍賣需要電腦，電腦多半是放在房間，而房間又是一個人的。」受訪者

I10也提及逛網路拍賣本來就通常都是突然想到自己缺什麼，想要什麼，才會上

網隨意看看或搜尋一下，也因此逛網路拍賣較屬於個人活動、較自我中心。再者，

不少受訪者皆曾提到，網路消費空間的「容許自由」也包含去除了專櫃小姐或售

貨員帶給她們緊迫釘人的壓力，不會一直有人在旁邊干擾你的選擇，可以隨心所

欲地挑選想要的商品，也不會有進去一家店一定得買點什麼的壓力： 
「我不喜歡店員緊迫盯人，而且出去逛街我很懶得翻衣服，有時候甚至是麻

煩我男朋友幫我翻，再加上我不喜歡把時間浪費在逛街上，我寧可把時間花

在旅遊跟玩樂上。所以有了網路拍賣，我就可以深夜回到家之後再慢慢地

挑。這種生活型態很適合我。」（I18，F，22歲） 
 
「逛網路拍賣的時候沒有小姐在旁邊，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調慢慢看，聽不到

吵鬧聲，不用在大熱天跟人人擠人，可以一個人安安靜靜的逛最幸福了~」
（I04，F，20歲） 

甚至有版友很生動地描寫逛街時售貨員造成的壓力以突顯逛網路拍賣的輕鬆自

在： 
「我想可能我是個超級購物狂吧⋯只要一天不逛街就很痛苦⋯但是百貨公

司那麼多人⋯逛街腳又會痠(逛完第二天，下樓梯腳會抖⋯)再加上我每次試

穿衣服壓力都好大⋯當我說再考慮看看的時候，小姐的臉就好像我倒她會，

又放火燒她家還搶她老公，順便帶走她小孩一樣⋯害我都覺得自己罪孽深

重⋯自從我開始玩拍賣後，這些煩惱都消失了，我只能說這真是太神奇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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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新興的購物方式真的很適合我，可以讓我盡情的逛，一直問問題，還能

加入追蹤清單反覆複習 (有一些都看到快背起來了)更不用怕小姐以為我來

砸店⋯」（Shevachenko 在 e-shopping 版的留言） 
 
另一方面，受訪者 I04則認為「隱私」在某種層面上，也能被視為是逛網路

拍賣時所擁有的一種自由與幸福，因此逛網路拍賣時「一個人」的逛街狀態，便

也蘊含了「隱私」的消費體驗。隱私不見得只是不被售貨員打擾，不少網路消費

者也利用這樣完全一個人的消費形式進行其他更加需要隱私的消費活動： 
「我覺得網路拍賣這種一個人的形式一方面也比較有隱私。像我朋友的姊姊

就會在網路上買內衣，也有聽說有人在 Yahoo上買胸貼或情趣內衣什麼的，

就其實你還是會顧忌說走進那種情趣用品店會有點怪怪的，很ㄍㄞˇㄍㄧㄡ
ˊ（台語）。就算你進去說是要幫你朋友買，小姐可能也會很曖昧地看著你

說：『我了解~是你朋友要買嘛~~』最後就放棄了，想說還是上網買比較有

隱私。」（I11，F，24歲） 
 
 只是對大部分的消費者而言，有時候她們所需要的這種隱私感，所指涉的其

實只是可以一個人面對物慾的感覺： 
「像我們班有一個女生，都會看我買哪家衣服，她會問，然後去買，有點討

厭；她有點愛學我，所以我連去領包裹都不太想讓她知道。每次被問到我都

是技巧性帶過，然後繼續一個人在網路上偷偷買。」（I08，F，20歲） 
但這樣的隱私感並非真正隱密的，畢竟在網路這個透明社會，所有交易紀錄都能

被查到－受訪者 I08 便也進一步指出，紀錄無法刪除是網路拍賣的一項缺點，像

她之前有買一些角色扮演（cosplay）的衣服，這個紀錄就刪不掉，為免被同學查

到，「雖然機率應該是微乎其微」，但她仍有打算申請另一個帳號。網路的隔離讓

消費者能更自在地面對商品、面對自己最奇怪、最詭譎、最私密的慾望，然而卻

也弔詭地將這些原本應該屬於個人私慾的表徵逐一記錄在這個浩瀚的空間當

中，變成無法抹去的資料： 
「有一次聽乙朋友聊到說有另外一位甲朋友看到我最近下標的帳號，好像知

道我最近買不少東西，就跟乙說我最近好像比較多錢喔～後來乙轉述給我，

我當下覺得不是很高興～～所以現在偶爾會用另外一個不為人知的帳號下

標，不太希望朋友都知道我最近買了哪些東西。」（I05，F，22歲） 
 
「現在科技太便利了！除了網路拍賣外，你問一下 google大神，人人不都

洩了底了嗎？你想要信箱，所以你留資料註冊；你想買東西便宜，所以你留

資料才能成為會員，諸如此類的事一再發生。所以科技讓人無限暴露自己。

慾望的強烈會勝過隱私，就會忽略隱私。簡單來說，慾望與隱私其實只有一

線之隔。」（I02，F，2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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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e（2003:161-5）在《Shopping演化史》一書中更舉一個發生在他朋友身

上的例子來突顯網路購物的「貼心」與「隱私」之間弔詭的關係： 
我有個叫做裴歐的朋友剛買了本新書，為此雀躍不已。裴歐是收到一封某家

線上零售商寄來的電子郵件後，才知道有這麼一本書，之前他從未見過或耳

聞過這本書。這封電郵中說，從裴歐以往買過的商品看來，他可能會對剛出

版問世的一本書有興趣。郵件中還說，因為裴歐是優良顧客，所以能夠以低

於售價的優惠購買那本書…有趣的是，裴歐不記得自己在線上購買過哪些商

品，會明顯讓他人或某部電腦得知他會想買那本書。他沒買過作者之前的作

品，那本書也不是某系列叢書之中的某一冊。即便如此，零售商推薦的那本

書還是正合他所需。裴歐點了那封電子郵件中附的網站連結，立即以優惠價

訂購那本書。三天後，書就送到他手上了…老實說，電腦推薦裴歐買書令我

十分意外。我和裴歐已有好些年的交情，但我還是鼓不起勇氣向他推薦那本

書。那是本春宮畫冊…裴歐居住的小城中可能不會有任何一家商店會進這種

書，就算進了，大概也不會公然展示。裴歐說，要是在一兩年前，他大概不

可能會發現有這麼本書，就算要買也會覺得渾身不自在…我不曉得裴歐可能

還訂購過哪些商品，才會讓電腦系統向他推薦這麼一樣合適的商品。但是我

一點都不確定我是不是也想讓網路洞察我最強烈、最奇怪以及最私密的願

望，並加以探挖…對裴歐來說，這項科技提供了一次令人極為滿意的購物經

驗…然而我和裴歐買的那本畫冊中的人物不同，我還沒準備好要讓自己被人

一覽無遺…裴歐心目中這樣極有效益的關注，在我看來卻妨害隱私。 
 
網路讓你在你最私密、最能感到安心的空間中保有自己隱私，且在購買些

奇怪商品時可以盡情、自在地挑選；然而電腦卻也將你這些最私密的願望默默

地紀錄著，讓你被動地將自己的一舉一動隨時暴露在他人眼前。當你認為上網

是很個人主義式的行為，每個人有每個人不同的「步調」，即便連你自己每次在

網路上閒逛時都不一定遵循同一套邏輯、同一條路徑，這樣的隨意其實每次都

被紀錄下來，你買過什麼樣的商品、曾經中意過哪些商品、對哪些商品發表過

意見、有何評價等等這類消費軌跡，都是不能刪除修改的。45然而，一般消費

                                                 
45台灣 eBay 表示，消費者可以選擇關閉所有交易記錄，避免隱私曝光，Yahoo!奇摩則建議消費

者如果擔心發生尷尬的情形，可另外開設帳號。在台灣兩大拍賣網站中，Yahoo!奇摩拍賣會保

留該帳號所有的交易紀錄，從第1筆到最後1筆全部強迫曝光，因此「凡買(賣)過必留下痕跡」。

由於 Yahoo!奇摩拍賣使用的帳號就是一般的 Yahoo!帳號，而使用 Yahoo!免費信箱的人口又相

當多，所以任何人只要看到某人的電子信箱帳號，就能輕易上拍賣網站查到該名使用者的體

態、性癖好、特殊興趣、崇拜偶像等不欲人知的資料。有鑑於此，台灣ebay表示，在ebay上面

交易時候的名稱已經用數字代替，除非點選進去交易頁面，否則個人紀錄不會馬上曝光，而且

交易頁面過 3個月後會統一刪除，之後交易的商品便只會剩下編號。但 Yahoo!奇摩則指出，如

果使用者只是購買一次比較敏感的商品，可以要求對方不要給評價，這樣就不會留下紀錄，或

是開設新帳號，以保障隱私（李怡志，2004年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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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不會很明顯地意識到這種在網路上「被看」的目光，甚至因為評價、問與答

是她們非常主要的參考依據，因此她們亦不會將這個領域的「察看」舉動與妨害

隱私畫上等號，對她們來說，這些「注視」應該多半是出於善意的： 
「我是很不喜歡在外面試穿的時候，一走出來，有很多人（譬如其他客人或

是下一位要試穿的客人）都盯著你看的感覺，一直打量你，而在網路上畢竟

只有一個人，想買就買，挑什麼也不太會有被別人看的感覺。不過記得之

前在 ES版上就有看到有版友 po 說她遇過有不認識的人偷看她的交易記

錄，好像她有買內衣吧，就還被看到 size 什麼的，就一整個覺得那個人很

變態。但相較之下，我倒覺得給路人看到就算了，不喜歡的是朋友會偷偷

去查，那就覺得有被侵犯隱私的感覺；因為朋友通常都知道你的帳號，路

人的話他不認識你，也不常看到你，應該也不會沒事去查你吧！像以前我

也有因為某樣喜歡的商品，因猶豫太久不知道要不要買而結標了，然後我

就去找到結標的網址，然後找到幾位得標者，想說問她們收到實品之後的

想法，問她們推不推薦這件商品。不過大家都還挺熱心回應我的。我也曾

被問過某某商品有沒有想要轉賣之類的，這樣就感覺還好，因為她們的出

發點比較單純吧～只是想要那樣東西所以問相關的人。」（I17，F，21歲） 
但若相較於逛街時的經驗，一旦意識到自己在網路上的交易紀錄「被看到」，這

類舉動便會被網路消費者歸類為「隱私被偷窺」： 
「應該很少有人會特別去看別人的紀錄吧！但我覺得應該是說，其實上網買

賣就要有被看的心理準備，畢竟評價是買賣的重要依據。（那你會覺得比起

在百貨公司或購物中心，那種被看的機率更高嗎？）是啊。在百貨公司頂多

試穿完看起來很可笑，這並不涉及隱私，可是在拍賣你買過的東西都被看光

了，雖然你的長相沒被看到，可是一切的紀錄都留在上面了，連買便秘藥都

被看到了，去百貨公司或購物中心至少別人不會知道你便秘。（只是比喻而

已…）」（I02，F，25歲） 
 
Lehtonen & Mäenpää（1997）在其對購物商城的研究中指出，消費者在實體

消費空間中購物，難免會意識到旁人的眼光，甚至當你踏入那間百貨公司或購物

中心便已做好隨時被人看的打算－來到這類公共場所的每個人可能都會順便觀

看人群，哪種人都好，因此也都知道自己也是別人凝視的對象；只不過作為可以

短暫交流的人群裡的一份子，她們正是在其中「一次又一次觀看到和經驗到的正

是自身的慾望」（Barry, 1981，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那麼我們在這個
新興網路消費空間中做好被看的準備了嗎？或許我們正如受訪者 I02所言意識到

隱私會被偷窺，但因慾望的強烈勝過隱私，所以我們選擇忽略隱私；又或者我們

其實是像受訪者 I17所講的認為這些目光是出於單純的動機，焦點是在商品而非
針對個人？ 

 
對受訪者 I17而言，因為逛街是直接與人群接觸，所以比較能明顯感覺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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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注視的目光，而相較之下，在網路上與人群還隔著一個電腦螢幕，甚至因為網

路上人人都被化約為一個代號，因此也會比較自在，對陌生人的目光接受程度便

較高；正因如此，若得知身邊週遭朋友會查閱自己的消費紀錄時，表示你的代號

與真實世界的你被連結在一起時，那股隱私被侵犯的感覺也會較強烈。但反觀受

訪者 I02，她則認為雖然在百貨公司或購物中心裡是直接與人群接觸，但這些人

群同樣也具有匿名性，與網路上的代號無異，甚至因為逛街人潮來來去去，那種

目光反而是短暫的，而網路上的消費紀錄卻是永久的，而且這種種紀錄皆以個人

代號為分類依據，他人便能歸納出該代號的消費者的購物習慣可能為何，因此可

謂非常貼身且個人的（personal）。這兩種論調其實都指出受訪者或一般網路消費

者的確會將網上的個人資料視為隱私，且部分網路消費者也可能已經意識到網路

上的這些「隱私」是會被長久保存，無法抹滅的，而不論是他人有心或無心的探

查，對消費者來說某程度上便涉及隱私，涉及個人，只是當這個「他人」是與你

在真實世界有關聯，得以將你在網路上的代號與真實世界構連起關係的朋友，被

「窺探」的不舒服感相形之下也會更為強烈。 
 
只是當我們為了閃躲惱人的售貨小姐，或認為網路的隔離作用能讓我們安靜

地面對自己的物慾，因而逃進這樣一個人的消費世界，與外界沒有太多真實的接

觸，只是靜靜地在螢幕上的網頁間穿梭，面對商品，探索各式符號意義，然後進

行挑選，我們仍舊是渴求某種被人注視、備受關注的目光的，即便有受訪者提及

網路拍賣消費空間給予的另一項自由便是「即使穿著邋遢也可以逛網路拍賣」，

而出門逛街通常都得要化妝、做一番精心打扮不可，卻反倒反映了我們過往出門

逛街時早已準備好要做個「花枝招展的暴露狂」，以及我們對讚美、被欣賞的目

光的期待： 
「逛網路拍賣感覺比較自由是一定會的，因為不用在意別人的眼光，也不用

精心打扮，在家裡穿個小內褲逛網路拍賣也沒人知道（笑）。平常有買到什

麼新衣服，當然一有機會就想拿出來現一現，而且像我又自認是那種比較注

重時尚的人，我只要出門一定會打扮，就算只是出去倒個垃圾什麼的。」

（I07，F，22歲） 
 
這裡一方面突顯出「在家逛網路拍賣」這個行為中，「家」的空間給予消費

者一種私密的消費體驗，當我們在上網時，消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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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活動中，所謂的安全或許便是指遠離

專櫃小姐或售貨員，但又可以連結到公共空間去尋求社交需求的滿足。但另一方

面，受訪者 I07的言詞中卻也點出私密所帶來的寂寞感。當女性逐漸具備解讀服

飾所蘊含的符碼的能力時，她們便也希望能運用這些服飾傳達她們欲傳達的訊

息。也因此，雖說消費活動本身便是兼具私人性與社交性的曖昧活動，但社交成

分－不僅止於「被欣賞」的渴望，也有分享愉悅的心態－仍是大過私人性所佔的

比例。Lehtonen & Mäenpää（1997）在其對購物商城的研究中亦指出，即使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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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的購物大街裡，具有匿名性及私密性的自由並不意味著有表達的自由，每個

商品符號總是有個標籤顯示它的固定價值，而過於擁擠的人潮也都有著清一色的

冷漠表情、不為他人所動的姿態，及高度可預測性的肢體動作，Simmel將之形
容為一種疲態（blasé attitude），是都會人為避免自己無法承受高度飽和的符號刺

激所刻意扮演的偽裝、面具。而網路的匿名性（代號）與私密性（坐在家中的房

間裡而非處於人群中）或許在某種程度上便賦予了表達的自由，消費者可以脫下

冷酷的面具，盡情解讀在該空間中浮動的各式符號，甚至進而與人主動接觸，無

論是目光上或是口語上。被注視或多或少會讓人感到不自在，但若這些注視是伴

隨著讚美，或是消費者主動暴露、主動分享便無傷大雅，甚至可能是歡迎的。而

這樣一群網路消費者轉向 ptt的 e-shopping版以尋求她們對社交需求的滿足。 
 

參、PTT的 e-shopping版與網路拍賣的地方歸屬 

一、e-shopping版的生態描述 
 在討論網路拍賣的生態演變時，e-shopping版可說是一股不容小覷的勢力。

e-shopping版成立於 2003 年左右。早期網路拍賣剛出現時，很多版友是聚集在

shopping版討論關於網路拍賣的問題，因此才出現要另闢一個 e-shopping版的聲
音，當時開版目的是希望提供大家一個討論網路購物的園地，在這裡，不論是賣

方或者是買方，都可以討論網路購物的心得及分享等等。對很多網路拍賣使用者

而言，接觸 e-shopping版後可說獲益良多： 
「老實說我大學時根本不知道網路拍賣這東西，可是很愛上 ptt，有一天無
聊發現 ES46版，所以才知道網路拍賣的。我覺得 ES版的價值在於我可以從
大家的口中得知哪些賣家較有保障，因此可以減少受騙的機會，或是買錯的

機會，畢竟網路拍賣無法親眼看到，親手摸到，會覺得不安心，所以評價很

重要，ES版的悠悠之口也很重要。」（I02，F，25歲） 
 
「像我現在都是一打開電腦就先上 ES版，然後才會順便連到網路拍賣。我

都是看網友最近看的東西，畢竟一個人力量小，別人可能會幫你比價、或

po上好看的貨。可能我自己逛沒發現，但是別人 po上來就發現『哇！好好

看喔！』，然後就下標了。所以沒上 ES版我也會渾身不自在，真的是中邪

了~~~ES版對我來說就是比價、搜尋好貨、以及看看別人的購物心得，可以

避免自己買到地雷貨47。而且我還蠻愛看那些分享文的，就可以看別人買什

麼，怎麼搭配。」（I05，F，22歲）48 
 

                                                 
46ES版是 e-shopping版的簡稱。 
47地雷貨即指可能照片看起來不錯，但實際收到的商品卻是品質低劣的。 
48受訪者 I12 也表達過類似看法，認為 ES版對她的意義在於比價、經由大家的 po 文認識新賣家，

也多少可以知道哪些衣服會比較容易撞衫；其實大家的心得也會有所助益，能了解哪些賣家的衣

服品質是好或不好，在尺寸的拿捏也更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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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還蠻喜歡心得文的，一些熱心的人來分享，而且她們分享的都是還蠻

熱門的款式。不過我覺得要po心得文就要有照片才會有真實的感覺，因為別
人雖然說了意見、看到的情形，可是畢竟是經由她腦中吸收消化再傳達出來

的訊息，我跟她有可能一樣也有可能不一樣。例如說板上一堆MINIS MODE
的文章，有許多版友覺得它的衣服很好看、很讚之類的，但我就覺得還好，

就好像情人眼裡出西施。所以要有照片比較真啦。不過說實話，我覺得心得

文就比例上來說並不多啊，大部分都還是協尋、挑選；我倒覺得ES版對我
來說有點像是在比價、審查貨物的感覺，還有些意見交流。」（I06，F，22
歲） 
 
不過也有受訪者認為，上ES版的心態還挺矛盾的，既想獲得一些資訊性的

消息，讓自己少買些冤枉貨，但有時候又覺得逛ES版反而會看到很多自己不一

定需要但卻會變得很想要的商品，反而有點像是在購買一種「對方建構的想像」

或是「集體催眠」： 
「網路買東西有時候使用者的心得太誇耀，買東西就會變成再買一種對方建

構的想像，然後買來之後才發現根本不一定是那樣，一定會有落差。之前曾

經想買一款腮紅，它在網路上可稱得上是『腮紅界的BMW』，大家瘋狂地說

它好，什麼『自然又沒有缺點的顏色』、『持久到極點』、『任何膚色都可以用』、

『金粉很美』、『像高潮一樣自然潮紅』。但事實上買到之後，發現也沒有那

麼完美，只是被很多人美化了@@一整個就是想像orz…」（I03，F，22歲） 
 
「像之前泡泡有一件什麼韓版蝴蝶結牛仔褲，本來我覺得還好，瀏覽一下就

關掉網頁，但之後版上就有人說看到誰穿很讚什麼的，又有人po心得文，大
家又推，那件商品在版上燒得很旺。所以你就會變得去注意它的優點，把焦

點專注在它的優點上，覺得其實好像真的還不錯，就好像優點被放大，缺點

變得很渺小。」（I06，F，22歲） 
 
「網路拍賣很像催眠，集體的，合購版、ES版都是，一個商品不斷出現，

不斷重複，不斷有人討論，你剛開始可能沒注意到，後來就會慢慢注意了，

就像廣告一樣，算是一種集體催眠。」（I02，F，25歲） 
 
雖說 e-shopping最早開闢的初衷是希望讓大家都可以在這裡討論及分享網

路購物的心得，但是正如受訪者 I06所發現的，版上的確仍是以比價文或挑選文
所佔比例為多，因此也曾經在 2004 年初爆發有版友建議另開一個網路購物版，

讓 e-shopping版就以比價及奇摩拍賣的討論為主，而要討論一些購物網站平台的

網友可以聚集到網路購物版。只不過就算多以比價文與挑選文佔的比例為多，然

正如前面這些受訪者提到的，或許她們不常上去分享心得，但她們就是喜歡去「分

享別人的分享」，例如受訪者 I06亦曾提及，她偶爾還是會上去問問別人對某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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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顏色的看法，或只是上去看看別人買東西的心得，看看那個版友喜歡的衣

服類型是什麼，僅僅如此也會「有種大家一起討論的感覺」。另一方面，亦有版

友發現，版上多半討論的焦點為衣服、褲子等服飾類，顯示出在這個版上出沒的

版友多半是以女性為主。有版友便提出一套解釋：「我覺得是方向不同耶。女生

愛買衣服鞋子飾品~男生買的很多是電腦電玩產品，漫畫，相機..等等，當然有
時也會跟女生一樣買包包，皮夾...不過女生愛買的東西討論性比較高~也喜歡互

相分享~男生買東西可能去相關板面找到自己想要的，就去拍賣搜尋下標，比較

沒有像女生愛互相討論分享。當然以女性衣物為主的大賣家超多也是一個原

因..@@ 這是我的感覺..^^」可能也正因為女生喜愛互相討論，ES版才會逐漸
演變成網路消費空間中一個讓人感到有歸屬感的「地方」。 
 
二、版友們在 e-shopping版上從事的活動 
（一）比價文 
                              圖 4.13 

 
                         資料來源：PTT網購版 
 
 對不少受訪者而言，當問及 ES版對她們的意義何在時，一定會包含的一項
便是比價文，它可稱得上是對版上最有價值的情報之一，畢竟正如前述提及，對

很多網路購物者而言，「便宜」仍是最主要吸引她們上網購買的因素，而如果要

買到價廉物美的商品，便得靠這些比價文才不會讓自己花冤枉錢。況且現在網路

市場氾濫，常常會碰到同一件商品，有很多賣家都在賣，而要在這些賣場中挑到

品質還可以接受、價格又可親的商品，光靠一個人的力量是不夠的。這也就是這

些比價文存在的意義： 
「網路拍賣出現後，我變得很在意價錢，也變得比較會比價。因為網路方便，

只要動動手指就可以找到很多同類型的商品，而且提供比價的管道又多，像

PTT的 ES版就是很好的管道，也因為這樣如果在網路上買貴就會更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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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F，19歲） 
 
只不過也有受訪者提及，在她看來，會 po比價文的人並不一定是閒人或俗

稱的網路拍賣達人專門在幫人尋找商品並將比價結果 po上網跟大家分享，或許
有，但應該為數不多，多半是自己對版友徵求協尋的某件商品也有興趣，或是自

己在搜尋商品的過程中不小心歸類出的結果： 
「像我比價的話就一定是我逛到了，就我今天搜尋了什麼，假設我今天要逛

一件衣服好了，一定會出現很多筆資料，然後其中有某件我並沒有興趣的衣

服就一直出現，一直出現，後來我就想說好，把它整理一下好了，就 po在
版上說這是什麼的比價這樣，可是其實我要找的不是這個。我覺得像有些人

比價應該是她自己有興趣想要找吧，或是在找某件有興趣的東西的過程中發

現一堆重複的某件商品就拿來比價一下，我自己是這樣啦，不然不可能你會

沒事，而且你對這個完全興趣，然後特別去幫這個比價，我覺得這多少需要

一些動機吧！」（I17，F，21歲） 
 
（二）協尋文 
                               圖 4.14 

 

                        資料來源：PTT網購版 
 
 協尋文也是 ES版提供的功能之一，有時候當你想買的某件商品已經下架希
望版友幫忙找尋別的賣家是否有轉賣或是出類似款，或是像某位版友形容： 
「不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在路上看到別人穿的衣服，提的包包還是穿的

鞋子，覺得很好看但又不敢上前問人家在哪買的，就會偷偷用力把東西的樣

子記起來。(這個要小心不能讓主人發現 XD)然後回家就上網路拍賣找，有

時候還可以順便比價。感覺很學人精= =」（retniw版友在 e-shopping版的留

言） 
這時便也可上網 po協尋文請求版友們協助。此外，也有很多版友是不太會使用

關鍵字，所以找到某件類似她想找的商品照，將它 po上網，再描述她想找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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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樣貌以請大家幫忙協尋類似款。49 
 
（三）挑選文 
                            圖 4.15 

 
資料來源：PTT網購版 

 
 正如前述受訪者 I06的觀察，挑選文亦為 ES版上為數不少的文類。不少版

友碰到特別場合例如謝師宴，或是要生日、情人節、聖誕節等節慶需要幫親朋好

友，甚至是男女朋友挑禮物時，都會上網請版友幫忙出意見。但也有版友是因為

猶豫不決，無法自己做決定時便也會上版請版友們幫忙挑選，看大家認為哪個款

式比較好看，或哪個顏色比較適合等： 
「像我 po挑選文都是其實這些商品我都覺得好看，都很喜歡，但自己無法

判斷，所以就請大家幫我挑。因此上網問只是想看看有沒有人有買過，可以

提供意見，例如版型太小或磨腳之類的經驗談，這種問題當然也可以問朋

友，但還是覺得問版友比較合適。而且看到別人 po挑選文我如果有買過我

                                                 
49筆者也曾在版上 po過協尋文。一次經驗是之前看中一雙靴子但已下架，問過賣家也說已斷貨，

亦即不會再出貨，因此上版詢問是否有人有看過類似款；在這次經驗中，幫助不太大，是有版友

表示她也喜歡那款靴子，但並沒有下文。而另一次則是看中某賣家的一條及膝裙，但顏色筆者並

不喜歡，所以上版請版友幫忙協尋是否有看過類似款且較便宜的，馬上就有板友回應，推薦的也

是不錯的賣家，款式也不錯，雖然有些微差異，但筆者也能接受，因此最後便購買版友推薦的那

件商品。 



 110

也會表示意見，或是曾經在路上看過實品我也會說，而且如果發現自己很喜

歡，大家也沒有說不好，就會自己也買了:p其實有時只是想尋求和自己一樣
的想法，堅定自己買的決心而已，不是嗎？」（I02，F，25歲） 

 
「我覺得女生都喜歡得到別人的贊同，如果我在 BBS上面詢問這些版友，
他們都覺得好看的話，那我穿出去的時候大家也會覺得好看阿。女生都喜歡

漂亮嘛...再來，如果我在 BBS上面 po文章，能夠得到大家的回應，回應越
多我會越開心，表示我的文章，或是我喜歡的東西不會跟不上潮流...而且在
BBS上面 po上妳喜歡的東西，有的時候還可以省到錢，因為版友都會幫忙

比價。」（I22，F，21歲） 
而有受訪者則認為，這樣的討論使得網路購物好像不是那麼孤單、寂寞，而是有

很多人一起購物的感覺： 
「ES版出現後，我好像不只是一個人跟物交流，而是有很多人幫我想像那

件商品的感覺；在面對某件商品時，也會很習慣的上網來尋找一下其他人的

購買經驗，實品照或心得文之類的。就像有時候會有人上網請版友幫忙挑

選，這時其他版友就會給意見啊，比如說選紅色的很俏麗，選藍色的很端莊

之類的，好像大家一起討論。有時候也會覺得跟大家一起討論後，對那件商

品的感覺也會不太一樣，就像版上 po文者常說的，幫我生火或滅火都可以。

這到底是哪來的術語啊，真妙~~」（I06，F，22歲） 
 
只不過並不是有了 ES版之後，大家都會想上網詢問版友意見，便有受訪者

指出： 
「我通常上網路拍賣買東西都是會先問室友意見，版友是第二選擇。並不會

特別想上版問人意見，因為還是會覺得在網路上公開請人家幫忙挑選或給意

見有點不自然，就覺得怪怪的，那是一群你不認識的人。我曾經在 ES版 po
過的文章會是請大家幫我比價，而不是會跟大家分享心得和想法的交流，就

是比較偏外在客觀事實的詢問，而非涉及個人，其實就是覺得買什麼東西的

這種慾望是比較私密的，所以跟不認識的人討論就是怪。」（I12，F，25歲） 
雖然受訪者 I12對上網 po文的態度如此，但她並不會覺得別人在網路上詢問意

見特別奇怪，甚至看到別人分享心得及實品照時，還會認為她是個熱心的版友，

畢竟「願意花時間 po文、照相就是一件奉獻的事了」。對受訪者 I12而言，「這
與每個人對電腦室的態度認同有關係」。她表示，自己雖然常使用 BBS，卻不常

發言，因為覺得都是些不認識的人，她不太會選擇要採取哪些用詞遣字，也無法

拿捏文字所該透露的語氣，因此很少在網路上建立社群關係，也不會想要主動建

立網路社群關係。 
 
的確，網路上因見不到面，交集或交流也多是短暫，甚至浮泛的，我們可以

說，這群網友都是「陌生人」，因而不會有太多親密接觸；然對多數受訪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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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正是網路購物特有的經驗之一，畢竟在現實世界中，我們不太可能在路上

隨便抓個路人就問她╱他對你想購買的某件商品的意見跟想法： 
「看到大家都在討論時，雖然說是問不認識的人，但也變得好像理所當然囉

~多一點意見也好~我覺得認識和不認識都沒什麼差別啦，覺得大家能幫忙挑

選也不錯啊，至少在實體店面這種事是做不出來的，在一般店面不太可能問

陌生人『這件好不好看~』而且，就算被認識的人認出自己的 ID，看到我 po
挑選文，也不會怎樣啦~就只是買東西而已嘛。」（I21，F，22歲） 

 
受訪者 I03 更認為，因為朋友不一定一直都在線上或是在旁邊，反而直接問

版友比較快：「而且透露的東西都是很平常的資訊啊，例如年紀、需求、性別等，

就是因為自己無法決定，才需要別人幫忙。就是這樣簡單！」有時候甚至會覺得，

如果挑選的商品獲得很多版友推文支持，反而比朋友的支持更令人開心： 
「我覺得是在挑選文方面，有些版友的意見就還蠻直接、蠻毒舌的，因為她

又不認識你，只是單就商品給意見，因此可能會出現說『這條裙子好像有點

阿嬤』，或『這東西很像路邊攤的質料』等等，因此如果經過大家眼光鑑定

後都認可，那麼買下手也能比較安心一點。」（I17，F，21歲） 
 
由此可見，因為對網路社群的認知態度不同，導致有些購買者認為購物慾望

是很私密的事情，而且對網路上這群網友始終將其界定為陌生人，而非朋友，因

此會有所顧忌；而有些購買者則認為「就只是買東西而已」，甚至覺得： 
「我們平常出去逛街時，旁邊的路人不會跟你說他隨時都可以詢問，而

且就算今天大家都在買衣服，在同一個空間裡，可是不見得站你旁邊的人跟

你看的東西是一樣的。但網路提供專門社群，就像是跟你說這裡都可以開放

詢問一樣，而且跟這群人的關係不會反映到現實，你可以將她們視為是提供

意見的一個管道，她們不會跟你一起出去逛街，所有一切都發生在網路上，

但是會一起看拍賣。」（I03，F，22歲） 
 
筆者認為，對多數網路消費者而言，可能「不想買貴」、「不想買到地雷貨」、

「不想在收到商品之後有落差，導致心情不好」的擔憂，比隱私暴露的擔憂要來

得嚴重，畢竟網路購物的確存在很多風險與不確定性，有個管道詢問總是比較能

讓人安心，覺得比較保險： 
「而且在網路上就算你說出了對商品的想像，可是畢竟大家都僅止於

網路上，僅發表文字看法，其實也看不到真正的你，感覺還是有很多自己

的空間。」（I17，F，21歲） 
受訪者 I22也表示： 

「因為 BBS上面都是透過文字或是圖片來傳達訊息不會看到本人，所

以不會不好意思，但是逛街的時候就不同了。」（I22，F，2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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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點上便可看出，在實體消費空間中，我們或許小心翼翼地減少眼光接

觸，且藉由人群提供的匿名性以保有一個對於源源不絕的刺激之流相當敏感的個

人想像世界（Lehtonen & Mäenpää，轉引自 Falk & Campbell, 1997），但在網路上

我們卻傾向採取主動暴露的方式。而且對許多受訪者而言，這無損那個「對於源

源不絕的刺激之流相當敏感的個人想像空間」的存續，一方面是可以自由選擇暴

露的程度，例如受訪者 I12可以選擇自己在版上不 po挑選文與心得文而選擇只
看別人的心得分享，而另一方面僅透過文字及圖片的交流，亦使得消費者仍能保

有個人想像空間及因匿名想像而嘗試不同角色以創造新身份認同的樂趣，因為那

些想像都因代號的隔離作用而成為僅存在網路空間中的身份認同，就算「她其實

長得像許純美，可是喜歡楊丞琳風格，我們也不知道，而且這也不是我們旁人能

決定或干涉的」（I02，F，25歲）。受訪者 I03 說：「我想她們應該是選出『最多

人喜歡的』吧？不知道為什麼很容易變成這樣。說不定是想獲得一些安心或是認

同吧！」網路或許容許一個人幻想，但卻可能在不知不覺中，促使大家反而想尋

找他人共同建構的商品想像。 
 
（四）心得文 
                              圖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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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PTT網購版 

 
 從前述受訪者的言詞中不難發現，心得文也是她們首要注重的情資之一。從

心得文中不但可以發現最近大家都在買些什麼商品，哪個賣家的服務態度、品質

如何，最重要是可以看到「實品照」。受訪者大多不清楚是從什麼時候開始，心

得文都強調「有圖有真相」，不過對她們而言這樣演變終究是好的，這樣反而能

佐證原 po心得文的版友的論述－如此無論版友們在心得文中把某商品說得樣式

多特別、顏色多好看、修飾效果又多好，或是質料令人驚訝等等，只要放上一、

兩張實品照，對該商品有興趣而收看文章的其他版友就能藉此自己判斷是否真是

她所需要、所想像的。正如受訪者 I06所言： 
「像我還蠻喜歡心得文的，一些熱心的人來分享，而且她們分享的都是還蠻

熱門的款式。不過我覺得要 po心得文就要有照片才會有真實的感覺，因為
別人雖然說了意見、看到的情形，可是畢竟是經由她腦中吸收消化再傳達出

來的訊息，我跟她有可能一樣也有可能不一樣。例如說板上一堆MINIS 
MODE的文章，有許多版友覺得它的衣服很好看、很讚之類的，但我就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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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還好，就好像情人眼裡出西施。所以要有照片比較真啦。」（I06，F，22
歲） 

更何況，基於自己也會上網去爬文50看大家分享過的心得，有受訪者甚至表示，

上網寫心得時有時候反而會更仔細，而且還會考慮到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主觀判

斷，所以她都會把自己是喜歡哪部分不喜歡哪部分以及原因寫得很清楚，但又得

要寫得婉轉一點： 
「其實要不是我時間很少，也就沒啥時間 po文，不然有買過什麼東西都會

想寫一下心得，作為以後的人的參考，尤其是我不推的，因為好的東西沒買

到沒關係，但以為是好的結果買回來卻很失望，那是很慘的，所以不推的心

得反而要好好寫。而且我覺得會去爬文的，大概就是已經想買了，寫得詳細

一點更可以幫助網友想像及了解那項商品，而且像有些人可能就不會在意膠

的問題，有些人顏色哪種都 ok，所以講清楚自己不推的理由，也比較可以

讓別人判斷自己適不適合買。但在網路上，其實有時候還得要顧慮曾經推薦

過的人或是支持者，所以又不敢像跟朋友分享一樣講得那麼白。」（I13，F，
24歲） 

 
然而雖說心得文主要功能應該是要幫助其他消費者了解某些商品的真實樣

貌，但亦有受訪者認為，會上網 po心得文的多半是對該項商品很滿意或是很不

滿意的才會上版 po；而如果是很滿意的那種，或許也是想藉此獲得一些讚美的
掌聲： 
「我是覺得那些都是有上傳照片習慣的人，因為大多數都是放她們的相簿網

址，而且都是開放的。既然上傳上去應該也都有接受別人看的準備。而且應

該是有自信的人吧，可能一方面滿意那件商品穿在身上的感覺，還有滿意自

己的身材，絕大多數是滿意自己的外觀吧。」（I06，F，22歲） 
 
「一方面想跟大家分享好看的衣服啊，另一方面也想知道大家覺得我穿起來

好不好看啊。而且自己之前也擔任過平面或婚紗等的 model，所以越多人看
越好囉！只是拍照會比較美，也比較安全，因為有時候上街會被人搭訕，不

太喜歡在路上被路人直接盯著看的感覺。網路就比較隱私，因為網友如果要

問問題可能就只能推文或寫信，是曾有人寫信來說想交個朋友什麼的，多少

會覺得有點開心吧，因為被誇獎。」（I20，F，22歲） 
兩位受訪者都點出了「被看」的關鍵字。這些心得文可謂主動將自己暴露在眾人

目光下，然而畢竟經過攝影機的轉譯，再加上螢幕的阻隔，這種目光並非如我們

在公共街道上所接觸到的目光那般直接，甚至具威脅性。或許也因為如此，版友

才會願意在上面公開自己的照片或相簿跟這群稍微親密的陌生人一起分享。正如

受訪者 I22在前面提到的，即使是透過圖片傳遞訊息，也不能算是真的看到本人，

                                                 
50爬文是指上版找尋相關主題的相關文章，不是只是逐一瀏覽今天的新文章而已，而是有特意去

搜尋某類資訊。 



 115

因此也比較安心。再者，也有受訪者認為，既然擔心就盡量不要露臉即可；的確

也有不少實品照片是會把臉切掉，只照脖子以下，畢竟將商品實際樣貌展示出來

供大家參考才是首要目的。 
 
放照片的版友實際心態如何無法確知，然而卻有受訪者揣測這些版友多少存

有想在網路上獲得認同的心理，因此即使覺得不怎麼好看，她多半仍會客套地推

文回應一下： 
「我覺得放那種實品照感覺很像化妝版上有時候會放那種化妝前、後的對照

照片一樣，只能說大家都很有勇氣，版友們心地也很好，大家都會說好看。

我通常也會回說好看，但只是會猜想她想被誇獎，基於教育愛所以我誇獎

她，但其實大部分時候這種實品照反而是破壞我對那件商品的想像，覺得大

部分都好糟。而且在我看來，其實沒有那個必要，像如果我真的很喜歡的東

西，我不見得希望滿街都跟我用一樣的，所以我不會去照實品照，我只想自

己享受譬如穿那件衣服的感覺就好。而且我如果穿起來好看，一上班同事自

然會發表評論，不用到網路上去問。」（I02，F，25歲） 
 
 雖說受訪者 I02聲稱她對網路拍賣的使用心態多是偏功能性、目的性的，也

影響她看待 ES版的態度，即多是抱持著資訊的交流及獲取的心態在看待 ES版，
但當她對網路拍賣有什麼疑問，或猶豫不決時，她仍會選擇上 ES版請版友幫忙
挑選某些商品，或對其他版友的文章推文或給意見，甚至是分享這些年來玩網路

拍賣的心得和經驗，她亦曾用「同好」來形容這群版友：「覺得好像在跟很多同

好講話的感覺，譬如一起討論某些商品，或是對某個賣家同仇敵慨之類的。」在

筆者看來，這多少反映了她仍將 ES版視為一個「安全╱安心的地方」，可以從
中獲得解答以及某程度上的情感慰藉。而從其他受訪者的言談中似乎也發現，正

因為有這些心得文，讓討論版上的眾版友們不再只是針對商品的喜好、賣家的優

劣做討論，也涉及了一些「個人」層面；另外，照片也讓版友對彼此多了些線索，

覺得更親近對方，甚至如果常常看到某版友一直 po心得文時，便會有人推文說：

「xx版友最近買很多喔~」文字裡透露出一絲類似朋友間互開玩笑的親暱感。無

論這些版友 po心得文是基於回饋的心態，或是警告大家的心態，更不管回文的

人是否真心誠意地推文稱讚，筆者認為，這樣的「分享」便多少觸及了情感層面，

讓很多可能僅是上版潛水的版友亦能感受到這裡的熱心與熱情，也因而喜歡到這

個版找尋資訊，甚至進而獲得情感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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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7 

 
                        資料來源：PTT網購版  
 
除此之外，在 e-shopping版上還有其他種類的文章，例如[問題]、[情報]、[閒

聊]等，通常在這些類別中便會出現一些版友被騙，或是跟賣家發生不愉快的經

驗談，也包含一些跟大家閒聊上網路拍賣的心態、多常在網路拍賣上買東西、是

不是該回歸實體店面等等主題的討論，不僅讓版友對網路拍賣生態更加了解，「有

時候也是想看看大家的想法是不是跟我一樣，或大家是不是跟我有同樣的舉動」
51，如此便促進版友們彼此間的心情分享，或說情感交流，因而建立起一個屬於

網路拍賣的同好社群。曾有版友說：「其實我覺得我應該算是戒掉網路拍賣了，

對網路拍賣不再那麼瘋了，可是每天還是要來 ES版看一下...這個...就戒不掉了...
冏 rz...」 
 
三、一個有歸屬感的網路消費「地方」 
在造訪實體消費空間時，我們多半是習慣跟朋友一起出去逛街，跟朋友一起

討論，詢問朋友意見，在看到好看的衣服也會興奮地跟朋友分享，甚至希望獲得

朋友的讚美。對不少受訪者而言，出外逛街稱得上是一種社交活動，且是藉此建

立親密感的一種活動形式： 
「以前逛街就是散步，買什麼就專程去，其他時候的「逛街」就是跟朋友一

起喝飲料、聊天，然後一直走路．．．不會主動去商店看，大概都是去鬧區

較多，主要在建立人際關係用的吧！也比較不會挑東西，但是偶爾會殺價看

看。逛街是和朋友相處的方式之一，可以聯絡和增加感情。」（I03，F，22
歲） 
 
「出門逛街如果一個人不是會覺得怪怪的嗎？就習慣跟朋友一起，可以問朋

友意見，也比較不會無聊，就會一起吃吃喝喝逛逛啊…一邊聊天一邊看衣服

                                                 
51受訪者 I04曾在版上問版友「大家都多常買東西？！」問了之後發現大家的狀況都差不多，就

覺得自己好像不是那麼孤單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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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喜歡就試穿…朋友說還好…就放回去考慮考慮…朋友說不錯…自
己也蠻喜歡的…就會買吧~~~」（I21，F，22歲） 

但網路拍賣或網路購物這個消費形式，截至目前為止，對很多人仍舊是無法理解

的，一方面是它脫離我們過去要摸到實品才能判斷的消費習慣，另一方面先付款

後收到商品的消費流程顛倒，也讓這其中存在很多不確定性，再加上新聞報導多

報導其負面影響，諸如錢匯了卻沒收到貨品這類的詐欺事件，使得很多消費者仍

對此感到不踏實及不放心。然而，正因從事網路拍賣消費活動的消費者們大多無

法與一般朋友討論此事，再加上逛網路時多半是一個人的狀態，不容易有朋友跟

你一起討論，按下滑鼠購買哪件商品也都是自己決定，因此不少網路消費者轉而

向網路上的討論版尋求同好的精神支持也好，或是「專業」的意見： 
「我們學校很封閉，好像很少人在玩，我跟我的 partner也是很久之後才發
現彼此是同好。之前都不敢說。去研究所發現同學們也都不感興趣，即使年

紀比我小，可是看起來都好沈重，就是對課業和未來好像都很迷惘，所以我

跟他們很少討論功課以外的事情。」（I02，F，25歲） 
 
「雖然有時候還是會想問身邊朋友的意見，但因為彼此的 style跟審美觀不

太一樣，這種時候就會想上網尋求贊同，認同也有。而且問他們我可能會覺

得是在問老手，朋友只是給個個人意見；畢竟因為版上的人都是很常買，會

比較了解這方面的事，比較有專業感^^ 你問一個朋友可能他們不會看得很

仔細，也許是大概看一下然後大致把自己的感想說出來，可是問版友他們會

考慮很多，譬如場合、照片的顏色、哪一個賣家、價錢、樣式、好不好搭，

若有人買過會給意見，而且有比較多人的意見。其實問身邊朋友也是問會玩

網路拍賣的朋友，像我有一個完全不玩網路拍賣的朋友，他就不覺得那有什

麼好買的，又有什麼好開心的，他的觀念是一定要看到實品才買。（但如果

不跟他說這是網路上買的，只是單純問他這件衣服好不好看也是可以吧？）

呵呵~也對啦！不過他要是了解網路買到喜歡的是很好的一件事就更好:p 
在網路上因為沒辦法像逛街一樣真正的商品在眼前，買到好的會開心，想有

人分享。所以有時候 ES版給我的感覺還像大學的社團一樣，我也一樣跟版
上的大家有同樣的興趣。」（I04，F，20歲） 
 
「同是網購人，興奮的心情應該差不多，而且一些術語規則什麼的大家都很

懂。可是如果你本來要跟朋友說你的搶標心得，她一定會先問搶標是什麼等

拉哩拉雜問題。有時候同種族群的人才能理解，才能分享喜悅吧！像我之前

曾經鼓勵過一個朋友買網路拍賣，她之前曾聽我說過，但她只會說『啊呀，

網路不可靠！』什麼的，讓我 ORZ。好像不網購的人就是跟網購隔絕一樣，

難懂。而且在我鼓吹下去買之後，她還是無法理解。所以我喜歡跟懂網購的

人講，雖然不認識，但都是愛好網購的人呀！」（I08，F，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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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此種新興消費行為的特殊性，使得一群不認識的人在網路上互相尋求認

同與支持。或許她們一開始上網購物競逐的是便宜、私密、個人等消費體驗，而

為了不吃虧，網路拍賣消費者開始利用網路的特性尋找同好，盡其所能地分享網

路購物經驗－她們轉向網路尋求意見、發表購物心得、詢問在哪裡可以買到什麼

商品的資訊，甚至閒聊在這個網路消費空間中碰到的任何愉快或不愉快、搞笑的

經驗：有人碰到合購團員竟然是退休老師，書信往來都用「敬上」；也有平常很

少討論功課以外的同學，在經過很久之後才發現原來彼此都是網路拍賣同好；甚

至常有版友在版上 po文說買東西買到郵差伯伯都勸她不要再買了，或是買到讓

媽媽每次聽到電鈴聲，就會拿著印章應門，準備簽收包裹等這類經驗。在過程中，

網路拍賣的消費體驗經歷了些微轉變，曾幾何時，網路上的這群「網路拍賣同好」

似乎成了比朋友更親密的人，因為這些經驗是只有這群同樣熱中網路拍賣的同好

才能理解，進而會心一笑的。 
 
「作者: aprillin (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站內: e-shopping 
標題: [閒聊] 下班時間的捷運上 
時間: Mon Jul 19 23:41:29 2004 

 
今天要補習 坐捷運到台北車站 
很高興的穿著已經不磨腳的寶石鞋(阿~說到這個真是艱辛的過程) 
快樂的踏進捷運 

 
身旁的女生 背的正是最近合購版瘋狂的大傘包 
偷偷喵了她一眼 
發現他正在看我的腳 
透過車窗倒影 看到她竊竊微笑... 

 
阿~好討厭的感覺 
怎麼很像做壞事被發現的小孩呢? 
有的時候買了大家瘋狂的東西 
好像也很罪過呀@@?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8.167.216.183 
推 chishirecat:哈哈~好有趣的景象呢^^                 219.84.124.245 07/19 
推 mmerkyor:搞不好遇到版友...                         61.228.92.73 07/19 
推 arylin:不會吧 那個人是你喔@@"                   220.136.37.207 07/19 
推 aprillin:哇 不會吧 你搭什麼線? @_@? 好快就現身了 218.167.216.183 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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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nigle:嘿~你們的 ID很像耶:P                        140.112.224.15 07/19 
推 arylin:忠孝復興到西門@@                         220.136.37.207 07/19 
推 aprillin:我忠孝復興到台北車站 哈哈 真的是妳耶?    218.167.216.183 07/19 
→ aprillin: 之前還要跟你的合購說 哈 世界好小壓      218.167.216.183 07/19 
→ arylin:我竊笑是因為好看咩                         220.136.37.207 07/19 
推 auan:推兩個哎滴很像的板友相認~ XD               61.216.125.230 07/19 
推 aprillin:我也覺得很好笑 可是我都不敢笑 哈         218.167.216.183 07/19 
推 arylin:哈哈哈 還真有默契 我本來要 po文說          220.136.37.207 07/20 
推 verenachang:呵呵..真妙                              61.229.48.125 07/20 
推 skysheep:XDDDDDDD                            220.140.160.161 07/20 
推 wmlt:偉大的合購跟ES版:D                          203.70.196.30 07/20 
推 somebody725:^^ 好可愛的場景唷                     210.64.61.70 07/20 
推 liiko:嘻 那穿寶石鞋背雨傘包來辦聚會好了:P...          61.224.5.152 07/20 
推 no10:真的好妙喔~~^^                              61.229.150.178 07/20 
推 balloon:真有趣！:D                                140.112.223.72 07/20 
推 shaple:妳們兩個好好笑唷 這應該要 m起來才對  :)    218.168.181.95 07/20 
推 imchanel:...呵呵呵你們真有緣啦!!好溫馨的感覺啊!      61.222.99.162 07/20 
推 pinkooe:好好玩的感覺喔 你們一定可以當好朋友的^^    61.229.93.178 07/20 
→ pinkooe:套句補習班老師常講的話 有沒有很溫馨啊^^    61.229.93.178 07/20 
推 Lilien:板友真可愛 ^_________^                     140.112.225.144 07/20 
推 CONANTACO:好好笑唷~~~                        218.170.105.109 07/20 
→ CONANTACO:耶~~我補習班老師也常說這句~有沒有很溫馨  

218.170.105.109 07/20 
推 verenachang:樓上 p版友跟 c版友也準備要相認了喔 XD 218.166.107.237 07/21 
推 CONANTACO:不會吧~~~我可是在台中碩士補習耶~小小間        

163.17.132.94 07/23」 
 
從這則討論版留言中更可發現，網購商品連結了在捷運這類公共空間中，原本可

能不會有任何交集的兩個陌生人，更有趣的是，她們反而是在回到網路這個虛擬

空間後才得以相認，也更印證了網路作為互動媒介所形成的社交空間裡存在著一

種弔詭的親切感或親密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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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電影「電子情書」中，梅格萊恩與湯姆漢克
斯在現實生活中互為敵人，然而網路上的「shop girl」與「NY152」卻是無話不

談的交心好友；他們在街上擦身而過，殊不知，比她晚一分鐘經過花店的那個人，

就是她每晚在網路上傾吐的對象。 
 
網路既不是個物理上的地方，也根本不位於任何物理上的位置，而是存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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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元流交錯的無何有之鄉（u-topia），但這無礙於網路空間作為一個互動發生的

「地方」；之所以如此，乃因互動情境是由自我的呈現與不呈現而界定出來的，

而此一認知圍籬才是認知框架與情境定義的關鍵，而非物理空間中的地方（黃厚

銘，2001:122）。黃厚銘（2001）亦指出，因為超文本(hypertext)的多向度特性，

使得網路空間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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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網路不僅只是形成一個虛擬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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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義孚便更細緻地區分「空間」與「地方」兩個概念，主張空間的開放與自由，

反觀地方的價值，則是因特殊人際關係的親切感而產生的。對這群網友而言，她

們即已認定 ES版為一可以交心，甚至能從中獲得歸屬感的「地方」，因它規定
了明確的討論主題，讓所有對這主題有興趣的網友能在茫茫網海中，準確地找到

適合發表言論，互吐心聲的所在，也藉此找到「同好」－即便與我們共享這些群

體經驗的成員，實質上可說是不在場且陌生的，但唯獨在那一瞬間，透過文字、

照片的「觸摸」，彼此間產生一種暫時性的認同，而使得這些交流似乎不顯突兀。 
 
只不過，仍有部分受訪者表示，這樣的交心程度可能僅止於對商品、對此種

購物形式的討論，仍舊無法像現實中朋友相處的情形有更親暱、更全面的情感交

流： 
霍孚和朋友一起逛廉價商店時，也是社會經驗的延伸。「興致高的時候，我

們很早就出發，一天逛了有五家之多。然後到 Taco Bell墨西哥速食連鎖去

吃午餐，快到傍晚的時候回到家，喝點啤酒。」逛完了，霍孚和朋友掏空對

方的袋子看看買到了什麼東西。「我們會試穿衣服，如果在朋友家，就直接

布置起來了，趕快把畫掛出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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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會講，『噢，我找

到很酷的東西說，』」她表示。「可是還是不一樣，因為這些人我都不認識。」 
                                             （Cohen, 2002:389-90） 
 
「版上的分享多半是抱著『給大家參考看看，看可不可以買到真實一點東西』

的心態，可能會比較像是資源分享吧！因為網路拍賣上有很多東西實品跟照

片差很多，所以需要資源分享。但逛網路拍賣對我而言，並沒有像逛街一樣

可以增加人際關係的功用。就會覺得跟朋友分享可以聊到別的事情，就像買

手鍊好了，跟同學會聊到很遠的地方，例如會突然討論起母親節禮物等等，

但跟網友就只是單純的討論那件商品好壞而已。再說清楚一點就是，跟朋友

分享會增加親密感，跟網友分享比較像是一種回饋的心態，畢竟我也從上面

大家的資訊中得到一些東西；但就覺得網友還是比較在意的是商品，而不是

我這個人，即使有推文，也多半只是『你戴起來很好看』、『生火了！』這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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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I03，F，22歲） 
 
 這樣的答案呼應了 MaffESoli（1996）所提「新部落主義」的概念：該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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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當下，他們互
相取暖，共享一種在一起（being-together）的感覺。ES版讓版友有「地方」可
討論，或分享，或宣洩，或尋求認同，或探測資訊，然正如多數受訪者表示，「朋

友」對她們而言，代表更親密、更深入、更個人（personal）的一種情誼，因此
她們並不會刻意在網上結交朋友，她們只是希望有「同好」能分享心情，互相了

解，或當她們有疑慮時，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是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當你需要有個人給你意見時，你可以在版上找到好歸處。而溫情佔很大部

分，雖然碰過一些很狠的推文，但大體上大家人都不錯，都會給些意見。逛

街時雖然可實際感受到身邊的人潮跟你處在同一空間下，但是會拿起的衣服

不一定是同一件；但是你在網路上 po文時，得到推文，表示這些人是對同
一件衣服感興趣，而不單純只是對購物形式有共同興趣而已，就多少會有開

心感。」（I14，F，20歲） 
不過有趣的是，就算獨自出門逛街，受訪者 I14本身就是那種會在馬路上跟陌生

人詢問：「你覺得那一雙鞋比較好看？」的人；她甚至曾在提款時，因看到前面

那位女生穿的鞋很像是網路上某品牌的鞋，就問她是不是有上 ES版，當發現對
方並不知道 ES版時，還大力推薦，說如此可讓愛買網路貨的女生不用花冤枉錢。

因此對受訪者 I14而言，與陌生人交談的意願及開放程度，在網路上或在大街上

並未有任何差異。但即便如此，受訪者 I14仍覺得，網友之間建立的溫情也好，

可互相討論的情誼也好，是較大街上的路人來得深，卻又較朋友間的友情來得

淺，「只是能更快進入聊天模式而已，畢竟已知有共同的話題」。 
 
 受訪者 I02則舉她在其他版交到的朋友作為對照： 
「我在網路上交到不少朋友，但都不是因為合購版52或網路拍賣版。N 年前

我常在貓空的糗事版寫文章，那個版讓我交到非常多朋友，還有實習老師

版，或是些學術交流版，例如討論車諾比事件（抱歉，這是我的特異嗜好:p）。
（你覺得網購版或合購版為什麼比較不容易找到朋友呢？）因為拿完東西就

走啊！我跟團無數，但我到現在根本不認識任何一個人；我跟團只是因為可

以省郵資和拿團體價。但像討論車諾比事件，它會一來一往，越聊越廣，或

                                                 
52合購是會有一個主購負責在合購版上 po 出他想開的團，標明哪個賣場及取貨地點，例如政大

海苔團，注意到的網友若有興趣，便可跟主購說明他想訂該賣場中的哪項商品，然後統一由主購

去跟賣家商量；因為是很多件商品一起，因此可省郵資，有時因某件商品有較多團員購買，便可

拿到團體價。當主購拿到商品後，便會約好在某個地點分商品，因此會有面對面實際接觸的機會。

的確有不少團員因一直都跟某一個團，便發展出較深入的關係。也有受訪者表示，因為後來發現

與主購家住附近，有時便會去主購家一起整理商品，因此發展出線下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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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糗事版，會有很多人寫信來說想認識你，後來真的變成朋友，一起學日

文，或中午約吃飯等等。網購版或合購版在我看來是比較表面的，無法交心，

無法成為朋友。雖然看似親密，會互相分享，或是集結起來開團之類的，但

人與人之間是疏離的，畢竟是建立在利益上，各自拿到自己的商品之後，就

鳥獸散。」（I02，F，25歲） 
 
受訪者 I02的這段回應正可呼應Mille（1997）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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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這裡，社

交互動的公共空間代換成網路空間，而商品便只是一群「陌生人」之間互相交換

社交資訊，諸如此類之社交資訊可能只有在部分人對某件商品、某個賣家有共同

興趣時，才會引起大家注意及討論，卻不像車諾比事件、糗事的分享能延伸至較

為真實、線下的交流，幫助其他網友藉此拼湊出她的生活背景，參與她的某些生

活片段－有網友還曾寫信給她，希望她能幫忙帶小孩，或是有網友因同樣對車諾

比事件有興趣而想跟她交換心得或資料；相較於此，網購版因僅只是討論商品及

喜好，如此的互動便膚淺許多。 
 
 然受訪者 I17則認為，說膚淺或許太過言重，只是這樣的關係的確是短暫的： 
「我覺得大家就是因為有共同的嗜好才會到這個板來討論。但我也覺得跟大

家就僅止於在 ES版的交集吧！跟平常相處在一起談天的朋友還是有差別
的，而且感覺會都在聊網路拍賣，聊完可能就沒有話題了。就像是蜻蜓點水

那樣，只有短暫的交集吧！僅是在這樣物品上有交集，之後又是各過各的生

活了。」（I17，F，21歲） 
 
更重要的是，即使上網交換心得、發表並討論對某件商品的意見、喜好，不

管網路上的意見為何，紅色好，還是藍色好，或是哪個賣家的哪件牛仔褲多能修

飾大腿、哪件洋裝又最適合初次約會時穿出去驚豔對方，最後做決定的仍是電腦

螢幕另一端的某個「個體」，畢竟每個人都是獨自坐在電腦前面瀏覽、點選。訪

談過程中，也僅一位受訪者有與室友共同擠在電腦前邊討論、邊 shopping的網
路購物經驗，但那也是在她還有與室友同住一寢的那一年中，才有這樣特殊的經

驗；多數受訪者即使會將商品網址丟給朋友、網友參考，詢問她們意見，但最後

按下滑鼠的那一剎那仍是一個人，與其他「人群」是完全隔離，甚至可謂疏離的。 
 
網路向外連結的特性，讓這群網路消費漫遊者得以在自己認為安心的地方，

勤於與一群親密的陌生人「結社」，但網路隔離的特性也使得她們最終還是在自

己的房間獨自面對物慾，獨自解讀充斥於這個網路消費空間中的所有符號，並化

成最後獨自購買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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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網路消費空間除了創造出視覺消費的全新體驗，進而改變人與物之間的距離

外，也因為網路科技「既隔離又連結」的特性，改變了網路消費空間中各消費者

間的關係，即人與人群的距離。網路連結的特性，除了讓消費者更容易搜尋到世

界各地的商品外，也讓消費者更容易接觸到其他「人群」；然而這樣的接觸卻是

被網路代號的匿名性所保護、隔離；也因著這層隔離，消費者與人群之間雖無直

接的眼神交流，卻有心領神會的「觸碰」，因而得以「完全私密」地面對自己的

物慾： 
「逛網路拍賣因為會很專心而變得有點封閉，看到感興趣的東西就會著迷地

想一直看。」（I03，F，22歲） 
再加上網路上最主要的活動―觀看―本身便屬於一種抽離且置身事外的動作，如

此視覺抽離、孤立的特性亦成為網路空間的副作用，它有一部份是近似閱讀書籍

一般，每個人有自己的興趣和閱讀節奏，很難與他人同時共享，因此網路購物本

質上可說是個別且私人的活動。 
 
 不過，網路並非單純視覺的傳播媒介，它也具備麥克魯漢所分析的「冷媒介」
53的特質，亦即鼓勵主動探索與深入參與－網路動員了我們所有的肢體（如快速

地打字、不停地按鍵或移動滑鼠等），也整合多種媒介，促使我們運用視覺、聽

覺，甚至還需要投注想像（黃厚銘，2000b）。由這些網路媒介的矛盾特性所形成

的網路消費空間，只能說更適合新版網路漫遊消費者「既涉入又抽離」的角色個

性，無論是與商品，或與人群皆然。 
 
網路既隔離又連結的特性，將外面的消費世界帶進私密的家中，甚至是個人

房間裡。便有受訪者用「隱私」54來形容網路拍賣的購物經驗，認為能擁有這樣

的隱私是幸福的；受訪者 I21 更是清楚描繪出逛網路拍賣時的私密體驗：「因為

逛網路拍賣需要電腦，現在的家庭電腦多半是放在房間，而房間又是一個人的。」

（劃底線部分為筆者所加） 
 
這樣的隱私還不僅只是因消費者本身處於令她安心的居家空間而已，不少受

訪者皆曾表示，上網購物的部分原因是為逃離實體店面裡緊迫盯人的售貨員；少

                                                 
53McLuhan(1964)還引進冷、熱媒介的區分。所謂熱媒介就是只傳送的訊息形式其分辨率比較高

的媒介，而冷媒介則是傳送的訊息形式其分辨率較低的媒介。前者因為分辨率高、訊息明確，所

以在傳播過程中要求的涉入程度便較低，相反地，後者因為分辨率低、訊息不明確，因此要求的

涉入程度便較高。 
54「我朋友的姊姊就會在網路上買內衣，也有聽說有人在 Yahoo上買胸貼、情趣內衣什麼的，還

是會顧忌說走進那種情趣用品店會有點怪怪的，就算你進去說是你朋友要買，小姐可能也會很曖

昧地看著你說：『我了解~是你朋友要買嘛！』最後就放棄想說還是上網買比較有隱私。」（I11，
F，24歲）只是不僅是這種字面上所能理解的「隱私」，光是能獨自與物品、符號交流，對部分

受訪者而言，便是隱私，也是網路購物帶給他們的幸福感之一： 

「逛網拍的時候沒有小姐在旁邊，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調慢慢看，聽不到吵鬧聲，不用在大熱天跟

人人擠人，可以一個人安安靜靜的逛最幸福了~」（I04，F，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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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售貨員的干擾，他們才能讓自己充分暴露在所有待售商品中，自在且私密地挑

選自己想要的商品，回應商品符號所撩撥的夢想、慾望。 
 
只不過，網路雖然讓消費者得以在自認為最私密、最能感到安心的空間中保

有自己隱私，甚至在購買一些奇怪商品時可以縱情挑選；但電腦卻也將你這些最

私密的願望默默紀錄著，讓你被動地將自己的一舉一動隨時暴露在他人眼前。有

受訪者便指出，網路上看似隨性、跳躍式的遊逛，卻是被電腦「隨意」地紀錄著，

無論是買過什麼樣的商品、曾經中意過哪些商品（例如曾將其加入追蹤清單）、

對哪些商品發表過意見、有何評價等等這類消費軌跡，都是不能刪除修改的： 
「像我們班有一個女生，都會看我買哪個賣家的衣服，她會問，然後去買，

有點討厭；她有點愛學我，所以我連去領包裹都不太想讓她知道。每次被問

到我都是技巧性帶過，然後繼續一個人在網路上偷偷買。」（I08，F，20歲） 
 
「有一次聽乙朋友聊到說有另外一位甲朋友看到我最近下標的帳號，好像知

道我最近買不少東西，就跟乙說我最近好像比較多錢喔～後來乙轉述給我，

我當下覺得不是很高興～～所以現在偶爾會用另外一個不為人知的帳號下

標，不太希望朋友都知道我最近買了哪些東西。」（I05，F，22歲） 
 
在這些消費軌跡中，「問與答」及「評價」因為也是網路消費者用以評斷某

項商品是否值得購買的重要參考，因此，對她們來說，這部份的「注視」多半是

出於善意的，也比較能被接受。有些受訪者反倒表示，逛街是直接與人群接觸，

比較能明顯感覺到那些注視的目光；相形之下，在網路上，與人群的接觸至少還

是隔著電腦螢幕，而且網路上人人都被化約為一個代號、ID，較可輕鬆過濾、拒

絕，因此也會比較自在，對陌生人的目光接受程度便較高。只不過，一旦得知是

身邊週遭朋友在查閱自己的消費紀錄時，代表你的代號與真實世界的你並非是被

切割的，那時，「隱私被侵犯」的感覺也會較強烈。 
 
另一方面，卻也有受訪者指出，網路上的代號與百貨公司裡的人潮無異，百

貨公司裡的人潮聚集反而短暫，而網路上的種種記錄都是以代號為分類依據，他

人可輕易歸納出某個代號的消費習慣，反而更為貼身且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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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此，「購物者對資訊、協助和安心的需求，[可能仍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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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透明社會
的網路時代，我們將永遠被觀察，每件事都列入不可變更的紀錄，公諸於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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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的距離或許因為代號的匿名性與電腦螢幕而有所隔離，但當所有人的一切因

電腦而更加無所遁形時，卻也可能同時縮短我們與所有人的距離，更可能貼近任

何人。 
 
不過，正如 Friedberg（1993）所指出，這類以漫遊者作為原型的購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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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活動本來便

是一種徘徊在私人性與社交性間某個灰色地帶的遊戲，但筆者也認為，社交成分

如分享愉悅的心態，仍可能大過私人性所佔的比例。網路正好滿足這兩種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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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筆者所觀察的，有一群網路消費者便轉向 PTT的 e-shopping
版以尋求她們對社交需求的滿足。ES版上包括比價、協尋、挑選、心得文等各
式主題，便在不同程度上滿足了網路消費者的社交需求。 

 
這裡也揭露了網路消費空間與實體消費空間另一大差異：在實體消費空間

中，我們或許小心翼翼地減少眼光接觸，且藉由人群提供的匿名性以保有一個對

於源源不絕的刺激之流相當敏感的個人想像世界，但在網路上我們卻傾向採取主

動暴露的方式，且仍舊無損那個「對於源源不絕的刺激之流相當敏感的個人想像

空間」的存續： 
「而且在網路上就算你說出了對商品的想像，可是畢竟大家都僅止於網路

上，僅發表文字看法，其實也看不到真正的你，感覺還是有很多自己的空

間。」（I17，F，21歲） 
 
「因為 BBS上面都是透過文字或是圖片來傳達訊息不會看到本人，所以不會

不好意思，但是逛街的時候就不同了。」（I22，F，21歲） 
網路就有這樣的好處，既容許一個人幻想，同時應允你上網尋找大家共同建構的

集體商品想像。 
 
 網路不僅只是形成一個虛擬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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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義孚則更

細緻地區分「空間」與「地方」兩個概念，主張空間的開放與自由，反觀地方的

價值，則是因特殊人際關係的親切感而產生的。網路消費空間的確如前所述，形

構出一開放與自由的空間，但對這群網友而言，她們則在 ES版中找到一處可以
交心，而且是能從中獲得歸屬感的「地方」，因它規定了明確的討論主題，讓所

有對這主題有興趣的網友能在茫茫網海中，準確地找到適合發表言論，互吐心聲

的所在，也藉此找到「同好」－即便與我們共享這些群體經驗的成員，實質上可

說是不在場且陌生的，但唯獨在那一瞬間，透過文字、照片的「觸摸」，彼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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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一種暫時性的認同，而使得這些交流似乎不顯突兀。 
 
 然而，卻也有受訪者感受到這樣一處「地方」，或許能短暫彌補網路消費者

的「孤獨感」，卻也僅止於對商品、對此種購物形式的討論，仍舊無法像現實中

朋友相處的情形有更親暱、更全面的情感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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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正如Maffesoli所言，這樣的社群，尤其是以符號所構成的「美

學氛圍」為基礎而建立的部落社會是流動的、偶發性的聚集且離散（dispersal）
的，只有在當下，他們互相取暖，共享一種在一起（being-together）的感覺： 

「我覺得大家就是因為有共同的嗜好才會到這個板來討論。但我也覺得跟大

家就僅止於在 ES版的交集吧！跟平常相處在一起談天的朋友還是有差別
的，而且感覺會都在聊網路拍賣，聊完可能就沒有話題了。就像是蜻蜓點水

那樣，只有短暫的交集吧！僅是在這樣物品上有交集，之後又是各過各的生

活了。」（I17，F，21歲） 
 
科技或許讓這群成員可以快速找到有歸屬感的部落，卻也讓她們得以更快速

地保持距離、回歸自我，尋找下一個離散的部落。許多受訪者都強調，雖然汲汲

營營上網尋求認同，尋找能分享喜悅的同好，但她們最終還是得在自己的房間獨

自面對物慾，獨自攫取並回應網路消費空間中無意或刻意散發的任何符號訊息，

並化成最後獨自購買的行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