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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結論 
網路拍賣，或更廣義而言的網路購物（online shopping）帶動了另一股購物

風潮；因常被拿來與傳統的逛街╱血拼經驗做對照，而引發不少爭論，其中最常

見的便在於「無法觸摸實體商品，如何能判斷商品是否適合、品質是否有保障」；

再者，因其採取先付款後取貨的交易流程，付款後卻沒收到商品的例子在媒體上

也屢見不鮮。筆者好奇，當輿論似乎不斷撻伐此類購物形式的不安全、品質沒保

障、照片與實品相距甚遠時，消費者何以仍能繼續「勇敢地」擁抱這種新的購物

形式？是否因其所代表的某種特殊購物體驗，使消費者無法抗拒？而這番特殊的

購物體驗又為何？便是研究發問的起點。 
 
 在第三章中，筆者回顧了消費文化的研究脈絡，發現大多數的消費體驗與消

費者所處的「空間」有密切的關係，亦即，空間如何限制消費者的購物行為，以

及消費者本身如何看待並運用這些空間，又如何反思自己在該空間中的位置，皆

會影響他們所可能感受到的消費體驗。而近年來新興的網路購物，便可說是在網

路「空間」中發生的一種消費型態；網路不僅是一個交易平台或通路，它亦可進

一步被解讀為一種空間類型－在這個虛擬空間中，是否有個新網路消費空間正在

生成，活動其間的消費者又如何運用她們的行為及獲得的消費體驗形塑、詮釋這

個網路消費空間的特色，便是筆者在本論文中欲探討的。因此首先，本章將綜合

上一章研究分析所得之研究發現進行闡述，進一步整理出這個新興網路消費空間

所能提供的消費體驗。之後，針對本論文的限制做些說明，並對未來之研究發展

提出建議。 
 
 筆者對於該消費形式的好壞沒有標準答案，因此並非希望透過該研究來評估

是否應回歸傳統消費行為，或為網路消費形式的解套，而是試圖解答「為何消費

者會想上網購物、逛網路賣場與外出逛街有何不同，而消費者在網路上所從事的

各種網路行為是否影響其對網路拍賣或網路購物的看法、他們又如何詮釋此種新

興購物體驗」，這才是研究重點。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網路消費空間背景介紹及網路購物者的消費習慣 

Hine（2003）在《Shopping演化史》中曾提到，自從 Shopping在十六世紀

的歐洲肇始以來，就有一些市區的地方，會有商人和工匠聚在一起擺些同類商

品，方便客人挑選；同樣的事在二千四百年前的雅典也出現過。這樣的購物形式

代表著每家店都是與其競爭者比鄰而居，其缺點便是，如果你的價格與品質比不

上人家的話就糟了；不過對消費者來說，卻有極大的好處：若要尋找特定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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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就能曉得要到哪裡去找。 
 
不過這樣的做法被一些購物中心（mall）重新修正、調整之後，竟創造出「有

店家賣家具、有店家賣家庭用品、有店家賣職場服飾、有店家賣女鞋」的便利

shopping經驗。消費者不是只能在這條街逛碗盤餐具與家俱，在下一條街看寢

具，又到另一條街購買照明設備，而是將這些類似商品全部聚集在一起，甚至彼

此之間有所重疊，因此購物者可以輕鬆貨比三家。這些購物中心將「一次購足」

（one-stop）與「快速購買」（quick-stop）的 shopping方式結合，以回應現代人
對便利的需求（Hine, 2003:260-61）。 

 
在此之後，又出現了「類型殺手」（category killer）的賣場形式，即把某類

的商品包天包海，全都收進來的大賣場連鎖，例如玩具反斗城、B&Q等。然而，
這樣的購物形式似乎過猶不及，有些消費者對於這種可以「一網打盡」的消費體

驗，開始覺得有些吃不消。Hine（2003）便曾提問：購物者到底想要精確地找到

他想要找的，還是想要逛街逛到頭昏眼花？ 
 
 那麼網路拍賣這種形式又該如何定義？受訪者皆感受到網路購物經驗的便

利，它不僅讓人可以更輕鬆地找到想要找的東西，還是他們無法抗拒的商品；它

讓購物者可以精確地找到他想要找的，卻也能讓他們逛到頭昏眼花－這是在這個

大多數人都宣稱覺得自己沒有時間的時代裡，「便利」的新定義。 
 
一、關鍵字搜尋 
 相較於實體消費空間，網路消費空間更是具備高度購買可能性的空間，且這

個可能性存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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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訪者多表示，若不用關鍵字限縮範圍，這趟購物之旅便可能無止盡地

一直延伸；此外，正因為有了「關鍵字」的搜尋功能，消費者能「精確地」找到

他想找的商品。 
 
 只是關鍵字是否意味著平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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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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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解釋自己

逛網拍的消費經驗，且此種消費體驗是與平常出門逛街的消費體驗大不相同的。
55 

                                                 
55受訪者 I19 更以「消費行為」與「娛樂行為」來比較兩種極端不同的消費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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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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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價 
 價格在網路拍賣中佔據很重要的因素。受訪者多半指稱她們在遊逛網路拍賣

該消費空間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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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 Hine（2003）所說，每

家店是與競爭者比鄰而居的情況下，價錢與品質便益發重要，尤其是能以便宜的

價格買到「物廉價美」，又碰巧是自己想要的商品，一直是消費者所重視的消費

愉悅之一－其實，或許不一定要是最低價，但消費者並不介意，畢竟價格本來就

是相對的。根據 eBay資深副總裁邁可‧迪林（Michael Dearing）的說法，「這種

勝利的感覺很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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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自己很精明是人類基本的慾望，eBay正好提供這種感覺」
（Silverstein & Butman, 2006:142）。56 
 
再加上網路拍賣無法親手觸碰實品以判斷質感好壞與否的先天缺陷下，「價

格」，或說「便宜」便成為賣家間彼此競爭的重要利器之一。甚至有不少受訪者

表示，因為已經被網路拍賣的價格寵壞了，偶爾出外逛街時，也都會想著：「網

路上應該可以找到更便宜的商品，還是回家上網看看再買好了！」而關鍵字便是

其中關鍵，將同類商品一字排開在消費者眼前，幫助消費者更方便搜尋到更便宜

的商品。 
 

Lehtonen & Mäenpää（1997）指出，雖說功利計算並不一定是購物者獲得消

費愉悅的唯一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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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跨越時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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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認為，網拍純粹是一種購買，而逛街多少涉及一些欣賞的成分⋯逛網拍對我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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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網拍有分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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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受訪者 I19 為男性，或許較為極端，筆者也發現，
男女在逛網拍的習慣上仍有些差異，女性在逛網拍時仍存在「欣賞」的成分。只是，無論男女，

受訪者皆表示「關鍵字」的搜尋功能，使她們在逛網拍時較具目的性，也較有效率，即通常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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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

認為，此種新興的消費模式，的確改變了消費者的消費體驗，讓他們可能更習於「有效率」、「便

利」的消費體驗。 
56 這裡，筆者是引述 eBay副總裁所認為 eBay能提供給消費者的消費體驗及愉悅，但實際上，
無論是 eBay或 Yahoo!奇摩，都具備相同的條件；這也是為什麼一提及「網路拍賣」這種消費形

式，受訪者第一個會想到的字眼就是「撿便宜」，再來，才是撿便宜之後伴隨的「尋寶」的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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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拍賣帶給網路消費者的另一項便利之一，便來自於這個沒有疆界的網路

音響空間57：只要坐在電腦前，整個貨物世界便好似在靜待你的到來。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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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拍上都比

實體店面容易發現。 
 
 Levinson（2000）便曾宣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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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螢幕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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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使用者一上線，這個網路音響空間便無處不存

在，其間的資訊也就無處不可得。 
 
然而這樣的「開放」與「暴露性」，另一層意涵也可解釋為「容許自由」，即

讓消費者覺得有值得探險的可能性，可以隨心所欲地遊逛，跳脫原本理性的框

架，享受「意外」的驚喜。部分受訪者亦曾指出，這便是讓網路拍賣如此有趣的

重要元素之一；當他們「意外」地在網路上發現自己想要的東西，且在台灣或許

不是那麼容易找到，或者可能是價格較昂貴時，網拍讓她的「世界變大了」！有

趣的是，這位受訪者也表示，她出外逛街時反而會有固著性，只習慣去某個購物

中心逛街，但網拍卻讓她跳脫那個固定的點，「可以在同一個地方買到各處的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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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Featherstone（1998）所說，網路漫遊者不同於以往城

市漫遊者之處，便是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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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網路消費空間的消費體驗Ⅰ：人 VS.物關係 

一、視覺消費 
當被問及對網路拍賣的觀感時，受訪者的第一個答案多為輕鬆、方便、有效

率、迅速、撿便宜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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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網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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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覺得還是去逛網拍好了」；「現

在網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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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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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因為聽覺是共時性的，因此音響空間可謂沒有疆界的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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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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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兩個多小時卻都沒看到自己想要的」。 
 
但不可否認地，網路消費者在逛網路拍賣時，並不全然採取理性框架來算

計，在筆者繼續追問受訪者有無其他購物習慣或經驗的改變時，她們才進一步表

示，有時候也是會為了看美女、美圖而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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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瀏覽」仍是網路購物活動中不可或缺的部分，甚至可以說，

網路消費空間仍能提供消費者視覺上的享受，且並不會與他們所採取的目的性購

物模式互相抵觸－她們並未因關鍵字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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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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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
Miles & Miles（2004）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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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不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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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電腦螢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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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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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dberg（1993）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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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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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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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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影像不僅是主導這群受訪者接收訊息、尋求資訊、追求愉悅的習

慣方式，她們甚至已被訓練成習於接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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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想像與真實的落差 
 只是，就算網路消費者逐漸習慣以「照片」為唯一判斷依據，甚至認為這樣

的視覺接收方式更為「直接」，卻也因此更為突顯「照片」本身的弔詭角色－照

片究竟應該提供商品的基本資訊，還是讓網路消費者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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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拍這幾年的變化，從原本走「柑仔店」風，僅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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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買家商品的基本資訊，如尺寸、材質等，偶爾會有一張照片是由賣家自己擔任

模特兒，展示商品，好讓買家更容易判斷；但慢慢地，網路拍賣開始走向華麗風，

甚至可謂「實體化」，賣家開始模仿實體消費世界的行銷手法例如「流行雜誌照」

的規格、標準，找些好看的模特兒，請攝影師出外景拍攝照片，再加上電腦繪圖

軟體的幫忙，修飾商品的小瑕疵、色彩飽和度、模特兒的身形比例、清晰度等，

種種手段都是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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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雖多表示，若有模特兒將商品展示出來，例如一些衣服、飾品類商品，

可以穿戴在模特兒身上，比較容易想像，較可模擬自己穿起來時會時什麼樣子，

或是可以怎麼搭配，「一切感覺比較實際」；但受訪者皆有幻想破滅的經驗，不是

尺寸、顏色與網路上標示有差，就是收到實品後，穿起來的感覺並不若照片上看

起來那麼合適。 
 
（一）修圖 

不少受訪者談到網拍賣家的「修圖」功力，可以把每張照片都修得美美的，

藉此引發購買慾望與衝動；但對付這樣的賣家，買家也有一套自救守則，除了消

極地開始只看沒有模特兒的商品，有些受訪者表示，她會先仔細檢查賣家提供的

數據，再從自己衣櫃裡拿一件和該衣服類似的出來比較、測量，也會將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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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高、體重納入參考。還有更厲害的受訪者，甚至自己用繪圖軟體「反修正」，

把亮度調回正常，也可還原模特兒旁邊物件應有的比例，就可判讀賣家有無拉圖。 
 

（二）雜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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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拍上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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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直接從雜誌上翻拍

商品照，因此會更為誘人，再加上是由本土或大陸廠商按圖製作，因此價格也便

宜許多，讓許多買家為之心動；但收到實品的結果卻是心灰意冷，心如止水。為

抵制這股風潮，也為避免更多懵懂無知的買家掉入陷阱，便有買家自己開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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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心動

的買家有「滅火」的機會。 
 
三、有圖有真相 
 「網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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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網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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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網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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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網路拍賣的照片文化越走越夢幻、浪漫，網路消費者對此消費空間的觀感

也越來越矛盾：「當初我一開始接觸網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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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仍有些受訪者在經歷無數次幻想破滅的經驗之後，寧願它回歸最陽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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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又不能完全沒有照片。網路空間畢竟是虛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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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不能

被抹煞，因為照片是買家在這個網路消費空間中僅存的一些資訊。換言之，受訪

者是單純地將照片在網路拍賣中的角色認知為「照片」，而非網路消費空間所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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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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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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網路消費空間中應是指購買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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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網路拍賣上的照

片卻已直接訴諸想像、夢幻，而忽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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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發美好的想像，甚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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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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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讓自己更貼近照片中的商品，彷彿真能「觸摸」到

一般。 
 

參、網路消費空間的消費體驗Ⅱ：人 VS.人群關係 

一、既隔離又連結的網路特性 
在網路消費空間的背景介紹那部分，筆者曾提到「跨越時空限制」的空間特

性，但我們不能忽略，當談及網路的連結特性所造就出開闊的空間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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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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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網路購物行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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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正因如此，使得網路購物經驗如此特殊。 
 
（一）在家的街上的人（Street Person at Home） 
從拱廊街以降，消費空間會影響消費體驗的論述概念開始成形。在那個時代

裡最典型的一種社會角色便是「漫遊者」，他用其特殊的「漫遊」（flânerie）與
「視覺消費」，在拱廊街這類消費空間中進行某種特殊的空間實踐，即用他特殊

的閒逛方式重新將這類公共空間定義為私密空間，而包括拱廊街，及承襲其概念

而發展出的百貨公司、購物中心等「私密的公共消費空間」，則是提供消費漫遊

者一處得以更加無虞地遊逛、觀賞、消費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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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來，消費便可謂存在公共空間裡的一種半私人活動。從拱廊街的出現

到百貨公司，甚至是購物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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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只是，不同的消費空間發展不斷改變消費漫遊者與人群的距離；進入網路消

費空間後，其中最主要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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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是個別且

私人的活動。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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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括

性冷媒介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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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說更適合漫遊者「既涉入又抽離」的角色個性，

無論是與商品，或與人群皆然。 
 
筆者甚至認為，進入網路時代後，「私密的公共消費空間」這個名詞，可謂

更適用於形容其間新興的網路消費空間。網路既隔離又連結的特性，將外面的消

費世界搬進私密的家中，甚至是個人房間中；便有受訪者用「隱私」60來形容網

路拍賣的購物經驗，而受訪者 I21 更是清楚描繪出逛網拍時的私密體驗：「因為

逛網拍需要電腦，（現在的家庭）電腦多半是放在房間，而房間又是一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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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事異時移，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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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McLu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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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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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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人們外出購物（shopping）帶回家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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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管是雜誌、郵購、廣告、電視購物，還是網路拍賣，消費活動利用不同形式進

駐家庭空間。也因此改變了「家」這個私密空間的「私密」定義。61 
 
（二）看與被看 
 有不少受訪者表示，她們之所以會選擇網路拍賣這種消費形式與消費空間，

不僅是因為「家」這個空間本身便似乎賦予網路消費者一種「私密」的體驗，另

一方面更是可以遠離惱人、黏人的售貨員，遠離一踏進店門就會感受到的售貨員

「熱情」、「關愛」的眼神及緊迫盯人。 
 
 只不過，網路雖然讓消費者得以在最私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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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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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有受訪者反倒認為，網路上看似隨性、跳躍式的遊逛，卻也被電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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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不過，也因為諸多消費軌跡當中的「評價」及「問與答」兩部分，本就是這

些網路消費者們非常主要的參考依據，她們並不會將這個領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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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受

訪者便曾表示，逛街是直接與人群接觸，反而比較能明顯感覺到那些注視的目

光；相較之下，在網路上與人群的接觸至少還隔著一個電腦螢幕，甚至因網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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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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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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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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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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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只不過，當得知是身邊週遭朋友會查閱自己的消費紀錄時，代表你的代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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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另一部分的受訪者卻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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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不論是他人有心或無心的探查，對消費者來說，某程

度上便已涉及隱私，涉及個人，尤其當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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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購物體驗中私人性與社交性的曖昧比例：e-shopping版 
 不過，從另個角度出發，若前面所討論的「觀看」活動是在網路消費者主動

暴露的前提下發生，便不算「窺探」，反而可稱為網路消費者特有的「社交」行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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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又可以連結到公共空間去尋求社交需求的滿足。 
 
 雖說消費活動本身便是兼具私人性與社交性的曖昧活動，但筆者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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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tonen & Mäenpää
（1997）曾在其對購物商城的研究中指出，即使在最熱鬧的購物大街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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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程度上便彌補了城市中消費漫遊者的缺憾，賦予其表達的自由，讓其可以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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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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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際網路既使得個人能夠回到家庭裡尋求社交的滿足，同時也能夠在家庭裡享受隔

離的好處，只不過這裡的社交滿足已經不再以家人為對象，而往往是遠方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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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乃至於是陌生人。 
 
在 PTT的 e-shopping版（以下簡稱 ES版）上，有包括比價、協尋、挑選、

心得等各式主題的文章。雖然受訪者都體認到網路是個「透明社會」，所有消費

紀錄等「隱私」有被窺探的可能，但她們仍表示，因為網路消費空間的虛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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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逐漸養成「上網

尋求意見」的習慣，進而依賴及重視版友的意見，也常在版友分享的文章中找到

自己想要的商品及資訊。 
 
不過其中有趣的要屬挑選文與心得文兩類主題。挑選文中常見自己無法做決

定，因此上網詢問版友哪件衣服比較適合，或比較喜歡哪個顏色、款式，參考大

家的意見後，再做決定。不少受訪者說，上網詢問一方面是尋求認同，另一方面

則是希望尋找類似出外逛街時「有人陪伴」的那種感覺： 
「像我 po挑選文都是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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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也是想問問看有沒有例如版型太小或磨

腳之類的經驗談。其實這種問題當然也可以問朋友，但還是覺得問版友比較

合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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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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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6，F，22歲） 
 
 而從心得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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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提及網路消費空間中

「視覺消費」的重要性，因此 ES版似乎也成為網路消費者尋求「真相」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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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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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6，F，22
歲） 

有受訪者甚至表示，上網寫心得時反而會更仔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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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為什麼寫

得很清楚，但又會顧及網路上可能會有該賣場的支持者或是賣家本身在看，因此

會稍微修飾一下，不會像跟朋友分享一般寫得太白。 
 
 分享「實品照」可說是網路消費空間特有的文化之一。不少受訪者認為，會

上網 po自己照片的人，應該都是對自己的身材很有自信，想獲得一些讚美，再
不然，就是真的對那件商品極度不滿意，才會 po上網警告大家。 
 
 但會不會覺得這樣分享照片彷彿是在公開自己某些私密部分？曾分享過心

得文的受訪者其實並不擔心，她們反而認為，網路畢竟還是多了份隱私，看到照

片的人，頂多只能透過寫信或推文做「間接」接觸，這樣的目光注視並非如在公

共街道上所接收到的那般直接，甚至具威脅性；而且如果真怕讓人看，有些受訪

者便會選擇將臉部切掉，只從頸部以下拍攝。 
 
 從這裡我們便可觀察到網路消費空間與實體消費空間的不同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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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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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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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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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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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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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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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3，F，2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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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想像。 
 
 只不過多數受訪者都表示，雖然會上網徵詢版友意見，但最終做決定的還是

「自己」，而且就像受訪者 I13所說，當她分享心得時，也會考慮到每個人都會

有她自己在意的部分，因此寫得特別詳細，好讓螢幕另一端的「個人」能自己判

斷她能接受哪些部分，又無法容忍哪些缺陷。因此我們可以說，即使因為網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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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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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歸屬感的網路消費「地方」 
 雖然 Yahoo!奇摩拍賣發展已有五年之久，但網路購物對台灣消費者而言，

仍是種新興的消費方式，甚至對此存有疑慮與不踏實，因此不少受訪者表示，她

們並不常與周遭親朋好友討論，覺得無法與她們溝通，也無法跟她們分享在上面

購物的樂趣與喜悅。正因如此，她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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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有一個完全不玩網拍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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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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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從受訪者 I04的言談中，也隱約透露出網路購物時的孤獨感－雖然網路消

費者似乎正是為了享受一個人挑選商品的寧靜與幸福而選擇網路購物的形式，但

真正買到好東西時，還是會浮現「想跟好朋友一起分享」的念頭。拉特尼與馬恩

伯（1997）便在其對購物中心的研究中指出，可以樂在其中的購物總是發生於公

共空間；言下之意，購物者需要活在人群中，感受人群的牽引。筆者認為正因此

種需求（needs），網路購物者們利用網路連結的特性，找到同好，分享各式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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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的經驗，不論好壞，因為這些經驗是只有這群同樣熱中網拍的同好才能理解

的。這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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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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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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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Maffesoli所言，這樣的社
群是流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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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 I02 更將之形容為膚淺、表面的情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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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到自己的商品之後，就鳥獸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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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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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總結 

 十九世紀拱廊街出現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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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串連起消費者、物品與其他人群，更是

消費者認識並運用其所處的消費空間的方式之一。而在這樣消費空間中，也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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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種社會角色，學者將稱其為「漫遊者」，漫遊者透過視覺，詮釋自身與週遭

物品、人群、空間的關係。 
 
 拱廊街時期的漫遊者無論是面對商品或人群，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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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用眼神「消費」這些

璀璨的「展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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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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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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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可說，因

為視覺，漫遊者與週遭物品、人群、空間的關係可謂「似近實遠，似遠實近」―
視覺消費讓他得以浸濡在城市裡各式各樣的感官刺激，融入人群，迷失在感覺

裡，但另一方面又能保持抽離的態度，用視覺紀錄所感受到的任何印象（image）。 
 
 進入網路空間後，網路消費者更是僅能依靠視覺消費所有「符號」，「觀看」

成為網路上最重要的行動，Rheingold（1993:164）便指出，這是因為網路活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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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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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是個別且私人的活

動。少了旁人的干擾，僅剩一個人在房間裡上網搜尋商品，網路消費者與商品的

距離似乎縮短了。十九世紀的漫遊者仍是在眾目睽睽之下，藉由人群提供的匿名

性，試圖營造出一個得以與物品私密交流的個人想像空間，但網路消費漫遊者則

不然－網路隔離的特性，使她們的肉身早已身處最安心、舒適的居家空間中，再

利用網路連結的特性，將整個商品世界抓到她們眼前。因此，雖然同樣仰賴視覺

消費，但從受訪者的訪談資料中，筆者認為，這群網路消費漫遊者與商品之間的

距離可謂更為直接，甚至於改變了網路消費漫遊者在回到實體消費空間後的視覺

消費模式，例如不少受訪者皆表示她們進入實體店面後，會先從型錄中挑選自己

可能比較想要的幾件衣服，再到架上拿去試穿。 
 
實際上，照片的視覺刺激並未阻擋網路消費者在網路消費空間中對商品的

「觸摸」，反而因為網拍照片的麻豆文化，讓她們得以運用「觀看」的純美學行

為進行想像，甚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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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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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更加深觀者對商品的迷戀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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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賦予照片的內容物一種戀物（feti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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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純粹透過視

野來體驗愉悅。 
 
只不過對網路消費漫遊者而言，網路拍賣中的照片又不像百貨公司或街頭的

海報、廣告，僅止於夢想、幻想的符號表現，它們記錄真實的角色比刺激想像的

角色更為重要，因為它們是消費者在此消費空間中與商品唯一的聯繫。也因此，

絞盡腦汁地比較再現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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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甚至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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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消費空間因為照片改變了消費者與物品之間的關係與距離，另一方面，

也因為家庭空間與消費空間的「內爆」，而改變了消費者與人群之間的關係與距

離。Hine（2003）在《Shopping演化史》中指出，從郵購目錄到電視購物頻道，

以及最近流行的網路購物，最大的變化便是提供可以在家 shopping，或在公務繁
忙之餘的 shopping管道，節省卻也壓縮了消費者的休閒時間；在這個人人都宣

稱覺得自己沒有時間的時代裡，網路購物或許便利，讓人可以更輕鬆找到想要找

的東西，卻似乎讓 shopping變成一件平淡、毫無成就感可言、欠缺人味的活動，
它不再是與工作分開的某一特殊事件，而是任何時候、隨時都可以發生的事。 

 
      圖 5.1                                    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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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3                                    圖 5.4 

 
圖片來源：PayEasy廣告畫面 

 
這是「PayEasy陪你 Shopping一輩子」的幾個廣告片段。在最新一集的廣告

中，從不出門、愛在家用 PayEasy購物的她，終於和他出門了。兩人來到東京，

他以為，這裡應該會有她要的東西。只是，一切和他想像的有些不同…他帶她去
的每家店，她似乎都不感興趣；當他興致勃勃地挑著他認為她會喜歡的東西時，

她卻是頭也不回往前走。他挫折地問她：「可不可以告訴我，你想要什麼？呃…
看你是想看衣服、包包，還是化妝品？」她只是默默地牽起他的手。那一刻，他

明白她想要的，不是逛街 shopping，而是兩人在一起的感覺。畢竟，陪她 Shopping
的，她早已經有了 PayEasy。 

 
PayEasy的廣告文案中，除了表明「網路 shopping」已經無法取代之外，也

清楚點出，出門逛街與網路購物這兩種消費形式最強烈的對比，即人與物的對

比：「她」出門逛街並不是為了尋找在網路上買不到的東西，相反地，只要透過

網路，幾乎便可買齊所有她想要的東西；「她」出門逛街只是為了與「人」相處，

而這是在網路上購物所無法被滿足的感官享受－「觸摸」，實實在在地感受身旁

的「人」的溫度，及對方的情緒。 
 
 只是，既然網路購物平淡且毫無成就感可言、欠缺人味，為何仍有這麼多消

費者成為它的擁護者，願意從事此種消費？筆者觀察到，消費者們會轉而依賴網

路空間中的其他溝通、社交活動，藉此填補網路購物欠缺「人味」的消費體驗。 
 
 當我們上網時，消費者一方面是待在像個人房間這類型的私密空間裡，得以

保有私人空間裡的熟悉與安全，遠離專櫃小姐或售貨員，但又可以連結到存在網

路上的公共空間，以尋求社交需求的滿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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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本篇論文中，以 PTT的 e-shopping版（簡稱 ES版）為觀察場域，發
現受訪者會透過諸如比價、協尋、挑選、心得文等主題，獲取各式資訊，並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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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這些資訊，好像每天上網不上一下 ES版，就會渾身不對勁。 
 
 除了獲取更多經驗談之外，因網路拍賣「先付款後取貨，且僅以照片為判斷

依據」的購物形式，使得不少消費者對此仍有所疑慮與不安，而在周遭親朋好友

又無法理解的情況下，她們便轉向 ES版尋求情感上的支持、溫暖與認同，也認
為同是網拍愛好者，一定能體會網路購物的樂趣與喜悅。而且正如 PayEasy廣告
中所呈現的，獨自一個人在網頁間穿梭、瀏覽、購物，或許有一種一個人購物的

寧靜與幸福，但真正買到好東西時，還是會浮現「想跟好朋友一起分享」的念頭。

不管是慾望的牽引，或是支持的力量，購物者都是需要活在人群中；這也揭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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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網

路購物者們利用網路連結的特性，找到同好，分享各式網路購物的經驗，不論好

壞，因為這些經驗是只有這群同樣熱中網拍的同好才能理解的。 
 
 網路討論版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主題很限定，因此所有對這主題有興趣的網拍

同好都能循線找到這個版，很容易在浩瀚的網路消費「空間」中，準確地找到歸

屬的「地方」，在上面交換心得，給意見，互相取暖；即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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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不少網

友表示，她們也因此開發不少新的賣家，購買慾望反而越逛越大，很容易因為別

的網友的分享，而連結到那個賣場逛逛，「只要一天戒不掉 ES版，就不會有完

全戒掉網拍的一天」。 
 
 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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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最終做決定的還是「自己」，即使

對方再熱烈地發表意見，阻止你或鼓吹你，網路購物畢竟不像在實體消費空間中

購物一樣，適合一群人互相討論，網路就是一個人面對所有商品，討論版上的交

談說穿了也都是「心領神會」而已，很容易太過沈浸在商品世界中，因為太過專

心而顯得有些封閉。網路既連結又隔離的特性，讓這群網路消費漫遊者得以在安

心的居家空間中積極地社交、與人互動，後者則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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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對霍孚而言，這樣的購物經驗甚至是有點空虛而寂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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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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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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孚並不是反對 eBay反到底，她曾經在 eBay上買到亞利桑納州的汽車牌

照，用來裝飾他的美國西南部嘉年華會主題的廚房。她也在 eBay上成功賣
出幾樣商品。她在愛心商店以 1.49美元買下赫密士（Hermes）領帶，轉賣

之後一條賣到 30~40分美元之間。她賣的最成功的物品還包括了：她去教

堂的標價拍賣以兩毛五分美元買到一本罕見的《意亂情迷》塗色書，後來賣

到 130美元。「我實在大吃一驚，還有人發電子游見問我能不能寄到日本去。」

然而霍孚還是不喜歡 eBay。她沒有在 eBay上交到任何朋友，和其他 eBay
人的往來也少之又少。「對我來說，認識這些人只是萍水相逢，有時候會有

人寫信問我『領帶上有沒有污漬？之類的問題，我會回答『沒有』」。她每次

逛廉價商店經驗都截然不同，每次上 eBay交易卻一成不變，制式化得讓人

難過。「凌晨三點穿著內衣褲打電腦買東西，感覺上有點悲哀，心靈有點空

虛，」她說。 
                                             （Cohen, 2002:3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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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便是葉啟政在其書《進

出「結構－行動」的困境》中所提到的「現代孤獨」。 
 
「現代孤獨」可說是現代社會中人的特徵之一。在個體性的自我與集體性他

我兩種力量拉扯之下，在渴望「擁有」，並與其他人接觸共處和分享，卻又因這

群「同類」亦有著如此敏感、矜持的自我意識，而難以讓彼此在感情上有著可靠

的連帶歸屬－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雖可能是頻繁的，但卻是短促、淺薄，而且易動

性大、工具性強－的情況下，個體的「自我」要求自由，且同時是以「寂寞」

（loneliness）的姿態與他我保持一定的距離而獨立著；這樣的結果下，自我一方

面相對於他我而具有關係性與互動性，但另一方面，寂寞的特質更是帶來正負兩

面並生的矛盾心理，而必然孕生出雙重束縛的場景（葉啟政，1990）。葉啟政（1990）
進一步說明，經過如此獨離（independency）和互賴（dependency）互相蘊涵而
反映出來的「人」，是被隔離的，卻也同時象徵著獨立和自主；在這般無可避免

的前提下，人們的互動朝向片面化、工具化、精算化，自也非無法理解。因為這

樣不但使人們得以保有無法放開，甚至是不願公開的私人空間與自由，無疑地，

也有助於消滅上述正負面並生的矛盾現象所帶來的心理壓力（Ibid, 1990）。 
 
 網路消費者在無垠的網路空間中尋尋覓覓「知己」、「同好」，試圖建立一種

Maffesoli所謂的「部落社會」，互相取暖，分享資源，擁有一種在一起

（being-together）的感覺，但正如Maffesoli指出，這樣的部落社會的特色便在

於其流動、偶發性的聚集以及離散（dispersal）。只是，雖然離散又流動，網路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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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還是需要有這樣一個部落歸屬，她們無法默默地、獨自一人在電腦前獨自購

物，她們需要上網社交，獲得其他人的「認同」，藉此感受到「人」味－葉啟政

曾表示，自十八世紀以降，個體性╱個人主義與自由的最佳組合之一，便是表現

在消費層面上，當人們一再創造出飄蕩、易動而缺乏明確意指的「輕」符碼，人

們似乎有了更多的詮釋與選擇空間，因此證成了更多的自由；然，正如 Silverstone
（1994）所言，消費所創造出的符碼再怎麼輕，仍舊仰賴一套公開的符號意義
（public meanings）、公開的語言體系（public language），意即它實際上是很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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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當中，更重要是

透過「公眾的注意」（attention of public audiences）獲得彰顯。因此，我們可以觀
察到，這樣自由的「自我」始終需倚靠集體的「他我」來證成；而網路科技所能

彌補的，便是利用其既隔離又連結的特性，讓這群網路消費漫遊者既能隨時上網

找到歸屬地，又得以在這群虛擬人潮中有個「回身」的自由空間，以「孤獨」的

姿態與芸芸眾生保持距離，維護自我的自由與自主意識。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壹、研究限制 

一、購物模式本身的限制 
 相較於實體店面的消費模式，網路購物對消費者而言是較為私密且個人的購

物活動，甚至是隨性的舉動，因此筆者僅能透過訪談，盡可能了解受訪者本身的

消費習慣。筆者認為，若能親身參與受訪者的整個購物歷程，一定可以發覺更多

受訪者有趣、特殊的消費及購物習慣，或許更能凸顯網路消費空間與實體消費空

間的差異。另外，不少受訪者因身處中南部，筆者更是只能透過 msn等網路溝

通工具進行訪談，容易誤解受訪者的文字中究竟想表達何種心情、情緒。 
 
二、研究場域的受限 

筆者在此次資料蒐集過程中，為求方便，是以 PTT的 e-shopping版為研究
場域，因較容易聚焦，也較容易確定受訪者確實是網拍一族；但這樣的研究場域

也限制了受訪者在人口變相上的差異－因 BBS本就屬年輕族群的網路溝通工

具，即 20-30歲這個族群，再加上會上 e-shopping版討論的版友多半屬女性，因

此受訪者的背景在性別與年齡層這部份，歧異性並不大。 
 
 再者，性別與年齡的限制也會導致商品種類的雷同。筆者觀察到，女性多半

是以服飾類、化妝品類、日常用品類為購買的大宗，但其他種類商品在網路拍賣

上的運作模式或許並非如此，或說其他種類商品的消費者在行動上可能採取另外

的態度看待這些商品，因此歸納出來的結果僅能解釋為筆者從網拍族中的某一部

份人口中看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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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因筆者一開始是從討論版上徵求自願受訪者，但因該版文章流量

太大，版主也未同意將此徵求受訪者的資訊置底，保留一段時間，因此筆者最後

採取的方式是主動發信給版友，詢問其接受訪談的意願；但不可否認地，如此挑

選受訪者的過程，多少仍可能摻雜筆者本身主觀的判斷，而並非完全客觀。 
 
三、質性研究的操作難題 
 因筆者是先從文獻與理論出發，找出網路拍賣可能較為特殊並值得研究之

處，也因此，部分受訪者便曾向筆者反映「我原本沒有想過這麼多，是因為妳問

我，我才想到似乎是這樣」，讓筆者擔心似乎有誘導答案之嫌。此外，當筆者進

一步追問受訪者「為什麼」會有這樣舉動或習慣，或她所在意的可能是哪些部分

時，有些太過年輕的受訪者可能回答得非常簡潔，或無法舉出一些具體的例子；

這些都可能影響筆者在選取受訪者引言時的考量。受訪者話語的精準度，或受訪

者能提出較為詳細及具體的解釋，皆有利於筆者的推論，甚至能夠直接佐證筆者

的想法，因此在引用受訪者的話時，難免會比較集中在部分受訪者上，如此可能

埋沒部分受訪者的經驗，彰顯不出受訪者個別特殊性。如何能盡量顧及並充分

展現受訪者的個別特殊性和普同性，以及既獲得受訪者深刻經驗，又能將研究者

的干擾降到最低，是筆者尚未能解決的研究難題。 
 

貳、未來研究方向建議 

一、針對不同人口變相做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網路拍賣或網路購物已越來越風行，只是不同族群在使用網路拍賣時，會因

不同背景，例如性別、年齡、職業、所在地區等而有不同考量，這些皆為影響其

消費體驗的因素。但因本研究當初僅聚焦在不同背景是否會有共同的使用模式與

習慣，而這些共同點如何標記出網路拍賣相較於其他實體消費空間的獨特之處，

因此並未對人口變相所造成的差異性著墨太多。然而，不可否認地，不同職業背

景（上班族或是學生）、地域背景（北部或中南部）、性別等的確會造成受訪者的

個別特殊經驗，若能做些比較，相信可呈現更多元且豐富的網路拍賣消費體驗。 
 
二、合購文化 
 在訪談過程中，筆者發現「合購」是另一種網路拍賣的新興文化。所謂合購，

即透過 BBS或留言版，將對某個賣場有興趣的消費者集結起來，由一個主購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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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的網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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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會在約好的地點分派商品，讓網

路上的「陌生人」有面對面實際接觸的機會。曾有受訪者表示，有不少團員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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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都跟某一個團，便與主購發展出較深入的關係；也有受訪者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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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發展成線下友情。 
 
 其實若從Maffesoli的「部落社會」概念出發，合購所形成的「部落社會」

便與 ES版上的部落社會不盡相同，它反而是因美學的連結，進一步發展出具地

緣關係的固著部落。網路拍賣不斷產生新的文化，這些新的文化如何形塑出其他

與網路拍賣相關的特有的消費體驗，是個可以持續進行的研究。 
 
三、從賣家的角色切入研究網路拍賣生態 
 筆者在研究中只以消費者（買家）為研究焦點，但賣家在整個網路拍賣生態

中的角色重要性並不下消費者，或許正因為是賣家的身份，對網路拍賣生態的種

種變化有更深刻且深入的體會與感慨。 
 
 網路世界裡本就容許一個個體有多重身份，兼具賣家與買家的個體應不在少

數，這樣的受訪者又是如何看待網路拍賣生態，是否因多重身份而影響她們參與

買賣，或逛網拍時的心境。由此角度切入研究，相信可對網路拍賣的生態有更豐

富的描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