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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一、 研究背景 

 

 1949 年，英國左派作家喬治．歐威爾出版了《一九八四》一書，喚醒了人

們對監視與極權統治的警覺。在這本書中，他描繪了一個極權社會，這個社會的

運作高度仰賴一種多功能的電視機，它不僅能夠播放統治者的政治宣傳，也能夠

對人們的一舉一動做出監看、側錄、監聽。因為這種電視無所不在，工作場所、

公園、咖啡廳，甚至每個人的家中都有一台，所以人們無論在哪裡，聽到國歌都

要立正站好，任何對當權者的批判都要噤聲。書中的主人翁溫斯頓，即便他效忠

的對象就是老大哥政府，他任職的單位就是負責監視和宣傳的真理部，他也和其

他人一樣，仍然是受這組織強力控制的一員，連在家裡睡覺也不安心。由於電視

機就是老大哥的眼睛、耳朵、嘴巴，溫斯頓沒有一分一秒是「獨自一人的」、懈

怠的、放鬆的。他總是跟老大哥「在一起」，因此連睡前都必須在心裡自我催眠，

要自己千萬不要說出批判政府的夢話…。 

 

 這本書的問世已經五十多年，被翻譯成六十種以上的語言出版，幾乎所有人

都知道「老大哥」一詞，也知道那是什麼象徵。老大哥是一個集權的、無所不在

的政府，它藉著發達的監視科技，要它的人民無時無刻不是警醒的、恭順的，直

到人們只有在心裡能夠安歇，能夠對自己說些實話。然而，儘管人們都對老大哥

心懷排斥，到了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的生活世界卻弔詭的，好像有違我們自

身意志一般，和《一九八四》的世界有些類似。在今天的紐約、洛杉磯、倫敦、

東京、台北等大都市，在這些崇尚自由民主和個人主義的社會中，街頭也有著類

似的老大哥，那就是能夠監看和側錄，甚至是可以同步傳輸影像的監視攝影。這

些監視攝影不再是功能簡單的電視機，而有著各種功能和型態。有的像一隻天鵝

彎著頸子，從電線桿上垂落俯視，有的像是一隻眼睛，被鑲嵌進自動提款機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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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然而不管它們是什麼樣子，總是傳達著和《一九八四》相似的訊息—有人正

在看著你。 

  

二、 問題鋪陳 

 

 究竟是什麼原因，讓我們的公共空間，突然成了一部翻拍自《一九八四》的

電影場景？我們每天在銀行、百貨公司、捷運站、學校…等地方來來往往，在這

些攝影機的注視之下生活，我們受到了什麼影響？是不是我們也因此有如溫斯

頓，在不知不覺中內化了一個老大哥的存在，從而約束了自己的言行？又或者，

在這個溫和版的老大哥面前，我們仍然行止如常，只因為我們並沒有犯錯的念頭

和意圖，這台監視攝影機就對我們毫無意義？更進一步，當我們對於公共空間的

印象，越來越多是來自於公共空間當中被拍下的監視器畫面，所謂的自由與安

全，或者人際間的守望相助，指的又是什麼？ 

 

 前述種種問題，衍生出不同的故事。每個人在被問到這些問題時，都會依據

他的個人經驗，描述出不同的場景與未來。而這些說法各自有不同的前提和主

張，也由此彰顯了生活世界的複雜。無論是科技的、文化的、社會的、政治的、

經濟的…各種學科分類、各種立場，都只是一種切入角度的取捨1，現實生活中

這些面向總是環環相扣、難分難解。而在陳述我的研究取向之前，我決定先從現

                                                 
1 我對於學科分類以及研究取向的看法，源自於我所受的社會學訓練。古典社會學家 Weber
（1949）在〈論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知識的「客觀性」〉一文當中，即指示社會科學家在從事研

究時，必須先作一個策略上的預設，預設在廣大無垠的社會現象中，只有一部分是值得以科學研

究的方式加以掌握的。而這個選擇研究對象、劃定研究範圍的標準，他認為就是文化意義（cultural 
significance）。文化意義有兩個層次的內涵，首先是研究者以自身的價值觀為基礎，所賦予社會

現象的特殊性與重要性，是一種價值關連。第二層意義是在開始進行研究之後，研究者務必要把

這個現象特殊的歷史形貌，以及它與其他文化現象的關連描繪出來，這個企圖掌握的目標也稱為

現象的文化意義（1949：64-76）。從 Weber 的看法我們不難發現，由於不同的研究者，來自不同

的文化背景、持有不同的價值觀念，對於研究現象的範圍劃分、切入角度必然會是多元的、莫衷

一是的。在此多元性的引領之下，沒有任何研究能夠宣稱「窮盡」了該現象的文化意義，也沒有

任何一種取向能宣稱是唯一合理正當的。也因此，研究者不應當去否認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訓練，

對手上研究的指導性作用，而是相反的，要認清這一點並且將它清楚地呈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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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究中，找出幾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簡單陳述他們的主張，以此鋪陳出本

研究的基本立場。 

 

 大衛．布里恩（Brin, David）（1999）的《透明社會》，是探討監視的經典作

品之一。他主張，監視在當代社會已經不可能走回頭路了。如同 Lyon 所說的，

它是我們這個社會的運作基石。監視確保了經濟體系、官僚制度、民族國家的順

利運行（Lyon 1994, 2001, 2004）。工作場所之所以架設攝影機，是因為企業團體

需要確保員工的工作效率，而其他如機場、車站等地之所以也架設監視攝影，是

因為國家需要確保運輸體系的正常運作，同時保護它的人民。布里恩認為，這些

機制或許會讓我們覺得不自由，覺得喪失隱私，然而它是必要之惡。唯一能夠消

除人們對喪失隱私的疑慮，使監視攝影更為「有用」，同時避免它被「誤用」的

辦法，並不是加以消除，而是更大規模地利用它，來建立一個相互透明的社會（布

里恩 1999）。在透明社會裡，在它的公開場域中，人人都有運作監視攝影的權力，

以此我們能夠要求其他人盡責—當然，我們自己也要盡責，否則也會遭到監視之

眼的揭發（布里恩 1999：21, 88）。 

 

 和布里恩相較，克雷．卡佛特（Calvert, Clay）（2003）對影像監視的評價則

偏向負面。卡佛特（2003）在《偷窺狂的國家》裡指出，藉著各種科技之眼所實

現的監視，並不能保障一個理想的共同生活。影像監視就像是偷窺，它是一種單

向的訊息傳播。它並不是溝通，卻以公開透明的「展示」，將自身包裝成一種溝

通的假象。影像監視將把我們的世界塑造成一個由影像鋪陳而成的世界，讓人們

被各種記錄下來的影像所包圍，在其中人與人之間不再有信任，只有偷窺（卡佛

特 2003：9, 126-127）。 

 

 布里恩與卡佛特的看法，可以說是學界對影像監視的兩種不同主張，而不只

是學界，其他社會團體也對這個現象有不同意見。在公共空間設置監視攝影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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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單位—警方，宣稱監視科技能夠協助辦案，收集到的影像資料能夠做為將嫌

犯定罪的鐵證。並且，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警方更是大量仰賴監視攝影收集

與儲存影像資訊的能力，以及它與資訊科技結合後，能夠做到的同步（real time）

傳輸的功能。警方認為，由於影像監視技術的發展，它不再只是消極的，讓警方

能在案發後追溯責任，還能夠積極的，讓警方在案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甚至是「事

前」，就能夠加以處置2。而警方的看法透過媒體的大力宣傳，也讓許多民眾感受

到監視攝影在維護治安上的「有效性」，因此投書支持在公共空間裝設監視攝影

的政策（董娟娟 2005：17）。例如 2001 年在台灣，連續性侵犯在獲得假釋後考

上台大引發爭議的時候，也有相關系所的教授，建議藉著裝設監視攝影機，來保

障校園裡的人身安全（董娟娟 2005：16）。 

 

 當然，也有人持相反的立場。有人認為，監視技術跟安全的關連性是虛構的，

甚至監視本身就可能帶來新的「不安全」。英國民權解放人士約翰．瓦德漢（John 

Wadham）等人就表示，監視技術「可以被用於任何其他用途，當然也可以被濫

用」。這裡說的濫用，指的就是警方藉著影像監視的機制，對人權的侵害（布里

恩 1999：16）。1999 年的加州州長傑利．布朗（Jerry Brown），上任後拒絕支持

在「東灣」架設攝影機的計畫，他表示：「我們不會因為裝設了幾部或幾十部監

視攝影機而變的更安全。我們更不應該忘記，這幾十年來，政府是益發無孔不入

了」（卡佛特 2003：121）。紐約市民自由聯盟（New York Civil Liberties Union）

的律師克里斯帝夫．唐（Christopher Dunn），對於紐約警局設置更多能夠即時傳

輸影像，甚至能夠自動辨識行人臉部的監視攝影機的政策，他所做出的回應是：

「這個計畫彰顯出紐約市民受到的政府監控，已經達到一個新的層次。這個計畫

執行完全沒有加入市民的意見、不受市民的監督、也未顧及數以千計的市民的隱

                                                 
2 發生在 2001 年 9 月 11 日的恐怖攻擊，對於監視社會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最顯著的發展是監

視的擴張（Lyon 2004：1）。在這次事件之後，許多西方國家於車站、機場都大規模增設監視攝

影（林琳 2005）。另外一個因之而起的趨勢，是對影像監視的「即時性」的強調，強調影像監視

必須讓警方能在事情發生的當下甚至是「事前」，就發現可疑行動並加以阻止（Landler 2007）。

關於九一一事件的重要性，在本研究第四章將有更進一步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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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權，他們的隱私都將終結在紐約警局的電腦上」（Buckley 2007）。 

 

 這些從公共空間監視攝影所衍伸出來的討論，幾乎不可能在一篇研究中加以

窮盡。每一種看法都有它自身的前提和預設，也因此似乎是各說各話。贊成影像

監視的人主張，影像監視能夠保障安全，前提是它要被正確的使用。而反對影像

監視的人認為，這項科技不可能被「正確的」使用，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侵害人權，

違背個人自由的機制。兩派說法都言之成理，因而幾乎不可能達成妥協。然而，

在提出本研究獨特的切入角度之前，我嘗試先將這些說法加以簡化，歸結到一個

天平上，藉此我們可以看出，這兩個看似對立、南轅北轍的看法，其實有著共同

的預設。 

 

 我們可以看見，無論是布里恩還是卡佛特，無論對影像監視是贊成或反對，

人們在當前這個階段，似乎都面臨著一個選擇，正在一個天平的兩端間猶疑。這

個天平的兩端，一端就是老大哥政府，它藉著警方的辦案成效、媒體的宣傳，向

我們承諾有效的監視將帶來有效的控制。而當一切活動都暴露在監視攝影的目光

下，監視攝影能夠儲存影像的特質、能夠即時傳輸影像的特質，就能夠有效提升

社會整體的安全。天平的另一端，則是反對老大哥的學者與人權團體，他們質疑

監視科技的效果，認為這個科技本身的性質以及政府的應用方式，都傾向於侵害

人權，守法的公民應該有不受監看的權力。然而天平這端所受到的攻擊，就是被

指為當我們欠缺監視機制，政府能作的控制也就很少了，整體性的安全就會降低。 

 

 幾乎所有論點都能在這個天平上找到一個位置。例如布里恩（1999）期望在

這天平上會有所平衡，我們可以不「全面的曝光」，而「部分的透明」將帶來控

制與放任的正確比例。適當的、有限制的、相互的監視，可能會是我們所能設想

的最好的生活形態。警方的看法也和他接近，警方認為監視是有必要的。至於人

們所憂慮的負面效果，例如監視攝影可能被濫用而促成偷窺，過度的監視促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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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統治等等，都被警方詮釋為監視攝影的「誤用」。也就是說，只要我們「正

確地」使用影像監視科技，它的效果就會是正面的。 

 

 卡佛特（2003）的看法則較為悲觀，他認為這個天平的兩端，在國家的層次

上是控制與放任，而在個人層次上就是公開與隱私，而人們已經沒有做出「選擇」

的可能性了。最大的問題在於，由於警方對監視攝影的大力推動，以及媒體的推

波助瀾，人們已經不自覺地接受、習慣了無處不在的監視攝影，並由此產生出偷

窺狂文化、偷窺狂的社會。在偷窺狂文化當中，監視和窺視幾乎沒有差別，立意

良善的監視只是一種掩護，內在包含的是偷窺的事實。少數因為偷窺而帶來的好

處，例如找到犯罪證據並將嫌犯定罪，掩蓋了大部分的偷窺都是不必要的、不道

德的、侵犯隱私的這項事實，也掩蓋了偷窺其實不能讓社群「更好」，也不能讓

人們彼此信任的這項事實。所謂的相互透明，事實上是一種相互容忍的—儘管對

某些人來說，這種情況是難以容忍的—偷窺狂文化，在這種文化下隱私權保障的

範圍一直在縮小，也越來越不被重視。 

 

 我用天平來定位這些看法，並不是說這樣的討論有問題或者注定要各執一

詞，前述學者與民間團體，也未必會贊同我用一個非 A 即 B 的方式來化約這些

討論3。然而我想要強調的是，這種討論方式確實是人們在碰觸到監視議題時，

最常使用的一種二元論的邏輯。我們想像自己在一個二選一的狀況下，主張監視

「應該」存在或不存在。這種「應然」的想像讓一個主張「安全社區」的母親和

一個主張「自由人權」的青年對立起來，好像他們在追求的是不同的事物。布里

恩（1999：27, 44, 293）則不只一次強調，他不認為我們正面臨這項選擇，而認

為我們可以藉著相互透明而魚和熊掌兼得4，儘管這需要人們做出一些妥協5。然

                                                 
3 布里恩（1999：44）即認為，在自由與安全、隱私與公開之間，現代人普遍存在著一種「交易」

的看法，而將監視視為用部分的自由去交換安全。他認為這種交易的想像、這種非 A 即 B 的選

擇題，是一種邏輯上的謬誤。 
4 「對於『科技是否迫使我們在隱私與自由之間作抉擇』這個問題，將來大家會知道，我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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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和布里恩的主張不同，我之所以這樣化約目前的討論，主要目的並不在做出

選擇，而是要去說明：前述看法看似各說各話，然而有一個前提是相同的。也就

是當他們討論到監視科技、監視攝影的時候，討論到這些，被引入監視社會，同

時被用於監視的科技「本身」的時候，無論他們持什麼樣的主張，他們對科技的

預設是相同的。 

 

以贊成適度監視的布里恩為例。他指出，現在的攝影機可以自動搜尋與辨識

面孔，可以四處移動，方便資料的蒐集與取得（布里恩 1999：23）。而反對監視

的卡佛特，也用類似的方式說明微型攝影機（tiny cameras）的特色。「微型攝影

機可以藏在一般人的衣著裡，也可以藏在看起來無害的物件裡，像是煙霧偵測器

或筆，這種器材使得勇敢無畏的記者和色情偷窺狂在千禧年裡都快速增加。而偷

窺的觀眾—坐在電視或電腦螢幕前觀看—則享盡了這種器材所帶來的種種好處」

（卡佛特 2003：161）。其他如警方、報章雜誌上的投書，對於監視科技的討論

方式也是如此。我們可以發現，即使做出不同選擇的兩造，他們論及監視科技的

方式，都跟大賣場裡標示的產品說明相去不遠。多半強調監視科技能夠做到什

麼、「功能」為何、達成什麼「目的」，以及最終，這樣的應用將為誰帶來好處或

壞處等等。 

 

在這種討論方式中，用於監視的影像科技，它能夠收集、儲存影像，以及在

當代與資訊科技結合之後，還能夠即時傳輸影像的能力，都與監視—人們的意圖

或目的—結合在一起。也就是說，人們所看到的其實是「監視」究竟應不應該，

而對於監視科技的本身，所做的討論是很有限的，總是只看到科技設計者與使用

                                                                                                                                            
個艱難的抉擇是可避免的。我們或許可以同時享有偷窺之眼帶來的自由與屏障」（布里恩 1999：

27）。 
5 布里恩指出了人們的普遍心態：「當隱私與盡責之間發生衝突時，人們要求自己保有隱私，但

其他人要盡責」。他認為這個對盡責的要求，必須也要反求諸己，這種「公平」是人們必須為了

整體而做出的妥協。因為這需要團體成員停止自私的傾向，擔負起監督他人也受他人監督的雙重

責任（布里恩 19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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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意圖，接著，就開始討論當這項科技被大量應用之後，究竟有助於實現一個

良善的意圖，還是一個邪惡的計畫。這種討論科技的方式，就是人們面對科技時

的普遍心態，總是把焦點放到產生出該項科技的背景—科技設計者的技術能力、

開發者的意圖和期待，以及科技被生產出來後所發揮的功能—人們對它的「應

用」、人們實現的「目的」。而科技的「本身」，是不是還有一些意圖外的效果，

就被忽略不提。 

 

這種討論方式，使得人們使用監視科技的意圖，構成了監視科技是正面或負

面的標準，也是當人們在探討監視科技的時候，所主要使用的切入角度。一旦人

們論及「這項科技可以用來偷窺鄰居，可以用來拍攝他們出糗或者不欲為人知的

一面」，影像監視就是壞的、邪惡的。而一旦如同警方或媒體所說的，藉著影像

監視拍到的畫面能夠「將罪犯定罪，預先發現可疑人士並加以逮捕」，它就是好

的、善良的。人們將這項科技與使用者的意圖緊緊結合在一起，以意圖來評價它

的好壞優劣，以及預測未來。 

 

 我並不是認為這種討論方式不對。尼爾．波茲曼（Postman, Neil）在說明人

們對待科技的正確態度時也曾經指出，在應用一項科技的時候，我們應該要提出

以下問題：這項科技解決了什麼問題？解決了誰的問題？哪些人、哪些機制可能

因科技而受傷最重？什麼人與什麼機構，可能因為科技改變而獲得特殊的經濟或

是政治權力（波茲曼 2000：48-55）？去討論科技的功能與應用，以及它與人類

意圖的關係，並不是錯誤的討論方式。然而，我所企圖指出的是，這種討論方式

並不是唯一的，更不是唯一正確的，即便是強調科技應用的波茲曼，在他探討科

技與文化關係的著作當中，也還是提出了不單單只是「科技應用」的提問方式。 

 

 Weber（1949）在論及文化意義時曾經指出，不同的文化意義（cultural 

significance）做為判準，會決定研究者的切入角度和討論方式。也就是說，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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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取不同的前提預設，以不同的生活經驗為價值關連，就會引導我們採取不

同的研究角度、討論方式。而做為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當我發現目前的討論

多半聚焦於影像監視的功能與應用時，我希望自己能夠做出一個思考方式上的轉

換，用不同的文化意義來接近、看待這個現象，以此擴大我們思考的範圍。而要

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把焦點從「科技能為我們做到什麼」、「實現什麼目的」等

問題上轉開，去討論人們將影像科技應用於監視，所可能產生的其他後果。藉著

這樣的嘗試，我想突顯出科技並不是只為人類實現目的，本身沒有作用的透明工

具，「功能與應用」並不是科技的全部。借用 Heidegger 的話來說，就是說將科

技視為工具，討論我們加以應用的目的，這種討論方式即使是正確的，也非本質

的（1992：313）。影像監視這個現象，有它不明顯的、在我們的意圖與期待之外

的、研究者只能迂迴靠近的另一面。 

 

在當前這個社會階段，我們或許確實是在監視和不監視的天平上擺動，一會

兒偏向監視多一些，一會兒又對監視心懷惡感，然而在這個人們設想出的天平

上，被應用於監視的科技，它的科技特性，在我看來是一直沒有真正地被納入討

論。科技特性所造成的後果是隱而不顯的，是我們作為創造者或使用者，往往不

知不覺、未曾預期的。關於科技的這個層面，這個有別於科技應用的面向，Postman

（1992：7）就曾經以書寫為例，做出這樣的說明：「書寫並不是一個中性的，其

好壞都仰賴於它的應用的科技，…而是有它自身的結構」，然而科技設計者一心

專注於科技的功能和人們的意圖，對於這個科技本身的結構，及其對人們造成的

影響，往往並不能做出正確的掌握與預測（Postman 1992：4, 15）。也就是說，

當人們只看到「科技應用」的時候，就往往會忽視科技的內在結構，然而這個內

在結構對我們的影響之深遠，不遜於功能本身（Postman 1992：7, 13-14）。用本

研究的話來說，這個內在結構，就是科技特性。 

  

 科技特性有別於功能。所謂功能，指的是科技做為一種手段工具，能夠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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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實現其意圖的能力，也可以說，就是一種「科技應用」6。而功能和科技特

性的差異，就在於它們與人類意圖的關係。科技特性是獨立於人類意圖之外的。

也就是說，無論設計者與使用者在接觸到這項科技時，對它懷著什麼期待，藉著

它實現什麼意圖，科技特性都會自然產生一些其他作用。也就是說，科技特性本

身，就足以產生一些社會後果，且這些後果並不能夠用人類的「意圖」來加以解

釋。 

 

讓我們再一次回到書寫這個例子。Postman 指出，書寫作為一項科技、一項

技術，讓人們可以記錄並傳遞資訊。如果我們將書寫視為中性透明的、本身沒有

效果的純粹工具，那麼，對意圖與功能的強調，會讓我們把注意力從書寫本身上

面移開，轉而關注那些被我們書寫下來的、傳遞予他人的書寫內容。也就是說，

書寫的內容是我們的意圖，訊息內容的傳遞，是我們所希望書寫能夠發揮的功

能，而除了意圖與功能之外，我們看不到書寫的其他社會後果。對於強調科技特

性的學者，McLuhan 與 Postman 來說，書寫從來就不只是把某種特定內容傳播開

來而已，它的科技特性—能夠大量的、迅速的，跨越時空距離的傳播文字訊息，

同時，讓人們可以獨立於社群、在社群之外單獨的理解與詮釋訊息，已經讓人類

社會產生變遷。人類與其自身的關係、社會組織的模式、人類理解並且探索世界

的方式，不管人類利用書寫來記錄並傳遞了什麼，都因為書寫的科技特性，而發

生了重大的改變。「…我們從未想到讀寫竟改變了我們的習慣、我們的情緒、我

們的知覺……讀寫人的想像生命、情感生命與感官生命均大量分離…」（麥克魯

漢 2006：122-123）。同時，書寫也改變了人們所認定的「真理」、「知識」等詞

彙的意義（Postman 1992：7-8; 1994：41; Innis 2003：28）。 

 

 回到本研究所關注的影像監視，人們在理解，或者說認識這個影像科技與監

                                                 
6 Heidegger 將科技做為一種工具手段的看法，稱為工具論的、人類學式的定義（1992：312）。

本論文將在第二章更進一步陳述這種看法的內涵，以及本研究所採取的不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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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社會的產物的同時，多半也是關注它蒐集儲存影像資訊，並且即時傳輸的能

力，也就是說，關注於人類的意圖，也就是功能。而當我們跳脫這種功能與意圖

的框架，強調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的時候的，我們將可以想像，這樣的特性，除

了用於監視以外，還會帶來監視「以外」的後果。這樣的後果，可以說與我們原

本想要完成什麼的願望無關，是我們在將這項科技引用進入社會，並且應用它來

達成目的的時候，所未曾預期的社會效應。在我看來，關注科技特性及其效果的，

這種討論方式，能夠和前述強調「功能與應用」的討論相互對話，讓我們能夠擺

脫監視/不監視的選擇題，而真正的看到影像監視，也就是被我們運用於監視的

影像科技，由於它的科技特性，它所帶來的「其他」社會後果，讓我們換一個角

度來看待現狀。也就是說，不再執著於討論監視是好是壞，一個自由社會應該要

全面的撤除或者是強化監視，轉而去討論那些被我們習慣認為是中性的、沒有行

動能力的科技本身，當它由於監視的這項目的，被加以應用的時候，它的科技特

性將如何改寫監視，以及自由與安全7的內涵。這樣的切入角度，我稱為一種科

技社會學式的省察。一方面，是反省我們只看到人類的意圖目的，而忽視科技本

身的心理傾向，另一方面，也是要考察科技本身，在與社會文化互動結合之後，

會對社會產生哪些效果。 

 

三、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採取科技社會學的立場，將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置於論述的核

心，討論影像監視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影像科技與監視社會的並行結合，以及當

代社會為什麼在公共空間設置影像監視，這個現象的歷史背景與當代形貌，最

後，則探討當代社會的影像監視，其作為一種影像科技的科技特性，對於人們所

                                                 
7 這個問題是參考 Postman 的看法而來。Postman（1992：8-9, 19; 2000：58-60）認為，所有科技

都會改變我們所使用的語言，這些詞彙乍看之下未曾改變，事實上內容都被新科技所一再改寫、

重新詮釋。由於詞彙是我們賴以認識世界、彼此溝通的方式，這個層次可以說是科技對文化的影

響當中，最需要關注的面向，卻也是最容易被忽視的面向。在第二章關於科技與文化的關係，會

有更進一步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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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的公共空間、自由與安全的內涵，所可能（或者說已經）造成的某些後果。 

 

四、 研究意義 

 

 從事這樣一個研究，特別是，刻意採取與多數人不同的切入角度，究竟有什

麼意義？我將這個問題分為三個層次來回答。首先，是我作為當代社會的一份

子，同時也是學術界的成員，有責任去了解、描述這個社會，其次，藉著科技社

會學的思維方式，能夠呈現出科技與當代社會的密切關係，引發人們去注意一些

易受忽略的現象，最後，則是我個人藉著從事研究來挑戰自我、認識自我的意義。 

 

 監視社會的發展，在當代已經日趨成形了。我們每天走在街道上、搭捷運、

搭飛機，隨時都可以看見監視攝影的設備，提示著我們監視社會的到來。然而監

視並不是一個嶄新的現象，也不是一個歷史上的斷裂，它其實有其漫長的發展歷

史，甚至可以說，是自有人類以來就有監視。「從沒有紀錄的時代開始，人們就

會彼此監看（watch over）、去監督人們在作什麼、監督人們的進展、組織人們或

提供照顧」（Lyon 1994：22）。然而與這樣長遠的歷史相較，無論是一般的社會

成員，或者是社會學家，對於監視的認識與研究都開始的太晚。Lyon（1994：6）

指出，一直要到 Foucault 於 1975 年在法國出版了《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之後，社會學家才開始注意監視的普遍性，及其在社會運作上的重要意義。 

 

 而生活在監視社會中的我們，對於監視的研究開始的太晚，作的太少，就等

於是在生活中，有一個顯著的層面被我們忽視不見。Lyon 即不只一次強調，在

我們對監視的意識，以及監視科技的發展速度之間有著落差。人們對監視科技的

認識總是落後一步，這使得人們總是驚訝於監視科技的強大力量，被動地受其牽

制，進而，人們所珍視的價值，例如自由、民主、信任與相互關懷，可能在監視

的擴張下受到侵害（Lyon 2004：5-6）。也因此，去探討監視相關的議題是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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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意義的。一方面，是了解自己所處的社會，去認識它為何發展成當下的樣子，

另一方面，也唯有依據這樣的認識，才能夠去預測，甚至改變社會的未來發展，

讓它更加符合人們的願望。 

 

 而我們該用什麼角度去研究這個現象呢？Lyon 認為，從科技的角度切入，

是一個適當的研究取向。由於各種科技的發達，僅僅討論監視所彰顯出的社會關

係，描述監看者與被監看者的權力，已經是不夠的了。我們還必須去探問，監視

科技與監視社會的互動，彼此間的相互形塑。由於監視科技的多元，做為研究者

不能再一提到監視，就全部將其化約為權力不平等，而是必須分別探討不同的監

視科技，探討它們的不同性質，才能真正看見它們為監視社會所帶來的改變（Lyon 

1994：20）。他並且強調，在資訊社會中，有越來越多資訊科技與原本的監視機

制結合，我們必須要探問這個歷史趨勢的特殊性，並且跳脫出對「意圖」的考量，

嘗試以不同的方式來解釋及預測監視社會的發展（Lyon 1994：8-9, 40-42, 44, 53）。 

 

 Lyon（1994）暗示了監視在與電子科技結合之後，可能會導致監視與監視社

會產生變化。同時他也指出，要了解科技所造成的轉變，研究者必須要重視監視

科技的科技特性，這也就是傳播學者 Innis 所說的，科技內在的偏向（bias）（Lyon 

1994：44-45）。本研究以科技社會學的角度探討影像監視，可說正是採取這樣的

立場。而從這一點看來，本篇研究的另一項意義即在於，轉換我們平常看待影像

監視的角度。藉著討論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以及這樣的特性，對社會所可能產

生的後果，本研究的特殊取向，能夠擴大我們對影像監視的討論與認識。 

 

 然而，還必須要強調的是，如同澤格蒙德．鮑曼（Bauman, Zgymunt）（2001d）

所言，社會學的訓練和研究，並不能讓人們對社會的未來型態，做出任何「確定

的」預測。基本上，任何社會學研究都只能讓人意識到事物的發展趨勢、在趨勢

背後的力量，以及任其自在發展的「可能」結果。任何一個研究都不能完全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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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生活的複雜，也因此，社會學只是人們在生活世界當中，面臨決策時的一項

諮詢和參考（鮑曼 2001d：112）。Weber（1949：52-53）在說明社會科學的「客

觀性」時也指出，社會科學的研究，其目的不在於提供人們行動時的指引，也就

是說它並不是規範性的。而是針對人們的特定目的，以科學方式去探究手段的適

當性。在這樣的過程中，能夠間接地對目的本身有所反省，至於「在決策時採用

這個分析的結果，並非科學可以承擔的任務。這是行動者、有意志的個人的任務：

他要根據他自己的意志以及他對世界的個人觀點，在這些價值中做出衡量與選

擇」（Weber 1949：53）。 

 

 和 Weber 與鮑曼的立場相同，本篇研究探討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指出它的

科技特性對於人類生活的影響，其最終目的，也不是提出一個「應然」的想像。

儘管研究本身，總是會受到研究者的價值關連（value-orientation）所引導，研究

的過程與成果，也會觸及到文化中某些重要價值，然而這個研究的目的，絕不在

於提出規範性的、行動上的指引。這篇研究的重點，在於影像監視「作了什麼」，

而不是影像監視讓社會變得「更好」或「更壞」。畢竟，在我們提問一項東西「是

好是壞」的時候，它總是已經進入了我們的生活、改變了我們的生活，甚至，可

能改變了「好」與「壞」的意義。本研究也不會鼓吹為了某些特定的價值，而必

須增添設更多的影像監視或加以排除。本篇研究主要的重點，是在於將影像監視

的科技特性，放進更廣大的歷史脈絡中加以理解，藉此增進我們對這個現象，以

及自身處境的認識8。 

 

 為了要達成前述的種種目標，本研究在過程中，必須結合各種理論，包括了

科技社會學、監視社會的研究，以及 Virilio 和 McLuhan 對影像科技、資訊科技

                                                 
8 Lyon（1994：6）亦曾這樣表示：「社會學的特質與有用性，在於將特殊的事件和趨勢，放到更

廣的結構與歷史脈絡中。以這種方式我們能夠去分辨短期的偏離常軌，或者長期的與現狀斷裂，

並分辨（此一現象）在社會上是重要的或瑣碎暫時的」。本研究探討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也是一

樣，要指出這些科技特性其來有自，且它的影響不會是短期的、局部的、片面的，而會長期的影

響到人們對監視、對共同生活、對自由與安全等價值的理解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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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討。因此，本篇研究除了具有前述的，對社會以及對人群所具有的意義以外，

對於我個人來說，也有獨特意義。可以說是我作為一個社會學研究者，一個學生，

以及一個社會成員，根據自己這些年來的學習，以及對社會現象的觀察，所累積

的理解能力、想像力的自我挑戰。 

 

五、 章節安排 

 

 本研究嘗試用不同的方式探討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強調它的科技特性對人

類生活的效果。除了前言與結論以外，主要將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科技與社會

文化的關係、影像監視的發展與科技特性、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 

 

 在第一部份也就是本研究的第二章，科技與社會文化關係的部分，可以說是

對於本篇研究所採取的特殊取向所做的說明。藉著回顧不同學者的看法，我想強

調科技不僅是一種手段工具，還有其特殊的主動性與行動方式。而每一個獨特的

科技物的「行動」，就是科技社會學探究的目標。而在這個章節，也將分別描述

當我們要探討科技的特性與行動，要從哪些層面切入，分別是科技的意識型態、

對語言的轉化，及其與人類身體的關係。 

 

 接著，本篇研究的第三章，關於影像監視的歷史發展與科技特性，則分為三

個小節來討論。首先討論影像科技的發展，以及它所帶來的，影像社會的意識型

態。接著，是監視社會的發展。最後，討論影像科技在與監視社會結合之後，所

產生的影像監視。主要將以 Virilio 的理論為基礎，指出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是

能夠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障礙，將事件轉化為影像，或者更激進一點來說，是創造

出沒有時間和空間距離的事件，可以「無所不在」的事件。以及這樣的科技特性，

又如何改變了監視的運作。 

 



 

 16

第四章採取與第三章相似的作法，先對公共空間為什麼設置影像監視，作一

個簡單的整理與回顧，然後再做理論性的探討。首先引用 Bauman 的分析，指出

現代社會的公共空間，雖然仍是一個充滿陌生人的空間，然而陌生人之間如今不

再「相遇」，而是擦肩而過。由於對速度的強調，對於公共危險的想像，公共空

間變成一個充滿了危險和不安全感的空間，因而需要對其進行監視。接著，討論

影像監視在引入公共空間後，其科技特性會對公共空間的意涵，以及人們在其中

的感受和行動產生什麼效果。在這個部分我仍然採用 Virilio 的理論，指出影像監

視將公共空間轉化為一種公共影像，然而也是一個防禦性的空間，一個影像戰爭

的前線。在其中影像監視的功能—蒐集並且解讀影像，被拿來針對當代都市居民

所認為的主要敵人—陌生人。而「速度」—跨越時空的傳輸影像的能力，被認為

是這場戰爭致勝的關鍵。 

 

 在最後一章結論的部分，將總結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公共空間的影像監

視，其科技特性所造成的效果。以及在從事這樣一份研究之後，我的個人感想。

公共空間影像監視的發展，是一系列科技與價值觀變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科技發展與文化變遷，是交互作用而且並行發展的。因此，沒有任何一端能夠發

揮「決定性」的作用。科技與文化總是相互牽制又相互塑形。而透過這篇研究，

可以看出人們藉著影像監視所追求的，不再是一種與公共空間、公共空間中的人

產生連結互動的自由，而是一種彼此保持距離的自由，這種扮演旁觀者的自由，

又同時被詮釋為一種新的安全。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公共空間的意義也在不知

不覺中被改寫，它不再是一個人際聯結的場域，而是一個透明可見的，主要用於

穿越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