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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與社會文化9的關係 

 

 回想我大一第一堂社會學的課，在當時，對於「社會學是什麼」可說是一無

所知。而當老師問台下的我們：「你們說說，什麼是社會？」我們才發現，我們

不知道定義的還不只是社會學，還有這個我們時常掛在嘴邊，一天起碼會講上兩

次的「社會」。在一陣七嘴八舌之後，一個勇敢的同學發言了：「社會，就是人的

集合」，老師點頭表示肯定。在那之後，我心裡就牢牢記著這個答案：社會是人

的集合，因此社會學，就是研究「人類集體」的科學。在我們研究的範圍不是沒

有物、沒有科技，或沒有科技物，然而它們出現的方式絕對不同於「人」。物沒

有感情，沒有意圖，因而沒有行動，更沒有「社會行動」。大一以來我就將社會

學理解為「人」的科學，一直要到研究所階段，這個對社會學研究範圍所做的框

限才被打破。一時之間，各種物彷彿就有了生命，在我眼中活動了起來…。 

 

 本章要討論的是科技與社會文化的關係，也可以說，是對於本研究的取向—

科技社會學的角度，做更進一步的解釋。所謂的科技社會學，對我來說，就是強

調科技與社會互動的一種研究方式。在這樣的研究取向當中，科技的發展及特

性，以及它如何與社會其他層面互動，如何影響到社會的發展，會是最主要的研

究課題。 

 

 而科技特性如何與社會互動，如何改變人類自身，進而改變文化？我將這個

問題分成以下幾個層次來處理。在本章第一節與第二節，我將討論科技本身是什

麼。這涉及到一般人如何看待科技，以及哲學家、科技社會學家如何看待科技。

藉著將一般人對科技的「工具論」，與科技社會學家所說的，科技的「主動性」

                                                 
9 或許有人會說，科技本身可以視為文化的一部份，它是一種物質的、具體的文化內容。而我對

科技與文化所做的區分，基本上和 Postman（1992）相同。Postman（1992：28）在討論科技發

展的階段，並且以科技與文化二者間的關係做為歷史分期的標準時，就把科技與文化視為不同的

事物。他所說的文化特別限定為傳統、社會習俗、神話、政治、儀俗、宗教、詞彙等抽象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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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個對比，我所企圖呈現的是，用一種工具論將科技視為純粹中性的手段，不

僅僅是在哲學討論的層次上，被哲學家認為是不適當的，在具體的經驗層次上，

也讓我們對科技的真實能力毫無察覺。而這樣一種無知，對於生活在科技社會，

科技變遷日新月異的時代下的我們，可能會是一種嚴重的風險。 

 

 更進一步，藉著 Latour、Postman 等人的看法，我將指出我們必須將焦點從

科技的功能上轉開，開始討論它的特性、主動性。而為了要發掘出科技的這些面

向，我們必須關注科技的內在結構與意識型態、科技與人類身體的獨特關係，以

及最重要的，是科技對語言所做的轉變10。 

 

 本章的最後一個部分，則將討論當代社會最顯著的現象，就是資訊科技對社

會所做的改變。我選擇引用 Virilio 與 McLuhan 兩個立場不同，對於科技的能力

卻同樣具有真知灼見的學者，藉著他們的看法，指出資訊科技的主動性如何展

現。根據 McLuhan（1995, 1999）的說法，資訊科技即將讓西方社會從孤立個體

的集合，轉變為個人之間相互連結的地球村。而 Virilio（1986, 1991, 1995, 1998, 

2000, 2003, 2005, 2007）則認為，這個地球村其實是一個人們身體被罷免、喪失

了行動能力的人的集合。我們將從 McLuhan 的論調中，看到這個轉變裡光明的

一面，而從 Virilio 的說法當中，看到一些警訊。而在本篇研究的第四章，將會看

到影像監視這項科技物，如何彰顯了 McLuhan 以及 Virilio 的說法。可以說，公

共空間的影像監視，是他們所討論現象的一個縮影。 

  

一、 工具論的想像：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 

 

                                                 
10 之所以說科技對語言所做的改變是最重要的，是因為語言作為一種符號，向來是人們用於思

考、溝通的工具，它是我們去認識這個世界，並且與他人分享這些認識的首要媒介（Postman 
1992：19）。也因此，一旦語言的內涵被改變，可以說人類對世界的看法，他所追求的目標其實

也產生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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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是一個手機廠商所設想出的廣告詞，也是近年來

最常被引用的廣告文案。不僅僅是因為它簡潔而且琅琅上口，也因為在大多數情

況下，它符合了人們對科技產品的想像。在這樣的想像當中，科技是來自於人性，

是由人類所創造出來的。也因此，科技理所當然就是服從於人類，是人類實現其

目標的工具。然而這樣一種「科技從屬於人類」的想像，在許多哲學家以及社會

學家的眼中都是危險的，不僅僅讓我們對於科技所促成的變遷缺乏警覺，也讓我

們在面對科技變遷時，無力去掌握它發展的方向。 

 

 正如同國內 IThome 電腦報主編王盈勛所說的，「科技來自於人性」這句話

其實沒有告訴我們太多東西，至少，並沒有提供什麼新鮮的想法。幾乎所有人都

知道包括科技在內的各種人造產品，從具體的實物到抽象的詞彙文化，都是人們

所創造生產出來的，也因此，必然與人性有著密切的關係（王盈勛 2007）。然而

真正重要的，是這句話所做出的暗示。它暗示我們，如果要了解科技，並不是去

探討科技「本身」，而是要了解科技背後的人類意圖與作為。科技的源頭是人類，

人類為了實現各種目的而將科技發明出來，也正因為如此，科技沒有它本身的意

義，人們的目的會決定一項科技的「好壞」。當發明者與使用者將科技用於好的

目的，它就是好的。做為工具的科技就像是人們的僕役，而且是沒有自身意志與

能力的僕役，它全然地順從於人類。人性就像船上的舵一樣，指導著這艘名為科

技的大船四處航行。 

 

 不是只有一般人會如此看待科技，許多傳統社會學的範疇中，對科技也有著

類似的預設。在傳統社會學的討論當中，科技常常不是主題，它沒有獨立的位置，

而只是社會關係的工具。就跟一般人對科技的想像一樣，傳統社會學視科技為社

會的附庸，強調它可能有助於強化或削弱社會不平等，有助於促進社會關係的瓦

解或聯結。也就是說，他們關注的焦點只有社會關係，而「社會關係」暗示的是

「人與人的關係」。即使我們可以明白的指出，科技造成了社會關係的諸多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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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技本身，究竟如何產生這些效果，它的效果又有多少是在我們的意圖之

外，則不是傳統社會學討論的範疇。 

 

 「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這一句耳熟能詳的廣告詞，其實被社會學家改寫

成「科技始終來自於社會」。這樣的說法本身並沒有錯誤，畢竟，沒有任何事物

可以宣稱是外於社會而產生。然而我們要提出質疑的是，這樣的說法暗示了社會

掌握了真正的主動權，是社會—在傳統社會學的定義下，是人與人的集合—在使

用並且管理著科技。也因此，當我們質疑科技造成了什麼問題，或者是在集體層

次或者個人心理的層次上，造成了某些變遷的壓力，甚至是令人不快的情形，我

們往往被暗示，問題的答案，唯有回到社會當中才能找到。 

 

 這樣的說法並不是錯誤，事實上，強調社會是人與人的集合，主張研究社會

關係，以及社會文化的力量的社會學，在十九世紀一度收穫頗豐（Latour 2005：

1, 11）。而且，即使是當代從事科技社會學的學者，也不會將所有社會變遷的根

源都歸結於科技，或者將人類描寫為在科技變遷之下，被動而無助的受害者。事

實上，對於社會的力量，以及社會和科技在力量上的相對位置，不同的科技社會

學者也有各種不同的說法。然而我想強調的是，像這樣一種將社會預設為純粹人

與人的集合，並且將科技視為工具，只探討人類目的與意圖的作法，在當代已經

面臨了轉形的壓力11。 

 

 這樣的壓力，來自於科技的變遷方式，以及在當代社會中，科技的迅速擴張。

科技已經不再是一個個相互獨立，由科技創造者個別生產出來的人造物，而是已

經相互聯結構成一個系統，並且用系統變遷的方式在增長並且改變（Stiegler 

                                                 
11 科技社會學家 Latour（2005：ix, 3-5）即曾經強調，是社會情勢的變化，使得我們不得不提出

另一種替代性的研究取向。並不是說傳統社會學的看法是「錯誤的」，而是研究者必須因地制宜

的選擇研究的立場和理論，也就是說這並不是一個「社會學正當性」的問題，而是一個「適用性」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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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9-39）。這個情形讓我們想要從任何單一個人，無論是使用者或者是創造

者的意圖，挖掘出這個科技物的全部意義與效果，已經是不可能的了12。這使得

我們必須轉移研究焦點，不再只關注於人類使用科技的意圖。另外，也因為科技

的擴張快速，我們可以從各種現實的例子中，看到文化的變遷其實慢於科技。只

從社會文化、社會關係，來解釋科技為何發展成這個樣子，往往會落後於現實一

步。事實上，在當代社會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科技發展已經走在前頭，科技的

特性，帶領著社會的改變。我們應該要作一個預設，就是科技與社會的關係是平

等的、雙向地在進行互動的，且這個互動關係非常複雜，沒有一端能夠完全的解

釋另外一端。 

 

二、 掙脫使用者與設計者：科技的主動性 

 

 先前已經討論過，一般人以及傳統社會學對科技的預設，已經不足以應對當

代社會變遷的情形。而為了要理解科技本身以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我們勢必要

尋求另一種對科技的預設。在這樣的訴求下，各種科技社會學的主張如雨後春

筍，許多科技社會學家從過往的社會學理論中尋求養分，並且加上自己對科技的

察覺，嘗試建立新的理論途徑。這樣一種百家爭鳴的情況，可以說每個學者都各

有路數，而其中最沒有爭議的，學者之間唯一能說是達成共識的一點，就是科技

所具有的「主動性」。 

 

 科技社會學主張，科技物也有主動性、能動性，儘管它沒有意圖，沒有可以

被客觀地加以理解的主觀意識。我們必須擺脫傳統社會學對行動的意義，去設想

                                                 
12 舉個生活中的例子，筆者有一個親戚在美國從事高科技研究，由於是替軍方進行隱形直昇機

的改進和開發，她告訴我，她們雖然知道有一個團隊在合作，卻不認識彼此，也不知道彼此進行

研究的部分。由於這項科技屬於官方機密，沒有任何一個設計者知道全部的設計藍圖。這就是科

技以系統的方式在產生變遷的具體例子，任何一個個人的設計與意圖，都不可能涵蓋這項科技物

的全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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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行動的類型，好用來描寫科技所做出的行動13（Latour 2005：71）。以下藉

由兩位學者，科技社會學家，同時也是行動者網絡理論的倡議者 Latour，和媒體

社會學家 Postman 的看法，做為強調科技主動性的理論代表。同時，結合他們的

看法，可以進一步整理出在研究科技時，我們應該要關注的面向。 

 

（一）科技做為行動者、轉介體 

 

 在許多自詡為科技社會學派的學者當中，Latour 對於傳統社會學所做的批判

最是不遺餘力，也因此讓他飽受批評。然而他所提出的行動者網絡理論的研究方

式，做為一種研究策略又是成績斐然。Latour 對傳統社會學的批判，最主要是針

對社會學家「重人輕物」的傾向，以及社會學對「社會」一詞的預設。他認為，

社會學一詞的原始任務，必須要回到「社會」這個詞彙的字源當中尋求，也只有

如此，社會學家能夠說明所謂的「了解社會、研究社會」，究竟是指向哪些對象，

並且將自己這門學科，與心理學、人類學、經濟學等其他學門區別開來（Latour 

2005：1-2）。 

 

 在探討過社會的字源之後，Latour 發現，社會一詞指的並不是「人的集合」，

它所指的範圍遠遠比那來的廣泛。所謂的社會，指的是一切「在一起的」、「聯結

的」，或者是一種「在一起」或「聯結」的行動過程。也就是說，社會這個詞可

以有兩個不同層次的用法，一個是聯結的過程，一個是聯結的成果。對他而言，

傳統社會學對社會的用法因此是犯了兩個錯誤，一個是將聯結視為純粹人與人

（Human-Human，以下簡寫為 H-H）的聯結，另一個則是完全忽視「過程」一

                                                 
13 對於許多人來說，就是這一點讓科技社會學顯的前衛和顛覆。因為傳統社會學對行動的定義

來自 Weber，Weber 認為，行動指的是「行動者的主觀意義，牽涉到其他個人或團體的」（紀登

斯 1994：247）。很顯然，在這個定義下，人類的意圖是行動的唯一來源，而無法證明有其「意

圖」的物、科技，也就不被認為有做出行動的可能。Latour（2005：82）認為這樣的定義，就讓

社會學家在宣稱要了解社會的時候，首先就排除了一個要了解社會，就不可能將之排除的事物，

那就是物，也包括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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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動態意涵（Latour 1991：110; 2005：1-8 ）。 

 

 也就是說，所謂的社會其實包含著人與「非人」14（non-human），它可以指

涉這種 H-N-H（Human-Nonhuman-Human）的聯結過程，也可以指涉到 H-N-H

聯結而成的產物。而所謂的非人，或者說物，它的行動，指的就是它在這種聯結

中扮演的角色。Latour 認為，非人在傳統社會學當中，往往被視為被動的手段工

具，也就是一種「介質」（intermediary）。而介質並不同於社會成員，它只是社

會成員用來達成意圖的憑藉，它既不能做出改變，也不會產生非預期的、在人類

意圖以外的效果。而他主張，我們應該將非人視為一種轉介體（mediator），是一

種獨特的社會成員。這包含了各種科技與科技物（2005：38-40, 105）。 

 

 簡單的說，所謂的將非人、物、科技都視為介質的主張，就是本章一開頭所

說的「科技來自於人性」的說法，也是被 Heidegger 稱為工具論的主張。轉介體

的概念則與這種看法截然對立。將科技視為轉介體，這表示我們要去正視它對社

會所做出的改變，肯定它做出改變的潛能。對 Latour 來說，去發掘科技的這個

面向，就是科技社會學的首要目標。當我們正視科技，將科技預設為一種轉介體

時，要隨時記得「轉介體會轉變（transform）、轉譯（translate）、扭曲（distort），

並且修正（modify）它們被預設要承載的意義或元素」（Latour 2005：72）。也就

是說，做為轉介體的科技不是一種純粹中性的工具，不是透明的。人們對科技的

輸入—包括了設計時的意圖、賦予它的功能、使用時的期待，都不能完全用來預

測它的輸出—科技所帶來的後果（Latour 2005：39-40）。一旦我們忽視科技做為

轉介體的能力，那麼許多的社會變遷都會是「非預期的」，這就讓人類在社會當

中，做為一個社會成員他是無知的，因而也無力去面對改變。 

 

                                                 
14 Latour（2005：72）自己也承認，所謂的人與「非人」這種區分是有些太人類中心主義了，然

而在研究的概念上，這仍然不失為一個容易理解、方便使用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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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說明科技所具有的主動性時，Latour（1999：15; 2005：64, 108）採用了

一個有趣的概念，叫做「轉譯」（translation），這指的是它賦予現象意義、甚至

改寫意義的能力。在進行轉譯的過程中，科技就像是一個代言人，一個發言者

（speaker），或者一個翻譯官（translator）。它會去陳述、賦予、改寫事物的意義，

而這個意義可能跟這個科技進入社會之前，人們所認定的意義截然不同（Callon 

1986：25）。而就是在這一點上，科技的主動性容易受到忽略。因為我們仍然使

用著一樣的詞彙，認為只有自己是詞彙意義的創造者，而沒有注意到，我們手上

的科技，也會去改變這些詞彙的意義。 

 

 行動者網絡理論，強調研究人與物的聯結，以及物—當然也包含了科技—所

做出的轉譯。因此在許多地方 Latour（2005：9, 106）都曾經提及，所謂的行動

者網絡理論，也可以稱為聯結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association）或者是轉譯的

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然而這派的理論還有一些預設。Latour 主張，

科技所做的轉譯，只有在科技剛被引入，或者是科技本身正在發生革新的當下才

能看見。同時，轉譯的過程總是很快就會消失，做出行動的轉介體，會很快地變

為沈默而被動的介質，因此，我們唯有針對短暫的、發生在一瞬間的情形，才能

對轉譯有所觀察（Latour 2005：79-82）。這樣的預設，使得這個研究策略在應用

上多有侷限。對於過去的事件，唯有藉著二手的資料做出回溯，才能看到發生在

過去的轉譯（Latour 2005：81）。而對於當下，又只有那些在眼前正在發生的事

物，才是適當的探究對象。而究竟一個科技在過了多久之後，會從轉介體成為介

質？有沒有可能一個介質會重新被喚起，再一次的扮演轉介體的角色？什麼條件

下我們能夠去宣稱，這項科技「已經」成為介質，沒再做出行動了？這些問題，

仍然沒有明確的回答。 

 

 同時，行動者網絡理論雖然強調科技的主動性、科技的轉譯，卻因為他們採

取符號學的傳統，主張所有事物的性質與行動，都只有在與其他事物的關係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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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呈現，它不可能被獨立的加以分析15。所以當我們要運用這個理論，去討論科

技所做出的轉譯時，多少有種無處著根的感覺。如果說科技會做出轉譯，這個轉

譯卻又是次次不同、變化無常的，那麼要去宣稱發現了某項科技的轉譯能力，並

且在引入之前，就事先提出應對的方式，就是一種邏輯上的不可能。這套理論讓

我們可以去回顧歷史上發生的轉譯，也可以去看個個小型的社會網絡中，不同的

科技所做出的轉譯，卻不能適用於社會學家最為關心的，社會集體的層次上、長

期的歷史發展過程中，那些即將發生的轉譯。也就是在這一點上，本篇研究與行

動者網絡理論必須做出更進一步的區隔。 

 

 基本上，在本研究後續探討影像監視時，我也採用轉譯的一詞，來說明它對

詞彙所造成的轉變。然而，有別於 Latour 等行動者網絡理論的學者，我企圖加

以補充的是，這樣一種轉譯的能力，其實是根植於科技的特性。科技所處的社會

環境，其中還有其它的科技物所做的轉譯，以及其他行動者所做的行動，所以，

這個社會環境必然會影響到科技的轉譯，影響到它能夠做出改變的程度。然而科

技特性，作為轉譯的真正源頭，它的能力並不能因此而完全被化約。也就是說，

科技本身是有一些穩定的能力，絕不是像行動者網絡理論說的那樣：沒有任何本

質性的東西（Law 1999：3）。在說明科技如何根據其特性，對詞彙做出轉譯之前，

我要引用 Postman 的看法，來說明這個科技特性的概念。 

 

（二）科技的意識型態與內在結構 

 

 和行動者網絡理論的學者相較，Postman 對科技與社會文化的看法，比較不

那麼顛覆，然而他的討論所展現的是，用社會學家習慣的概念區分來討論科技，

也未必就會陷入「重人輕物」的社會學盲點。只要研究者時刻記得科技本身的主

                                                 
15 「行動者網絡理論是一個對符號學的堅決採用。它指出實體是在彼此的關係當中獲得形式與

其性質。在這樣的架構當中，實體本身並無內在性質…」（Law 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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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並且在研究中給予適當的位置，社會學研究仍然能轉變成為科技社會學研

究的利器。而我認為，持中庸立場的 Postman，他所提出的科技的內在結構，以

及科技與社會文化互動的看法，很適合拿來補充前述的，Latour 所提出的主動性

以及轉譯的概念。 

 

 和 Heidegger16、Latour 等人一樣，Postman 也反對一種簡化的工具論。Postman

（1992）認為，科技並不是一種中性的物質，而是一種世界觀的具體展現17。它

的內在有一種意識型態的偏向（bias），這偏向將世界建設成這一種而非那一種、

評價某一件事物優於另外一件。這是 McLuhan 的名言「媒介即訊息」的意義，

也是 Marx 說「技術會揭示人們處理自然的方式」的真正意涵（Postman 1992：

13-14）。而科技的這項能力，它展現，並且散佈它的世界觀，進而改造世界的能

力，是獨立於我們原先對它的期待的： 

 

  發明家多多少少有點夢遊者的傾向。或者，我們也可以稱他們為怪 

 醫法蘭克斯坦（Frankenstein），或法蘭克斯坦症候群—為了某種特殊目

 的而發明一種機器。但是，這個機器一旦發明後，我們就發現，不管我 

 們多麼害怕，或者多麼不喜歡，往往讓我們驚訝的是，機器本身會變成 

 一個自有主張的東西，不但可能改變人類的習慣，而且，就像殷尼斯所 

 言，也改變人類思考的習慣（Postman 1994：32）。 

 

 也因此，當我們要認識科技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要了解科技將怎麼轉譯社會

文化的時候，首要之務，就是去探究這個轉譯的源頭，它的科技特性。用 Postman

                                                 
16 Heidegger 認為，科技其實是一種「揭示」（revealing），也就是一種事物的存在方式的展現與

描述，在揭示過程中它同時也限定了事物的狀態。以現代科技為例，他認為現代科技與傳統技術

的差異，就在於現代科技將大自然「揭示」成為一種貯存物（standing reserve），也就是說當我們

使用現代科技，基本上就是將自然界預設並且限定為一種能量或資源的貯存（1992：311-313, 318, 
320-322）。 
17 這個看法與 Heidegger（1992）所說的「揭示」的概念也可以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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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說法，這指的就是它的內在結構。Postman（1992：12-15）認為，科技有其獨

特的內在結構，這使得不同的科技，在心理上、社會上，換言之，意識型態上都

會有不同的偏向，且這樣的偏向，以及這個偏向對社會文化的效果，既不是其發

明者所能夠預期，在它被引入社會的初期也並不明顯。而這樣的效果究竟具體展

現於何處？Postman（1992：7-9）引用 Plato 的《費德若斯篇》（Phaedrus）當中，

關於埃及王 Thamus 的一段故事來回答這個問題。在這段故事中，Thamus 清楚

地看見了技術的偏向如何改寫文化，其具體的作法是改變我們對詞彙的使用18。 

 

     舊的字眼看起來仍然一樣，也仍被用於一樣的句子，然而它們不再 

 擁有一樣的意義，在某些情形下，它們擁有的是相反的意義。這是 Thamus 

 想要告訴我們的—技術專橫地徵收了我們的詞彙。它重新定義「自由」、

 「真理」、「智性」、「事實」、「智慧」、「記憶」、「歷史」，所有我們賴以生

 存的字。且它不會暫停，而來告訴我們，我們也不會暫停，而去發問 

 （Postman 1992：8-9）。 

 

 也就是說，科技特性所造就的改變，在於它悄悄地改變了我們對詞彙的理解

與定義。這項過程之所以不容易被察覺，是因為我們仍然理所當然地使用著既有

的詞彙，而沒有意識到每當一項新技術被引進，舊詞彙的意義和內容就會被這項

技術的偏向所修改，甚至被改變成完全相反的意義（Postman 1992：3-9）。例如

說，「社區」一詞在網路科技發明之後，它指涉的對象就從一個地方性的團體，

轉變為跨越地區的，以共同興趣為基礎而聚合的團體。在書寫發明以後，「記憶」

與「智慧」等詞彙的意義也為之改變，而當代社會最重要的改變之一，是電子科

技改寫了「資訊」的意義（Postman 1992：8, 1994：79, 2000：58-59）。而這個科

技對文化所做的形塑和改變，用 Latour（2005）的話來說，就是科技物對文化所

                                                 
18 在此一故事中，Thamus 因為意識到書寫此一技術，可能使他所重視的「智慧」、「記憶」的意

義，與「知識」、「收集」混淆，因而拒絕發明之神 Theuth 所獻上的書寫技術（Postman 199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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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轉譯。 

  

 由於 Latour 否認科技有一個穩定的內在結構，當他在討論轉譯的時候，就

很難說明轉譯的能力究竟從何而來，也不能用於預測一項科技物，在進入社會之

後，可能會做出什麼轉譯。如此一來，要去掌握或者是事先作好應對措施，就變

成邏輯上的不可能。可以說，為了避免掉入科技決定論或社會決定論的窠臼，

Latour 採取完全的社會建構論的路數，這就導致他忽視—或者說否認—科技確實

有一些具決定性的性質，也在研究對象上造成限制。我認為，完全的社會建構論

讓它適用於一些小型的，並且是正在眼前發生的事件，它可以用來觀察不同的社

會網絡中，一個同樣的科技，可能會因為這個網絡的差異，而做出什麼不同的轉

譯19。而不適用於較廣泛的，規模較大，以及即將發生的轉譯現象。 

 

面對著這個「適用性」的問題，我認為，Postman 強調科技有其特性、有其

意識型態與結構的基本態度，恰好能夠克服社會建構論的預設，對於研究上所造

成的限制。也就是說，我們必須做出一個前提：固然所有社會網絡都是不同的，

大到每一個社會、小至每一個社區甚至是家庭或個人，都是不同的，而這些差異

一定會影響到科技做出的轉譯，但我們仍然必須相信，科技因為有著特定的內在

結構與意識型態，它所做出的轉譯，是有一些既有的方向、既定的強度，這些並

不是不同的社會時空網絡能夠完全加以顛覆重寫的。在這樣的預設下我們能夠去

探討一些範圍較廣的轉譯現象。然而必須要強調的是，我將 Latour 的轉譯概念，

與 Postman 對科技結構的強調的理論，兩者結合在一起之後做出這樣的理論預

設，並不是在否定 Latour 對社會建構論的採用，也不是以偏概全的認為，科技

特性的決定性，就遠大於社會網絡對其所造成的牽制。基本上，這只是一個為了

                                                 
19 例如筆者曾經在日劇裡看過的，劇中的女主角因為耳聾，當男主角在街上看見女主角走在對

街，急著要叫喚她卻苦無對策時，他看了下手上手機就把它扔了過去，打到女主角的腳踏車，這

才引起她的注意。手機作為一項傳播科技，一般的用法是拿來撥打電話，人們也認為它的主要特

性是如此。然而，手機還是一個能夠接觸碰到的實體，在這個網絡裡，可以說因地制宜的，它發

揮作用的方式如同一顆地上的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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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這個理論，能夠適用於本研究的研究主題及其規模範圍，所必須做出的調適

修正20。本研究後續就用這樣的轉譯概念，來探詢影像監視所做出的轉譯。 

 

三、 科技特性的起點：與人類身體的關係 

 

 科技有能力對社會文化做出轉譯，這個轉譯過程，就是它的主動性的展現。

之所以說是「主動的」，是因為這個過程，無關乎人們原本對科技的期待和使用

的目的，也可以說，是獨立於人類的意圖。而結合了 Postman 的看法，可以看出

科技所做出的轉譯，根植於它的內在結構，也就是其科技特性。科技像一個橋樑，

也像一個翻譯官，在我們使用科技的過程中，它的特性會限定、形塑了我們生活

在這個世界，以及理解這個世界的方式。 

 

 Postman（1992：14）曾說：「對一個有相機的人來說，每件事情看來都像一

個影像」。這可以說是一種轉譯的例子，相機將觀者的世界，轉譯成一個影像構

成的世界。然而，當我們進一步去思考這個例子，就會發現這句陳述當中其實還

有預設，那就是視覺感官與相機的聯結。對於一個目盲的人來說，拿著相機按下

快門，也不可能讓世界在他心裡成為影像，相機的轉譯也不可能發生。無庸置疑

的，相機所收集到的是影像資訊，然而它要將觀者的世界轉譯成影像資訊，卻顯

然必須要在觀者的視覺感官，與相機的內在結構「產生關聯」的時候才能做到。 

 

 也就是說，科技要展現它的主動性，它的特性要能產生出轉譯的效果，最基

本的條件，是它與人類身體要有聯結。相機進行轉譯的起點，是它與視覺感官的

聯結，耳機進行轉譯的起點，是它與聽覺感官的聯結。所有的科技都一樣，首先

                                                 
20 如果不做出這樣的前設，而完全採用社會建構的路數，那麼對於影像監視所做的研究，就只

能經年累月地累積無數經驗資料後才能夠建立成果，然而正如我先前所說，在這樣一個科技變遷

之快，快到幾乎完全跳脫出人類意圖所掌控的時代，像這樣的作法，會讓我們注定落後於這個變

遷，如此一來，從事研究的重要目標：了解變遷、面對變遷、進而，控制變遷，就不可能達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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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與個體的感官產生聯繫之後，才能夠對個體造成改變。然後才能更進一

步，對集體層次的現象做出轉譯。為了要更進一步的整理出本研究看待影像監視

的科技特性時，必須會關注哪些面向，以下我將處理科技與人類身體的關係，更

完整的說明轉譯如何發生。 

 

（一）取代、強化與減輕負擔 

 

 從科技與人類身體的關係出發，進一步討論科技發展的學者相當多，Gehlen

（1980）即曾經引用 Scheler 的說法，用一種哲學人類學的討論方式，指出由於

人類身體天生不適應於自然環境，他不能像其他生物一樣仰賴本能過活，因此，

他必須用智慧來對自然界的物質做出轉化，來彌補他天生的不足。而這些用來轉

化外在環境的產品，也就是技術、科技。這讓人類在世界上能夠競爭生存（Gehlen 

1980：2-3; 2003：213）。而他的這項看法，跟一般人對科技所抱持的工具論較為

類似，主要強調科技如何有助於我們的生存，並且強化我們的身體。他並且用人

類身體與科技的不同關係，做為不同科技類別的判準： 

 

  然後，在取代性的技術（replacement technique）讓我們的表現能 

 夠超越我們的器官潛力之後，我們發現了加強技術（strengthening 

 techniques）它們會延伸我們的身體裝備的表現—鐵鎚、顯微鏡、電話，

 加 強 了 自 然 能 力 … 。 最 後 ， 有 減 輕 技 術 （ facilitation 

 technique），操作用來解除對器官的負擔，擺脫它們，最終省力（save 

 effort）—就像當我們用有輪子的器具來取代用人手臂力量的拖拉              

 （Gehlen 1980：3-4）。 

 

 在 Gehlen 的陳述當中，科技發展的順序是從取代、加強，一直到減輕負擔，

然而在描述現代科技，例如飛機的時候，他也強調這三項原則常常是共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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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很難清楚的區別一項科技與身體的關係，究竟屬於取代、加強或減輕

（Gehlen 1980：3-4）。而他的說法中最重要的，是科技與人類身體的緊密關係，

以及科技對外在世界的轉化能力。他認為，科技是人們將自己的心智運作與勞動

過程加以客觀化、外在化的成果。在這個客觀化的過程中，以及使用科技的過程

中，人們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心智與身體是如何運作，看到自己的生存樣態一般。

同時，人類也是藉著發明、操作科技，來讓原本凌駕於人類，廣大且難以掌握的

自然世界，能夠被化約到人類行動能夠做出改變的尺度21（Gehlen 1980：16, 

18-19）。 

 

 也就是說，人類操作科技，一方面，就像是在操作自己身體的一部份，另一

方面，也是讓那些原本無法操作，也就是人類身體無法做出影響的東西，被納入

可操作的範圍中。他並且按照這個理論，將人類歷史發展區分為三個階段：「首

先是工具，這個對勞動的物理的能量以及所需的智性投入，仍然仰賴主體。第二

是機器，這個物理能量藉著技術已經被客體化。最後第三階段是自動化

（automata），技術性的手段讓主體的智性投入都可以省去」（Gehlen 1980：19）。 

 

 Gehlen 的看法，推翻了人與科技截然二分的預設。在他看起來科技與人類

身心是相連的，我們可以把科技的運作看做是自己身體功能運作的外顯。同時這

個過程，也讓外在世界的運作，縮小到我們身體能去影響的程度。而跟人類身體

密切相關的科技，並不是人類有意識去尋找、發明的一項「人為」成果。Gehlen

（1980：16）引用 Walter Rathenau 的說法：「機械化並不是一個自由的、意識的，

展現人類倫理意願的結果，而是，它是沒有被意圖的，甚至沒被注意的一種發展。

儘管它有理性和因果的結構，它是一個自然的沈默過程，並非選擇的結果」。也

                                                 
21 這個過程最為明顯的展現在化學家的工作當中，化學實驗的目標是藉著某些元素生產出特定

性質來。Gehlen（1980：5-6）引用化學家的說法，指出最終目標是讓人類可以根據其意志而生

產出特定物質，不受到自然的氣候、溫度等外在因素所左右。從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原先物

質的生產是由外在自然所決定，不受人類影響的，在化學實驗中卻已經被化約到受人類行動所操

作的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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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說，雖然科技發展常被認為是違反自然的情況，但是對 Gehlen 而言，科技

就是人類生存的「自然」。人類會自然的發展出各種科技、使用各種科技，然而

這些科技的發展方向，則很多並不在他的意圖之中。  

 

 從 Gehlen 的看法，可以看出在哲學的層次上，也肯定人類與科技具有一種

本質性的關係。也就是說科技的發明與使用，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項特徵。科技

呈現出人的生存樣貌，呈現出人們對自己身體的理解，同時，也將人與更大的世

界連在一起，讓人們可以在世界中生存。儘管 Gehlen 本人最強調的，也是他花

上許多篇幅來說明的，是如何根據科技與人類身體的關係，區別出不同的科技類

別，以及不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然而我卻發現，從 Gehlen 的看法，已經可以看

出科技的能力，就是讓那些原本是不可能操作的部分，轉變成人類可以去操作，

可以去影響的事物。關於這一點，在後續章節討論到當代的影像科技，如何化約

時間與空間的距離，使其不再成為人類活動的阻礙時，會更為突顯。 

 

 以社會學研究的角度來看，Gehlen 的看法比較適合做為討論的預設而非結

論。當我們接受了科技與人類身體的密切關係，以及它將改變世界的尺度之後，

從事社會學研究，期望能夠更加理解社會的人，還必須要去看待不同的科技，分

析這些科技，如何對不同器官做出加強、取代，或減輕負擔，以及最終會產生什

麼效果。而我認為，對於當代社會中，科技與人類身體的緊密關係，和科技對社

會文化造成的變遷，最具洞見的學者，就是 McLuhan 與 Virilio。以下即分別介

紹他們的看法，做為研究後續，看待影像監視的理論基礎。 

 

（二）McLuhan：延伸的身體 

  

 和 Gehlen 抽象的哲學討論不同，McLuhan 清楚的指明了：媒介，就是人類

身體的延伸。而他對媒介的認定範圍廣泛，不僅限於傳播科技，而是包括車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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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等等，可以說就是一切的科技、科技物。在他以那句膾炙人口，卻又飽受爭

議的名言—「媒介即訊息」（The media is the message）—為標題的文章當中，他

更進一步去指出，科技作為身體的延伸，會對人類心理與社會文化，產生各種深

層的影響，具體的說，就是去改變我們生存世界的各種尺度（McLuhan 1995：

7; Harvey 2006：332-335）: 

 

  在像我們這樣的文化中，長期以來習慣了將所有事情分類為控制的手

 段，以下這件事情是令人震驚的，那就是在操作的以及實作的現實當中，

 媒介即訊息。這是說媒介—我們自身的各種延伸，它在個人層次以及社會

 層次上的後果，是根植於一個新的尺度，而這尺度是由每一個我們的自身

 延伸、每一個新的技術，所引進我們的事務當中的（McLuhan 1995：7）。 

 

 McLuhan 認為，媒介是人類身體的延伸，那些我們習慣上認為是外在於人

類、被人類所使用的工具或手段，例如演說、書寫、印刷術、電報、廣播等等，

事實上都是我們身體所延伸出去的一部份（McLuhan 1995：7; Harvey 2006：

333）。例如說，麥克魯漢（2006：154）認為衣著就是皮膚的延伸、輪子是腳的

延伸、印刷術是眼睛的延伸等等。而延伸這個字，比較起 Gehlen 說的加強、取

代、減輕負擔，不僅僅是強調身體與科技密不可分的關係，也更加明白地指出科

技的來源是人類的身體，是身體的各種器官。而各項科技構成了我們的生活環

境，這也彰顯出人類其實是他生存世界的創造者。 

 

 然而，為什麼人們對於自己身體和科技的密切關係沒有知覺，反而習慣了以

工具論的眼光，將科技視為外在於人類身體的客觀事物？McLuhan（1995：41-47）

認為，那其實是身體器官的自然反應，是人類中樞神經系統的作用。由於人類藉

由各種媒介將自己延伸擴大，各個感官和器官的功能，都被放大加強的結果，是

人類行動尺度的擴張。反過來說，也就是世界的尺度，被化約到人類可以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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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在各種媒介將我們延伸出去的時候，我們看的更遠、跑得更快、聽的更廣，

我們生活的範圍遠遠超過身體所能觸及的範圍，這也使的心智無法負荷。如此一

來，負責保護人類心智的神經系統，它自然會做出某種「切除」，McLuhan（1995：

42）將此稱為「截肢」：「中央神經系統受到各種刺激的具體壓力，會採取的保護

措施，是將受創（按：被延伸）的部位、感官或功能，加以切除或孤立。」。 

 

 McLuhan（1995：43）認為，我們習慣於將媒介視為外在事物，同時一再地

發展出新的媒介，是因為我們的身體無法負荷這麼多對器官的放大與增強，尤其

是速度的加快。因為無法負荷，一方面必須將它視為外在事物，另一方面，又必

須發展出新的媒介來與之配合。例如說，輪子做為人們腳的延伸，它讓行走跑步

的能力增強，讓身體移動的速度加快，移動的範圍擴大。而輪子所造成的後果人

類唯有將它外在化才能負荷，因此，人們不再能夠辨識出輪子其實是腳的延伸。

同時，為了應付輪子所帶來的加快，其他同樣從身體延伸出的媒介也會改變。例

如都市與鄉村，都是從人類身體所延伸出去的堡壘，而城市與鄉村間的關係，因

為輪子所帶來的加快而產生變遷22（McLuhan 2006：223-224）。 

 

 McLuhan 提出媒介即訊息，這指的是媒介事實上是我們身體的延伸，而它

做為身體的延伸，改變了我們與世界相互聯結，或者說生存在這個世界的方式。

在發明科技、利用科技的過程中，人的身體的器官，一個個被強化、放大，直到

超越了身體和心理所能負荷的程度。「像這樣的放大（amplification），神經系統

只有透過感官的麻木或阻礙才能夠承受」（McLuhan 1995：42-43）。截肢就像是

神經系統受到干擾或阻礙時，會自動去切斷和這個器官之間的聯結一樣。而在「截

肢」之後，人類自我認知的能力就會弱化，他不再辨識出這個自身的延伸，就能

夠緩減過度延伸所造成的壓力（McLuhan 1995：44-45）。 

                                                 
22 McLuhan（1995：38）認為，輪子促成了道路的發展，而這讓原本是休閒娛樂的集散地的都

市，轉而成為工作的中心，而鄉村，則反過來成為遊樂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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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Luhan 並且用這套理論，解釋了先前述及的，「工具論」的想像從何而來。

對他來說，將科技視為工具，只強調它能夠達成的目的，這是因為這個截肢，及

截肢之後的麻木效果，讓人們陷入一種自我迷戀的盲目狀態。人們著迷於媒介能

作什麼，著迷於它的功能—針對 McLuhan 所強調的傳播媒體，這很大一部份指

的是它的「內容」，而忽視了科技的來源是我們的身體，也忽視了它的真正效果。

例如說，人們在討論電視這項媒介時，常常強調可以拿來作政治宣傳，或著拿來

播放色情廣告，這些都是對媒介內容的關注。這證明了人們在面對自身延伸時的

自戀麻醉，證明了一種人們無法辨識自身的傾向（McLuhan 1995：46）。 

 

 我們以為自己是在使用科技，達成各種目的，這些使用及科技的功能，可以

說就是科技的內容。然而卻沒有注意到，無關乎內容的差異，重點是媒介的形式

與結構，將我們變成了「像它們一樣」的人。任何媒介都是我們自身的延伸，只

要使用、接近媒介，我們就是將自己置於和這個媒介相互聯結的，更大的系統當

中，而麻痺，讓我們對這個緊密關係毫無察覺（McLuhan 1995：46）。 

 

 一個讀寫文化下成長的人，他忘記了讀寫是一個從他的手與視覺感官延伸出

去的技術，他沒有注意到讀寫式的線性思維，如何佔據了他的心智。他只注意到

自己書寫了什麼，還以為書寫的內容是最為重要的。事實上，對 McLuhan 以及

同樣重視科技結構的 Postman 來說，重要的是一個讀寫技術讓人類變成「讀寫

的」。人類自我截肢和自戀麻醉的作用，使他沒有發現科技是從自身器官所延伸

出去的功能。也沒有發現到由於這層緊密關係，這個科技如何反過來形塑了他，

進而，形塑了整個社會的生活模式。 

 

 Gehlen 將科技視為對人類身體的取代、強化、減輕負擔，好像科技對人類

全是好處。然而 McLuhan（1995：18）提出的，關於截肢與麻痺的看法，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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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科技其實為人類帶來新的負荷。我們身體的行動能力或許是被強化了，但是這

種增強，卻不能夠被輕鬆的適應。我們甚至不能夠感受到這種身體往四面八方延

伸的現實，因為那可能會讓人的心智崩潰或者解體。所以一旦身體被強化，神經

系統就會自動運作，去切斷和這個被強化的部位的關連。也因為這樣，人們很少

感覺到自己是被增強的，反而是在強大的科技面前，人們認為自己卑微脆弱，進

而對科技懷著敬畏崇拜（McLuhan 1995：46）。 

 

 Postman（1992：25）曾經用「工具使用的文化」來說明在人類歷史上有一

段時間，是工具為文化服務的。而 McLuhan 認為，媒介根本未曾為任何一種文

化，或者為了任何一種人提供「服務」。由於對媒介與人類身體的真正關係缺乏

認知，人們往往成為科技的伺服機制（servomechanism）而自己卻渾然不覺。做

為工具使用者的人類，會受到媒介的性質所轉形，同時，人類又去協助媒介在各

種不同種類的媒介之間交錯混種，讓媒介的生產與多樣化能夠綿延不絕。這種對

科技的著迷與臣服，就像 Narcissus 愛上了自己的倒影一樣，是一種自戀（McLuhan 

1995：41, 46）。 

 

 到目前為止，我所引用的 McLuhan 的說法，很容易被批評為科技決定論。

因為他不僅是強調科技的主動性、科技的能力，甚至，在他想像的人與媒介所聯

合起來的整體當中，人們還因為缺乏自覺，而常常位於輔助和次要的位置。然而

當我們進一步去檢視他的看法，又可以發現 McLuhan 至多只能說是軟性的科技

決定論者。他雖然強調媒介、科技的能力，卻也一再呼籲我們正視「媒介即訊息」

的事實，進而對這種情形做出改變、調適。「我們可以，如果我們願意，在我們

產生事物之前先想想它」（McLuhan 1995：49）。他並且認為，在各種媒介混種

的時刻，我們就會有機會從麻痺和截肢中解放出來，獲得去思考它，進而掌握它

的自由（1995：15, 55）。他的立場其實正如同 Heidegger，在強調技術的能力的

同時，亦強調我們要去探問技術的本質，「並且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才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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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它保持一種自由的關係」（Heidegger 1992：311）。去強調媒介或科技的能力，

不等於否認人類作為的可能，而是相反，我們越是深入探討科技的能力，越能獲

得積極行動的空間。 

 

 除了媒介與人類身體的關係以外，McLuhan 對資訊科技、影像科技的分析，

在本研究後續探討影像監視時會是主要的論據。在進入他對當代社會的分析之

前，以下將先討論另一個對於科技與人類身體—尤其是電子科技與人類身體的關

係—有著特殊洞見的學者，Virilio 的看法。他對科技與人類身體的想像，可以說

和 McLuhan 構成了有趣的對照，而這樣的落差，也使得他們對於資訊社會當中，

人們藉著電子科技而組織起來的生活形式，有著截然不同的想像。 

  

（三）Virilio：做為終端機的身體 

 

 法國建築學家，同時也是當代討論科技、軍事、視覺機器的著名學者 Virilio，

將焦點放在特定的科技，也就是資訊科技，McLuhan 所說的電子科技上。Virilio

（2000：1-16, 45）將這類科技稱為間接光（indirect light），是一種能夠跨越時間

與空間的距離，進行訊息傳遞，甚至讓人們能夠做出「遠距行動」的科技。Virilio

認為，間接光讓人類身體不再需要做出移動，也可以聽見或看見某一地的聲音及

影像，甚至是做出行動。McLuhan 或許會認為，人類的身體功能，在這種情況

下是被放大增強了，而 Virilio（2000：31, 57, 72）的看法卻與之相反。他認為，

人類身體如今面臨轉形，在各種功能被放到最大的時候，他的身體轉而成為一個

靜態、惰性的，他僅僅是資訊流過的節點，就像是一架終端機。 

 

  積極光學（ active optics ）不只是讓我們成為遠距觀者

 （tele-viewer），這早在好久以前就發生了，還是成為一個電影，成為 

 被廣播的，或者換句話說，是變成一個無重力的存在（weight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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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ng），而這個存在，他穿牆而過的目的地，就像那最終的安息之處 

 （final resting-place）一樣神秘。另一個說法，是將他稱為一個終端

 機容器（terminal vessel），指的是那些確實的停駐(definite parking) 

 ，或者說絕對的久坐（absolute sedentariness）的人口（Virilio 2005：

 30-31）。 

 

 McLuhan 認為技術將人類的身體器官延伸，讓人類跑得更快、看的更遠，

然而對 Virilio 來說，這樣的看和聽乃至於行動，由於並不是由人類身體所自發實

現的，所以並不能說是人類身體功能的加強。身體，一旦沒有他移動和行動的功

能，就失去了它的意義，他是被科技所縮小化約的，而這樣的發展將導致人類主

體性的危機。波茲曼（1994：78）也認為，「電子速度並非人類感官的延伸，而

是否定人類感官的存在」。可以說，McLuhan 只是略帶憂心地指出，人們對科技

與身體的關係渾然不覺，還一直執著於爭論技術的內容，可能會讓人類很難面對

變遷造成的衝擊。而 Virilio 和波茲曼的說法則相對悲觀。尤其是 Virilio（2000：

67-68; 2003：18），他認為身體被各種技術延伸出去，因而可以跨越時空範疇，

做出更多「行動」的情形，其實是身體被科技所取代化約。當一切原先仰賴人類

身體才能實現的任務都被轉移到技術、科技上，身體將會變成被動而不由自主

的，他是這個技術系統的一個環節，因而也是受到控制的。 

 

  這個即時互動性的（instant interactivity）的超載具科技

 （extra-vehicular technologies）現在正在將我們驅離自身（exiling 

 us from ourselves），並且讓我們喪失了最終的生理參照（physiological 

 reference），那就是，我們笨重的移動中的身體，這個軸心，或者更精 

 確的說，是一個行為上的能動性（behavioural motivity）以及認同感 

 的基礎（Virilio 2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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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ilio（2000：35, 83）非常強調，資訊科技這種能夠跨越時間、空間的科技，

傳輸各種訊息—包括影像訊息—的科技，讓人類的身體如今變成資訊流動的節點

和邊界。一個裝備上各種科技的人並不是能夠實現更多的人，而是相反，他是受

到控制的、受到技術入侵的，甚至是受到污染和被消滅的。資訊科技對人的重新

形塑，讓人們不再崇尚身體的移動能力，「…我們散佈一種新理念是身體的無能

行動，並不是一個嚴重的問題（Virilio 1986：125）。並且，人們轉而崇拜那些只

作很小的動作就能完成很多任務的人，這樣的人又是以全身癱瘓，裝備上電子儀

器和機械手臂的失能者為其典型。所以在 Virilio（2000：35; 2003：11）的預言

中，現代人的發展方向，是要成為裝備過度的健全者（able but overequipped）。

一度是用於身體失能或癱瘓者的輔助措施，幫助他們實行意志的科技，如今被用

在健全者身上。雖然人們藉此可以擴大行動的範圍，然而他的身體是惰性而久坐

的，這就使得他實際上是失能的。可以說，類似於身體麻痺的植物人（Virilio 

2003：34, 68）。 

 

 Virilio 的討論與 Gehlen 或 McLuhan 的不同之處，就在於他賦予人類身體的

原初地位。他認為，身體，以及因為身體和大地之間的重力現象，是人類行動和

存在的唯一基礎。因此，由於各種資訊科技的發展，因而失去重力，能夠無處不

在的身體，其實是在漂浮，其實是走向空無（void），這是危機（Virilio 2000：

83, 2003：14）。而他的懷疑態度其實也不只針對資訊科技，對 Virlio 來說，各種

功能都應該是由人類身體來執行的，用科技來取代身體做出行動的方式，就是一

種本末倒置。在這一點上他常被視為盧得主義者，被視為仇視科技的人。Crawford

就指出，Virilio 對身體所抱持的懷舊態度，使他很難跳脫這些指責。因為 Virilio

似乎總是在暗示，只有剝除了各種人造物、各種科技，最自然和赤裸的人類身體，

才是人類主體性的唯一來源，這種心態使他一旦論及身體，就不可避免地去譴責

科技（Crawford 1999：17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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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Virilio 本人又強調，他只是一個新科技的愛好者，而非反科技。可以

說，Virilio 對科技的態度是又愛又恨，恰好代表了現代人的矛盾23。一方面人們

自然地接受了科技為身體所做的延伸與加強，覺得這是非常方便省力的發明。無

論是運輸工具或著傳播工具，都讓我們比過去的人更有能力「行動」。然而另一

方面，我們又忍不住為這樣的發展趨勢感到憂心。總覺得人類身體一再地強化，

越來越多的比例由人造物，由科技所組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如何定義人，一

個跟機器緊密結合的人，還能說是人嗎？Virilio（2000：83）就強調，「很難去想

像一個如此否認身體，以致於更加地否定掉靈魂的社會，然而這是我們正在邁進

的方向」。 

 

 前述的質疑，似乎並不改變當前社會發展的方向。我們仍然朝著更加強化的

身體，對 Virilio 來說也是更加被否定、被污染的身體來發展。因此，還是將這些

關於價值的問題先置於一邊，進一步去討論在 McLuhan 和 Virilio 的論述當中，

在當代社會中，電子科技做為人類身體的延伸或取代，會如何對社會文化產生影

響。這是一個以個人身體與科技的關係為基礎，進一步擴大到社會集體層次的，

科技所做的轉譯。 

 

四、 資訊科技與當代社會的關係 

 

 本章首先引用 Latour 與 Postman 的看法，指出科技具有主動性，它們並不

是被動而沈默的工具，而能夠主動地去影響人類個體、人類社會。而科技對社會、

對人類身體所做出的轉譯，其基礎就在於它的科技特性。進一步區分，這包括了

它的內在結構、意識型態，以及與人類身體的關係。而在這個小節，我將用

                                                 
23 當然，McLuhan（2006：238）會說這並不是現代社會獨有的現象。幾乎每一個社會、每一個

歷史階段都是如此，只要有新科技的發明，人們總會擔心這項科技的某些特性，可能會危害到人

之為人的至高價值，可能讓「虛偽」侵害了「真實」。「媒體學者很快便習於預期：任何時期的新

媒體（不論是何媒體），都會被已經占有先前原有媒體（也不論是何媒體）型態的人士歸之於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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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uahn 與 Virilio 的看法，描述在資訊社會當中，資訊科技如何藉著與人類身

體的聯結，進一步，改寫了人類社會的文化。 

 

（一）MuLuhan：地球村 

 

 McLuhan 認為，任何身體的延伸，尤其是那些至為關鍵的器官的延伸，都

會對人類個體的精神層面產生深遠的影響，進一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組織模式

（McLuhan 1995：4）。「所有的技術都有些點金術的性質：社會只要發展出自身

的任何延伸，則其所有其他功能就常會變形去適應這新形式；只要任何新技術滲

透進了一個社會，它就會瀰漫於這社會中的所有制度」（麥克魯漢 1999：35）。 

 

 也因為這樣，人類歷史可以根據不同的主流媒介做出分期，而到了電子時

代，電子科技帶來了新的音響空間，人類將重回部族的生活形式（麥克魯漢

1999：35）。在 McLuhan 的說法中，最初的人類是部族的。因為他們依賴口說的

話語來傳達訊息、組織人群。而帶有語氣跟聲調，也有說話者個人特質的言語，

作為一種獨特的媒介，或說科技，一方面它傳播的距離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也

遠比文字來的生動而富有感情。因此在口語文化的時代，人們是部族式地生活在

一起，在有限的空間範圍內，物理距離和心理距離都很接近，人們是緊密的、共

感的、彼此涵括而投入的生活在一起。直到拼音字母的發明，才出現所謂的現代

人，它的典型是冷靜而疏離的，西方社會的讀寫人。拼音字母、印刷術等線性的

傳播媒介，那線性的、保持距離的媒介形式，使得使用它的人類變得與它類同24。

而這一直要到電子科技發明之後，才產生改變（1995：4, 44-45; 1999：35-40）。 

 

                                                 
24 Postman 亦認為，印刷術等線性的、以書寫為主的科技，造成了一種促成個人主義的環境。他

並且非常謹慎和保留的表示：「我並非主張印刷術導致個人主義的發生，而是說個人主義因而成

為一般人普遍接受的正常心理狀態」（1994：37）。和 McLuhan 隨性的筆調相較，Postman 顯然

很小心地迴避可能造成科技決定論的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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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McLuhan 的說法可以看出，他認為，像是個人主義、邏輯、專業化等等，

各種我們一般認為是抽象的文化特徵，其實都跟媒介，也就是科技的發展緊密相

連。Virilio（2003：11-12）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認為，發生在印刷術時代的個人

主義，與其說是價值解放的結果，不如說是技術革命的產物。文化其實是扎根於

媒介特性的一種秩序，也可以說，是扎根於媒介與身體的獨特關係，由這個關係

所衍伸出來的一種集體秩序。當某個媒介與人類感官或器官產生聯結，去放大、

加強、延伸了身體的某些功能，身體的其他部分也會做出改變來適應。「任何或

技術都是我們生理身體的延伸或自我截肢，這樣的延伸會要求在身體的其他器官

或延伸之間，達到新的比例或新的均衡」（McLuhan 1995：45）。這樣一種排列

組合的結果，擴張到集體層次，就進一步造成了社會文化的差異（麥克魯漢

1999：37）。 

 

 而無論媒介帶來那一種與身體的關係，帶來何種文化特徵，都不能說是一種

純粹的進步或者是災難，麥克魯漢（1999：39）非常強調在我們追問這現象「是

好是壞」之前，更重要的是去問問究竟發生了什麼事。現在的問題並不是從識字

人變成電子人，從個人主義到新部落文化，是好或者不好，而是很多人都還不知

道，從識字文化到電子文化這段過程，究竟發生了什麼事。 

 

 當代一個顯著的現象，是像電視機、電報機、廣播、電腦等電子媒介的發明，

催促原本已經冷卻、疏離了幾百年的讀寫人，重新回到他們古老的部族文化形

式。在電子媒介時代下成長的小孩，他們的觸覺和視聽感官無限放大，延伸到跨

越時間、空間的去接觸世界的結果，是讓他們參與這個社會的方式不再是線性

的、保持距離的、疏外的。新部落民族渴望更深層的參與和共感，渴望和社會中

的其他人，建立起聯結而非隔離的關係（McLuhan 1995：47; 1999：50）。 

 

 就是這一點上，許多建立在線性讀寫模式上的社會組織面臨轉形的壓力，「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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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碎裂的西方人遭遇到在他自己文化當中的電子內爆，一個立即的面向是他

逐漸快速的成為一個複雜的和有深度結構的人，在情感上意識到他與人類社會徹

底的相互依賴」（McLuhan 1995：15-16, 50）。而生活在電子時代下的小孩，與他

們讀寫時代成長的父母，以及讀寫時代奠定的教育和社會組織，越來越不能相互

適應。現在的小孩不能接受專業的教育目標，不能接受單一的訊息來源，他們已

經習慣了電子媒介把他們帶到一個時間和空間都可以跨越的世界，在那裡「一切

同時發生」，每件事情都彼此共鳴，不能用單一線性的因果模式來詮釋或理解。

最自然的生存方式，是去「感覺」（麥克魯漢 1999：40-42, 61）。他用了一個轟動

一時的詞彙來形容這個新部落—地球村（global village）（麥克魯漢 1999：62,67）。 

 

 McLuhan（1995：9, 57）所描寫的地球村裡，人們因為各種的電子媒介而聯

結在一起，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遠方的人們，彼此影響和牽動。是在這個地球村

當中，產生了我們這個時代人的任務。去描繪、理解這個生存的樣貌，並且嘗試

用我們的新文化，擺脫後視鏡去看這個世界發展的方向25。我們要去理解什麼叫

做透過電子媒介的，全體人類的彼此聯結。對 McLuhan 來說，只要能夠克服從

讀寫人轉變為電子人的文化衝擊，正視眼前發生的變化，我們有辦法設計出與電

子科技相適應的社會組織模式（McLuhan 1995：6, 27）。在這個理想的地球村當

中，人們可以感受更多，可以與世界各處的人相互聯結。「當電子化的連接著之

時，地球不過是一個村莊。將所有社會和政治的功能，以電子速度帶到一個突然

的內爆當中，這速度將人對於責任感的意識提升到一個很高的程度」（McLuhan 

1995：5）。 

 

 然而，在根據 McLuhan 的看法，在下一章進一步討論影像監視，做為電子

                                                 
25 不可諱言，這樣一項任務擺在一篇學術論文裡，我認為是有自相矛盾之處。無疑地學術論文

是一個識字媒介，是一個讀寫人的工具，在書寫過程中講的還是線性的因果模式，以及冷靜客觀

的態度，評斷的標準也以此為主。像是 McLuhan 的寫作方式，不僅僅不合乎學術規範，也讓理

解與應用相對困難。然而，也因此有許多學者讚許 McLuhan 的寫作風格，認為那是他對於電子

媒介的文化深具認識，並且親身實踐的明證（李文森 2000：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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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之一，如何，以及是否發揮這種效果之前，我們還必須分析在 McLuhan 樂

觀的語調背後，有多少他未曾述及的，這個地球村的陰暗面，而這有許多是由當

代學者 Virilio 所提出的。 

 

（二）Virilio：即時性的都市 

 

 McLuhan 描述為人與人聯結在一起，甚至是在一個人的身體當中包含有整

個人類的地球村，到了 Virilio 的筆下，卻是一群靜默的、被動的、失去能力的身

體之間的聯結。「家中購物、家中工作、線上商店與建築：繭居（cocooning），

他們這樣說。真實空間的都市化因此被真實時間的都市化所取代，而這最終，是

城市居民的實體身體的都市化，這個市民終端機很快地在眼球上被裝飾上互動義

肢，這是以病理學的殘障者為模型的，被裝上電線來控制他的居家環境而不需要

物理上的活動…」（Virilio 2003：20）。 

 

 當我們進一步去看 McLuhan 和 Virilio 的理論，會發現其實他們對於電子科

技的說法有許多相同。他們都認為，電子科技最重要的特性是讓時間與空間被化

約，讓人的器官與感官的能力，可以被強化、延伸到極致。對 McLuhan 來說，

人們是藉著電子科技，在自己身體以外建構起一個中樞神經系統，藉此他可以和

更多的人，更多的時空環境進行聯結，也使得原本可能會造成身體太大壓力的同

步行動，變得可以承受（McLuhan 1995：42-43）。而 Virilio（2003：16）也認為，

電子科技現在讓人們可以有一個機器人的雙胞胎（robotic double），代替他去他

原本不可達之處做出行動，這是所謂遠距行動（tele-action）的內涵。 

 

  立即行動、即時數位在場。由於電視廣播或遠距傳輸的新能力，行動，

 遙控的遠距行動，在此藉著電磁學的大量應用，藉著現在被稱為光電子學

 的廣播電子學而擴張，人類身體的感知能力被一個一個轉移到機械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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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是被轉移到捕捉器（captor）、感應器（sensor）、及其他微型檢測器上，

 這能夠彌補由於遠距所造成的觸覺缺乏，普遍的遙控準備好要彌補固定的

 遠距監視（tele-surveillance）所不足之處（Virilio  2003：10）。 

 

 因為這樣，人們如今可以是「無處不在的」，他可以坐在家裡聽到各處的聲

音、看到各處的景象、同時在各處行動。到這裡為止這個描述都很接近地球村，

因為人們跨越時空地彼此接近，這是一種媒介接近性（media proximity）、也是

一種電磁接近性（electromagnetic proximity）（Virilio 2003：3; 73）。地球，原本

是一個人群散佈四處的廣闊空間，現在被化約成所有人都彼此靠近，聚在一起的

一個點（McLuhan 1995：35）。然而 Virilio 與 McLuhan 的關鍵差別，就在於 Virilio

認為這樣的化約，與其說是增加和深化了聯結，不如說是造成了隔離。不僅僅是

人與人之間，建立在物理接近性（physical proximity）上的關係被瓦解，人類與

他自身身體的關係，也越來越遠（Virilio 2000：83; 2003：43）。「地理空間的收

縮，我們既是受益者，有時也是不知不覺的受害者」（Virilio 2003：9）。 

 

 Virilio（2003：18-19）悲觀的指出，電子科技確實如 McLuhan 所說，重新

形塑了社會組織，然而，這是一個以速度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在這樣的社會當中，

掌握速度的人就是贏家26，至少，看起來是贏家。一方面，那些無力掌握速度科

技，無法快速移動和無處不在的人，將更容易受到控制，因為那些掌握速度科技

的階級，他們的命令與對下的控制，將更為絕對、更難逃脫（Virilio 2000：78）。

而另一方面，即使是這些少數人，這些表面上的贏家，他們自己也是無重力狀態

的受害者（Virilio 2003：43）。在遠距行動、無處不在的表象背後，無重力狀態

其實是一種類似植物人的昏迷（coma），這是一種失落了與外在世界的真實關

                                                 
26 鮑曼（2001e：22）在他的《全球化—對人類的深遠影響》一書中，對這個現象有比 Virilio 更

為具體的描述：「科技對時間與空間距離的消弭，不但沒有統一人類的處境，反而造成進一步的

兩極化……對於可動的菁英，亦即移動性的菁英來說，這代表了不折不扣的去物質化，一種嶄新

的權力無重力狀態（weightlessness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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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沒有辦法掌握自身的狀態（Virilio 2000：68）。 

 

 儘管 Virilio 不曾如 Debord 那樣，明白地批判 McLuhan 是個天真的科技烏托

邦論者（Debord 1990：33），也未曾直指電子科技、資訊科技所帶來的社會現實

是一種虛偽，然而從他的筆調仍然可以看出，他認為地球村不可能帶來深度的、

真實的聯結。甚至，它的效果是相反的。在人類藉著運輸革命、傳播革命、進而，

移植革命，一步步將自己的身體與科技完全聯結，同時化約所有障礙—包括時

間、空間、身體與地球的重力等等—的實後，人類也將失落自身的真實（Virilio 

2003：13, 16-17）。地球村的聯結其實是一種假象，掩蓋的是人們彼此疏離，甚

至與自身疏離的現實。在過往，建立在物理接近性上的穩定聯結，如今被不聯結

的不穩固性所取代（Virilio 2003：86）。McLuhan 期許，人們將由於更多的互動，

學習負起更多的責任，透過 Virilio 的看法我們卻可以發現，即時的、沒有障礙的

互動，與深度聯結並沒有必然的關係，當然，與人類的共同責任也沒有必然的關

係。遠距行動與「遠距聯結」，可能只是促成更多政治問題，同時，在失落了傳

統的時空尺度之後，人們也失落了原本建立政治體制，進而克服不穩定性的依據

（Virilio 2003：13, 69-88）。 

 

五、 在當代談影像監視的問題 

 

 本章一開始，從 Latour 與 Postman 的看法出發，指出生活在當代社會，科

技與文化緊密互動的時代下，無論是社會學家或者其他社會成員，都必須要承認

科技有主動性，也有能力對社會造成轉變。也唯有認知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

見證到眼前正在發生的轉變，並且重新獲得去規劃現實、應對問題的能力。而科

技的主動性與能力，結合 Latour 與 Postman 的說法，我稱之為轉譯。轉譯廣義

來說，是科技所造成的各種轉變，而取其狹義，則是科技對詞彙所做的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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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回顧過 Postman、McLuhan 以及 Virilio 的看法之後，我認為任何一項科

技的轉譯，都必須追溯到它本身的科技特性，也就是它的內在結構。儘管科技做

出轉譯的程度，會依據它所在的文化環境而會有不同27。然而不可否認的，是某

一項科技的科技特性，總是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去探討它的特性為何，我們才能

認識到它做出轉譯的方式，以及觀察到被它轉譯的對象。而從 McLuhan 與 Virilio

的分析中，又可以看出科技對社會進行轉譯的起點，是它與人類身體的獨特關

係，因此，這也將是我後續看待影像監視的面向之一。 

 

 而根據 McLuhan 與 Virilio 對當代社會，也就是電子地球村的描述，我所進

行的關於影像監視的研究，又有什麼意義？我認為，進行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在

於，影像監視恰好可以成為前述兩位學者的看法的印證。影像監視是一個越來越

普遍的科技，人們卻往往忽視其特性而只關注它的功能，然而，影像監視作為

McLuhan 與 Virilio 強調的資訊科技之一，同樣具有即時傳輸，讓人們進行遠距

觀看、進而遠距行動的能力，它是我們這個地球村的象徵，透過它，人們可以即

時性地觀看到彼此，跨越了時間與空間的距離。對 McLuhan 來說，這樣一種親

近性將能夠促成共同的責任心，而這也和布里恩的主張相符。布里恩（1999：51, 

128）呼籲，人們應當藉著影像監視，以及它越來越強大的影像傳輸，甚至是即

時傳輸的能力，促成人際間的「相互透明」。而他認為，這樣的透明性能夠促使

人類為自己的行動負責，並且擔負起看守整個世界的責任。 

 

 然而，影像監視這個科技的獨特性，就在於我們也可以藉由對它的分析，看

見 Virilio 所說的，和 McLuhan 的樂觀態度完全相反的一種趨勢。人們藉著電子

                                                 
27 McLuhan（1995：45）就曾以電視為例，指出「引進電視影像的效果，會根據在每一個文化

當中的既存感官比例，而在每個文化有所不同」。波茲曼也認為，科技的後果不是「必然的」，他

並引用懷特（Lynn White）來加以說明：「我們愈了解科技的歷史，愈清楚新的工具只是為人類

打開一扇門，它不能強迫人類走進去。人類拒絕或接受某項科技，或是說接受後如何利用是項科

技，大部分是要看當時的社會狀況而定，看當時的領袖有沒有想像力，同時也要視科技的本質而

定」（波茲曼 19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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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彼此相互疏離，甚至是退出聯結的傾向。影像監視一方面是這個社會的有

權階級，藉由電子科技的即時互動性，對下進行控制的有效工具之一。另一方面，

它也促成了人際間的疏離，因為人們在利用此類科技的時候，他的身體是在家中

繭居，而不是行走在真實空間中與他人互動的，因而，人際之間缺乏真實的參與

和心理投入。Virilio 認為，藉由電子科技，整個星球被一種電子全景敞視所圍困，

而影像監視，作為遠距監視的一環，恰好能夠作為這個現象的表徵。 

 

 無論是 McLuhan 或者 Virilio，他們對當代社會的分析都深具啟發性，尤其

對於生活在資訊時代，每日生活與各種資訊科技無法分離的我們來說，更是用以

了解自己，了解自身處境的理論依據。然而兩位學者的共同特色之一，是他們從

不將自己的研究視野縮小到任何特定的科技上，而多半泛指某一類科技，例如運

輸工具、傳播工具、電子科技等等。McLuhan 雖然時常用不同科技作為自己理

論的例證，卻也缺乏對某一科技的產生背景、引入社會的時間，以及當時的時空

環境與後果所做的系統性分析。Virilio 則是除了對影像科技，曾經著作《視覺機

器》做過深入探討以外，也並未細分這類科技在引用到不同環境當中，進行不同

用途的時候，所可能會有的不同效果。因而，本篇研究針對公共空間影像監視，

以兩位學者的看法為基礎加以探討，可以說是將他們的說法，放到一個較為具

體，並且更能夠觀察的脈絡，針對一個特定的科技來做探討。同時，也因為這兩

位學者對於影像科技的特性，有非常多可以說是「先見之明」的分析，本研究結

合他們的理論來探討影像監視，也可以超越目前所觀察到的現象，而延伸討論到

未來的可能趨勢28。也唯有如此，在科技變遷快速的當下，身為一個社會現象的

                                                 
28 在目前，尤其是研究者生活的台灣，對於影像監視的應用，還僅限於影像的側錄和事後重播，

但是像這樣的科技特性，很顯然在未來將有所改變。我們可以從其他先進國家的發展看出，即時

傳輸已經取代了延遲，影像科技的自動化認知，也即將取代一個坐在收視端的警察或警衛。因此

我認為，如果我們仍限制自身在討論目前台灣社會，屬於最大多數的現象，那麼就會落後時代的

發展，等到論文完成，也已經和現實有所落差。台灣社會的影像監視，朝向即時傳輸，以及人人

都能夠相互監看的傾向，其實已經很明顯了，在 2008 年四月，國內電信業者的龍頭 ADSL 已經

開始提供一種名為「網路監看」的服務，這就是讓所有人都能夠進行即時監視的科技，也是本文

想要探討的影像監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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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與研究者，才能夠「趕上現實」。這是在當代討論影像監視，並且以前述

學者為理論依據的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