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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影像監視的發展與科技特性 

 

就是在當代，偏好事物的符號勝過於他指涉的事物，偏好複製勝過

於原創，幻想勝過於真實，表象勝過於實質…只有幻覺是神聖的，真實

是褻瀆。不僅是如此，神聖被認為是真實消失而幻想增加的程度，因此

最高度的幻想是最高級的神聖…（Feuerbach,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規訓社會要求一個能動的（mobile）全景敞視的眼睛，一個可以聽

可以看見一切的眼睛，在這社會世界到處移動…（Denzin 1995：206）。 

   

 本章要討論的是影像監視的發展與科技特性。我採取 Weber 的立場，主張影

像監視這項科技物，並不會是一個單一歷史過程的結果，也就是說，它不能用單

一的、科技發展的過程來加以解釋，而必須涉及到社會發展的其他面向。這些面

向包括了意識型態、世界觀等等，一般被認為是純粹抽象的文化理念，而它們都

對影像監視的發展產生作用。「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那就是問題涉及的層面越

廣，換言之，在這裡指的是它的文化意義越廣，這主題就越少是與奠基在經驗科

學資料上的單一明確答案相連，而價值概念、以及終極最高的個人信念，就扮演

越重要的角色」（Weber 1949：56）。而我將從最早的影像科技—攝影技術開始，

討論它的意識型態與科技特性。 

 

在討論過影像科技的發展與特性之後，本章第二部分，則依據 Foucault 對全

景敞視的討論，描述監視社會的發展及文化特質。是因為這個監視社會的運作原

則，與影像科技相互作用，影像監視才有可能產生。而必須要強調的是，雖然本

研究先討論影像科技的歷史，其後才對監視社會進行論述，然而影像科技與監視

社會的發展，在年代上是約莫同期的（Virilio 1995：35）。正如 Tagg（19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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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說，兩百多年來，這兩者的擴張一直是並時發展，而且是相輔相成的。 

 

本章的最後，則要探討影像科技與監視社會互動下的產物，也是本研究主要

的研究焦點—影像監視。我將指出影像監視，它所具備的影像科技的科技特性，

讓人們可以不受時空束縛地進行觀看，這造成了監看者與被監看者之間，相對關

係的轉變。也就是說，在傳統的、以人類肉眼實施的監視機制下，監看者所擁有

的相對自由，已經被影像科技所改變，從行動自由，到一種不行動的自由。甚至，

根據 Virilio 對身體能動性的強調，當代影像監視的監看者，其所擁有的觀看自

由，還更像是一種不由自主。而這正是影像監視依據其科技特性，對文化做出轉

譯的過程。 

 

一、 影像科技：影像世界的誕生 

 

 影像監視是用於監視的影像科技，而它的最早型態就是攝影。在攝影被發明

出來之後，人們開始生活在兩個世界，一個是被化做影像的世界，一個是這個影

像所指涉的世界。而有許多學者指出，現代人甚至也不生活在兩個世界的想像

了。對於習慣了攝影技術的人來說，影像就是真實，真實就是影像，這兩者之間

並不是相互指涉的關係，而是同一件事情。甚至，影像的地位已經凌駕真實

（Baudrillard 1988：13）。這樣的過程，其實就是攝影所造成的，人們在世界觀，

也可說是意識型態上的轉變。廣義來說，可說是攝影做出的轉譯。 

 

 美國評論家蘇珊．宋妲（Sontag, Susan），致力於探討攝影所帶來的諸多改

變。她認為，攝影不只減輕了視覺器官的負擔，讓人們更有效地獲取視覺訊息，

還是一種看的倫理。也就是說，攝影不僅僅是一種工具，它還內含有一種意識型

態的暗示。它使得拍照、留下影像、收集影像，成為人們經驗世界的主要方式（宋

妲 1997：1, 8-10, 19,23, 120）。同時，攝影還是一套關於真實、關於歷史的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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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告訴人們真實是隱藏的、等待人們去揭示開展的東西，是一種人類肉眼所無力

掌握的秩序。「透過照片，世界變成一串各自獨立、互不關係的微粒，而歷史—

過去與現在—變成一套軼事與雜亂事實的組合」（宋妲 1997：21）人們開始仰賴

攝影，藉著它高超的記錄與解析能力，讓「真實」呈現在眼前（宋妲 1997：159）。

我們可以從一句尋常的話看出這個傾向，就是當現代人在描述他們的旅遊經歷，

描述他們所見的現象「如何真實」的時候，他們會說—那看起來就像照片（宋妲

1997：111）。 

 

 本章第一部份所要描述的，就是攝影技術的發明，以及它傳播這一套世界

觀，對真實的概念做出轉譯的過程。這是一個人們對影像化的渴望，以及影像科

技讓世界影像化的能力，兩者相輔相成的結果。回顧這段歷史我們將會發現，很

難去區別是一套世界觀，還是實現這世界觀的工具，究竟是哪一個先出現的，也

因此，去討論它的發展過程，勢必會同時討論到它的科技特性與意識型態。當攝

影技術還在它的嬰兒時期，在一八二六年，還僅僅是一個實驗室裡的成果與工具

時，它就已經呈現出它是一套關於真實，關於觀看的信念，而且當時那唯一的、

也是人類歷史上第一個使用攝影技術的人，已經準備好了接受。 

 

（一）影像科技的意識型態：真實即影像 

 

 人類歷史上第一張攝影照片產生於一八二六年，由尼埃普斯（Nicephore 

Niepce 1765－1833）於實驗室完成。他將他為實驗室周遭所拍下的照片取名為「觀

點」（point of view）。Virilio 在論及這段歷史時認為，尼埃普斯的命名到現在為

止仍是正確的，顯示出他在一開始就掌握到攝影的特性。因為「觀點是對一組事

物的收集，這組事物是眼睛所指向的，所置於其上的，而眼睛也與它保持著一段

距離…」（Virilio 1995：19）。而這樣的性質，也就是影像與人類肉眼—進一步，

可以說是與人類身體—的關係，一直由所有的影像科技所共享。另外，尼埃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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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九年寫給攝影技術的另一個發明者—達蓋爾29的信當中，也提出了攝影與

光的關係，以及世界必須藉由攝影來開展的一種世界觀： 

 

在組合與解組的過程中，光線化學式地在物體上做出行動（act）。

光線被吸收，光線與它們結合，然後將新的性質傳輸予它們，在這樣做

的過程中，光提升了某些物的自然的穩定性，甚至是將這一些物給固化…

因此，最核心的，攝影術是一個發現的基本原則30（fundamental 

principal of discovery）（引自 Virilio 1995：19）。 

 

 在人類歷史上第一位攝影師的眼中，世界變成了「待發現之物」，而攝影，

或者說對光線的利用，就是一種人類用於發現世界的手段。宋妲（1997）認為，

自從攝影技術被發明出來，人們對於柏拉圖所謂的洞穴世界，就有了另一種去經

驗它的方式。這個洞穴現在是一切真實—有待被拍照的對象—的組合，它等著我

們去發現、去記錄、去拍下照片、去消費。且這樣幽微的，在攝影技術誕生初期

仍然非常含蓄的一種宣示，在攝影的工業化之後，已經成功的擴散開來。人們如

今相信攝影工業所說的，藉著攝影這一類的影像科技，藉著它對世界的影像化，

我們能夠在腦海裡包容一整個世界（宋妲 1997：1）。 

 

 如果攝影能夠幫助我們達成，在腦海裡擁有與掌握世界的野心，那麼這個世

界勢必充滿了可化做影像之物。或者更精確地說，世界就是由種種被化為影像

的、有待化為影像的事物所構成。而在攝影技術工業化之後，影像的生產與複製

不再限於科學家的實驗室，人人都可以輕易地擁有一架照相機甚至是攝影機，攝

                                                 
29 達蓋爾（Louis J M Daguerre 1789--1851），法國畫家，於一八三九年發明了「銀版攝影技術」，

也被稱為「達蓋爾銀版術」。且在這個技術公開之後，這個社會立刻對這個新科技作了各種應用

（Denzin 1995：25）。 
30 從這段話裡可以看出尼埃普斯於一開始即掌握到攝影與光的關係、攝影所蘊含的世界觀。而

在後續討論到 Virilio 如何用「光」的概念來理解當代影像科技時，還會對這些概念有進一步的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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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就從一種科學家發現世界的手段，一種專屬於藝術家的特殊畫筆，變成一般

人經驗世界、認識自己的一種方式（宋妲 1997：6-7）。 

 

 攝影揭示了「生活」是一系列影像的組成與收集，而「活著」就是影像的積

累與追逐，這其實就是攝影所做的轉譯。也就是說，人們現在必須藉由影像—這

種特殊的再現形式—才能確認自身存在的真實。這個現象，如同 Debord（1983：

1）在他分析傳播社會的著作—《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當中

所述：「在這個生產條件已經遍佈的時代，所有的生命將自己呈現為景觀，每一

個在過去直接地活著的事物，現在都已經移入變成再現」。我們可以說這就是攝

影的真實原則，也就是攝影的世界觀。「攝影影像是完美的，是不可爭辯的。它

並不會扭曲真實，事實上，它是彰顯出真實的真實性，人類肉眼做為真實及其記

錄的終極權威的位置，已經被攝影被取代」（Denzin 1995：25）。由於人類肉眼

已經不能確認真實，因此，人們能夠仰賴的也只有攝影。 

 

 宋妲並不是唯一一個發現到攝影的倫理，並且對它提出質疑的學者，

Baudrillard（1988a：13-14, 23, 27-29; 1988b：170）亦強調，以攝影取代人類身

體來經驗真實的方式有其風險。從第一位攝影師開始，到現在人人都是攝影師的

時代，我們都已經墜入了這樣的風險當中—將真實與影像混同、將經驗與影像混

同。我們沒有發現，影像不是讓我們更接近真實，而是將我們帶入一種新型真實—

超真實31當中（hyperreal）（Baudrillard 1988：167, 173, 179）。我們沒有發現自己

唯有藉著影像，才能相信自己以及其他事物的存在，才能相信事件的發生。這是

一種對自己生存環境與生存條件的盲目（Baudrillard 1988a：50-51）。同時，我們

也沒有發現影像跟真實的關係儘管不是虛構的，也必定是扭曲的32。 

                                                 
31 Virilio（2000：3-4,5,6-9）對初期的攝影科技，以及後來結合了資訊科技的影像科技，也有類

似的說法。他認為這些科技提供一種新型的真實—遠距真實（tele-reality），而人們的問題在於，

沒有意識到這種真實的存在，以及這種真實—相對於傳統的真實意義—的優越地位。 
32 Baudrillard（1988b：170）曾經將影像與真實的關係，區分為四個進程，首先是影像作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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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並不是每個學者都對影像科技的發展持否定態度。Vattimo（1992）

即認為，包括影像科技在內的各種傳媒，揚棄了過往的真實原則，讓我們看見了

真實本身的多元性。「如果我們，在這晚期現代，有一個對於真實（reality）的看

法，它不可能被理解為一種在底層客觀給定的事物，或著超越了我們藉著傳媒所

得到的影像的事物。…對我們而言，真實更像是被由傳媒所傳遞的多樣影像、詮

釋、再建構，交織與污染的，它們彼此競爭並且沒有一個中心性的合作」（Vattimo 

1992：7）「真實」的意義，在影像科技的發達下，開始變得不穩定並且多元。 

 

 無論學者對攝影的真實原則抱持何種態度，不可否認的，是人們對攝影的仰

賴，以及人們對攝影的真實原則的普遍接受。在攝影技術發展的四十餘年間，同

時產生了許多當代社會的特質。我們可以看見 Debord 所謂的景觀社會33。在景

觀社會中，表象（appearance）開始侵吞真實而成為真實的全部，無論是真實的

社會關係、真實的生存條件、真實的時間與空間，都在表象中獲取意義34（Debord 

1983：1, 8; 1990：9）。我們可以看見 Vattimo 所說的透明社會（transparent society），

在其中，攝影所帶來的一種透明性的理想，讓人們開始走向一個世界圖像的時代

（age of world-picture）。在這個時代，人們藉著各種科技，努力追求「透明性」

的實現（Vattimo 1992：7-8, 15）。同時，我們也可以看見 Foucault 所說的規訓社

會的特質—不被看見的眼睛，對整個社會進行單向的凝視與記錄（福柯 2007：

                                                                                                                                            
的反映，接著是影像掩蓋、誤用了真實，第三階段是影像掩飾了真實並不存在的事實，最後一個

階段，是這個影像基本上與真實再也沒也關係，它是它自身的擬仿（simulacrum）。 
33 Debord 的《景觀社會》出版於 1967 年。從他對真實與景觀（spectacle）的分析，可以看到許

多攝影的影響。也就是說，我們甚至可以說如果沒有攝影這項影像科技的發明，很多他所分析的

現象都不太可能發生。 
34 這樣的意義，對於左派的 Debord 來說，是不真實的（1990：10）。而到了 Baudrillard 以及 Virilio，
他們對於表象化的真實是否就是虛偽，態度則較為保留。只是強調人們必須要注意到這種新型的

真實，與傳統定義的真實，二者之間的區別。而到了主張後現代的 Vattimo，則反過來成為一個

值得慶幸的狀態。Vattimo（1992）認為，正是在單一的、絕對的真實原則被傳媒技術所瓦解之

後，人們才有了自由解放的可能。然而無論是悲觀或樂觀，無論將這樣的真實視為真實或虛假，

我們都可以看出，這些學者都意識到在影像科技的效果下，真實的內涵已經被轉變，用本研究的

話來說，就是「真實」的意義被影像科技所轉譯。也是因為這個轉譯的發生，以影像科技來取代

人類肉眼進行監視的現象，才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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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無論最適當的稱呼是傳媒社會、透明社會、規訓社會，在這些當代社會的

特質產生之際，攝影技術都與其並行發展，它是這個社會的縮影，是這個社會運

作的技術代表。可以說這個社會及其成員，都仰賴著影像科技所生產的影像，來

確認自身的真實。 

 

（二）影像科技的科技特性 

 

 而除了影像科技的真實原則，也就是它獨特的意識型態以外，我們還必須探

討它的科技特性，也就是它與時空尺度的獨特關係，以及它對人類身體所造成的

影響。首先，是對時空尺度的廢除。由於影像科技的發展，人們開始將真實詮釋

成一種沒有時間與空間的真實。在過往，藉由穩定的時間和空間來定位，因而有

著一定的方向和距離感的真實世界，現在轉變成一種不穩定的、無從掌握的真

實。用 Virilio 的話來說，這是一種遠距真實（tele-reality）的實現（Virilio 2000：

3-5, 6-9）。而人們生活的個個面向，都和這種真實有了越來越密切的關係。 

 

1. 時間與空間距離的廢除 

 

 從尼埃普斯—照相機的發明者—的說法，可以看出他將攝影詮釋為一種世界

觀，是一種人們看待世界，以及去經驗這個世界的方式。然而他沒有明確說明的，

也或許是他尚未掌握到的，是攝影的科技特性—它與時間尺度的關係。在尼埃普

斯之後，一八四八年，塔爾博特（F. Talbot）發明了正負片，改進了攝影的技術，

而他從事設計的動機，就顯然是一種停止時間的慾望： 

 

塔爾博特因喜愛瑞士35風光，開始思考暗房之事，他寫道：「便是在

                                                 
35 經過查證，刺激塔爾伯特去發明更好的攝影術的地方，並非瑞士，而是位於義大利的科摩湖

（Lake of Como）。塔爾博特於 1833 年與妻子同遊科摩湖，遺憾於當時的攝影技術無法將此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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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這些景色之時，我突然有了個念頭…若能讓這自然景色自我留像，

長久保存在紙上不變，那多迷人啊！」同樣地，印刷術也是在文藝復興

時期發出的類似慾望：要將每日所歷所感永遠地留存下來（麥克魯漢 

2006：230）。 

 

 每日的所歷所感，讓塔爾博特感動的自然美景，這些事物原本會隨著時間消

逝，正所謂滄海桑田。時間不停止的流逝，事件也不停止的流逝，這原本是人類

的控制慾望和能力所不能及之處，然而影像科技改變了這個常態。就像是 Gehlen

（1980：4-5, 18）所說的，人類藉著科技，將自然世界中無法控制的尺度，化約

到自己可以加以影響的程度。藉著影像，原本無法控制的，事件中的時間流動，

可以被停止在某一刻，並且藉著將這樣的紀錄投射到底片上，這個被靜止的瞬間

於是可以複製流傳36。在把世界，甚至是把自身也化為影像收藏起來的衝動當

中，攝影師沒有明說的是，他其實是要去停止時間，停止一切事物—包括自己的

身體面貌—的流動轉變，進而，能夠加以觀看和保存37。 

 

 事件中的時間被靜止，影像化的事件被散佈流傳，這有什麼意義？說的更明

確一點，當事件被影像化，變成一個不會隨時間消逝的事件，同時也是一個可以

散播出去，讓許多人對它進行觀看的事件，這件事情的意義是什麼？McLuhan

（2006：235-236）認為，這指的就是時間與空間的廢除。因為時間與空間，向

來限制了一個事件能被觀看到的程度。一個發生在時間與空間當中，並未被化成

影像的事件是稍縱即逝的，也因此，能夠觀看到的人始終是有限的。但是當它被

化成影像，不僅僅有更多的人能夠加以觀看，甚至，藉著影像的倒帶重播，人們

                                                                                                                                            
自然美景留存下來，因而產生改進攝影技術的念頭。參考《攝影的歷史：從相機暗房到現代的開

端》（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from the Camera Obscura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Era）

（Gernsheim 1969）。 
36 「時間在攝影的即時性當中凍結…這確實讓世界的釋放（relief），或者更明確的說，世界的精

確定義，變得像是那些不可理解的、被靜止的當下（present）的純粹效果」（Virilio 2003：28）。 
37 宋妲（1997：204-205）認為，攝影是一種「獲得」的形式，藉著將事物拍成影像，這個事物

就被納入一個資訊系統當中，被持有者所「擁有」，而持有者藉此滿足了一種支配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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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反覆觀看到這個事件。所謂的「昨日之事不可留」，已經不再是一句無可辯

駁的真理38。 

 

 原本會構成阻礙的時間與空間，現在已經不構成觀看的障礙，可以說，藉著

影像科技，我們和事件不再有傳統的時空間隔。例如說在過往，一個發生在昨天

的事情，會因為和現在有著時間上的間隔，只能透過語言和繪畫去重述。人們不

可能讓過去的事情「在眼前再次發生」，當然，也不可能再次地對這個事件有所

體驗。而即使是同時間發生的事件，由於人們的視網膜只能透過光線的反射來接

收影像，空間以及空間中的建築，也會對人類的觀看造成阻礙。例如說，當人在

建築之外，就無法觀看到建築內部的事件。而如今，影像科技讓這些時間、空間

上的阻礙都能夠被消除。只要我們想要，透過影像科技對事件所作的紀錄，再加

上當代資訊科技的傳播能力，這些事件就能夠擺脫時空的束縛，而隨時隨地能夠

在我們眼前「重現」。而這個事件重現的「真正地點」，Virilio 認為，已經不再能

藉著傳統的時空尺度來加以定位了，就是這個謎樣的「他處」，構成了當代人的

主要問題： 

 

  這正是即時性（real time）的數位科技所做的：它們正在抹煞此刻 

 （present），藉著將它從它的此時此地（here and now）中剝離，而偏好

 一個交換的（commutative）他處，這與我們在這個世界的具體在場

 （concrete  presence）不再有關係，而是與一個不引人注意的遠距在場

 的他處有關，這個他處仍然是一個全面的謎（Virilio 2003：10-11）。 

 

 Virilio（2000：61; 2003：12）認為，被攝影凍結、破壞掉原本時空脈絡的

事件，在變成影像的同時，也可以說，是被置於一個嶄新的空間裡。這個空間是

                                                 
38 波茲曼（2000：100）也說，攝影讓事件能夠克服時間，因而「攝影的世界沒有開始，沒有中

斷，也沒有結尾，…只有此時此刻，而不必屬於任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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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光的介面，與我們生存的真實空間截然有別。它沒有時間上的延伸，亦沒有

空間上的延展性，唯一的尺度是讓事件曝光成為影像的曝光時間，以及在當代，

即時傳輸影像的光速（Virilio 2000：59-61）。而藉著這個光介面，一個原本只發

生在某時某地，不可能被所有人看見，被所有人記錄的事件，如今，可以透過傳

輸，進而存在於所有人的腦海。也就是說，影像科技讓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去

「見證」每一件事情的發生。舉個具體的例子，在空中攝影以及全球資訊網的結

合下，如今我們想起九一一事件，恐怖份子所駕駛的飛機撞上世貿大樓的畫面，

就會浮上腦海。而幾乎沒有多少人是在「當時當地」親眼見證那個事件。由於影

像科技，911 事件發生的場所不僅限於當時的紐約世貿大樓，而是透過無所不在

的光介面，事件可以進入到每個人腦海中的影像資料庫中。 

 

 在這樣的意義下，我們可以說當世界被影像化，它也是被縮小了（Virilio 

1986：135; 2003：54）。原本在時間與空間中無限延伸的，人類心智能力所不能

及的無垠世界，如今正如同攝影工業所承諾的，全部被我們納入腦海（宋妲

1997：1）。因為世界的時間與空間尺度已經被破壞甚至是消除，這個世界如今不

是向外延伸的，而是被拉近、被縮小、被凝結在人們的腦海當中。「不管人們為

攝影作了怎樣的道德聲明，到頭來還是把這個世界變成了一座，每一種主題都被

貶值為一種消費物、都被當成一種美學欣賞的物項來促銷的百貨公司或『沒有牆

的博物館』」（宋妲 1997：137）。而在影像的真實原則的普及下，我們多半會認

為，這個博物館的「遊客」，已經掌握到世界的「真實」。 

 

 對於誕生於二十世紀後半的我們來說，時空尺度的消失並不是一件新鮮事，

也不是什麼令人震驚的言論。我們已經習慣了每天打開電視翻開報紙，就可以看

見無數發生在遠處的事件之影像。我們也習慣了將世界看成一座影像的博物館，

等著我們去消費。這一切就像 Debord（1983：8）所說的，那些藉著傳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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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真實中升起的景觀，已經成了人類生存的真實39。人類習慣了生活在「景觀

的時間與空間」（spectacular time and space）當中，這是一種沒有遠近、沒有延

伸、同質的、可控制的時間與空間。Debord（1983：147-180）。認為，這樣一個

藉著景觀而建立起來的社會，讓景觀的生產和運動40，取代了傳統的時間與空間

尺度的社會，已經使得人們日漸走向影像的虛偽，失去生活在真實時空的能力41 

 

 而我認為，正如同 McLuhan 所說，與其去批判這件事情的好或壞，還不如

先去追問究竟發生了什麼事。影像科技消除了傳統的時間與空間距離，促成新的

時空尺度的產生，與其先去批判這種時空尺度的虛偽，不如先去追問，這究竟是

怎麼做到的？而新的時空尺度，又將帶來什麼後果？根據 Virilio 的看法，這些問

題都牽涉到影像科技的另一個特性—它與身體的關係。 

 

2. 與身體的關係：運動的靜止 

 

 影像科技的另一個特性，根據 Virilio 的說法，是讓身體的運動靜止。而身體

與傳統的時空尺度有著密切的關係，一旦身體運動被靜止，時空尺度也會產生變

化。如同段義孚（1998）所說，時間和空間，其實並不是客觀存在的事物，而是

                                                 
39 「真實在景觀中升起，而景觀是真實」（reality rises up within the spectacle, and the spectacle is 
real.）（Debord 1983：8） 
40 對 Debord 來說，我們每天打開電視新聞，看見每日生活如何透過新聞影像的堆疊而產生，就

可以看見這個新的時空確實建立在表象—影像—的生產流動上。例如說，對於一個正坐在電視機

前面，看著大聯盟球賽直播的台灣觀眾而言，他正處於一個新的空間當中。對他來說，這個球場

是「近的」，這個距離的遠近，是以球場影像的生產與傳輸作為計算單位的。而 Virilio 的說法更

為激進，對他來說這個例子中的球場並不是「近的」，而是直接內在於人們的腦海當中。 
41 對 Debord 來說，藉由景觀所構成的時間之所以是一種虛偽，是因為這其中內涵了一種消費關

係，我們與影像的消費關係。例如說，我們在觀看新聞影像時，會藉著這些影像建構起關於一天

的事件，這些影像的排序，構成了從早到晚，我們在「今天」所經歷的一切事情以及它的發生順

序。然而，我們只是作為觀看者，這種對事件以及對時間的體驗，可以說只是一種對影像的消費。

而左派立場的 Debord 認為，消費關係是最為虛偽的一種社會關係。「可消費的虛假循環時間

（consumable pseudo-cyclical time）就是景觀的時間，它同時是狹義上的，對影像進行消費的時

間（the time of consumption of images），也是在廣義上，對時間進行消費的影像（the image of 
consumption of time）。這個影像消費的時間，這個所有商品的中介，不可分離地，是一個景觀工

具徹底運作的場域，這個場域是所有特定消費的目標、地點，以及主要形式」（Debord 198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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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身體所獲得的，一種主觀的感受與經驗。「空間和時間的經驗多屬潛意識的。

我們有空間感，因為我們能移動，我們有時間感，因為作為生物的我們遭受緊張

和鬆弛的重複出現階段，移動給我們空間感，移動的本身就是緊張的解決，當我

們伸展四肢，我們即同時經驗到空間和時間」（段義孚 1998：111）。 

 

 而影像科技的效果，就是讓身體的運動消失。在我們藉著各種影像科技來觀

看事件時，我們的身體都是靜止不動的。Virilio 用一個法則來解釋這件事情，他

稱為最少行動法則（the law of least action）、接近性法則（law of proximity），或

者是最小施力原則（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這個原則對 Virilio 來說，一直

是人類文明化的目標，從十九世紀的運輸革命（revolution of transportation）、二

十世紀的傳播革命（r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以及正在發生的移植革命

（revolution of transplantation），都是受到這個法則所引導的（Virilio 2000：85）。

而這個法則的主張，是要藉著各種科技，讓人類行動時所需要耗費的時間與勞力

減少，甚至是消失（Virilio 2003：51-54）。 

 

 在十九世紀時，運輸革命發展出各種動力載具（mobile vehicle），像是汽車、

飛機等等，而人類搭載著這些載具可以四處移動，可以不用耗費自己的身體勞

力，就移動到別的地方。這些載具消減了人類移動所必須耗費的時間與勞力，換

言之，讓空間也相對縮小。藉著飛機和汽車，遠的變成近的。而我們沒有察覺的，

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的身體多半是坐著不動，讓載具帶著我們移動的。 

 

 而二十世紀時發生的傳播革命，則是發展出電視、廣播、網路、等等傳播工

具，Virilio 稱之為靜態的視聽載具42（audio-visual vehicle）。這些載具讓人類身體

的靜止與久坐狀態更進一步。人類現在不僅僅是坐著，讓動態載具帶著他移動，

                                                 
42 Virilio 也將這類視聽科技稱為最終載具（last vehicle），暗示這種載具已經幾乎實現了最小行

動法則的目標。而下一階段的移植革命，藉著將這種視聽載具植入身體，是讓這個原則能夠擴張

到身體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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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連這樣的移動都不再需要，他可以待在空間中固定的一點上，用最微小的指

尖運動，靜態載具就會將世界的各種視聽訊息，帶到他面前來。靜態載具生產並

且傳播資訊，讓人類不需要親身移動到任何地點，就能夠接收到該地的訊息，對

該地有所「體驗」。可以說，它在讓人們在心智「移動」的同時，化約、消除了

原本要獲得這些資訊，身體所必須做出的運動（Virilio 2000：17-35, 2003：11）。

從十九到二十世紀，人類身體「一開始是能動的（mobile），後來是裝上動力的

（motorized），人將要變成運動表象的（motile），刻意地限制他身體的影響範圍

在一些姿態、刺激上，例如說轉換電視頻道」（Virilio 2003：17）。 

 

 因此，影像科技也被 Virilio 稱為影像載具（vehicle of image），它以非常不

同於過往的方式，帶領我們遊覽—瀏覽—這個世界。一個能不再用傳統的時空距

離來加以衡量定位，而是存在於光介面上，沒有時間與空間距離可言的世界

（2000：26）。影像科技，讓一個原本需要移動到某地才能完成的「有距離的視

覺」（distant vision）—特定的抵達（special arrival），可以用一種預先視覺

（prevision），—影像和資訊的普遍抵達43（general arrival）—所取代（Virilio 2000：

20-22, 25）。而藉著這項科技，人類身體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也因此發生了本質

性的改變。身體不再是一個藉著移動來測量時空距離，來經驗這個世界、詮釋這

個世界的主要工具，而是一個保持靜止的資訊接收站，一個節點，一個習慣了惰

性與久坐的身體（Virilio 2000：23, 33, 70; 2003：13）。 

 

而不僅僅是觀看者的身體移動，由於影像科技的發達而消失，被觀看的對

象—其所做出的身體運動，也在影像化的過程中消失了。Virilio 以藝術對事件的

                                                 
43 Virilio 將運輸革命之前（包括運輸革命）的階段，人們所經歷的「抵達」，稱為特殊的抵達，

與普遍化的抵達相對照。他認為，普遍的抵達就是一種不需要「離開」、「出發」，換言之，不需

要親身移動的「抵達」。而之所以稱為「普遍化」，雖然 Virilio 沒有進一步解釋，我延伸他的理

論所做的解釋是，由於身體的移動與身體對時空的經驗，是個人各自不同的，因而，在親身移動

到某地的「抵達」，必然是一種特殊化的經驗。而藉著資訊科技所實現的抵達，由於傳輸過來的

是統一的、與個人差異無關的資訊，因而，是普遍化的「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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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和攝影對事件的記錄作對比，讓我們看見藝術會將運動過程記錄下來，而

攝影，則是在凍結時間的同時，凍結、消除了拍攝對象的運動。也因為這樣，觀

看者與被觀看的對象，不再共享一個時空架構： 

 

  藝術的作品44需要見證者，因為它是以它的影像深入到一個同時為我

 們所擁有的物質時間。而這個共享的持續性，自動地被攝影的立即性所 

 破壞，因為這個立即影像宣稱了它在細節上具有科學的精確性，這個快 

 門的凍結或著影像的時間凍結（image-time-freeze）毫無例外地扭曲了

 目擊者所感受到的時間性（temporality），這個時間性是某個物的運動 

 所創造出來的（Virilio 1995：2）。 

 

 攝影不能被看成一種更為精確的繪畫，因為在繪畫當中，事物並不是「不動

的」。被畫下來的事物仍然保留了它的移動與發展過程，而一張畫作這能夠涵蓋

到多廣的時空範圍，則考驗著畫家的紀錄與想像能力。也可以說，繪畫保留了事

件的時間性（Virilio 1995：2），讓觀者能夠在觀看繪畫的時候，辨識畫中對象的

運動階段，進而，判斷出當時的時間順序45。Virilio 引用藝術家 Auguste Rodin

的說法，指出繪畫與攝影的差異，就是攝影會說謊，因為它抹除了事實當中必然

存在的，傳統的時間與空間秩序。「是藝術說真話而攝影說謊，因為在真實情況

下，時間並不會靜止不動」（Virilio 1995：2; 2003：27）。而攝影卻將一切動作都

凍結，同時也將時間消除。無論攝影記錄的用途為何，是作為報紙上的影像，新

聞上的影片，或者作為法庭上的證據，影像所記錄的事件總是一瞬間的，是每一

個微小的、不可再切割的片刻，被光所凝結靜止的成果（Virilio 2003：15）。 

 
                                                 
44 在這裡，Virilio 的藝術作品指的是畫作，那是在攝影發明以前，最首要的以「圖象」來認識和

記錄世界的技術方式。 
45 這個判斷的過程，根據 Virilio，需要觀者心智上的投入，他需要運用想像力以及過往的記憶，

來判斷這個藝術作品所呈現的，事件中的過去、現在、未來。因而，在攝影取代藝術作品成為世

界之記錄的時候，人們自身的心智投入也減少了。這是後續將進一步說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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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去分析，影像科技靜止了幾個不同層次的身體運動。包括了觀看者的

身體移動。原本為了要去觀看事物，人類身體所必須發揮的能動性（mobility），

在影像科技的輔助下被化為固定性（fixity）（Virilio 1995：2）。而 Virilio 認為，

這可以說是身體的否定與消除。另外，攝影也消除了所拍攝對象的身體移動。被

拍攝的事件可以說是被靜止，被永久凍結在某一個時刻。因為這樣被拍攝的事件

總是去脈絡化的，它總是不屬於特定的情境，它與它出現的場景的關係總是武斷

和扭曲的，因此，邏輯與歷史上的順序，也在事件化成攝影作品時消失（波茲曼 

2000：100）。而這些發生在不同層次上，身體運動的靜止，是影像科技與身體的

獨特關係，也就是影像科技的另一項科技特性。這個特性將如何促成監視關係的

轉變，將是本章最後一節所討論的焦點，以下先回到對促成影像監視的另一個原

因—監視社會—所做的討論。 

 

二、 監視社會 

 

 而影像科技的發達，並不能保證影像監視這個現象的產生。與攝影同時期

的，監視社會的發展，是產生出影像監視的另一個社會因素46，也可以說是它的

社會文化背景。我們不能夠簡化地認為，因為影像科技讓人類的觀看能力擴張，

它就必然會擴張、滲透到其他領域，必然會進入到與監視相關的安全產業。而是

必須去探討監視社會的特色為何，才能知道影像科技作為一種技術，同時也是一

種世界觀，為什麼會從當時開始，被用於監視實作。也就是說，這是一個關於科

技為什麼會被這樣應用，以及應用後產生什麼效果的問題47。我們首先討論監視

                                                 
46 本研究認為，在強調科技特性對社會文化的效果時，必須同時強調有一社會文化背景「決定」

了科技物的產生，才不至於落入簡化的科技決定論，反倒化約了社會文化的作用。也因此前述討

論攝影技術作為一種世界觀，而接著就必須提出，在這項技術發展的同時，是什麼社會文化背景—

那些科技發展「以外」的現象—是在這兩項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讓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發展出來。

並沒任何一端能夠單向決定這件事情的產生。 
47 國內學者黃厚銘（2001：61）也指出，「科技應用是科技特性與社會文化互動的結果」。如果

在本研究的架構下，可以說先前論及的，影像的世界觀，以及影像科技對時空尺度的重塑，就是

一種科技特性，那麼監視社會的結構原則，就是社會文化。是兩者互動的結果，產生出將影像科

技應用於監視實作的科技物—影像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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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其早期形貌—全景敞視建築—之後，接著，討論當影像科技與監視社會結

合，產生出影像監視之後，這樣一項科技，對原有的監視，產生了什麼後果。可

這包括了監視在實作上的改變，以及人們所習慣於想像的，全景敞視監獄的監視

關係，在本質上所產生的變化，也就是原本的監看關係中，相對自由的監看者，

在這項科技的科技特性的作用之下，漸漸地被排除甚至是消失。不再需要與被監

看者處於同一時間空間，然而，如果想進行監看，卻會被束縛於身體不動的靜止

狀態下，這是影像科技的特性，對於監視、監看者的自由，所做出的轉譯。 

 

（一）監視社會：現代社會 

 

 關於監視社會的歷史何時開始，學者們眾說紛紜，Giddens 認為，現代民族

國家在形成時即因監視活動的必要，而同時進入資訊社會與監視社會。Lyon 認

定的時程則較晚，他認為直至 20 世紀晚期 ICTs 迅速發展後，才能指稱現代監視

社會已然到來，這至少是 80 年代了（董娟娟 2005：44）。而本研究採取與福柯

（2007）相同的立場，認為自 18 世紀起，監督與規訓的手段開始滲透到社會的

各個場域，一個本質上是監視社會的現代社會即開始形成（福柯  2007：

235-245）。而這正好也是影像科技發展的期間48。 

 

 福柯認為，在社會現代化的進程當中有一個關鍵，就是權力運作方式的改

變。原先在君主制時代，權力的展現需要壯觀場面的調動，可能是國王出巡時壯

觀的旌旗與軍隊，也可能是開放眾人圍觀的，對囚犯身體的殘酷刑罰。總之，權

力是一種壯觀的、公開的力量，它可能是華麗，也可能是殘暴。在各種大場面、

血淋淋場面的震撼下，人們會產生對王權的敬畏，進而遵守王權所制訂的秩序（福

                                                 
48 Foucault 和 Virilio 都認為，法國大革命正是這個社會走向監視的一個轉捩點。「法國大革命完

全是被照射所佔據，這是 Colnel Herlaut 說的。公眾，我們知道，瘋狂渴求人工光線。他們想要

光線、城市照明，與自然或創世主都無關，只有人自己照亮自己。這個與 Foucault 論及的，人類

成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成為一個主動認識的主題，恰好是同一個時期」（Virilio 1995：35）。 



 

 66

柯 2007：7-8, 12, 15, 61-63）。而現代社會的特色，就是分層監視取代了這個模式，

權力的運作也轉為隱密而幽微（福柯 2007：243）。 

 

 十八世紀有許多社會條件，促使權力用另外一種方式施行。例如大量人口的

遷移流動、都市的產生、民族國家的興起（Foucault 2007：245）。這使得社會上

需要被管理的群體數量猛增，在人口多且組成複雜的情況下，為了避免混亂，以

及混居所必然導致的罪惡和疾病橫行，對個人資料的收集與處理，變成了管理這

麼大一群人的前置作業。唯有先知道個人有些什麼條件，根據這些條件加以分

類，並選擇最適合該類別人口的處置模式，才能夠達到有效的管理與約束。對

Giddens（2002：204-205）來說，官僚系統也是相應於這種大規模資料收集的必

要而產生。所謂的官僚制，就是建立在層層的資料蒐集與處理上的，一種社會體

制。 

 

 分層監視可說是對個人資料的收集與處理，而它最初步的作法就是觀察。根

據人的外在條件與外顯行為，人們被分成瘋癲/心智健全、疾病/健康、反常/正常

等等，從十八世紀開始展開的現代社會有著大量的觀察措施，產生了大量的官方

文件，警察單位由上而下對人群作層層監視，進而做到控管。對一個人的權力如

今不是展現在對這個人身體的暴力和掠奪，而是展現在對這個人「知悉多少」。

知道越多，搭配上當時各種人類科學的發展，就有越多加以處置及應對的方式，

而對於被觀察被知道的對象來說，暴露在警察目光下這件事情，就足以讓他產生

自我約束的傾向（福柯 2007：223, 240, 242, 247, 251）。 

 

 福柯並且引用 Bentham 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說明這種分層監視的

主要內涵。直到今日，這個建築原型仍然是學者們分析監視的有力工具。我將它

的特色分為以下幾個部分來說明：監看者與被監看者的不對稱關係、被監看者相

互隔離的關係、監視與建築學與光學的結合。而後續章節，也將以這些面向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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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討論其中有哪些部分，被影像科技的特性所改變。 

 

（二）全景敞視建築 

 

1. 監看者與被監看者的關係 

 

首先，全景敞視建築最為人熟知的，就是在監看者與被監看者之間，是一種

單向注視的關係。全景敞視建築是一個環形建築，中心有一個瞭望塔，在這瞭望

塔當中，監看者可以隨時觀看到周遭的任一間囚室，透過建築和光線的特殊安

排，監看者的目光無處不及而且是單向的。被監看者無法看到監看者，也無法知

道監看者在任何一個時刻究竟在觀察何處，因此相對於監看者的處境—見人而不

為人所見，被監看者的處境是被觀看而無法觀看： 

  

  他能被觀看，但他不能觀看，他是被探查的對象，而絕不是一個進

 行交流的主體。他的房間被安排成正對著中心瞭望塔，這就使他有一種

 向心的可見性。但是環形建築被分割的囚室，則意味著一種橫向的不可

 見性，正是這種不可見性成為一種秩序的保證（福柯 2007：225）。 

 

 由於被監看者無法掌握監看者的情境，他唯有想像自己無時無刻是受到觀察

和掌握的，在考慮到自己當下的行為總是明顯可見的時候，他就喪失了許多選

擇，而選擇就是自由的內涵。當代社會學家鮑曼（2001d：18-19, 23）在分析自

由的內涵時即認為，透過全景敞視的分析我們更能夠看見自由的性質，自由就是

監看者與被監看者的處境差異。前者—相對於後者—由於是不可見的，他的行為

就不受到後者的牽制，他就有了更多的選擇。然而被監看者的行動選擇則必然是

少的，因為他會思考著自己的行為被看到、進而被處罰的可能，行動範圍跟可能

的多寡，就是自由的衡量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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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顯然的，這種處境的差異確保了監看者的權力，應該說他的權力與自由，

就是維繫在被監看者的不自由上。一旦被監看者消失，監看者也沒有所謂的權力

和自由可言。在這裡鮑曼（2001d：18）點出了自由是一種「關係」，就像權力是

一種關係那樣，這兩項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的性質，並不是一種所有物，它不是能

夠被掌握在任何單一的人手上的，而是由一個社會關係的兩端所共同支撐出來

的： 

 

  我們將看到，自由僅僅是作為一種社會關係而存在的，自由是一種與

 個體間的差異有關的特質，而不是一種財產，不是個人對其自身的佔有；

 自由只有被看做某種過去或現在的其他狀況的對立物，才有意義。我們將

 看到，自由個體的存在標誌著特定社會內部的地位分化，更有甚者，它對

 穩定與再生產這種分化起了重要作用（鮑曼 2001d：7-8）。 

 

 而從鮑曼對全景敞視的延伸討論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自由/不自由、有權/無

權的差異，就是以不可見性/可見性為基礎的。也可以說是資訊、知識的不對稱。

當一端能夠掌握另一端的訊息，知道他的作息他的舉止，他甚至不需要對這個人

施加任何暴力，就足以保障自己這一方的相對權力以及相對自由。這樣的知識權

力的運作，以全景敞視建築作為它的原型，一直到官僚制度、學校教育、軍隊，

甚至是家庭，我們將可以看見現代社會的所有組織，都以這樣的監視為其運作基

礎，在這個社會當中，資訊就是權力與自由的基礎，因為它保障了監看者下一步

的行動。 

 

2. 被監看者相互隔離的關係 

 

福柯（2007：226）強調，全景敞視建築最主要的意義在於，它是一個透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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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性與不可見性的分配，所構成的一種去人性化的權力局勢，它是一種分解觀看

/被觀看二元統一體的機制。而除了監看者與被監看者的關係以外，全景敞視建

築還在另一個地方操作了可見性與不可見性，那就是被監看者之間的關係。被監

看者不僅僅看不見監看者，他與其他的被監看者，與他同等地位的人之間，也是

「互不可見、無法交流的，這就使的被囚禁者徹底的處於一種相互隔離和孤獨的

狀態，同時，這種隔離狀態成為一種秩序的保證」（福柯 2007：225-226）。 

 

 分層監視這個權力運作的模式，是相應於十八世紀的人口猛增而產生的。以

觀察監視為手段所蒐集來的資料，它的目的是要讓人們能夠被分門別類，進而產

生秩序、掃除混亂。由於肉體的混雜，各種不同類型的人的混雜，幾乎不可避免

的等同於犯罪、疾病的傳播滋生，在分層監視當中，分離和觀察幾乎是同等重要

的（福柯 2007：220）。 

 

  瘟疫引出了種種規訓方案。它不是要求將大批的人群一分為二，而是

 要求進行複雜的劃分、個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組織監視與控制、實現權力

 的強化與網絡化。……瘟疫流行的城鎮，應完全被一個層級網絡、監視、

 觀察和書寫所覆蓋；一種廣延性權力以一種確定無誤的方式統治每個人的

 肉體，使該城鎮變得靜止不動（福柯 2007：220-221）。 

 

 這裡所說的複雜的劃分、個人化的分配，在全景敞視建築裡就體現為一間間

的囚室，每一個人都是靜止、侷限在他的小空間裡，在他的活動空間當中沒有別

人，沒有和他相同處境或不同處境的人，這使得互動和聯繫都是不可能的，也確

保了管理的有效性。 

 

 許多學者在借用全景敞視建築的概念，來分析監視科技與社會時，都會忽視

這一點，也就是被監看者之間的相互隔離。為什麼？因為在都市生活當中，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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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種空間上的隔離是不可能的，它只有可能實施於監獄、軍隊等特殊的社會組

織。然而我特別提出來要強調的是，即使空間上不再有所隔離，我們仍能在後續

對影像監視的分析中，看見監視社會對於隔離的想望。影像監視並不是我們所普

遍理解的那樣，它無差別的對待不同種族、不同性別、不同社群的人，在普遍的

照射與監視下，每一個人都是被監看者，然而監看的真正目標還是那些特定人

士，也就是說，那些被認為是應該加以注視的人物。監看仍然是一種挑選，挑選

出來之後，希望能夠將他們「隔離」。 

 

3. 監視與建築學、光學的結合 

 

 全景敞視的最後一項特質，也是它後來，一直持續延伸到當代的影像監視的

特質，就是它是一個去人性化的監視機制。這個建築的運作雖然有人的存在，然

而要讓監視得以發揮作用，最關鍵的元素並不是人，而是光學與建築學的安排。

也正因為它有著這樣的特質，我認為，從全景敞視建築的發展，我們就可以看見

最初步的科技監視的雛形。因為全景敞視的運作，基本上就是一種與人性無關，

與監看者無關的監視實作。只是這種去人性化的性質，在當代的影像監視等監視

科技上，是更進一步了。 

 

 福柯（2007：227）認為，在全景敞視建築中，「有一種確保不對稱、不平衡

和差異的機制。因此由誰來行使權力就無所謂了。同樣，他懷有什麼樣的動機也

是無所謂的，可以是出於輕浮者的好奇心…」。監視在全景敞視建築當中，已經

是去人性化、非個性化的。它的運作，與其說仰賴著瞭望台上的監看者，與其說

是他看見什麼又記錄下什麼，還不如說是這座建築與光線，將監看者與被監看者

兩方，所置於的那種客觀處境。 

 

 簡單的說，在全景敞視原則當中，最重要的與其說是被看到，不如說是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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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所照射，而成為「可見的」這項事實。而這件事情是由全景敞視建築的特徵—

整體的環形建築、一間間分立的囚室、中心的瞭望塔，以及光線的照射—藉由瞭

望塔的百葉窗來操作—所確保的。而建築的重要性其實遠不如光，人們操作建築

的方位與設置，真正目標是在操作光線。光線，正如同 Virilio（1995：9）所強

調的，一直是控制大眾的有力工具，全景敞視建築是光學的一項應用，然而，在

後來發展出的影像監視的現象上，可以說被應用於監視的不再僅僅是傳統的光

線，傳統的光學，而是更進步，更能跨越時空障礙的一種光學，這種光學用 Virilio

的話來說就是間接光，用比較一般的說法，就是一種電磁學的發展。這種新型的

光線，或者說光波的運作，取代了借用傳統光線的全景敞視建築，也形成今日的

影像監視。 

 

三、 當代社會的影像監視 

  

 從全景敞視建築到影像監視，這期間的過程並不像某些主張科技擴張的人所

說的那樣，理所當然，好像影像科技由於它的強大能力，就會自然地被應用到監

視上，讓全景敞視建築變的不再必要。然而，從全景敞視建築這種仰賴實體物質

的監視科技，到影像監視這種不再需要建築安排，能夠擺脫物理時空限制的監視

科技，卻也不能說是一個歷史上的驟然斷裂。因為影像監視和全景敞視建築，雖

然有著相當多的不同，卻也有著內在的延續性，那就是光的應用。也就是說，是

隨著光學的進展，在光波取代光線、電磁學取代傳統光學的過程中，影像科技漸

漸取代了人類肉眼的直接觀察，成為了新的監視執行者，改變了監視與監視關係

的內涵。以下說明這個過程。 

 

 正如同福柯自己所強調的，全景敞視建築，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有效的監視

機制，讓被監看者產生時時都受到觀看，因而必須自我約束的意識，其實它的關

鍵就在於光的應用。透過照射在被監看者囚室的光線，被監看者成為可見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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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到在光線來源處有一個匿名的力量，能夠掌握他的一舉一動，並隨時會做出

相應的賞罰。而在影像監視的遍佈下，我們也可以發現，這個光的應用原則不變，

只是現在，人們所使用的這種獨特的光，不再受限於任何時空環境，不再針對特

定對象與特殊地點，而能夠讓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受到了這樣的普遍照射：「在

這個城市中，市民被預期要持續的被照射（illuminated）—變得可見—藉著各種

工具，不僅僅是從日出到日落，也從日落到日出」（Lyon 2001：53）。 

 

 Virilio（1995：10）就曾經指出，將光學用於社會控制—並不是在 Bentham

提出全景敞視建築之後才出現的。在古代的都市中，市民待在街道上，只有在夜

晚休息時才被允許待在室內，目的就是對市民作有效的控制與管理。17 世紀時

的巴黎，則有警察單位設想出「光線偵查員」（Light Inspector）這個角色，並且

設置大量的路燈，讓巴黎以「光的都市」（city of light）而聞名。也就是說，對

於光的安排與設置，在很早的時候，就被用來確保公共安全，人們認為，在被光

線所照射到，因而成為「可見的」的這種狀態下，能夠讓人約束自身（Virilio 1995：

9）。然而，即使光的應用有這樣悠久的歷史，卻是在法國大革命49，也就是福柯

認定監視社會開始的時候，這種對細節的照射，才正式轉變為一種統治工具。也

就是說，是在這個社會階段，這種光的應用才擴大成為整個社會的運作基礎。它

不再是局部的、對於殘酷權力所不能及的地方，所做的一種補充，而是本身就構

成了一種權力，取代了原先以暴力與壯觀場面來實踐的，那種顯而易見的權力運

作。從此之後，光線的運用，讓權力的施展變的隱密幽微，而警察的目標不再是

以暴力來加以威嚇，而是在於讓所有事情暴露在光的照射下，轉變為「可見的存

在」（visible being）。藉著光線，社會能夠被轉化成一種整體的形像，進而，這

些形象訊息，能夠讓警方做出有效的管理控制： 

 
                                                 
49 福柯（Foucault 2007：244）亦認為監視是在拿破崙的時代，正式取代君權制、儀式性的展演，

成為社會控制的基礎，「拿破崙的形象之所以重要，可能是因為他正處於君主制的、儀式化的君

權運作與等級制的、持久的無限規訓運作的交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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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警方的調查目標在於照亮像劇院、街道、大道等公共領域

（public sphere）一樣，照亮那些私人領域（private sphere），藉著

驅散它的黑暗秘密，以獲得社會的整體影像（Virilio 1995：33-34）。……

沒有一件事情是神聖的，因為沒有一件事情現在是不可侵犯的了。這就

是將黑暗驅逐，這個因為對光線的誇張熱愛而造成的悲劇（Virilio 

1995：35）。 

 

 和福柯（2007）一樣，Virilio（1995：9-10）也認為監視的普遍化，是現代

社會的特徵，也是在十八世紀左右開始的。而影像科技，作為一種獨特光線的運

用，它之所以會擴散成為有效的監視工具，則牽涉到影像科技的特性，以及影像

科技的意識型態，那就是先前已經論及的，影像的真實原則。影像科技是一種憑

藉著光線獲致影像的科技，它告訴人們，影像是不會說謊的，影像科技不像人類

的肉眼和心智，雖然也是藉著光線來獲取影像，卻充滿了主觀的偏誤。在影像科

技的「誠實性」的意識型態下，人們開始認為，當我們要將某人定罪，或者想要

藉著監視，確保某人沒有恣意妄為的空隙，這個能夠全面地、滴水不漏地掌握真

實的科技，就是比人類肉眼更好的利器： 

 

照片提供證據。某些我們聽過但懷疑的事情，好像可以在看到一張

相關照片之後得到證實。…攝影機可以記錄使人負罪。從一八七一年六

月巴黎員警在巴黎公社的殘酷驅集中首度使用後，攝影成為現代國家管

理、監督以及控制它愈來愈疾驟改變的人口的有利工具。它的用途的另

一個版本是，攝影記錄可以為一個人的無罪從事辯護，一張照片被接受，

因為它毫無疑問地證明瞭某一事件的發生，照片或許會扭曲事實，但永

遠有一種某事存在或者某事曾經存在的設定，它和照片中所顯現的十分

相像（宋妲 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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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是在同一個階段，當監視社會逐漸發展成形，人類肉眼的有限監視不再

足夠的同時，攝影也在天文學、醫學上被廣泛應用，使人們越發相信攝影能夠取

代人類肉眼，將真實記錄下來並且告訴我們（Tagg 1988：60;Virilio 1995：43）。

也讓警方在企圖對更多的人群做出觀察記錄，進而能夠有效的加以控制的同時，

很自然的，將攝影設想為有效的工具。而不僅僅是警察，一般大眾也逐漸接受以

下這種看法，那就是目擊證人—由於他天生的缺陷—他只看向他想要看的，所以

他的證詞，遠不如公共設置的，對現場的攝影紀錄來得真實： 

 

警方的觀點顯示出當時在現場的人，他們的說法是多麼的無關緊

要，無所謂目擊者的有用性和觀察者的審慎報告，在警方瘋狂的追尋所

不知道且沒有看見的個人的指認過程中，人類肉眼不再提供確認的符號

（human eyes no longer gives signs of recognition），也不再為了真理而做

出組織，它不再指揮這個對真實的影像之建構……重要的是已經在那裡

的東西，維持在一種潛在的立即性（latent immediacy）的狀態下的東西…

（Virilio 1995：43）。 

 

所謂的潛在的立即性，就是那些被影像科技所記錄、所傳播，的影像訊息，

這些訊息代表了某種事實的存在，在「影像即真實」的意識型態的催化下，它甚

至代表了真實的全部。人們對影像科技的信任，遠遠超過了對那些與事件發生

時，處於同一時空下的目擊證人，因而，讓影像科技成為監視的主要工具。也就

是在這個過程當中，監視本身的性質，由於影像科技有別於人類肉眼的性質，產

生了變化。用本研究的話來說，就是監視一詞的內涵，被影像科技的科技特性所

轉譯，讓我們當代人心裡想像的「監視」，和全景敞視建築的時代下，人們所設

想的「監視」，已經是內涵不同的事物了。接下來，我將描述在影像科技被用於

監視之後，監視的實施與運作，對照起過往的監視，有什麼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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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像監視：不受時空所束縛、不再需要監看者的監視 

 

 影像科技是一個能夠藉著獨特的光線，改變時空秩序，或者說，抹除傳統時

空距離的科技，而當它被應用於監視上，也轉變了監視的施行方式（Virilio 2003：

12）。「…現在是一個從無所不在的固定點上進行的凝視，而不再是過往全景敞視

的觀看員」（Virilio 1986：72）。人們現在不需要將特定人士安置在特定的拘留所，

不再需要讓特定的觀看員對他進行觀看，而是在囚犯身上安裝監視器，藉此來蒐

集他的影像訊息。影像監視下的被監看者可以四處移動，因為現在被應用於監視

的光線，已經不再是傳統的，那種必須要藉著實體建築來加以固定、加以設置安

排的光線，而是一種無所不在的光波，被這種肉眼所無法直接掌握，影像科技卻

能夠加以應用的光波所緊緊跟隨，被監看者在監看者的螢幕上，始終是「可見的」

（Virilio 2000：32-33）。 

 

 同時，也因為影像科技所收集的影像資訊，可以隨時重複播放，我們可以說，

無論是時間或空間，對於被監視者來說，都不再提供任何保護。被觀看者所作過

的事情，沒有一件會隨著時間過去而「消失」，只要警方想要調閱，他的昨天、

前天，甚至是更早以前所做的事情，都可以透過影像的再現而再次發生。時間不

再能夠把任何善意或惡意的行為給抹除，因為影像紀錄的永恆存在。而空間對事

件的效果亦然。在過往，空間也是事件的「屏障」，由街道巡邏的警衛所做的監

看總有死角，被觀看者—只要他特別的留意—總是可以找到監看者看不見的角

落，找到監看者—或者說傳統的光線—所無法穿透的空間，也就是黑暗。但是現

在藉著影像科技，這樣一個黑暗的、因而是不可見的空間，已經消失了。空間上

的實體建築，都不再構成觀看的屏障。人類肉眼在對事物進行直接觀看時，會遭

遇到的限制，藉著影像科技所能夠做到的一種間接觀看，都能夠加以突破，被監

看者因而是無處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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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科技為觀者創造出一個「看不見的角落」，那就是觀者所在的位置

（Denzin 1995：26），而不需要在建築上作任何刻意的安排。Bauman（2001b：

10）曾經強調全景敞視建築因為是建築與監視的結合，在實行上有其缺陷：「它

是一個昂貴的策略，佔據空間並且必須把握空間，讓它的住民持續身處於被監視

的地方，這產生大量昂貴與笨重的行政任務」。然而這些缺點已經被影像科技的

能力所克服。也可以說，用沈重的物質建築、物理空間，來管理人群的作法，已

經被非物質的、純粹利用光波來實行的監視與控制所取代，「遠距操作漸漸抹除

了布置在領土上的物質建構，而偏好基本上是非物質的光波所做的數位監視和同

步的遠距控制」（Virilio 2003：11, 15）。Bauman（2001b：11）則將這種現象稱

其為「後全景敞視」時代的來臨，在其中監視是「去地域性的」（exterritorial），

它不再是一種以地理空間、地理空間上的安排為基礎的，社會實作，而純粹是一

種即時性的運作。 

 

 此外，在這種影像科技所做的監視實作中，監看者的角色，可以說越來越邊

緣。在傳統的全景敞視建築中，監看者一度擔負收集與解讀影像的雙重任務，即

使他的工作對於監視所要發揮的效果來說，並不是最關鍵的，然而他仍然是必須

的。而現在，影像科技會自動將事件化為影像，並且貯存傳輸，一個到處蒐集影

像、觀看影像，並且將訊息傳達予他人的監看者已經不再必要了。甚至我們還可以

預期，在不久的將來，連描述和解釋影像的任務也將移轉到科技上。儘管到目前

為止，還有許多影像監視的科技需要人力支援，常常是由一個人坐在收視端，觀

察並且檢視接收到的影像，但是當收集到的影像越來越多，影像監視越來越普

及，不少學者指出自動化的原則也將滲透到影像監視當中。「電腦將取代機器—

而非觀者—其能力在於分析周遭環境和自動地解釋事件的意義」50（Virilio 1995：

59）。 

                                                 
50 在 Virilio 於 1995 年發表的著作中，這還只是一個預言，然而現在已經有可以即時分析傳訊畫

面的網路監視軟體，能夠分辨公共空間的正常行為和可疑行動（董娟娟 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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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本來就有越來越多的事物轉交予科技來代勞，這不僅僅

是為了追求效率，不僅是最小行動法則的展現，同時，也是為了消除人類心智的

主觀性質51。人們不再滿足於一個能夠觀看真實、蒐集真實的工具，而進一步地

追求一種能夠詮釋真實，能夠將真實「告訴」我們的科技。當解釋影像訊息的任

務，也被轉交到影像科技上的時候，人類可以說是擺脫了身體移動的責任，也進

一步擺脫了心智運動的任務。這個過程就如同 Postman（1992：51）對自動化所

做的說明，當最早的自動化—工廠中的生產自動化—發生的時候，「…事實上，

工人是被解放了所有思考的責任，這個系統會替他們思考。這一點是關鍵，因為

它引導向了一個想法，科技會替我們思考，而這是科技社會的基本原則」。 

 

同時，就是在影像科技與人類身體產生了這樣的關係，讓原本由身體所實施

的功能與責任，如今都被交付給影像科技的時候，影像科技的性質，才能夠對監

視關係做出轉譯。以下說明這個轉譯的內涵。 

 

（二）影像監視所做的轉譯：消失的行動自由 

 

  速度越快，自由消失的也就越快（Virilio 1986：142）。 

 

 影像科技的全景敞視，不僅僅改變了監視的實施方式，讓空間安排不再必

要，也讓原本的時間與空間距離，不再構成從事監視的阻礙。更重要的是，當它

與監看者的身體產生關係的時候，監看者為了獲致影像所必須做出的身體移動、

為了理解影像所必須做出的思考詮釋，都一個自動搜尋影像、自動解析影像的科

技所被化約。在這樣的過程中，影像科技對監視所做的轉譯，首先就是針對監看

                                                 
51 在科技社會當中，「科技計算完全優先於人的判斷（judgement），事實上人的判斷是不可信賴

的，因為他受到懶散、模糊性、不可避免的複雜性所困，主觀性是一個對清晰思考的障礙」（Postman 
19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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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中最關鍵的詞彙，那就是自由。 

 

 根據 Bauman（2001）的看法，傳統的全景敞視建築，彰顯了自由的內涵。

監看者與被監看者的關係是相互對立，並且以對方的存在為成立條件的，那就是

監看員的自由與被監看者的不由自主52。監看者對被監看者來說是不可見的，他

的行為獨立於被監看者的所做和所欲，他可以「自由」行動。而在他的目光當中，

被監看者成了他意志的客體，被監看者的行為，會受到監看者的影響與牽制。由

於資訊的不對等，其中一方的行動選擇是多的，另一方則相對地別無選擇。單向

的注視確保了這種相對自由的成立（Bauman 2001d：19）。 

 

 Bauman（2001d：7-8, 23）主張，自由並不是一種天賦人權，並不是人人皆

有的權力、財產、或性質，如果我們誤認為自由是如此，那麼我們就不可能真正

地對自由、實現自由的條件加以分析。事實上，自由首先是一種處境上的差異，

這確立了一件事情—自由永遠不會是一種普遍狀態。全景敞視建築，由於可見性

與不可見性的分配，恰好可以彰顯這種一方自由，另一方不自由的狀態。然而，

當全景敞視建築，變成了影像科技的全景敞視時，相對自由（監看者）與相對不

自由（被監看者）的兩端就消失了。我們可以從兩個方面來看這件事情，那就是

身體行動的消失，以及心智運作的消失。 

 

 首先，在 Bauman 的說法當中，自由是一種行動的選擇。監看者的自由，在

於他看到比較多，擁有較多的資訊，因而，可以做出較多的行動。自由一詞的內

涵，總是包含著「行動」，而且是按照自己的願望去行動（Bauman 2001d：2）。

也就是在這一點上，影像監視消除了監看者的自由，或者說，改寫了自由的內涵。 

 
                                                 
52 Bauman（2001d：7-8, 11）對自由的看法不同於一般的理解，他主張自由並不是公設的，人人

皆可擁有的一種「資產」，也不是個人對其自身的佔有，而是一種社會差別。根據這種看法，自

由是一種處境上的差異，而自由是以不自由的存在為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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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先前曾經論及的，影像科技與身體行動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出，透過影像

科技進行監看的監看者，已經不是一個傳統定義上的行動者了。在過往，所謂的

行動者是身體在空間中移動，藉著眼睛、耳朵、觸覺等等的感官，去接收周遭的

訊息，去經驗這個空間，進而對空間做出回應的人。也就是說行動者是一個移動

的主體，行動彰顯了他的主體性，也就是他的自由。一個身體不移動、心智也不

運作的人，是很難被想像為一個相對自由的人的。也因為自由是一個人藉著自己

的身體與心智，在進行運作時所展現出來的，在世界中自由的做出行動，因而是

一個充滿主觀性的過程，充滿了個人對身體與世界的體驗和詮釋。然而，也就是

在當代，由於視聽載具的發達，以及以視聽載具取代人類身體來發揮效果的情形

之普遍，讓人們越來越少以自己的身體與心智，在這個世界上「移動」。我們可

以說，現在被想像為自由的，不再是一種身體運動的自由，而是相反，是一種身

體能夠不動，僅僅只是接收訊息的，一種在過往會被稱為不自由的，「自由狀態」。 

 

 現在的監看者，只是坐在空間中一個固定的點上，被動地讓影像投射到視網

膜上的觀眾。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見以行動為基礎的自由，正在漸漸消失。他

讓高解析度與高畫質的影像科技，代替他做出認知和解讀。這種觀看不能被等同

於全景敞視監獄中，監看者所做出的觀看。因為全景敞視建築當中，視覺仍然是

主觀的、是監看者身體與心智能力的展現，如今，藉著影像科技進行觀看的監看

者，他的視覺主觀性已經消失，已經被蒸散為一種純粹的科技效果（Virilio 1995：

47）。影像科技的高解析度，以及它蒐集影像的能力，讓監看者不再需要為了獲

取任何影像資訊而移動，也不需要為了理解影像資訊而進行心智上的認知與想

像，「心智影像的儲存從來不是即時的，它需要與認知的過程相連。然而正是這

個認知過程，在今日受到拒斥」（Virilio 1995：8）。可以說，影像科技被用於監

視的現象越是普及，監看者就越不需要做出「行動」，他頂多只是觀看53，且這

                                                 
53 不行動，僅僅只是觀看，能不能算是一種行動？本研究對於行動的定義借用於 Arendt（1998）

在《人類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中提出的看法。Arendt（1998：7-17）認為，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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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觀看也不同於以往，充滿主觀性與主動性的觀看，而是一種被動而不由自主

的狀態（Virilio 1995：3-10, 2003：89-102）54。 

 

讓我們更仔細地說明這個狀態。也就是說，除了監看者的身體移動，由於影

像科技而被削減以外，另外一種行動，也在影像科技的影響下消失，那就是監看

者在進行觀看的過程中，心智的運作。Virilio 曾經指出，在人們運用藝術作品、

文字記錄等有別於影像科技的科技，來獲取影像、獲得資訊的過程中，涉及了大

量的心智創造。由於這些事物，無論是繪畫或文字，都充滿了許多的「空白」，

人們在觀看這些記錄，並且做出理解的同時，必須在腦海裡進行發明，而發明的

基礎是他過往的學習或親身體驗（Virilio 1991：10） 

 

「這些觀者並不是以拿給他們看的即時影像為主，來創造心智影像，而是以

他們記憶中的影像為基礎，藉著這些記憶中的影像填補那些空白處，他們的心智

也會回饋性地創造影像…」（Virilio 1995：3）。也就是說，當我們的視覺在接收

影像的時候，原本，是有著心智投入，是充滿了主觀性和創造性的。如今，卻因

為影像科技的日益精確，它將所有細節鉅細靡遺的提供給我們，反倒讓這樣的心

智活動開始減少。人們越來越不需要用記憶、用想像、用推理，來填補那些影像

訊息的遺漏，來回想那些看不見，或者是看不清楚的部分，而是仰賴完善的影像

科技來記錄事件，使的那些事件的細節沒有一點空白。在這樣的過程中，人類心

智對影像訊息進行判斷、思考的自由，被漸漸地化約甚至是消除。可以說，影像

監視的發達，讓原本相對自由的監看者，不自覺的削減了他的身體移動及心智活

動，在仰賴影像科技做出行動與心智投入的同時，他變成了不由自主的觀看者。

                                                                                                                                            
人類基本條件之一的行動（action），必須要對應到人的複數性（plurality），以及開展出新事物，

為這個世界以及接著到來這世界的人創造出新條件，才能算是行動，因此所謂的觀視

（contemplation），也就是僅止於觀看，則不能算是行動。 
54 也因此 Virilio（2003：90-102）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去關切表達的自由、傳媒的政治角色，

固然是正確的提問，然而更重要的是去提問關於「認知的自由」（freedom of perception）、認知的

倫理、閉眼不看也不聽的權力、視覺和聽覺的自動化和工業化，對認知自由與行動自由所造成的

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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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對於自己行動自由的減少，可以說是不知不覺。 

 

 而除了觀看者的身體移動以及心智投入減少以外，在將來，就連觀看者這個

角色，都可能被消除。由於影像科技被認為是比人類視覺更加客觀，也更加有能

力掌握真實的工具（Virilio 1995：4, 42-43）。在這種「重物輕人」的發展趨勢下，

新的影像監視科技，幾乎都朝著排除人的方向來發展。科技監視取代了人的監

視，人的行為將由科技來觀看，由科技來解讀，未來的影像監視將不再有監看者，

而是所有人都被影像科技所監看。而在這種全面受監控的情況下，什麼叫做自

由，就會是一個更難回答的問題。如果按照鮑曼的說法，全部人都受到監看，那

就沒有自由與不自由可言了。因為原本監視關係中的自由，是以另一端受到監

看，所導致的相對不自由而產生的。因此當這種不對稱的關係消失，自由也就不

會再出現在監視關係當中。然而，如果按照 Virilio 的說法，自由是以行動為它的

唯一基礎的，那麼，在全面受到科技監控的情況下，即使我們很難說出誰是自由

的，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監視關係中，人人受到科技所監控，這是「人人都不

自由」。 

 

 對 Virilio 而言，這是一個最少行動法則所導致的逆轉（Virilio 2003：54）。

人們渴望「去看到全部，知道全部，在每一個時間，每一個地點」（Virilio 1998：

145）。而其最終結果，可能是一個看不見的視覺（sightless vision），一個排除人

類參與的視覺（Virilio 1995：59）。為了讓更多的地方變得可見，人們用衛星軌

道包圍了整個地球，將整個星球—不再是特定的人或地方—置於嚴密的全景敞視

機構當中（Virilio 1986：142; 2000：30）。人類自身變成惰性的（inertia）、久坐

的（sedentariness），且由於他是科技所監看的對象之一，因而也是被控制的（Virilio 

2000：20-31）。 

 

 這就是影像監視所做出的轉譯。它將一種新的監視關係帶來，轉變了原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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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於建築、仰賴於監看者的監視機制。並且，創造出一種人人都被科技所監看，

人人都不由自主的監視關係，且這不再是人與人的關係，而是科技與人的關係。

如果我們仍然以傳統的行動自由，做為一個人是否自由的判準，那麼我們可以

說，在影像監視中不再有 Bauman 所認為的相對自由的一端55。儘管現在多數情

況下，影像監視的系統中仍有監看者的位置，然而，他也只是固定在電視機前面

的被動收視端，是從屬這個影像監視系統的一部分而已。 

   

 

 

 

 

 

 

 

 

 

 

 

 

 

 

 

                                                 
55 事實上，在這裡我們就可以看見影像監視對自由所做出的轉譯。傳統的自由概念，是理所當

然的包含著行動的。然而，從那些呼籲以影像監視來取代人類監看者，讓影像監視來代替人類實

行監看任務的訴求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們將擺脫這些任務視為自由。也就是說，作為觀看者，

坐著不動地進行觀看，甚至更進一步地擺脫觀看，擺脫人們之間的彼此監督與關照的責任，就是

當代人所渴望的自由。而在這樣的自由當中，行動已經不是自由的象徵了，而是相反，「不行動」，

成為了自由的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