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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 

 

  …打開車門時我想到了近日轟動的社會新聞，割腿之狼，割喉之狼，

 中山之狼，計程車之狼，這簡直成了一個步步殺機的城市…（朱少麟 

 2001：199）。   

 

  如果物理接近性—共享一個空間—是無法完全避免的，那麼或許可以

 排除掉它所包含的「共處」的挑戰，排除掉那些有意義的相遇、對話、和

 互動。如果遇見陌生人是無可避免的，至少我們可以避免去「應對」 

 （Bauman 2001b：105）。 

 

 前一章已經討論過影像監視的產生，它是影像科技與監視社會同步發展下，

科技與社會文化彼此交互作用的結果。影像監視取代了早期監視社會中，全景敞

視建築的監看者，成為一個對人群進行觀察、蒐集資訊，甚至是解讀和詮釋事件

的科技之眼。而在這個過程中，我特別強調的是意識型態的作用，是因為影像科

技的意識型態—真實就是影像，影像是真實可信的—被人們所普遍接受，影像科

技才會被用於監視。 

 

 除了影像監視以外，在本研究的主題中，還有另外一個牽涉到歷史階段的問

題需要回答，那就是，為什麼是公共空間？影像監視，用本研究的話來說，這樣

一種影像科技的全景敞視，為什麼會主要散佈於公共空間？當全景敞視建築被用

於特定的場合，用來監看特定對象的時候，為什麼影像監視，會擴張進入不專屬

於任何特定對象，所有人都能自由來去的公共空間當中？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不能簡化成科技擴張的自然現象。我們不能夠簡化地認

為，因為影像監視非常有效，因為它是比起監視員來說，功能更強的監視，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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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所當然擴張到公共空間。事實上，和影像科技被用於監視的過程一樣，影像監

視被引入公共空間的這個現象，還是涉及到價值觀，涉及到某一個社會階段當

中，人們對公共空間的特殊想像。簡單來說，是因為公共空間被想像為危險而非

安全的地方，是需要監督人群，而不能放任他們自由行動的地方，設置影像監視

才成為必要。 

 

 以下首先是歷史資料的收集與討論，說明在現代社會中，公共空間的特殊意

涵。是這樣的歷史背景，讓人們認為對公共空間實施監視是必要的。而在本章的

第二部份，則主要討論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會對公共空間產生什麼「非預期後

果」，也可以說，就是影像監視對公共空間所做的轉譯。透過這樣的討論，我企

圖彰顯出任何對科技的期待，以及人們引進這項科技時的社會背景，都會因為這

個科技的科技特性而發生改變。人們將影像監視引入公共空間，原本是為了安全

的考量，卻因為這樣而不自覺地削減了行動自由，改變了公共空間的定義。如今，

人們在這個宣稱更加安全的公共空間當中，不再地與陌生人產生聯結，而是下意

識地減少與他人的互動，減少在這個空間中的停留。也可以說，人們不再將與陌

生人互動，視為公共空間中最重要的一種自由，而是相反，將「不與陌生人互動」，

視為人們在公共空間中應當擁有的自由。而比這更弔詭的是，影像監視不但加強

了一種「公共空間是很危險的」的暗示，還讓公共空間成為一種戰略空間，在這

個空間中，陌生人是最主要的防範對象，而防禦與攻擊的手段，就是藉由影像監

視，同步地收集與傳輸影像的能力。 

 

一、 公共空間的性質：陌生人的相遇 

 

在回答「為什麼是公共空間」的問題前，必須要先對公共空間的特質作一個

簡單的描述。我對這些空間的定義非常簡單，所謂「公共」空間，指的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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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不需要特別的登記或申請許可，任何人都能夠自由來去其中的空間56。因

此，公共空間的主要特色是陌生人的聚集，它是陌生人相遇的地方；而陌生人的

性質，就構成了公共空間的獨特性（Lofland 1973：19; Bauman 2001b：94; 2005：

77）。 

 

Lofland（1973：18）認為，相對於那些我們熟識親切的人來說，陌生人是

一個不知道他的個人資訊，只是因為出現在同一個空間，所以能夠獲得視覺資訊

的人。比方說搭載同一輛公車上的乘客，彼此都可以看見對方，然而和對方很少

進行交談或互動，對於彼此的個人歷史、身家背景也一無所知，這就是都市中最

普遍的陌生人。 

 

 而 Bauman（2005）則進一步指出，陌生人，因為我們缺乏他們的個人訊息，

我們只能看見而不知道他的成長過程、他的歷史，或者是他當下的想法，所以對

我們來說，陌生人是「似近實遠的」57。他雖然出現在伸手可及的距離範圍內，

卻不是我們可以掌握的對象。陌生人的意圖、對共享情境的思考方式和回應，對

彼此來說都是不清楚的。由於沒有能夠用來計算、推測出陌生人可能的行為，所

需要的背景資訊，陌生人就總是代表著一種不確定性、一種無法預測的性質。也

就是因為這樣，陌生人成了危險的象徵（Bauman 2005：76）。 

 

 Lofland 在他對都市生活的研究中指出，對於陌生人的不可預測性，都市人

                                                 
56 在這樣的定義下，本研究探討的公共空間範圍是很廣的，可以說「非隱私的」就是公共的。

而這樣的定義不同於「公民空間」。所謂「公民空間」，是預設了人們在其中主要討論公共議題的

空間（Bauman 2001b：105）。在公共空間中人們可能只是路過、觀光，行走交談，或者彼此間

沒有任何互動，總之，本研究對公共空間的定義，主要依據這個空間的進入，是否需要特定的申

請或許可，而無關乎人們在其中從事的行為。 
57 根據段義孚（1998：42），「『距離』不僅是客觀的量度數據，也意涵著『易達的程度』和『關

注的程度』」，以物理距離來說，人們與陌生人是親近的，在大都市當中我們總是與陌生人摩肩擦

踵，然而以心理距離—情感與智性投入的程度來看，人與陌生人的距離是遙遠的。這種以心理距

離和物理距離，來對照描述當代社會人際關係的作法，可參考國內學者黃厚銘（2001）《虛擬社

區的身份認同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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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套應對措施，這套措施叫做秩序化（ordering）。秩序化，是一種範疇性認

知 （ categoric knowing ） 的 能 力 。 由 於 在 都 市 裡 ， 人 們 不 可 能 個 人 性 地

（personally），用一種面對熟識的人的方式，去認識所有在街上相遇的陌生人並

與之互動58（Simmel 1971：331）。因此，人們發展出一種範疇性認知的能力，

讓人們可以藉由有限的視覺訊息，在很短的時間內判斷陌生人的角色和社會位

置，也就是他所屬的社會範疇。進一步，人們可以藉由著這個認知的結果，來與

陌生人互動（Lofland 1973：15）。例如說，公車上的乘客與司機，雖然彼此並不

知道彼此的個人訊息，然而根據外觀打扮，根據當時的行動，就可以判斷出彼此

是屬於司機與乘客的關係，進而，以這樣的角色關係為互動的基礎。 

 

 Lofalnd（1973：22）認為，「城市中的人能夠只藉著觀看（looking），就知

道他人很多訊息。讓一個潛在上混亂和無意義的陌生人的世界，被轉化為可以認

知的、可預測的陌生人的世界」。而 Bauman 引用他的說法，指出都市是一個「充

滿陌生人的習慣世界」。「習慣」，表示在這個世界當中事件總是會重複發生，因

而有著可學習到的模式。儘管充滿了陌生人，充滿了未知的風險，藉著範疇性認

知的能力，都市人仍然成功地克服這個世界的偶然性，讓都市成為一個可以居住

的（livable）地方（Bauman 1995：128）。 

 

 然而範疇性認知與互動，是一種非常有限的、互動者之間保持心理距離的互

動。它不涉及到個人的隱私、夢想、慾望，而僅僅是一種社會角色之間的互動。

在強調範疇性認知的公共空間當中，人們並不被鼓勵要透露個人性的訊息，而是

被要求扮演一種公共角色（public personae）。這個空間以及這個空間的人，都不

會刺激彼此去脫掉這些面具並且解放自身、表達自身、傳達內在感受（Bauman 

2001b：96）。Bauman（2001b：94-96）並且將這種互動方式稱為客套（civility），

                                                 
58 根據 Simmel（1971：331）的看法，如果人們要個人性地去認識所有陌生人，這會對心理造成

過大的負擔，甚至導致精神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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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它作為一種社會建制（social setting）的性質。客套並不是任何個人性的互

動習慣，而是人們所共有的規範，它主要發生在公共空間當中，要求人們去扮演

公共角色，並且將自己作為一個獨特個體的部分隱藏起來。 

 

 而當代社會的公共空間當中，人們與陌生人的互動正在發生改變。這不是說

我們不再從事範疇性認知，或者是不再彼此客套，事實上，在我們每日生活中，

仍然充滿了這種非常有限的，然而也非常有效的互動經驗。而是說，我們現在根

本不想遇見陌生人。客套被認為是不得已的，如果可以，人們希望在公共空間當

中，能夠扮演純粹的「路人」，那是連最低限度的客套都不需要的一種狀態。人

們普遍認為，跟陌生人共用一個空間是非常的不得已的。而一個專屬於自己的，

可以限定不讓陌生人進出的空間，既是身份的象徵，也是人人渴望的特權。而這

種排斥陌生人的心態，也促成了公共空間影像監視的發展。 

 

以下以公共空間的另外兩個特質—或者說，是當代的公共空間的兩項特質—

來說明這種排斥陌生人的心態。分別是對速度的強調，以及對公共危險的想像。 

 

二、 快速穿越的空間 

 

當代都市的公共空間，其實有著不同於過往，歷史上其他都市的公共空間的

的性質，其中最首要的，就是對穿越速度的強調。英國社會學家理查德．桑內特

（Sennett, Richard）（2006），在他對都市所做的歷史研究中，曾經指出都市有很

多不同的類型，人口超過某個數目，那只是一個集散地。人數僅僅是構成都市的

條件之一而已。事實上每個歷史階段的都市，都有著不同的空間設計與特色。而

他認為，人類之所以會發展出不同的都市類型，是由於人類有不同的身體經驗，

或者說，不同社會、不同的時空背景下的人，會強調不同的身體經驗，進而，形

塑出不同類型的都市。例如說，羅馬人非常強調視覺感官，因此，羅馬都市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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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為中心的都市。然而對於強調視覺感官，卻不認為神是可以肉眼得見的羅馬

人來說，帝國權威作為神的地上代理，就是唯一可以用肉眼確認的信仰中心。羅

馬皇帝因此藉著紀念碑、宏偉的公共建築，讓都市居民能夠眼見帝國的威嚴，進

而並且產生服從的心理（桑內特 2006：69-71）。 

 

 同樣的，當代都市的空間設計，也是依據某種特定的身體經驗，這個經驗就

是人類的心血循環。當代都市在 17 世紀時開始成形，在當時哈維的心血循環論

被提出並且接受，人們開始認定所謂的健康，就是一個人的血液能夠在動脈與靜

脈中順利流動，並且在心臟做出交換。將一個人的身體放大而構成的都市，就有

著四通八達、暢通無阻的道路，這些道路被理解為身體的動脈和靜脈。這並不是

過去的都市類型都不強調運輸，而是說運輸的暢通，是在西方都市發展史的這個

階段，才躍升為都市最重要的功能。人們強調一個好的城市就像一個健康的身

體，其中的人、資金、貨物與資訊，就像是身體中循環的血液，必須要快速、不

受阻礙的自由流動（桑內特 2006：254-255）。 

 

 然而，也就是因為對運輸的強調，都市中的公共空間，它的性質漸漸產生了

轉變。當代都市的公共空間，與其說是人們與陌生人相遇，學習並且實踐範疇性

認知的地方，還不如說，是主要用於穿越的地方。人們在都市當中有如流動的血

球，重要的不是他所行經之處而是他的目的地。因為要快速到達目的地，他也無

心再去欣賞周遭的風景了。正如同桑內特（2006：4-10）所說的：「當都市空間

的功能變成純粹用來移動的時候，都市空間本身也就失去吸引力：駕駛員只想穿

過這塊空間，而不想注意這塊空間」。也類似於 Virilio（2000：76）所說的，賽

車選手的例子—一個賽車選手，由於他必須加速，必須在快速行駛的過程中維持

車子的平衡，他就無法再去分心留意到周遭環境的細節。 

 

 公共空間，由於對快速流動的強調，它不再被想像為與陌生人「相遇」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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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而只能說，是與陌生人「擦肩而過」的地方。由於與陌生人互動，可能造成

流動的阻礙或者速度上的減緩，因而，人們多半預設跟陌生人的共處是短暫的、

不得已的。Bauman（2001b：102）在他對現代性的分析中，就將這一類公共空

間稱為非空間（non-place），表面上是公共空間的一種，實際上它已經排除掉客

套。這種空間在設計上就不鼓勵人們「停留」（settling in），唯一目的就是「被經

過」（be passed through）以及被拋諸腦後（left behind），它也鼓勵人們如此。而

這類空間如今是公共空間的代表，它讓人們對這個空間的習慣以及定居都是不可

能的。在速度的強調下，人們漸漸認為，公共空間是應該要盡快經過，盡快離開

的空間。 

 

 公共空間從人們與他人互動的地方，轉變為僅僅是用來穿越的，本身沒有吸

引力的一條路徑。我們可以在各大都市的捷運站都看見這樣的傾向，在這些作為

現代化、文明化表徵的大眾運輸系統當中，空間幾乎是同質的。這個捷運站和那

個捷運站，空間內部幾乎都是一樣的，沒有一個有它的特色。這類設計就是要鼓

勵人們將其視為同一，讓任何第一次來到這裡的人都能夠很快地習慣，快速地掌

握在這個捷運站行走的規則，然後，乘客就能夠彼此互不阻礙地快速移動。而桑

內特認為，就是這種強調流動、強調速度的空間設計，讓都市人養成了漠不關心

的倫理觀，使得「公共人」（public man）衰退： 

 

現代都市，個人主義在發展，而個人在城市裡則逐漸沈默了。街道、

咖啡館、百貨公司、鐵路、巴士以及地鐵，都成了受人關注的場所而非

談話的地方。在現代城市裡，陌生人之間的言語難以維繫，城市裡的個

人這時看到身旁的場景所產生的同情心，也會因此變得短促—就像對於

生活上的一張快照一樣（桑內特 2006：363） 

 

 人們如今在公共空間中，習慣了不多加停留，也習慣了對陌生人視若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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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切暫時性的互動都可能構成移動的阻礙，增加了移動所耗費的時間。而在

公共空間中與他人保持距離，互不打擾的人，實際上他對於公共空間以及公共空

間的人群，並沒有產生心理上的投入，因而已經不能稱之為公共人了。公共空間

以及陌生人對他來說並不具有「意義」，畢竟意義只有在相遇的時候，在人們對

彼此構成了阻礙，移動過程產生中斷的時候，才有可能產生（桑內特 2006：325）。 

 

三、 公共危險 

 

 陌生人之間越來越偏好互不打擾，將彼此視為快速流動過程當中，偶然同行

的過客，甚至是是亟欲排除的阻礙。而除此之外，在現代社會中陌生人還有另一

個意義，那就是作為公共危險的象徵。而這同樣是當代公共空間的性質，促成了

公共空間影像監視的產生。以下首先說明陌生人為什麼會成為公共危險的代表，

這牽涉到社會現代化的獨特背景。 

 

（一）公共危險的源頭：自由與安全的弔詭 

 

 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現代都市的形成。這個都市指的不僅是一個人

口超越一定數量的聚集地，更重要的是，象徵著傳統社群的瓦解。人們在社會現

代化的過程中，從傳統社群移居到都市，因而獲得了更多的自由。因為傳統社群

當中成員會彼此約束，要求彼此接受固定的、強制性的社群規範，所以在一個傳

統社群中生活的人，多半沒有什麼選擇，必須走向和他的家族相同的道路（鮑曼 

2001d：6-7）。因此，我們可以說生活在一個傳統社群中，用現代人的眼光來看，

人們是普遍缺乏自由的，因為他的責任與義務，遠遠多於他所能為自己作的選擇。 

 

 與傳統社群相反，現代都市是一個充滿選擇的地方。在都市當中，因為人們

不再是同一個家族、同一個社群的成員，也因為不再有任何被普遍偏好、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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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所強制的生涯規劃，都市人成為自己生命的掌舵者，他隨時在就業、伴侶、居

住地點、飲食衣著等各方面做出他個人的選擇。自由，因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鮑

曼 2001d：11, 19）。我們可以說在微觀的層次上，所謂的現代化，就是從傳統社

群中別無選擇的生活方式，到都市裡充斥著選擇題的人生。現代社會認為每個人

都是一個個體，有他獨立的意志與願望，而他的獨特性就彰顯在各種選擇當中，

這是都市人所擁有的權利也是義務（Bauman 2005：20-22）。 

 

 也因為這樣，和傳統社群相較，都市人對公共空間的他人十分寬容（桑內特 

2006：325）。因為「他人」並不是和自己同一個社群、同一個家族的成員，而只

是一個「陌生人」而已。現代社會創造了都市，創造了一個陌生人的集合（society 

of strangers）（Dandeker 1990：116）。而陌生人不會對彼此施予太多約束，人們

在公共空間中，他的「自由」行動是獲得保障的。他可以只考慮最低限度的群體

規範，除此之外都盡可能「隨心所欲」（Bauman 1995：127）。我們可以從日常

生活的經驗中，看到許多這樣的現象。像是人們看到路邊穿著打扮奇怪的人，舉

止不合時宜的人，儘管自己不能夠認同，仍然不會多加理會。可以說，在公共空

間中只要人不犯我，我不犯人。 

 

 也就是在這種自由的氣氛下，陌生人成了公共危險的象徵。Bauman 認為，

從傳統社群到現代化都市，是從不自由但是安全，轉變成自由但不安全的集體生

活。傳統社群中，每一個人都被規定為同一，雖然很不自由，卻也因此能夠有效

約束社群成員，能夠獲得日常生活中，在公共空間裡行走時的一種「確定性」。

人們可以確定迎面而來的人是誰，確定知道他會作些什麼，因為在這個社群當

中，沒有人是真正的「陌生人」。然而，在都市的公共空間則相反。少了彼此的

約束，人們雖然比較自由，卻也因此不能確定他人將對自己、將對這個團體生活

的安寧，做出什麼事情。一個迎面而來的人是不是會突然搶我的皮包？一輛突然

接近的車子是不是會撞上我？這種對自由的預設，以及因之而來的不可預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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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造成了當代的公共空間中，普遍瀰漫著不安全感。 

 

 在都市的公共空間裡，人們彼此都是陌生人，彼此都認為對方是不可預測

的，無從約束起的。而這就產生了大量的生活任務。人們在都市中行動，安排他

自己的行程時，總是必須把公共空間中的陌生人，他們的不可預測性，或者是他

們所造成的危險給考慮進去。例如說在出門的時候，總是要事先考慮在什麼時間

回家，走哪一條路線回家，才能夠避免夜歸時遇到歹徒等等的問題。這些不可預

測，和對危險的預期，就是都市公共空間的特色。而因為陌生人的不可預測性，

並不會因為事前的規劃而消除，所以不管人們再怎麼規劃和計算，在公共空間中

的行動，總是避免不了風險的性質（Bauman 1995：126）。 

 

 與互不干涉、只維持最低限度的互動—大多數情況下是不互動的—陌生人共

處，讓人們行走在都市中，不再擁有走在傳統社群中，那種鄰居之間彼此知之甚

詳的熟悉親切，以及穩定性，而這兩種性質恰好就代表了安全的感受。人們現在

必須學習應對，一種伴隨著自由而來的不熟悉、陌生、不穩定及不可預測，也就

是不安全感（Dandeker 1990：117; Bauman 2001b：145）。這種不安全感，又強

化了先前論及的，人們對於穿越公共空間的速度的強調。人們現在希望能夠快速

穿越這個不安全的空間，回到安全的隱私空間裡。 

 

我們可以說，不管是傳統社群或者是現代都市，人們的集體生活裡總是充斥

著這類自由與安全上的兩難59。傳統社群的公共空間佈滿了熟人的眼睛，人們的

行為隨時可能遭遇到其他成員的批判、約束，甚至是懲罰。因而，人們感覺自己

                                                 
59 當代有許多學者都以自由與安全作為人類心理的兩大需求，以此來分析人類生活的諸多特

色。例如段義孚（1998）以自由/安全，來分析人類活動的空間/地方；以及國內學者黃厚銘（2001）

延伸段義孚的理論，用來分析網路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指出網民在似遠實近、似近實遠的網路

關係中，藉著空間的開拓與地方的營造，來尋求自由與安全兩大需求的平衡；Bauman（1995, 2001）

亦一再強調在社群的失落與都市的誕生過程中，人們對於自由和安全的需要開始有了衝突，這兩

項需求總是只有暫時性的平衡，而沒有終極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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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全景敞視監獄裡的囚犯，在被監看的情況下，只擁有較低的自由感。然而，

這種不自由的狀態卻比較穩定，也讓人感覺比較安全。相對地，在現代都市的公

共空間當中，互不相識的人們互不約束，確保了彼此之間較高程度的自由感受，

但這樣的自由，又以較高的不安全感作為代價。 

 

（二）對安全的追求 

 

 自由與安全作為人類基本的心理需要，無論哪一個都不可或缺。然而在人類

歷史上，也從未出現過完善的解決。正如同 Bauman 所說的，自由與不自由、自

由與安全，這兩者恰好處於對立的狀態並且互為成立條件。也可以說，社會關係

中其中一方的自由，總是以另一方的不自由為代價，同時，對他自己來說，也是

以一定程度的不安全感為代價的60。在不同的社會階段，人們會面對這兩者的不

同比重，感覺自己面對著不同的問題，而持續地—也是徒勞無功地—試圖要加以

克服： 

 

有很好的理由去將歷史的過程理解為鐘擺，即使在其他面向上它可能

被描繪成線性的：自由與安全，這兩者同樣重要且不可或缺，無法毫無摩

擦的做出妥協—而且大多時候都是在衝突的。這兩種性質同時是互補的又

是不相適合的，…。雖然在歷史上，已經嘗試過許多人類共存的形式，對

於這個 ｀不可能的任務＇，並沒有任何一個成功提出了完美的解決方案

（Bauman 2001a：19）。 

 

                                                 
60 Bauman 認為，現代社會有較偏向自由的傾向，而這個傾向在個體化的現象上尤為明顯。人們

會讚揚一個做出個人選擇，同時有能力做出個人選擇的人。像這樣的人所獲得的社會評價，會優

於那些選擇傳統價值的人。而 Bauman（2005：15-39）點出了其中的弔詭—成為個體，其實正是

一個最為強力的集體規範，人們尋求個體性的心態，展現出來其實是從眾行為，因為只有被集體

承認的個體，才配稱為個體。舉例來說，人人都想要與眾不同，可是展現在時尚上，與眾不同的

方法，就是追上這個季節的大眾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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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都市的居民，也做出各種努力來面對這個歷史問題，調整在都市的公共

空間中，朝向自由/不安全的過度傾斜。而其努力的方式並不是消減自己的自由。

事實上，現代的都市居民所偏好的，是以不失去自己的自由為前提，削減他人的

自由來提升安全。舉例來說，關於影像監視的議題，每當有人宣稱影像監視侵犯

到個人隱私，然而又可以保障安全的時候，就會主張他人放棄隱私，而自己保有

安全（布里恩 1999：26）。而當我們更深入地看待這個現象，可以發現，人們主

張的是更消除那些「非我族類」的人的自由（Bauman 2001a：19）。這項原則的

具體表現，就是對陌生人所做的隔離。隔離的目標有二，一個是陌生人本身，另

一個，是陌生人所展現出的陌生，也就是他者性（otherness）（Bauman 2001b：

102）。 

 

 我們可以從安全產業的發展，看到隔離陌生人的傾向。Bauman 引用 Sharon 

Zukin 的研究表示，美國在六零至七零年代時，「都市恐懼」（urban fear）開始制

度化，並且正式成為社會主要產業的基礎。這種恐懼主要是針對公共空間，以及

公共空間的陌生人所懷抱的恐懼。在這種心態下，人們沒有去設想讓不同社會團

體之間減少歧視、增加溝通互動、促成共同福祉的社會政策，卻是轉而追求一種

「可購買的安全」，就是安全產業（safety industry）。這些產業包括了各種監視科

技、私人保鏢、大門社區61（gated community）以及社區警衛，最主要的目標就

是將陌生人排除在外，限制他們在特定空間的進出（Bauman 2001b：94）。 

 

 以都市設計為例，建築師 Hazeldon 設想出一個新的都市，這個城市的設計

原則，最簡單的說法就是「眼不見為淨」。這是一個對陌生人的宣戰，對於不確

定性、那些謎一般的獨特性質，那些讓陌生人不同於其他事物的性質的宣戰

（Bauman 1995：128-129; 2001b：92）。為了讓傳統社群中，由於人們互相熟識，

                                                 
61 大門社區的內涵引用自 Bauman（2005：73）的定義，他指出大門社區的特徵就是對外緊閉的

大門，以及在出入口設置的監視攝影機與警衛。大門社區可以說是企圖以隔離來保障安全的代表。 



 

 95

而自然產生的可預測性、穩定性—換言之，安全感—能在當代都市的新社區中重

現，設計師努力的讓社區當中「不再有陌生人」。藉著閉路攝影機、緊閉的大門、

在街上與出入口巡邏的配槍警衛，任何無法取得進出許可的，也就是被社區內部

認為非我族類的「陌生人」，都被隔離於這個空間之外（Bauman 2001b：92-93）。

從這樣的設計我們不難發現，即使 Hazeldon 的初衷，如他自己所宣稱的那樣，

是要找回人們在傳統社群中生活的安全感，他所設計出來的新社區已經與傳統社

群截然不同了。傳統社區之所以沒有陌生人，是因為人們之間彼此熟悉，而這個

都市裡的社區像一座孤島，它之所以沒有陌生人，是因為陌生人被隔離在圍牆之

外。 

 

 更進一步分析這兩個社區的差異，我們可以發現在傳統社群中，安全感—無

論是對人還是對空間—來自於連結。因為行走在街道上的人們彼此熟識，因為是

行走在從小走慣了的空間當中，人們與空間、空間中的他人都是緊密聯結的，這

確保了人們知道自己的行走路徑62，也確保了互動規範的有效性。而在當代以

Hazeldon 作為代表的城市設計師，以及其他安全產業的提供者眼中，安全感來

自於隔離而非連結。是因為那些被懷疑、被厭惡、被認為沒有資格進入該空間的

人都被排除在外了，才能確保這個空間的「純度」與安全63。要做到這樣的排除

需要大量的監視機制，以及與監視機制相互配合的法律制度： 

 

  根據其界線而非內容來定義的社群，「社群的捍衛」被解釋為雇用有 

 武裝的大門看守人來控制入口，閒蕩者及徘徊者名列公共的首位敵人，在

 減少的公共空間變成防衛的封閉地（enclave），限制進入，分離取代了對

                                                 
62 Virilio（2005：5-6）在《恐慌的城市》（City of Panic）一書中，以自己對於巴黎的感受為例，

指出人們對於自己習慣了的空間，在腦海中會形成一張「心智地圖」（mental map），這張地圖保

障了人們在其中移動的信心，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安全感。 
63 當然，這種純粹性只是一種想像。即使是同一個社群的成員，彼此間也必然有著個體差異，

然而社群成員就是用一種「我群」的想像，一種「我們是相似的」的想像，來迴避在社群內部，

深入認識彼此的必要性，同時，也迴避掉應付差異與衝突的必要性（Bauman 2001b：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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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生活的否定，對有差異的住民的罪化包圍著它—這些是目前都市生活

 的演化的原則面向（Bauman 2001b：94）。 

 

 而另一項隔離的目標—陌生人的他者性，具體而言，就是減少與陌生人的互

動。一旦減少了與陌生人共處的時間和機會，例如說出門搭乘私家轎車而非大眾

運輸工具，陌生人與自己不同的價值觀、想法、行為規範，基本上都變得無關緊

要。陌生人被化為背景，不需要特別去在意或注意（Bauman 1995：128; 2001b：

101-105）。一句常對孩子所做的叮嚀可以代表這項原則：「不要跟陌生人說話」

（Bauman 2001b：104）。 

 

 只要不跟陌生人互動，陌生人的他者性就變的無關緊要，就是不需要去費心

應付跟處理的事情。舉例來說，當我們在都市裡遇見那些不同國家的人，當我們

對他懷著恐懼害怕，最簡單的作法就是不要跟他們說話，趕快離開。只要沒有接

觸，語言或者其他文化上的差異，所可能導致的衝突就不會發生。這種將陌生人

的性質化約，對他們視而不見的應對方式，讓都市人擺脫因陌生而起的不安與心

理負擔。然而沒有初步的互動，就更遑論深入的彼此了解，或者是產生社會聯結

了。Virilio（1986：126）指出，「從現在開始，排斥（repulsion）取代了吸引，

成為了更好的賣點，這讓我們的新的社會生存，環繞著用於保護的物（object of 

protection）組織起來」。而這就是充滿了監視科技、安全警衛的新都市的發展現

狀。 

 

Lofland 所強調的秩序化，以及 Bauman 所說的客套，是人們與陌生人互動

並且產生連結的能力。然而從那些建立圍牆社區，在公共空間中設置監視機制的

訴求中，可以看出與陌生人的互動，不再是都市居民最重要的技能。現代都市的

居民偏好將陌生人隔離，偏好一個沒有陌生人的居住空間。而在無法避免要與陌

生人共處的時候，則有意識地避免與陌生人的互動。原本由人際連帶所發揮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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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就是人們彼此互相監督，互相承諾生活公約的能力，在都市裡被移交給去

人性化的監視科技。現在是影像科技在監督所有人，並且約束、壓制那些潛在的

混亂。這個發展趨勢使得人與陌生人互動的能力持續衰退，用 Zukin 的話來說，

造成了「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的衰退。新的政治學不再是眾人之事，而

是操作「每日生活恐懼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fear）。人們選擇用更多

軍事堡壘般的私人社區，以及更多的監視系統，來防備來自都市內部的敵人—陌

生人（Bauman 2001b：73,78）。 

 

四、 影像監視對公共空間所做的轉譯 

 

 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它的歷史背景是現代社會當中，公共空間的意涵轉

變。公共空間從人們停留、彼此互動聯結的空間，變成快速通過、本身沒有意義

的空間。同時，在公共空間中活動的人，也不是再是共享空間的社群成員，而是

不得已才共處同一個空間的，充滿危險和不確定性的陌生人。由於公共空間以及

陌生人，在當代社會中有著如此的的意涵，因此，人們開始認為需要對這類空間，

以及在空間中行走的人們進行監視，才能夠降低不安全感。 

  

 而在回顧過這樣的歷史背景之後，接下來我想探討，是將影像科技用來監視

公共空間的後續效應，這包括了我們原本對這個科技的期待，也就是說，影像科

技所實行的，對公共空間的監視，是否讓我們感覺到不安全感降低，也包括了與

我們的預期無關的，它對公共空間的意涵，所造成的轉變。這個過程正如同

McLuhan（1995：vii）所說的，科技總是為我們帶來一個新的處境，一個新的共

同生活的模式，同時，也正如 Postman 所說的，科技會改寫某些詞彙的意涵。如

今我們就是要探討影像監視所帶來的，這個新環境的特徵，以及在這個環境當

中，詞彙的意涵遭遇了什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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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像監視：自我強化的不安全感 

 

 在引入影像科技，對公共空間施加監視之後，公共空間變成一個充滿了目光

的領域。這個目光並不是任何特定人士—警察、老師、治安機關等等的目光，而

是一個無所不在、無處不及的科技之眼。而人們將這項科技引入公共空間的主要

目的，就是「提升安全感」。因為公共空間充滿了未知和風險，它是每天行動必

須行經之地，卻又是不得不與「危險」陌生人共享的空間。在人們已經不可能回

到傳統社群的生活方式，很難再去彼此監督和守望相助的時候，所設想出的方

法，就是將監督這個空間及人群的任務交由一個監視科技，讓它滴水不漏地記錄

下這個空間的所有事件。當然，在某些更偏向私有化的「公共」空間裡—例如那

些高級社區，在社區出入口設置這類的監視，目的不僅僅是要記錄人們的行動，

更重要的，是要隔離、排除那些不應當出現在社區當中的人物。 

 

 做到這樣的布置，就已經將公共空間的意義給轉變了。城市裡的公共空間，

曾經是陌生人相遇的地方，是陌生人相處並且互動，彼此認識進而了解的地方。

換言之，它被期望是一個因為人們共有這個空間，因而可以產生出社會連帶的地

方。然而，在速度以及對安全的強調下，現在的公共空間，變成了一個供人快速

穿越的過道，也是一個被細密監控的場域。這樣的轉變，Bauman 和 Virilio 認為，

使的人們與陌生人的「真實相遇」減少，也使的原先存在於公共空間當中的，驚

喜、偶然、自發性、未知與探險的性質，漸漸從城市的街道上消失（Virilio 1998：

145; Bauman 2005：74-76）。人們在公共空間當中，最強調的是移動、離開這個

空間的速度，以及這個空間，會將人們的一舉一動都監視、記錄下來的性質。人

們的身體對於公共空間，以及公共空間中的陌生人的感受性，正因為習慣了在其

中快速移動，而變的遲鈍（桑內特 2006：325-326, 340-341; 段義孚 1998：177）。 

 

那麼，付出這樣的代價—將公共空間的意義、人與公共空間、與陌生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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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都變得平面化而且淺薄—是否能讓我們感到更加地安全？藉著監視讓不

確定性消失，藉著排除或者否定陌生人的存在，讓空間中的流動更加不受阻礙，

這是不是就能讓人們在公共空間中，感覺更加安全自在？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探討安全一詞，在當代社會的獨特內涵，

以及這樣的內涵，又怎麼與影像科技互動，被影像科技所轉譯。Bauman（1995：

181）指出，安全就和自由一樣，並不是一種外在客觀的狀態。也就是說，沒有

一種客觀條件，是被所有人都認為足夠安全的。安全與其說是客觀外在的，不如

說是一種主觀的心理感受，它與穩定、固定不變、可預測性等等的感受是相連的。

人們常常做許多努力，讓自己感覺到生活有秩序、穩定，然後是安全。在這種情

況下，充滿不可預測性，隨時可能打亂生活秩序的陌生人，很自然地造成了不安

全感。 

 

那麼監視是否就能解決不安全感的問題呢？答案是否定的。當代為了消除不

確定性而作的種種措施，包括監視，往往「更加確認及強化那些…行動所招致的

失序感。……恐懼變成自我持續和自我強化的了」（Bauman 2005：69）。之所以

會如此，是因為正如同安全，「不安全」也是一種感受，一種因陌生、因變化而

起的感受，而不是外在客觀的條件。因此，無論客觀生活如何調整—例如說設置

了多少的監視攝影，只要人們的心理狀態感覺到不確定性，感覺到陌生人的不可

預測，心理的不安全感也就不會消失。甚至，影像監視還反過來確認了這種危險

的存在。 

 

 讓我們進一步去比較，傳統社群與當代都市的住民，尋求增加安全感的手

段。傳統社群是熟悉親切的。無論是人們與公共空間，或者是人們與其他社會成

員。在這種社群中因為時常相遇，有著穩定的互動關係，人們對空間，以及共享

空間的他者，都有比較深入的附著（段義孚 1998：191）。而相對於這種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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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社會所偏好的監視與隔離，其所承諾的安全感總是不可能實現。因為人際連

帶，或者是人與空間的連帶感都非常淺薄，這類設置甚至還造成一種弔詭的結

果，就是讓我們覺得「更加地不安全」。陌生人與陌生人的他者性都被隔離甚至

是排除，因而，陌生人就永遠是個需要防範的、不能掌握的。陌生人以及充滿陌

生人的公共空間，由於無法化為熟悉，它就永遠是危險的。這是當代都市最主要

的一個自證式預言，一種套套邏輯（Bauman 2001a：106）。它讓人們活在一種不

安的心情當中。 

 

 Bauman（2001c：83）指出，在液態現代、全球化過程中，人們時常感覺到

的生存條件不安穩，才是不安全感的真正來源。真正威脅到人類生活的，是現在

自己的工作隨時可能會消失，雇主隨時會移動到工資更低的地方去，學歷隨時可

能在產業結構的迅速變遷下，變得不再值錢…這種種情況讓生活在液態現代下的

人們，其生存條件持續地變動。液態現代的都市居民，對自己的生活失去信心，

他沒辦法確定的規劃未來。而在人的感覺和情緒當中，確定感與安全感是緊密相

連的人們卻往往用「不安全」一詞，來化約不確定、不穩定、沒有信心、變動等

等的狀態（Bauman 2001e：145-146）： 

 

全球化所導致的存在性不安穩（existential insecurity）是一個 

很複雜的議題，卻總是被化約到「法律與秩序」（law and order）的單

面向問題。反觀安全（safety）的議題，不但沒有被簡約到單一的人身 

與財產安全，反而意義「超載」，吸收了當今存在的其他關鍵向度—不安

穩（insecurity）與不確定（uncertainty）—所產生的焦慮（Bauman 

2001e：6）。 

 

 同時，也是這種化約的傾向，讓不確定性、不穩定性、不安全感相互結合，

讓這種令人不快的感受的真實來源，很難被清楚地提出和釐清。只是強化了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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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安全感的飢渴（Bauman 2001b：181）。而這個現象深受政客與安全產業的歡

迎，促成一種操作恐懼的政治和商業語言。Bauman（2001e：146）認為，政客

為了自己的選票，常常將不安全感歸罪於危險的街道—也就是陌生人—的身上。

他們將世界化約成罪犯以及秩序的對立，然後只要對打擊犯罪展現出高度熱誠，

人們就會誤以為，他確實在解決不穩定與不確定性的問題（Bauman 2001e：147）。

而事實上，政客只是利用了人們用語言化約現實的心理傾向，可以說是在玩一種

文字遊戲，在降低街頭犯罪的宣稱當中，掩飾了不確定感、不安全感的真正根源—

全球化、貧窮，以及種族隔離等等問題—都沒有被解決。 

 

 而對於安全產業的提供者來說，「恐懼」在市場上作為一個利基，它的有效

性就更不用說了。成功的商人都知道，最熱賣的商品，其吸引人之處不是奢華或

高雅，不是物質上的享受，而是「安全」。就如同打擊犯罪是重要的政治宣傳一

樣，「安全」也是一個最好的商業賣點。你希望走在安全的街道上嗎？請多購買

並且裝設一架監視攝影。你希望社區的安寧獲得保障嗎？請多雇用兩個保全

（Bauman 2001a：4）。安全產業的提供者為我們描繪出一個危險的社會景象，再

三地渲染那些陌生人所可能造成的威脅，讓我們被恐懼所圍繞。藉此，不斷自我

再生產的不安全感，就能夠支撐起更多用於提升安全的產品的熱銷。「一種普遍

的不安全感被生產出來，這導向一種新的消費，對保護的消費。而這發展到極端，

會成為所有販售系統的最首要目標」（Virilio 1986：122）。而且，在藉由科技來

對人群加以監視管理，因而能夠提升安全感的口號底下，還有著更加深遠的後

果。這個藉著科技監視他人的人，既是一個幻想著能藉此得到安全的市民，本身

亦是一個受到監視的，不自覺減少自身移動的失能者： 

 

這個不可見的對安全的需要，它的被一再促進，已經提出了一個新

的市民典型，不再是藉著消費來使國家富裕，市民現在是一個主要投資

於安全的人，他會盡可能去管理他自身的安全，最終是為了較少的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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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付出努力（註：在 Virilio 的脈絡中，這裡所說的「耗費」，指的是行

動時所付出的勞力與時間上的耗費）……在一個這樣的社會形構，它的

表面上的均衡，受到一種偏頗的發想所威脅，安全，因而被想像成移動

的消減（security can henceforth be likened to the absence of movement）

（1986：125）。 

 

 藉著影像科技來監視公共空間的效果，並沒有提升安全感，反而是弔詭的，

強化了不安全的感受。可以說，是恐懼促成了人們將各種科技應用在監視上，然

而，這樣的作法又回過頭來增強了恐懼。在「該被排斥的人都被監視與隔離」的

口號之下，人們並不如這套公式所暗示的那樣，會因此而放心地彼此互動聯結。

事實上，在影像科技的監視，越來越普遍被引入公共空間的時候，人際之間排斥

就已經取代了吸引，冷漠取代了互動，成為都市裡公共空間的特色，以及人們組

織生活的原則（Virilio 1986：128）。如何在這個都市當中提升安全感，克服那些

因陌生而起的恐懼，成為每個人每日生活的任務，監視，無論藉由什麼樣的手段，

都只是這些任務當中的一環。 

 

 到這裡可以看出，前述所說的種種代價—在公共空間設置影像監視，讓公共

空間成為新的全景敞視空間，以及讓人們在其中快速通過，強化與彼此間的隔

離—很顯然的，並不會帶來一個更加安全的空間，反而讓城市居民被一種恐懼感

所糾纏。這種心態最貼切的說法是英文當中的 “haunted”，而人們尋求影像監視，

一如徒勞地尋求一種驅鬼的儀式，反過來強化了恐怖。「對於鄰近街道的遠距監

視，對於受到侵擾的旅行者來說，只代表著更多的焦慮感…」（telesurveillance of 

neighbouring street only meant additional anxiety for harried travelers…）（Virilio 

2005：10）。也由於不安全感的問題無法解決，人們對於監視的需求就永遠無法

饜足。儘管有些人已經意識到，在公共空間設置影像監視的弔詭，並且質疑它保

障安全的有效性，然而這個趨勢，我們可以看到，尚未出現任何被逆轉的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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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許多希冀以監視來提升安全的人來說，前述說法無異於一個打擊，一個

意外。由於當代公共空間的許多特徵—陌生人的相遇、快速穿越的空間、對陌生

人的排斥，當代公共空間被認為是不安全的。然而人們為了提升這個空間的安全

而引入的影像監視，卻又反過來讓不安全感提升。不安全感已經像是一個惡性循

環，它不會被克服也不能被解決。而這樣的意外，對關心科技特性如何影響社會

的研究者來說，還只能說是冰山一角而已。因為那只觸及到在公共空間設置監視

機制，能否實現人們所期望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利用比人類肉眼更強大、更

有效的影像科技來施加監視，能夠讓公共空間，這個受到監視的空間，變成一個

能夠讓人感受到安全的空間。然而就像本篇論文第一章所論及的，任何一項科技

進入社會，除了人們對它的期待以外，總是帶來更多「意料之外」的後果。 

 

意料之外，可以說就是一種「意外」64。而 Virilio（2005：28; 2007：5, 11）

認為，科技的意外將揭示科技的本質（substance），也就是說，「意外」將讓我們

看見科技的社會後果。以鐵達尼號為例，在這艘船發明之後，它被當時的造船專

家雜誌（The Shipbuilder）認為「根本不可能會沈沒」，因此當它撞上冰山而造成

大規模船難的時候，普遍被認為是一個意外，好像「意外」就是一個不應該發生

的事件。然而 Virilio 想說的是，事實上，看似意外的船難，就是船的本質，是船

這項科技所帶來的社會後果。也就是說意外雖然在我們的預期之外，然而卻是一

種必然發生的事件。科技的後果是內涵在科技內部的，就像是宿命一樣，它是我

們不能夠只用意圖來加以詮釋解讀的，一項關於人類社會將如何改變的預言。把

目光從意圖上轉開，轉而去看科技內部究竟有些什麼，能夠讓我們看見這項意

                                                 
64 Virilio 認為這些未預期的後果多半是負面的，所以他所說的「意外」（accident）亦可翻譯為「事

故」。然而在本篇研究中，與其說去強調這個後果的「負面性質」，不如說是強調它在人類的「意

料之外」的性質，因而仍然採用「意外」這個翻譯。就以影像監視為例，影像監視的後果是讓人

們久坐而遲鈍，Virilio 認為這是不好的，因而，他可能認為這是一種採納影像監視所造成的「事

故」。然而我認為，由於好與壞的定義，也會被科技所持續轉譯，久坐不動未必會被認為是一種

負面的後果，因而本研究傾向於稱其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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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時，也就是看見這項科技的本質。也因此 Virilio 強調：意外即本質

（Featherstone 2003：434）。 

 

而沿用這樣的討論方式，我們要探討影像監視的本質與意外。影像監視是能

夠抹除了事件的時空性質，並且讓人們可以跨越時空障礙進行監視的科技，它的

意外除了先前所討論的，對自由的轉譯，以及將帶來更多的不安全感以外，針對

公共空間還有兩個後果。首先，是公共空間被化約為公共影像；其次，是公共空

間在影像化的過程中，變成了一個戰爭的前線，一個以影像來進行防禦和攻擊的

戰爭空間。 

 

（二）從公共空間到公共影像 

 

Virilio（2000：30）不只一次論及，在全球衛星軌道的包圍之下，整個地球

如今被置於一種新的全景敞視當中。這是用影像科技所實現的「遠距全景敞視」

（tele-panopticon），在其中沒有人類監看者，只有科技老大哥。在第三章已經討

論過全景敞視，以及這種新的全景敞視的特質，因而這裡不再贅述。在這裡我想

討論的是在藉著影像科技，對公共空間進行監視的過程當中，這種影像科技所造

成的，公共空間被影像化的問題，這是影像科技的科技特性，所帶來的意外之一。 

 

包括用於監視的影像科技，各種的影像科技都一樣，讓世界上有越來越多的

地方，是人們「無須移動即可到達」的。只要打開電視，人們可以到達所有地方，

甚至，是那些在時間上已經消逝過去了的地方。藉著影像的紀錄，人們可以回到

昨天、回到前天，回到十年以前，「宛如走進時光隧道」，是電視節目在播放那些

懷舊的影片記錄時，最常用於描述的一句話。它的意思是如今人們無須離開這

裡，就能到達那裡，原本的時間與空間距離都不再構成阻礙（Virilio 2003：19）。 

 



 

 105

然而這樣一種抵達，它常常被人忽視的一個特徵，在於它其實是一種影像化

的抵達，一種「普遍化的抵達」（generalized arrival）。與這種新形式的抵達相較，

傳統的、物理性的抵達顯的處處受到限制，人們在身體移動、進而抵達某處的過

程中，既會耗費時間，也受到空間所束縛（Virilio 2003：15-16）。然而影像科技

的視聽速度（audiovisual speed）實現了一種新的抵達，讓我們能夠以光速移動，

就好像汽車速度（automobile speed）也曾幫助我們在一個土地區域的真實空間上

移動那樣，人們現在是在真實時間的光—以及光線所創生的影像當中—向前移動

（Virilio 2000：8）。 

 

和傳統的抵達相對照，可以看出普遍化的抵達，並不是真正地親臨實境，而

是一種視覺訊息的接收（Virilio 2000：20, 22）。可是在這類科技的發達之下，人

們也越來越難辨認這種抵達和實體的抵達之間的差異。在公共空間中的行動，原

本是藉由自己身體，對空間進行發現與詮釋的過程，如今，在影像科技把訊息鉅

細靡遺的帶到我們面前，填入我們的腦海的過程中，「…發現變成一種習慣，變

成對不同區塊（quartiers）的空間的習慣，而我們再一次發現我們自己，這個清

晰的視野已經消失，讓位給一種盲目，這盲目是偏好對於地方的自動化辨識」

（giving way to a blindness that favours automatic recognition of places）（Virilio 

2005：4-5）。 

 

我們可以在觀光業的發展中看到這種現象。原先，所謂的觀光旅遊，指的是

遊客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聽，關於他所移動到的，這個新地點的

各種性質，也就是說，是身體對空間所做的「發現」。而如今人們的旅行過程已

經逆轉了。在旅行開始之前，他已經蒐集各種訊息，包括大量的影像訊息，接著—

如果他還感到興趣的話，再親身移動到那裡，去確認先前所接收的訊息的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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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自己從事一種對地方的影像化—在那裡拍張照片65（宋妲 1997：7-8）。需

要移動身體，或者說，需要以身體勞力去克服空間阻礙的，「持久而辛苦的旅行，…

現在被一種以繭居和互動性為基礎的定點旅行（on-the-spot tourism）所取代」

（Virilio 2003：59）。同時，這種定點旅行，主要是科技在對世界做出認識與詮

釋的。 

 

 更進一步來說，旅行曾經是一個蘊含主體性與自由的過程。行動的主體自發

地去確認空間所能夠給予的各種訊息，行走其中的人聲、氣味、觸覺…，這一切

都會在旅行者心中構成一個心智地圖（mental map），而且是獨一無二的。旅行

者的路徑是自由的、偶發的，能夠跳脫出城市設計者的規劃。「藉著主體快樂地

完全自動化地在城鎮移動，這個路徑的組織，施加了一種自我形構的關係，擾亂

了被城市建築者所決定的關係」（Virilio 2005：8）。然而，當影像科技和其他視

聽載具，聯合起來讓旅行被化約成訊息的傳輸與接收的時候，這種以身體移動與

心智投入為基礎的自主性，就漸漸消失了。影像旅行當中，我們並不是自己去選

擇要看什麼，而是等待著被挑選、被解析過的訊息，被傳輸回來（Virilio 2003：

95），一個「異地」所能給予人的各種驚奇經驗，一個行走在異地所能獲取到的

各種獨特訊息，也被精緻的、蜂擁而來的影像訊息所取代。 

 

這樣一種不需要離開、不需要移動，就能夠「抵達」某一地點的方式，還有

其他稱呼，Virilio（2003：12, 14）有時稱它為影像旅行、視聽旅行、遠距視聽與

遠距行動（tele-action）。它讓人們快速穿越空間的傾向更進一步，人們甚至不再

需要勉強自己去穿越某些空間了，他可以不參與任何具體的公共空間，就有一種

到達那裡的錯覺。同時，人們的身體對於公共空間可能有的感受，那些在他真正

                                                 
65 同樣的，這種將旅遊經驗影像化的方式，也是對旅遊的一種化約。「攝影雖然是一種證實經驗

的方法，但藉由『將經驗限制為一種適於拍照的搜尋』以及「將經驗轉化成一影像或紀念品」的

方式，它同時也是一種拒絕經驗的方法（宋妲 1997：8）」這種化約，以及從親身經驗的「退出」，

我們在討論公共空間的影像化時也會看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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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該處前無法預期的感受，例如嗅覺、觸覺、聽覺，或者與其他陌生人的相遇，

那些驚喜，都被減少甚至是消滅。地理上的公共空間，已經不再是人們旅行的時

候，會用自己的身體去感受、去經驗的事物，而是一種視覺上的印象。它被化約、

縮小到成為一種視覺訊息，一個地點的立即呈現。而且當它被呈現到觀看著眼前

的時候，觀看者已經不再去理解其中的真實，而是去接收這個被傳輸、被影像科

技所檢視過的真實。 

 

我們怎麼可能會沒有在這裡看到電視攝影科技的本質特色：不是一

個或多或少對事件的近乎即時的再現（representation），而是一個地點

的立即呈現（a live presentation of a place），或者一個電子光學環

境—其結果，看起來是藉著電磁物理學，將真實置於光波（waves）上

（Virilio 2000：1）。 

 

今天人們總是能夠「看見」公共空間，即使他人坐在家裡，即使他足不出戶。

人們只要打開 24 小時的新聞台，就可以看見許多被拍攝到的公共空間，以及這

些空間中所發生的事件。這種觀看甚至不受到時間的限制，在網路科技與電視的

結合下，我們可以看昨天的、前天的、甚至更早以前的某些公共空間的畫面。

Virilio（2003：18; 2007：19）就說了，做為我們行動根源的公共舞台，如今已

經讓位，讓給一種公共螢幕、公共影像。而更重要的，是這種影像訊息，相對於

原本由旅行者的身體來體會的公共空間，它是單一的、簡化的、同一的。旅行者

所建構的各種充滿獨特性的空間體會，現在也已經減少了。 

 

而這個過程引發我們思考以下問題，如果人們能夠藉著更少的移動，甚至是

不移動，就能在某種意義上「抵達」公共空間，「看見」公共空間，那麼這是不

是一種收穫，讓我們能夠知道更多在公共空間所發生的事件？Denzin 在他分析

美國社會的著作—《電影社會》（The Cinematic Society）當中指出，這個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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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觀看不僅僅不等同於理解，甚至，它讓我們理解的能力

衰弱。 

 

相機及其鏡頭可以生產資訊，但不是理解。……這個科技只是暴露出

偷窺者湯姆的終極的脆弱（vulnerability）……理解並不同於觀看，知

道某件事情並不意味理解。更進一步，事件在觀者面前陳列，就像在小窗

戶中玩偶陳列，但是這件事情並無法被理解，除非你直接走進它們的生

活。如果你不理解這一點，你所宣稱的真實將總是不穩定並且易受傷害

（Denzin 1995：127）。 

 

根據 Denzin 的看法，理解，是一種包含著時間的過程。就像我們對一個人

的理解一樣，那從來不是藉著第一印象就可以決定一切的。理解會隨時間成長，

隨著時間改變。人總是首先獲得一個觀點，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66…，在過程

中理解會幾度改變，幾度修正，雖然最終我們不能宣稱有一個「絕對」正確的理

解，然而隨時間累進的理解，總是在某層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藉著影像科技

所做到的觀看，則顯然並非如此。影像科技所提供的訊息，總是一個被剝除了它

的時空脈絡的訊息，一個沒有時間性質的訊息，因此，人們失去了判斷其真實性

的依據。人們難以將自己的經驗，與這個影像事件彼此聯結，進而理解這個事件，

儘管我們會對影像所訴說的故事做出推論，但也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影像可以被重

塑，可以被再造，它可以被放緩、靜止、加速地播放，也可以被擺到別的時空脈

絡當中，我們也沒辦法對我們的推論產生「確信」（Virilo 2003：91-92）。而最糟

的情況，是觀看者被動的為簡化過的影像資訊所佔據，而他卻誤以為他有所理解

                                                 
66 理解，如果我們將它解釋為對真實的掌握，那麼從 Virilio 的說法，我們也可以看出理解與時

間感的關連。「被認知到的事物的真實性，這是一個空間時間的起伏，由我們對世界的感受，對

當下時間的感受所決定」（Virilio 2000：8）而除了時間，認為距離尺度的消失，也讓人們再也無

法掌握真實（Virilio 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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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Denzin 1995：27, 193）。 

 

影像科技的應用，與其說是人類藉著科技去理解更多世界上的現象，不如說

是相反。事實上，影像科技是科技對人類視覺、人類認知能力的佔用。也就是說，

在藉由影像科技來掌握真實的過程中，它其實抹煞了人類主動投入心智，主動做

出理解的能力。Virilio 表示，藉著各種科技所創造出來的，一個互動的存在物

（interactive being），「將人類運動和移位的自然能力轉化到探測器與掃描器上，

這些器具持續的告知他關於一個遙遠真實的事情，而傷害到人類自己對真實的理

解能力…（Virilio 2003：16）在這種情況下，與其說我們得到了真實，還不如說，

正因為一切真實都以科技來加以中介，科技消除了真實的時空屏障，橫亙在我們

身體與外在的真實之間68（Virilio 2003：13），所以，我們正見證的，其實是真實

的失落、真實的消逝（Virilio 2003：6）。和 Virilio 的立場相同，宋妲（1997：22）

也認為，所謂透過攝影認識更多、理解更多，只是攝影工業的謊言：「照片含有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的意思，如果我們接受這個世界就像相機所記錄的一樣。

但這正好是「瞭解」（understanding）的相反，因為『瞭解』來自『不接受這個

世界就像它表面上看起來的一樣』，『瞭解』的一切可能性都發根於「『不』的能

力，嚴格說，一個人永遠不可能由一張照片裡瞭解任何東西」。 

 

一方面，人們對公共空間的理解，已經是藉由科技來中介與傳達的，另一方

面，人們也認為可以看見，可以被拍攝，被監視被紀錄的空間就是公共空間。他

甚至認為自己很熟悉這些公共空間，因為他曾經看過那麼多的，公共空間的影

                                                 
67「探測器與掃描器持續的告知人類，關於一個遙遠真實的事情，而傷害到他自己對真實的理解

能力」（Virilio 2003：16）。 
68 關於這個改變了原先的時間距離與地理空間，讓世界被化約成為一個小點的科技，它所帶來

的主要變遷，Virilio 稱為光的介面、第三介面。有別於傳統的時間與空間介面，他認為在這個新

的介面上，我們已經無從理解真實、組織真實。「如果時間的介面（積極符號）（positive sign），

以及空間介面（消極符號）（negative sign），已經透過農業領土與都市領域的地理設計，畫下了

世界的地理和歷史，日曆的組織以及時間的測量也承擔了人類社會的時間政治規劃。第三介面的

進展則指出一個突然的，質的變遷，在人類與其周遭環境間的關係上一個關鍵的轉形」（Virilio 
2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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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然而公共空間原本的意義，它的「公共性」卻在這種共同的、不受時空束縛

的觀看中消失了。因為「公共」，其實是在人們的共同投入中才會產生69。包括

影像監視在內的各種影像科技，基本上促使了這種投入的消滅。化為影像的公共

空間，乍看之下是人人皆可抵達的，乍看之下是無限開放的，然而這種普遍化的

抵達，當我們深入它的內涵，卻是一種沒有遇見其他人，沒有任何相遇的，疏離

地抵達。人們現在是「孤立在一起」（isolated together），這是一種難以察覺的疏

離。也可以說這種「共同性」的想像，在當代這個影像化的社會裡，就是最主要

被生產出來的謊言（Debord 1983：29, 172）。當人們真的不得已要有身體的投入，

要具體的通過這類空間時，他們注意到並不是自己的公共角色，不是這個物理空

間，而是他們勉為其難成為的，那個被影像科技所觀察監督的對象。也可以說，

人們注意的事物仍然是那些存在於第三介面上，存在於影像科技與資訊科技所共

同形塑的光介面上，他注意的是這個將他自身包含在內的公共影像，而不是傳統

意義上，那些發生在公共空間中的，公共角色的互動。 

 

（三）影像戰爭的空間 

 

 由於影像科技—包括影像監視—的發達，公共空間如今被轉化成為公共影

像。人們誤以為公開的觀看，可以有助於，甚至是取代真正的公共參與和理解。

然而由於影像科技的性質，公共參與其實是被減少了，而理解，也因為理解真實

的依據—物理性的時空尺度—在影像中被消除，而難以達成（Virilio 2003：61; 

2005：41）。這些都可以說是影像科技所造成的，公共空間詞義的改變與其後果。

而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換一個角度來看待公共空間的變化。那就是引入 Virilio

的「戰爭」的概念。 

 
                                                 
69 「互動性的傳輸意外並不只是開展在延遲時間的溝通，以及同步傳形之間的科技轉換上，更

重要的是開展了一個政治轉形，逐漸損害我們時代中的核心概念：服務（service）的概念以及公

共（public）的概念」（Virilio 2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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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ilio（2005：70）認為，在當代的影像科技，擴張到整個地球的時候，都

市當中的公共空間，就有了新的意涵。公共影像不是一種共同生活的象徵，而是

一個讓人誤以為自己有參與的，虛假的公共空間。同時，這個新的公共空間還是

一個戰爭的前線，向我們宣示了戰爭如今不再發生於都市與外在的邊界，而是發

生在都市的內部、無所不在。當代都市的公共空間，不再是以公共性為基礎的，

它利用各種監視機制，致力將陌生人挑選出來，嚴加控管甚至是排除。可以說，

甚至可以說，這是一種為了防衛「他人」，不惜犧牲公共性的都市：「這些都是一

個城市的病徵，在這個城市中，這個城邦，過去的開放都市，已經讓位給這些幽

閉症，在幽閉都市中封閉已經藉著對徘徊者、對外來者、那些我們可以稱為社會

中的有罪者的人的排除，而被強化。這些有罪者是威脅到都市居民的心靈平和…」

（Virilio 2005：68）。 

 

 而這一類藉由電子防衛、監視攝影和警衛所保護，致力於排除異己的都市，

Virilio（2005：68）將其稱為碉堡美國（Fortress America）或者隱私都市（private 

city）70。在其中，原本屬於前線戰場的一種生存策略，用來防範敵人與排除敵

人的手段—監視與檢查，變成都市居民裡的生存之道（Virilio 1986：121）。佈滿

影像監視的公共空間，彰顯出當代新的戰爭型式—影像戰爭—的無所不在。在這

個空間當中防禦和攻擊的手段，都以監看為基礎。並非針對任何特定對象的觀

看，而是一種普遍化的、無差別的觀看。預先看見對手就是一種勝利（Virilio 

1998：145）。人們甚至不想被自己的鄰里或社會同伴所觀看到，因為在這裡，被

首先看到的人就失去了行動的先機（Virilio 1986：120）。 

 

 我們可以從 911 恐怖攻擊事件看出，包括影像監視在內的影像科技，如何成

為這個都市戰爭的武器，一個既是用於攻擊，也是用於防衛和反擊的武器。「大

                                                 
70 而這個現象跟影像化也有關係，都市空間的影像化，讓一切都被影像科技所穿透，使的人們

與「遠的」接近，而與「近的」（親近的）疏遠。原本近在手邊的人，朋友、鄰居、家人，如果

不是變成敵人的話，也會變成心理上的相對陌生（Virilio 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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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傳播的武器（weapons of mass communication）是包含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當中的，而這類傳播工具是從來不虞匱乏的…生

產出恐慌來」（Virilio 2005：87）恐怖分子藉著這次事件的影像資訊，藉著它在

全球傳播媒體上的散佈流傳，讓一個地方性的暴力事件，成為全球性、可說是無

處不在的事件（Virilio 1995：56; 2007：20）。這可以說是對全球居民的生存信心

所做的攻擊，讓所有人都被恐懼圍繞。而與此相應的，各大都市紛紛投入的影像

監視的設置，意在防範此類事件的再次發生，卻又弔詭地強化了恐懼的擴散。我

們可以說，佈滿監視科技的公共空間，在各大都市的擴張，既是戰場的擴張，亦

是一種防禦性的空間的擴張（Virilio 1995：71, 74; 2005：93）。 

 

藉著影像科技對公共空間進行監視，其目的宣稱是為了「保障安全」，這樣

的口號在 911 恐怖攻擊之後更受到人們的重視。可以說，像 911 這一類的恐怖事

件或者是混亂，在藉著大眾傳播媒體而散佈到全球之後，強化了一種都市必須要

更進一步的封閉自身，必須要更努力的將自己孤立起來，才能夠將混亂和恐怖排

除在外的錯覺（Virilio 2005：93）。「在觀者心中不斷循環的，令人恐慌的影像，

造成了環繞著都市的衛星現在是雙倍成長了…而其結果，則顯然是激發了被圍困

的精神病狀態（siege psychosis）…」（Virilio 2005：85） 

 

人類共同體的安全，並不是用於隔離的硬體設備能夠加以保障，事實上，是

人群之間的聯結，那些陌生人克服了彼此的差異，彼此理解與相互妥協後產生的

連帶，在讓安全感成為可能（Bauman 2001b：178）。影像監視所做的事情可以說

恰好相反，它讓監視與隔離的原則，以及將所有人視為陌生人的預設，不斷地加

強、傳播給每一位都市居民。影像監視造成的不安全感，可以說遠比安全感來的

強烈，而如果它能產生出安全，那也是一種身為旁觀者的，冷漠的安全，且這樣

的安全至為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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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安全地坐在海灘上，才能饒有趣味地看著水手們即將被洶湧的海浪

吞沒。想像讓人有能力逃避。…途徑之一就是把一些對自己不好的事情轉移

到他人的身上。作一個旁觀者其實就屬於這種轉移。看到別人因船隻失事或

因交通事故而遇難，使我懂得了命運會突然給予致命的打擊，使生命在某個

地方戞然而止。而我就在這裡，不在別處；做為一個旁觀者，我會一直處於

安全的狀態（段義孚 2006：198）。 

 

 這個都市作為一個戰場，而且是以影像作為防禦、作為攻擊武器的戰場。它

隨時提供人一種不安全感，彷彿行走在都市空間中，隨時會受到那些不知從何而

來的陌生人所襲擊。然而，在人們退出公共空間，回到自己的隱私空間時，它又

提供了大量的，對安全—身為旁觀者的安全—的想像（段義孚 2006：197-198）。

這就造成了人們從公共空間的退出。  

 

 Virilio 對都市的看法，顯然有別於 McLuhan 所說的地球村。一個可以看的

見彼此的、沒有任何陰暗角落的地球都市，對他來說並不是一個安居樂業之處。

相反的，這個都市是一種新的危機，是一個都市被影像所圍困（siege）的狀態。

「我們已經回到圍困戰爭狀態，在這個全球化時代，由於『隱私城市』的大量出

現，而這個城市是由防衛機制與監視攝影所組成的」（Virilio 2005：71）。這種狀

態下人們不能建立起人際間的連帶，而在政客、安全產業的推波助瀾下，將彼此

都視為陌生人、潛在的敵人。人們處於一種「沒有目的的、持續性的緊急狀態（state 

of emergency）。要在這種都市裡生存，就必須時刻獲取資訊…」（Virilio 1986：

120）。乍看之下，公共空間的一切都在影像監視的注視下，人們可以隨時獲取這

個 空 間 的 資 訊 71 。 然 而 ， 正 如 先 前 所 言 ， 這 些 看 起 來 是 「 黃 金 庇 護 所 」

                                                 
71 目前這個資訊的取得權力，多半掌握在警方手中，然而從個人化的監視系統，以及那些社區

開始設置的，與有線電視頻道結合的監視攝影，我們可以看出，這個社會的發展，傾向於讓人人

都可以運用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同時，這也是許多學者例如布里恩，以社會正義的角度出發，

所鼓吹的發展方向。 



 

 114

（gold-refuge）、「絕對庇護所」（absolute shelter）的都市，這些人們不再需要出

門，因而不再需要勉強自己與陌生人進行互動，就能實現很多功能，包括對外在

公共空間的無限觀看的都市，事實上，促成了真正的社會安全—社會聯結—的瓦

解（Virilio 1986：127; 2000：69）。以及影像戰爭無處不在的發生。 

 

 也就是說，McLuhan 只看見了地球村將人與人的時空距離縮小，看到了人

群之間的接近，Virilio 卻是要點出，McLuhan 所說的接近並沒有發生在公共空間

當中，這個物理性的，存在於地表上，必須要以傳統的時空距離加以定位的公共

空間，如今正因為新的、沒有時空距離的光介面空間的擴張，而面臨了衰退與侵

蝕的危機。公共空間，這個具體的物理空間，原先是人們身體接近、彼此互動，

進而產生行動的地方，如今卻是人們亟欲從中快速穿過、快速離開、退出的地方。

同時，這個地方也是一個新型戰爭的爆發地點，在其中，影像科技扮演了攻擊與

防禦的雙重角色，讓這個地方相對於人與人沒有直接面對面，沒有身體上親近的

光介面，顯的相對危險且令人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