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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 

 

我那天所作所為的影像就像被投影到一個圓形螢幕上，而這個圓圈

以光速不斷擴大著：這個圓的半徑以內的那些天體上的觀察員們都可以

看到發生的事情，而那些觀察員又各自處於一個圓心，再向他所在的圓

半徑範圍以光速反射「我看見你了」的投影。……這個速度等同於光速，

沒有任何形象可以追得上它。因此他對我的錯誤的臨時印象就會因此而

變成永遠無法更正、不可上訴的「終審」，即一定意義上的正確的、符合

事實的印象（卡爾維諾 2004：153- 154）。 

 

 小說家卡爾維諾在他的新作《宇宙連環圖》當中，敘述了一個暴露在光線照

射下，其自身訊息，都不受自身意志所控制，朝著宇宙四面八方發射出去的個體。

而今，即使沒有這些外太空的「其他人類」作為觀看者，作為一個當代社會的都

市居民，我們仍然時常可以感受到，這種己身的訊息的不可控制。當代的影像科

技，不僅是讓人們生活的影像得以保存，同時，它的傳輸速度，它也讓這種影像

紀錄能夠「無處不在」。可以說在今日，一個行走在公共空間當中的人，他的路

過，不再是一個一次完成，隨著時間消逝的有限事件，也不再是一個受到空間距

離所屏障，因而只能被「有限制的觀看到」的事件。而是藉著影像監視，在這個

事件的影像化，以及公開傳輸的過程中，這個事件由於被化作影像，而有了新的、

永恆的、而且是不受限於時間歷史與空間距離的生命。 

 

 所有的影像科技都有此特性，讓事件能夠擺脫時空，一再發生在人們眼前。

在當代的影像科技，由於它與資訊科技的結合下，更是讓這類影像化後的「事

件」，能夠同時在所有人面前發生。然而影像科技在被應用到監視時，它做出「監

視」的目的卻吸引了人們全部的注意，它作為影像科技的特性，卻相對的受到忽

略。人們在面對與這項科技相關的議題時，習慣了把焦點放在「監視」，只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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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的目標，以及在應用影像科技之後，監視的有效性。我卻認為，正如同 Virilio

（2003：40）所說，每一項科技都有它的隱藏面，也就是它與我們的目的、期待

無關，甚至是違背我們原本意圖的面向。這個隱藏面是科技的意外，也是科技的

本質，是我們需要去檢驗，在它的意外爆發出來，向我們揭露本質以前，就主動

去揭開的東西。也因此，針對當代社會的監視，我嘗試從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

開始從事挖掘。 

 

 影像科技的特性，在人們不知不覺的時候，改變了很多我們視為尋常，並且

以為那未曾經歷改變的監視實作。我們常以為自己活在監視之下，是在一個官方

的注視當中。我們認為監視著我們的，依然是歐威爾描述的，《一九八四》當中

的老大哥，或者是福柯所描述的，全景敞視監獄中的監看員。然而卻忽略了，影

像監視的特性以及它的未來發展，都朝向「沒有監看者」、「沒有人類行動」，因

此可以說是「沒有主體性」的方向在前進。同時也忽略了在目前的監視當中，有

許多現象不同於過往，像是監看員不再有身體的移動，以及被監看者不再需要被

限制在特定的時空環境當中。許多現象都在改變，就在我們擁抱影像科技，甚至

樂意的去借用影像科技，實施自己對居家環境的監視過程中，我們已經是將自己

納入成為監視系統的一環，同時，對我們減少了身體移動、減少了公共空間的參

與的現象，則不知不覺。這些，都是影像監視所帶來的意外。 

 

影像科技的特性，包括它那訴說著「真實即影像」，甚至，「影像比影像的來

源—實物—更為重要」的意識型態，讓監視社會很快將其納入，成為掌握真實的

工具之一。然而，這個工具又改變了監看本身。監看不再是一個「人類事務」，

而是由一個科技化的眼睛，取代人類肉眼，來毫無差別的監看著所有對象。在仰

賴影像監視的監看能力，企圖藉著影像監視，來保障公共空間的安全的同時，我

們將自己的行動能力、理解，以及心智投入的能力，都移交給這項科技，同時化

約了我們與公共空間、公共空間的他人，進行聯結的可能。這些未曾預期，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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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尚未清楚被說明的現象，正是是本篇研究所企圖要彰顯的，影像科技對監視實

作、對監視所實施的地點—公共空間、對監視關係中的兩造—監看者與被監看

者，所做出的轉譯。也因為這些轉譯總是讓與過往相同的詞彙，有了嶄新的內容，

它的發生總是讓人未曾預料，因而，也可以說就是影像科技在進入監視社會，被

應用在監視上時，所造成的意外。 

 

一、 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科技與社會文化的交會 

 

拉圖在他的一次演講當中，曾經提出一種看法。他認為，我們沒有必要把科

技與社會文化一分為二，再庸人自擾地去追問二者究竟孰輕孰重。在學者們反覆

爭辯著是科技決定社會，抑或社會決定科技的同時，有一件事情其實是不言自明

的。那就是每一項科技，都產生在某個特定的社會網絡—或許可以說，就是文化

環境，接著，當它被用於特定的社會網絡，又會回過頭來改變了這個社會網絡的

樣態（拉圖 2004：104）。根據這樣的說法，很顯然我們要做的工作，並不是去

證明科技或者社會文化所具有的決定性。而是實事求是的，去挖掘出科技產物所

產生的背景，以及在它被產生出來之後，對社會文化所造成的改變。 

 

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就是這樣一個科技與社會文化交會的產物。本篇研究

回顧了影像科技的特性，在它尚未被用於監視之前，它其實是我們所熟悉的，從

攝影所發展出來的各項影像科技。而影像科技的科技特性，在它被用於監視之

後，同時也改變了監視的內涵，進一步，改變了監視社會的樣貌。以下簡單的敘

述本研究的成果。 

 

（一）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 

 

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有二：消除了時間與空間的距離、運動的削減與身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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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止。如 McLuhan 以及 Virilio 所觀察到的。影像科技在將遠方的事物化為影像，

傳送到觀者的眼前的同時，其實是讓原本存在於事件當中的時間和空間距離，都

被消除。影像科技的能力，正如本章一開頭所引用的卡爾維諾的小說情節那樣，

它讓一個事件不再停止於該時該地，不再隨著時間的過去而消除。而是將事件化

為影像，藉著光速，這個事件會被傳送到各地，在每個觀者的眼前「發生」。時

間與空間，這些原本阻礙了人們接收訊息，讓人們只能從事有限制的觀看的性

質，由於影像科技而被克服。 

 

然而這樣的發展，人們看似得益，卻也是受害。McLuhan 用樂觀的語調描繪

出一個人與人相互親近，所有溝通的隔閡及阻礙都被瓦解的地球村。他甚至認

為，這種緊密聯結，牽一髮而動全身的狀態，將讓西方人不能再維持原本的疏離

狀態，而轉為深度的參與和投入，更進一步，是擔負起全球人的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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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ilio 卻語帶憂慮。他認為在失去時空尺度的

時候，我們就失去組織一個良善的政治組織的可能。因為時間與空間的尺度，以

及人類身體之間的物理距離，不僅僅是真實的基礎，亦是一切政治與道德的基礎

（Virilio 2003：70, 74）。如今這些尺度都被包括了影像科技在內的各種傳播科技

所化約，這就讓人們失去了生活在真實時空，同時建立起人類組織的能力（Virilio 

2003：58-59）。藉著各種傳播科技，人們與其說是更為接近，不如說是更為疏離，

因為這類傳播科技讓地理性的參與變得不再必要，反過來說，就是鼓勵人們從公

共中撤退（Virilio 1986：144）。 

 

除了當代的學者 Virilio，Debord 在 1967 年出版的《景觀社會》，更像是個先

知一樣的，描述了地球村的黑暗面。他探討了做為傳媒之一的影像科技，如何使

用一種景觀的語言，這種語言將人們引領進入一種虛偽的世界。而 McL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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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ord（1990：33）尖刻的表示—就是這個世紀第一個去為這種看似真實，事實

上只是虛偽的景觀，提出大力辯護的人，也是第一個最受信任的笨蛋。Debord

認為地球村只是一個科技烏托邦，也可以說是一種天真的想像。它與現實截然不

同。現實當中無遠弗屆的溝通，無處不及的傳播工具，只是讓我們活在一個受到

控制，被全面監視的社會當中。在其中，所有人是被「孤立在一起」，而非彼此

聯結的，也因為景觀這種虛偽語言的中介，人們的社會關係都弱化甚至是瓦解

了，因而不可能強化什麼全人類的共同責任（Debord 1983：29, 172; 1990：34）。 

 

 除了時間與空間的尺度，被影像科技所消除以外，影像科技的另一項特性，

是它藉著傳輸能力，讓人類的身體運動削減甚至是達到靜止。一個在各方面都依

賴傳播科技的人類，例如說在影像監視的情況下，是仰賴影像科技來從事監看的

人類，並不是行動中的主體，而是一個被科技入侵的，一個失去行動能力的身體。

這樣的身體，乍看之下是突破了各種對身體運動的限制，例如說，藉著影像監視，

監看員可以克服像是距離、時間等等對觀看的阻礙，而對於全世界進行監看，而

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監看員的身體就是首度被污染的。他的身體不再是一個

行動與能量的中心。而是相反，由於他不再為了獲取影像而移動，只是坐在那裡

等著影像資訊的即時傳輸，他的身體只是彰顯出久坐與惰性，他是一個癱瘓的失

能者，無法再彰顯他的主體性（Virilio 2003：68）。 

 

 Virilio 並且用最小行動法則來詮釋這個現象。在文明化的過程中，人類始終

在化約自己行動所需要耗費的時間與身體勞力，然而，當一切行動或目的，都能

夠藉著一些微小的行動來達到的時候，人類的身體等於是失能了。從運輸革命開

始，一直到包括發展出影像科技的傳播革命，人類的身體放棄了它的移動能力，

同時放棄了心智對事件的詮釋和理解能力，對 Virilio（2003：63 ）來說，這就

是人類自己選擇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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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代公共空間的特色 

 

 而除了探討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以外，本研究並且討論了它被引入公共空

間，對公共空間所造成的效果。首先回溯它進入公共空間的社會文化背景，用

Latour（2004：104）的話說，就是它被使用的社會脈絡。公共空間有某些特色，

而這些特質促成了當代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也讓公共空間被影像監視所改變。

首先，公共空間一直是一個陌生人相遇的場域。在公共空間中，人們不被鼓勵表

現出個人情感、表現出差異，而被要求做一個社會角色，根據社會規範進行有限

制的互動（Bauman 2001b：94-96）。而公共空間中的人們，因為彼此將對方定義

為陌生人，所以也不會像傳統社群的社群成員那樣對彼此施加限制。而就是因為

這個空間允許人們擁有相當程度的行動自由，這個空間也深具不確定性。 

 

 陌生人的聚集，是公共空間的特色，除此之外，當代公共空間的發展過程中，

還有兩個特性使得影像監視被引入公共空間。一個是在當代社會中，人們對於移

動速度的強調，另一個，則是對公共危險的想像。 

 

1. 對移動速度的強調 

 

 當代社會的公共空間，主要被視為快速穿越的空間。我們只要回想自己經過

公共空間的經驗，就會發現人來人往，並不是為了要在這個公共空間裡與他人互

動，而是要穿過、離開這個空間。桑內特（2006）認為從 17 世紀以來，人們就

將都市設想為人類體內的心血循環，想像各種人、事物、資金，就像身體中的血

液跟氧氣一樣，必須在都市空間中順暢、快速地流動。任何移動的阻礙都被認為

是不健康的。也是在這種想像當中，作為公共空間的象徵的陌生人，如今成了亟

欲抹除的障礙。因為與陌生人的互動，陌生人的不確定性，他的行動自由，隨時

可能阻礙了流動的進行，甚至，構成流動中的個體的危險。都市設計師因此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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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設法，要讓陌生人之間的互動變的不再必要。人們可以盡快地通過公共空間，

不受打擾。 

 

 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漸漸習慣忽視公共空間的其他人，習慣了不與他

們互動，而專注在自己移動速度的加快上。這讓人們對公共空間、對公共空間中

的群體，都缺乏心理上的投入，沒有什麼親切感和深度經驗，（段義孚 1998：

167-168, 177）。這樣一種自由來去的狀態，加強了人們對公共空間的疏離感，也

強化了陌生人的陌生性與不可預測性。同時，由於「地方的價值是從特殊人際關

係的親切感借來的，地方本身沒有提供任何人際結合以外的條件」（段義孚 

1998：133），人們從公共空間的退出，亦使得公共空間的意義喪失。在人們為了

要快速流動，僅注意著自己的行動方向的時候，任何公共空間中擦肩而過的人，

都意義淺薄如同一張快照。進而，公共空間就失去意義。 

 

2. 對公共危險的想像 

 

 另一個促成影像監視被引入公共空間的原因，是對公共危險的想像。Bauman

認為，在現代化的生存條件下，人們如今失去了傳統社會當中，生活可以享有的

那種穩定性、安全感、可預測性。人們現在的生活受到地球上其他地區的影響，

受到那些遙遠到難以想像的人們的操弄，因而，感受到不可預測、不穩定，以及，

不安全感。這就使的安全成了政治以及商業上最有效的恐嚇語言。 

 

 政客、安全產業的提供者，現在將安全當成可以販賣、可以換取選票的最大

利基。由於人們生活的不安全感其實有很多來源，主要還是生存條件的不穩定

性，因此，不安全感的問題幾乎是不可能解決的。而政客只要將人們的注意力吸

引到街頭犯罪上，將一切不安全感歸罪於危險的街道，將城市中的陌生人罪化、

暗示他們是生活的潛在威脅，那麼一來，只要他致力於這些公共安全的問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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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會相信他有能力解決不安全的問題。這是當代政治最常見的一種策略。而那

些生產出影像監視科技的，可以說與這種政治語言結合，生產出一種對公共危險

的想像，以及，對「安全感」的需求。 

 

 我們可以說，速度與公共危險，事實上是相互強化的。由於人們在公共空間

中越來越強調快速來去，對公共空間缺乏熟悉與親切感，在沒有附著的情況下，

很自然，感受到陌生與不可預測，換言之，感受到危險和不安全。這兩個當代公

共空間的特色彼此強化，導致影像監視擴張的越來越快，在當代都市當中，公共

空間越來越被強調要是一個「透明的」、沒有黑暗之處的空間。人們藉著對這種

可見性的渴望，來克服心裡上的不安全感。 

 

（三）影像監視對公共空間的轉譯 

 

 而前述，影像監視被引入公共空間的目的，究竟有沒有達成？或者說，在本

研究的思考取向下，應該問的問題是，我們的目的—共同生活的自由與安全，在

影像監視的科技實作上，是不是遭遇到改寫或改變？從許多呼籲裝設監視器的訴

求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在政客以及安全產業提供者的相互合作下，如今一個安

全的社區，被想像為沒有黑暗死角，透過影像監視，一切地方都明亮可見的社區。

犯罪被跟黑暗聯結在一起，跟不安全連在一起。安全指的就是可見。而與安全緊

密相連的詞彙，自由，也因為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而有所改變。 

 

 我們首先討論，在影像監視的實作當中，人們是否獲得了，或者喪失了自由。

Virilio（2005：102）將包括影像科技在內的，各種於傳播革命時發展出來的傳播

科技，都稱為視聽載具。而他認為，藉著視聽載具而「四處移動」的人們，其實

是被靜止在有限的範圍裡，將自己的身體限制在微小的動作中。他在接收傳輸工

具所傳送過來的一切訊息的同時，對自身的惰性與麻木渾然不覺。就是在這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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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我們可以說影像監視對監看關係中的「自由」做出了轉譯，改變了自由的

內涵。在過往，監看關係中相對自由的監看者，他的相對自由是由於他身體的行

動能力，以及被監看者的無法行動而獲得保障（鮑曼 2001d：18-19, 23）。然而

現在，由於監看者也化約了自身的行動能力，監看者已經喪失了行動自由。 

 

 甚至，在各種影像科技的自動化運作下，我們可以預期的是，人類將讓出了

對影像訊息從事理解和詮釋的職權，轉而讓影像科技獨立的從事對影像的理解。

可以說，監看者的相對自由，於此將真正地消失。「武器與工具的自動化，包括

了命令的自動化，同樣也是否定了我們的理智能力，…我們不僅僅是化約我們的

行動與決策自由，也是構思的自由」（Virilio 1986：150）。 

 

由於影像監視的有效性，人們不再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身體能力。

而是相信一個比肉眼更為精確的科技，能夠「把真實告訴我們」。然而就是在這

個過程中，人類的主體性，也就是他的行動與心智投入的自由，被一種不由自主

的被動狀態所取代。同時，真實也就隨著掌握真實、理解真實的人的消失而喪失。

Debord（1990：59）即尖銳的指出：「當電視展現出精緻的影像並且用無恥的謊

言來加以解釋，只有白癡才會相信一切都很清楚」。由於觀看者沒有親身涉入公

共空間，沒有親身涉入事件，真實於是在影像的積累與傳播中消失不見。觀看者

只是觀看，沒有行動，沒有理解，沒有自由。「觀眾只是被預設什麼都不知道，

也不配知道。總是在等著看接下來將發生什麼的人，是從不會行動的，這就是觀

眾的情況」（Debord 1990：22）。 

 

 觀看，這種不介入也不被要求介入的狀態，讓人們擺脫了涉入公共空間時，

由於與陌生人相遇，而可能有的不快感或壓力，進而，也擺脫了行動的責任。在

這種情況下如果說還有自由，那只是一種從公共空間退出，然後在家裡觀看這個

空間的，一種「不參與」的自由。如果說還有安全，亦是一種身為旁觀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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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別人保持距離，選擇用各種監視科技來挑選、隔離、檢查他人的安全。我們

可以說在當代社會影像監視的發達下，自由與安全所遭受到的轉譯，就是讓自由

與安全都擺脫了它原本所預設的行動，所預設的人際參與，而走向相反的方向，

走向「不行動」、「不參與」的自由與安全。同時，這樣的內涵與「透明性」有著

密切關係，是一種對生活空間的透明性的要求。Virilio（2000：55）點出了這種

透明性不同於以往：「透明性（transparency），不再是指事物變得可見的表象

（appearance）。現在，乍然地，它指示的是表象能夠跨越距離，很快地被傳輸—

我們所談的不再僅是真實空間（real space）的透明性，而是同步性的傳形

（trans-appearance of real time）」。換言之，這種透明性是以即時傳輸影像的科技

為基礎的。它要求的是在所有「公共」的範圍—隱私空間以外的場域—架設起即

時傳輸的影像科技，讓所有發生在這裡的事件化為影像，無所不在的發生與永久

保存。 

 

 可以說，影像監視保障的安全，是秘密的消失。我們並不允許在隱私空間以

外的地方保存秘密，任何一個死角，無論是時間上的或者空間上的，都被要求要

被光所照射，變得透明。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破壞了時間與空間對事件的效果，移

除了所有對觀看的阻礙，卻沒有發現在這過程中影像監視所做的轉譯。事實上，

在各種觀看能夠讓我們更安全，進而可能更為自由的宣稱當中，影像監視所承諾

的自由與安全，其內涵早就已經不是我們所設想的那樣。甚至，如果我們仍然討

論行動的自由，討論跳脫出旁觀者的角度，積極投入公共空間的自由，以及進一

步的，人際聯結所能帶來的公共安全，我們將會發現，影像監視與其承諾了自由

與安全，不如說是帶來對自由與安全的危害。 

 

二、 科技社會學的切入角度 

 

本篇研究試圖藉著對影像科技的發展及特性、公共空間的發展及特性，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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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層層討論，逼近到當公共空間與影像監視交會，會對人類生存環境所產生的後

果。然而在從事探究的過程中，不可避免的，發現了科技社會學研究的複雜，也

可以說是現實的複雜。每一次寫作一個科技發展與特性的問題，就會碰觸到它的

意識型態，以及產生出這項科技的意識型態，這讓寫作時很難做出清楚的章節分

類，因為現實上，科技與文化就是這種難以切割的關係，只是在討論時又不得不

加以分述。 

 

雖然在寫作上倍感困難，在研究上我則認為，無論再怎麼複雜，科技社會學

終究要採取這樣一個角度，同時兼顧社會文化與科技特性的研究角度。越是深入

一項與科技相關的議題，就越會發現科技特性與社會文化缺一不可。我們不可能

用社會文化來解釋所有科技發展，因為我們認知到的、所用於解釋的文化，都是

當下的文化環境，是我們研究者有限的生活經驗的文化。而科技總是內涵著新

的、超前的、不明言的文化理念。因此，如果我們只是用已知的文化來解釋科技

的內涵，我們將總是落後於現象一步。例如說，用全景敞視監獄的理念型，來探

討影像監視等等監視科技，就會忽視影像監視這項科技帶來了許多新的東西，那

不是我們熟悉的，全景敞視的監視關係，所能夠解釋的。 

 

然而，純粹探討科技特性的方式，又讓我們難以預期後續的發展。因為科技

的發展，是以系統變遷的方式，系統會與環境做出輸入、輸出，以及反饋。因此，

我們就算是描繪過某個科技的全部特性，在不去探討它被應用的文化環境的情況

下，仍然無法知道它的特性，可能將帶我們走向何處。 

 

 而本篇研究之所以刻意地使用了理論探討的方式，去做科技與社會互動的分

析，而不針對任何特定的社會或地區作經驗性探討。其原因，也跟科技發展的變

遷速度有關。在本研究進行的過程中，在台灣已經有電信業者提出網路監看服

務，這個服務和本研究所探討的影像監視的特性相同，主要是結合了影像科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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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的傳播能力，要讓監看可以沒有任何時間與空間的障礙。然而，本研究

如果採取實證資料的收集，很顯然，還沒有足夠的經驗資料，是針對這個現象的。

如果等到這個服務行之有年，以及在台灣的所有影像監視系統，都發展出本研究

所想要討論的那種能力時，才進行這個研究的話，很顯然，我們的研究可以說就

是落後於現實一步。而只是對已經發生的事情作的資料收集與分析，然而，卻不

能夠對即將發生的事情，提出一些「事前警示」的作用。 

 

 正如同拉圖所說的，科技發展的速度，以及它與社會緊密結合的程度，在當

代已經是一個無法忽視的現象。我們舊有的研究方式，必須針對不同的科技議題

做出調整。本篇研究針對想要探討的科技特性，去描繪它可能造成的改變，採取

「科技與社會文化互動」的預設，然而在研究進行至今，仍不可否認由於研究篇

幅、研究現象當前的發展上限制，本篇研究所描繪的影像監視及其文化環境的互

動，終究只是這個互動循環當中的某一個環節。也就是說，本篇研究至多是描繪

了影像監視，描繪了產生出影像監視、將其引入公共空間的文化環境，以及分析

了影像監視對一部份文化—自由、安全、公共空間等詞彙的意涵—所做出的改

變，這並非影像監視所做出的全部改變，而只是它的一部份而已。 

 

 影像監視與其文化環境仍將持續互動，層層推衍出新的生活世界，新的生活

方式，以及新的文化觀念，這份研究正如同 Weber 所說的，是廣大無垠的文化現

象中，研究者就其心力所及，以及其文化意義所關注的偏向，所切取出來、提供

側寫的一個部分而已。在未來，關於影像監視還會影響到哪些文化觀念，又如何

與其他科技也產生互動，這方面的相關研究，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三、 從微小的科技看到廣闊的社會 

 

 針對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本研究分別討論了科技本身的特性與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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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它被引入公共空間的過程，這其中很大一部份涉及了人們對公共空間、對陌

生人的想像。可以看出，儘管目前為止，多數涉及到公共空間影像監視的相關爭

議，還是環繞在個人隱私權的侵害，或者是政府對人權的壓迫，但事實是，公共

空間的影像監視，它所彰顯的並不只是一種上對下的壓迫關係，也不僅是集體對

個人的箝制效果。而是在於一個共同生活當中，個人對個人的防備心。在各種安

全產業以及政客的宣傳手段下，人們對於彼此，尤其是那些陌生人，越來越嚴重

的防備心態。同時，也因為公共空間的性質轉變，人們也不期望與陌生人化陌生

為熟悉，反而習慣了退居到自己的隱私空間，藉由網際網路來與其他天涯若比鄰

的人物進行互動。而對於真正與自己有地理接近性的人，則相對漠視。正如同

Virilio 所說： 

 

  如果前一個世紀的運輸革命已經造成了橫跨整個洲的都市領地的轉

 形（mutation），那麼當前的（互動）傳輸上的革命造成了都市環境的傳

 形（commutation），在其中影像凌駕了影響所來源的實物，（mutation）

 一度是城市的現在漸漸變成一個弔詭的團塊（agglomeration），立即接 

 近性（immediate proximity）的關係讓位給遠距間關係（remote 

 interrelationships）（Virilio 2003：19）。 

 

 我們和遠的變成近的，和近的—那些地理上接近的—變成遠的（Virilio 

2003：20）。行走在路上總是與他人保持距離，習慣性地閃避和陌生人的接觸互

動，心態上多少是把他們視為遙遠的、陌生的，因而需要防備的對象。而這一點

在影像監視的架設上更是明顯。而和在網際網路上認識的人卻能夠放下這種防

備，主動地與之接近攀談72。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彰顯出這個現象，彰顯出人們

越來越偏重 Virilio 所謂的電磁接近性，而非地理接近性。很顯然這對 Virilio 來

                                                 
72 學者黃厚銘（2003）《虛擬社區的身份認同與信任》一書中，也曾指出這個弔詭的現象。人們

防備心如今在網路上可以輕易放下，在公共空間中，在哪些真實面對面接觸的陌生人面前，卻難

有片刻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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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是一種損失，是一種風險。讓我們忽視了真實的，也是唯一能作為地理政治基

礎的社會關係，反倒去追求不真實的，遙遠的社會關係。 

 

 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從這個現象我們可以見微知著的看到更廣大的社會。

它鑲嵌在我們這個越來越重視遠距行動，而相對忽視真實行動73的社會當中。同

時，它也是這個社會的一個象徵。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對於這個急速縮小的世界，

這個牽一髮則動全身的地球村，所懷抱的不安全感，以及人們如何試圖創造出一

個全面受監控的環境，好讓不安全感降低。然而，也可以看見這個過程中一些人

們未曾意會到，與影像監視相關的後果： 

 

  透過衛星軌道科技的發展，監視攝影與間諜飛機等，都促成了全面 

 視覺（total vision），摧毀了地理尺度與人類認知，而這也讓衛星軌道

 的科技能夠以光速來對世界做出認知，做出影像化，這些導致了沙漠化，

 或者更精確地說，是現象學的生活世界的最初步的降格（Featherstone 

 2003：435）。 

  

 人們的感知能力、主動投入世界、經驗世界、建立人際聯結的能力，在這個

地球村當中將是越發敏銳，抑或漸趨弱化？從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這個科技物的

探討，我們或許不能做出「定論」，只能說看見了這個過程的部分趨勢，至少，

在公共空間當中，人們投入的意願和投入的程度，因為這個科技所帶來的「意

外」，都有降低的傾向。在未來，當影像監視與其他科技、其他文化環境持續互

動之後，這個現象又將如何發展，公共空間是否就會因此而完全的「降格」成為

人際互動的沙漠；行動與參與的自由，是否會變成主要發生在網路空間的現象，

同時，身體的具體參與，也將越來越不重要，這些，都有待後續的觀察研究了。 
                                                 
73 這個遠距/真實的對比，是從 Virilio 的概念中引伸出來。因為他不只一次強調遠距，讓我們失

卻了生活在真實、做出真實行動的能力。當然，他的這個看法也有其預設，他預設身體以及物理

空間的行動，是建立起真實的唯一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