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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 

「咦，那妳叫什麼？」 

我楞了一下，心底倏地升起一座高牆，犯起嘀咕。我為什麼要讓你發

現我的日記？我為什麼要讓你訪談結束後，可以趕緊回家上愛小1，看看

今天這個呆頭呆腦主持不出一場精彩訪談的笨研究生，私底下究竟是個什

麼樣的人？過了今晚，我倆的人生可能從此再沒任何交集，我為什麼得為

了完成訪談，而必須犧牲自己的過去與未來，將細心控管的秘密花園從此

對你開放，夢境的囈語、背地的怨懣、不保留的志得意滿全成了輸誠的素

材？ 

今天你看見了我，也知道我是誰，可不可以止於如此，就好？ 

掙扎、吶喊、抗拒，波濤洶湧。不過理智用力提醒了我，如果不在當

下親切愉悅地交換暱稱，那就別想得到受訪者的信任，完成一場有效的訪

談。更何況，人家不只先讓一個莫名其妙的「研究者」在他日記裡東窺西

瞧，最後還願意讓本尊曝光，現身說法。相較之下，我的犧牲算得了什麼？ 

「呃…妳好，我叫 lala，你應該沒看過我的日記吧？…」 

老天保佑，希望我的受訪者不要敏感細膩到發現我嘴角那怎麼修怎麼

調都掩飾不了的不甘願哪！ 

焦點座談　 黑潮咖啡 

                                                 
1 「愛小」為日記網站「愛情國小」使用者對此網站的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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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說這是一本論文，不如說我準備為自己寫一本「日記」（「年記」？「人

生階段記」？），紀錄敢於衝破束縛，第一次為自己的生涯做出大轉彎之後，隨

之而來的生命型態變化。而這本日記裡探問的，盡是我時時刻刻都在面對與思考

的深刻困惑，試圖在這個過去我所陌生的學科中，尋找那股讓我總是絞扭在愛恨

交織矛盾拉扯裡，難以脫身之神秘力量的解答。 

過去的我，總是寫不成日記的。老師要求的日記，老是拖拖拉拉到早上睡醒

上學前才胡亂寫就，總是不明白日復一日的唸書考試究竟有啥值得報告，更不懂

那些真正值得報告的，諸如被爸媽痛罵的可怕過程、暗戀對象終於回信之後的雀

躍，為什麼要跟只會按分數打人的老師「分享」？然而教條潛移默化的力量太可

怕，始終將寫日記視為折磨的我，卻也好幾次試圖體驗老師口中所言寫日記的諸

多好處，精心挑選了幾本加了方塊鎖，聞起來還香到不行的粉色系日記本，十分

認真地寫起天真的少女心情。無奈這難以得見的自動自發，總是不到一個月就被

缺乏耐心給擊潰。往往在夜深人靜臨睡之際，才覺得到了有資格回顧一日見聞的

時刻，但經過一日折騰的身心，拿起筆來卻是千萬斤重，且往往不曉得究竟該以

什麼姿態書寫。面對一本「假設」不會被偷窺的日記本，一個理應安全的秘密基

地，應該是可以誠實書寫自我的自在空間，然而我卻總是在字句之間來回躊躇，

不是為了推敲出精確用語或是華麗詞藻，而是拿不定主意—我究竟要寫給誰看？

有時，假裝暗戀的男生就坐在日記那頭，溫柔多情地靜觀我筆下的滔滔不絕；有

時，只為了抓住一些極可能在未來被遺忘的細膩心思，為老邁的自己預留回憶珍

藏。然而無論是寫給未來的我或是想像中的他，內容如何動人心弦或是充滿埋怨

忿懟，我再用力呼喊還是得不到丁點回應，連無聲的一抹輕淺微笑或是理解眼神

也搆不著。不消數日，捱過了尋找出口宣洩的衝動之後，我便倦懶於這種眼下看

不見任何回饋的自我書寫，敬佩起那些終生日記不輟之士的過人毅力⋯於是乎一

本本幾近空白的日記陸續束諸高閣，對自己浪費地球資源的行為感到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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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卻在考上研究所，等待入學的無聊日子裡，在好友慫恿下於「愛情

國小」2註冊，第一天就興高采烈地寫起日記來，雖不是認真做到每日記錄，但

至今仍累積了近七百篇。不分日夜，只要有值得紀錄的想法或感受出現時，我總

是反射性地上線，登入、鍵入文字、反覆檢閱修改、貼上與內文相互呼應的圖片，

細細將幽微的內心風景織就出可供回憶的翔實線索。相對於過去的日記本即使只

有寥寥數篇，我卻還是處心積慮地為它上鎖、不時改變藏匿地點、隨身帶著鑰匙

睡覺；這兩三年來的我，卻在一個有熟人、有網友、還有更多無法辨識出其存在

的陌生人前，赤裸裸地持續紀錄日常見聞、點滴記憶、與極度私密的情感流變。

而在同時，拜網站本身為促進社群發展的功能設計所賜，我恐怕花比寫日記更多

的時間在閱讀別人的日記，無論熟識抑或陌生，一篇篇刻畫著個人氣味與生活軌

跡的真實日記，總是餵養著我對那些人的關心或好奇。這種網路上私密的自我書

寫與閱讀，交織成了我現實生活裡除去學生身份外的最大重心，而伴隨長期親身

參與與觀察而來的疑問也從未消散：相對於世間眾多來不及長大，便讓缺乏耐心

的主人給摧毀的傳統紙本日記，網路日記何以席捲風潮，廣受愛戴3？過去眾人

費盡心思封鎖藏匿的日記本，如今怎麼堂而皇之在網路上公開？ 

簡單來說，我始終有股慾望，想要探究這種對一般不在網路上自我書寫的人

來說是不可思議，而我卻一直在做的怪事—在人來人往的網路上公開書寫不見得

想讓「別人」知道的隱私。當網路日記的形式出現根本上的顛覆，不再如傳統日

記一般，將「私密」視為極力追求保障的前提，反倒不在乎他人的窺視，甚至主

動尋求公開的機會，那麼網路日記還算不算日記？網路日記所面對的觀眾，究竟

與傳統日記亟欲隔離排除的觀眾有何不同，得以讓網路日記書寫者拜倒石榴裙

下，心甘情願開啟心門，揭露隱藏在現實生活面具底下的秘密？在這個既以後台

私密自我作為開誠布公的內容，同時卻又是在充滿各式觀眾的前台公開展演的網

                                                 
2 「愛情國小」（http://love.youthwant.com.tw）是優仕網所提供的網路服務之一。 
3 截至 2005 年底，愛情國小首頁統計的註冊人數已達四十五萬人，累積日記篇數超過一千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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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日記舞台上，日記書寫者得如何拿捏公開與私密間的分寸，不讓私人秘密的自

我揭露造成對自我與既存人際關係的威脅，又能滿足以心靈層面與他人相交互動

的慾望？在幾次與網友閒聊分享的過程裡，他們對這些未成完整論述的粗淺觀察

心得所回饋的共鳴，也進一步肯定了這的確是（某些）使用者有所意識的問題，

而也同我一般期待能夠找到一個具有說服力的解答。 

簡言之，這本論文所關切的核心問題便是：當日記有了來自四面八方的觀眾

後，網路日記書寫者如何拿捏私密與公開之間的界線？ 

就目前所能及的網路研究成果，少有文獻從「公開與私密」的角度來探討網

路上的自我書寫。大多數關於網路中個人化媒介書寫的研究(王家茗, 2001; 薛怡

青, 2001; 謝宛蓉, 2003)，往往著重在書寫活動本身的意義，與自我揭露、認同

構建加以扣連；研究場域也限於發展歷史較為久遠的 BBS、個人新聞台、個人

電子報等媒介形式，而這些媒介所借用的「討論區」、「新聞台」、「報紙」等隱喻，

恰巧都具備「公開」、「去個人化」、「訊息傳播」的特色。即便前冠「個人」大旗，

仍不免讓所借用的傳統媒介隱喻主導使用者的想像—在 BBS討論區裡相互提

問，給予回應、將電子報發送至訂閱者的信箱。相較於此，在「日記」隱喻裡所

進行的網路書寫，關涉的是更貼近此類書寫活動本質的衝突，也就是這些網路日

記書寫者如何願意將原屬私密性質的日記內容公開，又如何在公開的舞台上繼續

維持忠實的自我記錄。這種「公開與私密」兩者概念間的對立、並陳、逆轉或交

融，理應在諸多學科對「公私領域」（public sphere/private sphere）的長久關切中

得到清楚的梳理。然而就如同不同的社會有不同的公私概念，不同領域的理論論

述對此也有不同的界定，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公與私是一組不斷流動、變換、

重疊的相對概念，並且充滿爭議(Prost & Vincent, 1987, p. 3; Turkel, 1992, p. 1)。 

不過，黃厚銘(2001, pp. 152-153)在探討網路的媒介功能對社會互動關係造成

的影響時指出，「⋯公私場域的劃分本身也是相對的，正如同公開與私密，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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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後台一樣，並非在工作場合就是公領域，在鄰里就是私領域。當然，這主要是

以公開和私密來區分公私領域，而非以公共和私有來區分。就社會互動（特別是

網路上）的情境分析而言，或許，公開與私密的影響遠較公共與私有更為重要」。

在這邊，公共和私有指的是所有權，公開與私密則是指使用權。在現實生活中，

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對應隨著歷史與文化的演變，有日漸模糊的趨向，公共的不見

得會予以公開，私有的也不一定可以保持私密。以台北的都市空間為例，騎樓或

馬路的所有權是由政府擁有，理應所有都市居民都享有道路使用的權利，但附近

商家的路霸行為卻將公地私用，剝奪他人的路權；而為達到建蔽率的要求，許多

私人企業大樓將不能加蓋建築的私有土地區塊規劃為開放廣場，不但提供行人的

休憩空間，也為都市景觀增添色彩。這種公私交錯的現象，在少了實體物理圍籬

可供圈劃出公私界線的網路空間裡，自然表現出更為複雜多元的面貌。在上網的

這個活動裡，上網者當下所處的實體空間、所進入的網路空間、支持網路空間形

成的電腦硬體、在網路空間裡的活動形式，都牽涉了在兩道公私光譜（公共與私

有、公開和私密）上的來回游移。若再加以交叉分析，可以想見其結果必呈現高

度複雜性，也無怪乎黃厚銘(2001)會以「公私交錯」來指稱網路媒介的公私特性

4。 

但也因網路的特性使然，在進行網路的公私特性研究時，「公共與私有」以

及「公開與私密」兩組概念交錯重疊的程度更為提高，倘若未能清楚分殊，容易

出現將兩組概念混用不清的問題。如蘇彥豪(1998)的碩士論文《網路空間的公共

與私密—以 TANet 女性主義 BBS站為例》，以討論女性主義為主的「自己的房間」

BBS站為研究對象，從空間的角度分析此 BBS站在公私領域的再現方式。蘇既

以針對不同服務對象是否有不同開放程度來談網路空間的「公共空間」特性，同

                                                 
4 對網路生活已成為現實生活之延伸的當代人而言，網路空間不只充滿了陌生人及網路原生的友

誼，並且將現實生活中部分的人際網絡互動挪移至網路進行，因此「公私交錯」已不足以形容網

路媒介的公私特性。我認為，網路已然成為一個既為前台又為後台，既私密又公開的中間地帶。

針對此主張，我在第四章有進一步推論。 

註解 [S1]: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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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帶入政治哲學的關切，分析網路空間是否也扮演了可供眾人進行公共討論的

「公共領域」角色。很明顯的，前者談的應是由使用權所界分的「公開與私密」，

後者公共領域的討論則必須同時從網路空間的「公開與私密」性質，以及「公共

與私有」的所有權歸屬問題加以釐清。然可惜的是，作者卻一律以「公共與私密」

指稱兩道全然不同的光譜，造成論述上的混亂。當然，選擇從「公開與私密」而

非「公共與私有」的角度來談網路日記的新興現象，不是為了避免兩組概念有所

重疊而難以清楚區隔的窘境，而是如前所引述，「公開與私密」這組概念才能為

社會互動情境的分析提供更為有力與豐富的切入點。畢竟，我們在日常生活裡所

認知的日記書寫，總是兀自一人俯首獨語，不為誰寫，也不給誰看。我們可以說，

日記書寫者在記錄自我時，是與過去的自我進行記憶的比對式互動，與當下的自

我進行辯證的對話式互動，與未來的自我進行探索的想像式互動；也可以說，她

是向某個不可見的神明、精靈或力量，用文字將悔罪、祈願、喜悅、哀痛銘刻，

作為最誠摯的告解與分享；更可以說，日記是她最忠誠且知心的朋友，永遠靜靜

傾聽，不曾外洩任何秘密。然而無論是基於以上哪種姿態，日記書寫者所設定的

傾訴對象，永遠只存在日記本的想像空間裡，而非現實生活中任何具真實意義的

他人。關起門、躲進被窩，隔絕一切外在的社會關係侵擾，日記在秘密形式的保

護之下，便能盡情與想像的對象交心對話。但是，在日記上網之後，不但文字鋪

排在人來人往、彼此間相互連結的公開網絡裡，對話所設定的目標也不再是由個

人想像全權掌控的自我、精神或是擬人化的日記本，而是親近度、熟悉度、匿名

度都各自殊異的眾多真實對象。書寫空間的性質逆轉，傾訴對象的複雜化，自然

會為過去單純是與想像的對象進行私密對話的日記帶來饒富趣味的新鮮感，同時

也為原本自在的自我揭露添上耗費心力的斟酌拿捏。而這一切，都緊緊繫在公開

抑或私密的問題上，而與「公共與私有」的問題較不相關。 

於是這本由個人日記書寫累積出的觀想與體驗做為基礎，在斗室裡獨自敲打

著鍵盤寫出的論文，也希冀能與既不私有亦不私密的學術研究成果進行對話，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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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既有研究未能觸及的嶄新現象提供某些可能的解釋。 

我們想做的，是指出一條途徑，提供一個方法，激發眼前的世代（或

再加上此後好幾個世代），在這張共同的電子紙上書寫歷史。「未來人」無

論隨意指出過去的某一天，都可以憑著在這裡的二十萬人或一百萬人或五

百萬人共同的記載，清楚地了解那一天日出的時間、天空破曉的顏色、當

天是第幾天沒下雨、限水的區域與時間、最被關心但隨後馬上又被遺忘的

政治議題、…這將是未來誰也不能操控、扭曲、辯護與註解的歷史。如果

還可能達到更高的層次，我們也希望可以從這裡的蕪雜中粹煉，無論是科

學、文學或哲學。「未來人」的思想情感，可以因為看見「過去人」（也許

這是不同的人，或也可以是同一個人）曾經在日復一日的瑣碎中，利用有

限的工具與時間，對於世界（現世和彼世）、人我之間一切聯繫的努力探

求，而不至於逐漸冰冷僵硬。 

這是愛情國小所屬的網路公司負責人在其 2003 年 3月 26日的日記裡，與公

司重要幹部互勉的一段話。如果要說這本做為人生階段記錄的論文在為自己日常

生活中遭遇的困惑尋求解答，以及努力為學術圈中相關研究填缺補漏之外，還能

彰顯出某些更高層次的意義的話，恐怕也就是戒慎恐懼地用我能力所及的眼與

筆，為這些年輕世代持續以個人日常生活素材進行歷史書寫的行動，留下一些期

待未來可與這些歷史文獻並陳，以供相互參照玩味的記錄吧。 

問題意識 

本論文所要探究的，是網路日記書寫的現象對傳統關於公私的二分界定產生

了何種影響。談到公私問題，首先要釐清的是諸多複雜的公私概念。根據 Sheller 

與 Urry(2003)所做的區分，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傳統裡，至少就有五組不同的公

私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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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利益/私人利益（public/private interest） 

公共領域/私人領域（public/private sphere） 

公共生活/私人生活（public/private life） 

公共空間/私人空間（public/private space） 

公開性/私密性（publicity/privacy） 

除了最後一組概念完全以「暴露」（exposure/non-exposure）與否來做區分的

判準外，前四組概念還牽涉到以「所有權」的歸屬對象決定公私的內涵。然而即

便是皆以所有權屬公眾抑或私人做為判斷，在不同的學科傳統裡，公私的內涵還

是有相互矛盾衝突之處，與個人工作相關的劃分尤為明顯。在劃分公私空間時，

工作場合與家庭一樣，都是屬於私人空間；而在社會網絡研究的脈絡裡，卻只有

家庭生活才能稱之為私人生活；到了政治學關心的公共利益探討時，個人所服務

的公司企業卻又屬於私人利益的範圍。由此可見公私內涵的歧異與模糊。Bailey

更主張公與私的概念缺乏本質上的定義，相關歷史與社會學的研究已經指出「私」

（private）的概念具有多變性，且與社會變遷共同起伏。唯一不變的是，公與私

之間的區別（distinction）卻是根深蒂固地未曾消失(Bailey, 2002)。所以本文關切

的重點，是探討網路科技做為人際互動的媒介選項之一後，對公開與私密之間的

界線產生什麼樣的影響，是讓人際關係裡的公私之別更為固化、模糊、或是消融，

還是區別仍在，卻有任意鬆動、移位、逆轉的可能。當然，當公私之間的對立形

式起了變化，公私概念在數位時代中的定義與內涵自然也會有所不同。 

不知與陌生人 

公開與私密，對應到人際互動關係中，談的就是個體訊息的開放與封閉，可

知與不可知。Simmel在談人際關係與知（knowledge）兩者間的關係時，開宗明

義就點出：「顯而易見地，人們與任一他人間建立的所有關係，都建基在對於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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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所瞭解之上」。而對對方的瞭解則必須以自我揭露為前提，「在所有由具相異

性個體構成的關係中，關係的強度與獨特性會隨著雙方透過文字（word）以及存

在（existence）兩種形式，來向對方進行不同程度的自我揭露而得以進展」(Simmel, 

1906, p. 307) 。不過，他也指出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因為全真或全知的不可得，我

們對他人的認識裡自然也就包含了錯誤（error）與無知（ignorance），而這些不

知（nonknowledge）不只與知共同且和諧地構成了我們對外在客觀世界或內在心

靈世界的認識，甚至如同衝突與競爭對社會凝聚力的形成有所助益一般，關係裡

的相互隱瞞（甚至形式更為激進的謊言）也會對關係的維繫產生積極的效用

(Simmel, 1906)。在這裡我們可以看到，訊息的公開除了在能否開啟一段關係時

扮演絕對的關鍵角色外，訊息的封閉在關係的後續發展上亦是不可或缺。換句話

說，「距離產生美感」，適時地將關係雙方之間相互瞭解（reciprocal knowledge）

的管道加以操弄，調配知與不知的比例，是能提高關係的強度與特殊性的。 

而不僅關係裡有知與不知的二元性存在，即使在不知之中，Simmel仍能挖

掘出二元的性質。在 Simmel(1906, pp. 330-344)對「秘密」的討論裡，他先將秘

密定義為「以積極或消極的方式將實際存在的現實（realities）加以隱藏(p. 330)」，

接著指出「凡被有意或無意隱藏的，也會有意或無意地被知覺(p. 330)」、「秘密

本身充滿了它是可以被洩露（betrayed）的意識(p. 333)」。的確，並非所有未被

個體知覺的訊息都能稱的上秘密，只能稱做為「無知」。只有當我們出自於刻意

不讓某人獲得某些訊息時所做的努力，才能使秘密成形。然而秘密自生成的那一

刻起，就伴隨一股張力，不只要抵禦被排除在秘密之外的局外人摧毀那道防堵訊

息外洩的高牆，同時也要預防秘密製造者無法克制自行摧毀秘密的誘惑，以便炫

耀掌握獨家資訊的優越感，或是追求在吐實懺悔的當下讓罪惡感與羞恥心得到撫

慰(Simmel, 1906, p. 333)。所以，隱藏的動作、隱藏的對象、洩密的誘惑與威脅，

構成了秘密三大要素。電影「浩劫重生」（Cast Away）裡因飛機失事而漂流到荒

島上的男主角必然無須面對公開與私密的問題，因為除了一顆排球之外，島上沒

註解 [S2]: 頁碼 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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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二個人。雖然他為排球命名，並將它視為最親密的朋友、唯一的說話對象，

但這仍無法算是有互動存在的人際關係型態。唯有在人際互動關係之中，訊息的

開放與封閉才能彰顯其意義，而其中的比例與型態，也能進一步反映出關係的不

同。而即便在關係中有所隱藏，人們還是逃脫不了秘密「欲蓋彌彰」之張力的折

磨，我們都聽了太多也說過太多「我有一個秘密喔，不過你要先答應我不能告訴

別人⋯」這類天真的要求，也日復一日地為紀錄著秘密的日記上鎖，卻又在人前

磨磨蹭蹭，克制不了欲言又止的衝動。 

依關係中將私密自我向對方開放的程度，並藉以決定或反映關係的深度與獨

特性之原則，Simmel(1906, pp. 317-329)進一步以相互瞭解的多寡，將關係簡略

地做了幾種分殊，從目標導向團體的成員、點頭之交、朋友、戀人到伴侶。而關

係維繫的憑藉也從全然客觀化、功能取向的非個人性認識，逐步轉移到光譜的另

一端：對於對方具有個性、動機與心理層面變化的個人性瞭解。至於在面對那些

我們缺乏個人性瞭解，在公開場合邂逅的陌生人時，我們是否就抱持保留、謹慎、

退縮的冷漠態度，甚或是充滿恐懼感與敵意？雖說對於不熟悉的事物，人性天生

難免趨向排拒的負面態度，然而 Lofland(1973)與 Simmel(1971b)對陌生人的討

論，卻提示了我們與陌生人之間所存在的更積極可能性。Lofland從都市生活的

特色切入，指出與大量的陌生人共享同一個都市空間，在購物、行走、用餐之際

共同生活，雖然會在情緒上帶來痛苦，在認知上帶來負擔，但都市人卻已發展出

消除「陌生感」的策略。所謂的陌生人，是在視覺上可見，卻缺乏個人性瞭解的

對象，但我們卻可以透過「範疇式認識」（categoric knowing）加以辨識歸類，降

低不安全感的威脅。這種範疇性認識在過去依賴的是外貌打扮的視覺線索，在當

今都市生活中，卻以個人所居住的空間位置來決定。循此，一旦我們能夠將都市

空間秩序化，也就能夠在某種程度的確定下，辨識出那些缺乏個人性認識的陌生

他者。事實上，Lofland所謂將都市空間秩序化的手段，其中之一即是將公共空

間私有化。例如時常出現在同一家咖啡店，佔據同一個位置，在此公共空間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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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出如私人家居空間一般的熟悉感之後，咖啡店裡來來去去的陌生人們就成了熟

悉的空間背景之一，陌生人附隨的威脅感也隨之降低(Lofland, 1973)。雖然公共

空間私有化的相關措辭指涉富有所有權意涵，而非從公開或私密等使用權關鍵字

帶入，但究其實質，談的仍是使用權層面的問題。相較於 Lofland仍將陌生人等

同為具威脅性的他者，只是都市居民並非一味抵抗逃避，而是願意進一步發展出

消除陌生感的積極對策，Simmel卻是從距離的角度切入，主張我們與陌生人間

的關係無疑是全然正面（positive）的關係—這是一種特殊的互動形式，同時揉

合了人際關係裡的「親近」與「遙遠」。以假設天狼星上存在外星人為例，我們

既不知覺他們的存在，也不加以考慮，在社會學意義上來說，他們還稱不上陌生

人。對 Simmel而言，陌生人與今天來、明天走的流浪者（wanderer）不同。流

浪者來了又走，無法形成社會關係；陌生人不僅到來、停留，同時又保有離去的

自由。並且，陌生人之不從屬於團體的特質，讓他成為不僅是物理空間意義上，

且是社會關係意義上的「無領地之人」（no landowner）。但也因此，他富有高度

「移動性」（mobility），可隨機與每個團體成員進行接觸，無須透過親屬、地域

及職業關係形成的有機連結。而陌生人既親近又遙遠的特性，更表現在陌生人的

客觀性中。因為他不受縛於團體或特定成員，所以可以以客觀的姿態加以面對，

但客觀並不意謂著疏離或不參與，而是一種結合了近與遠、冷漠與涉入的獨特結

構。因此，身為一個具有移動性與客觀性的特殊存在，陌生人常常會得到他人主

動吐露的真相與私密，或是小心藏起不讓親近的親友得知的回憶與自白(Simmel, 

1971b, pp. 143-149)。 

對網路日記書寫者而言，不知與陌生人，皆讓日記書寫者彷彿安處於無法任

人真實觸及的安全距離，可以更自在地將私密公開。網路的化名機制猶如一片毛

玻璃，橫梗於網路日記書寫者與觀眾間，無論其大小面積、透明度以及擺置的位

置，試圖遮掩、保護的皆是不欲人知的關鍵訊息。這些訊息可能表淺到是名片或

通訊錄上公開的真實姓名、電話地址，也可能是深埋心底的世紀之秘。抽離了這

註解 [S3]: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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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要支架後的訊息匱乏促成了模糊狀態，讓網路日記書寫者可在觀眾的不知中

安心展露自我，卻又不被看清。而與陌生人關係中的疏遠與不特定，也讓人可以

豁免特定關係裡的期待與義務，無須擔心私密的坦露會對關係投下不確定的變

數。這些陌生人雖看得到血淋淋的文字紀實，卻找不到進入書寫者生活世界的那

把鑰匙。換句話說，主控權掌握在書寫者手中，她可將自我開放，享受揭露的釋

放快感，甚至享受與陌生讀者間的互動與共鳴，同時卻又握有操弄關係距離的權

力。這種關係距離上的遙遠，也表現在網路日記書寫者並未與陌生讀者身處同一

個空間之中，無法讓身體上的所有動作與表情做為意識層面活動的表徵，促使彼

此將對方視為一個特定的、具體的個人存在。以 Schutz(1976, pp. 22-25)的話來

說，網路日記書寫者與陌生讀者對彼此而言，只是一種非經直接經驗而瞭解的有

限「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只是同時存在於世界上的「同時代人」

（contemporaries），而不足以型塑面對面關係中才得以出現的「我們關係」

（we-relation）。當私密是以文字形式而非經由個體存在揭露，且透過非面對面情

境的網路媒介之後，讀者無法以直接經驗去擷取日記書寫者的主觀意識；網路日

記書寫者也可化身為某種程度去個人化的社會現實，再以文字的客觀性包裹個人

私密的主觀性，讓私密的公開盡量不對現實生活世界裡的自我造成威脅。 

但這是本公開的日記，根植在不斷連結衍生的網路裡，對寄生在日記社群網

站的日記書寫者而言，觀眾不可能永遠陌生，陌生也不可能僅是廣大觀眾群的唯

一特徵。在固定的單向閱讀或是雙向分享的模式建立後，日記書寫者與觀眾間可

能進一步發展出一對一的、具個人性瞭解的穩定網友關係，甚至相約見面，在現

實生活中尋求更深更廣的互動連結。另一方面，也有日記書寫者興致勃勃地邀請

現實生活中的親友前來共襄盛舉，或是將網路日記作為與親友聯絡、告知近況的

管道。即便日記書寫者對日記網址或相關訊息守口如瓶，不願現實生活中的人際

網絡成為網路日記預設的觀眾，但在強大搜尋引擎的綿密滲透與某些欲進行地毯

式搜索的決心侵略下，依舊得面對現實生活中親友成為觀眾群成員的無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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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句話說，在網路日記書寫歷程的開端，觀眾要不全然陌生，要不由書寫者主動

告知的親友做為主要鼓掌部隊，觀眾的身份組成單純且可預測。但隨著日記持續

公開更新，觀眾在不斷增長與流失間，其身份組成也隨之複雜化，不再只是「陌

生人」或「相熟親友」便能明確指稱。網路日記書寫者與讀者間的社會關係一旦

發生變異，原本將私密自我在安全的陌生人前公開的舉動，勢必變得窒礙難行。

就像是一次只能上一道菜的廚師，如何在一次呈現中滿足不同食客的口味需求，

兼能保有自我料理風格，其間的分寸拿捏，才是足堪玩味，也正是本文企圖進一

步瞭解的深入問題。 

既為前台，又為後台 

當我們以「觀眾」或是「讀者」指稱網路日記書寫者所面對的對象時，網路

日記無疑就是一個搬演日常生活的舞台，導演、編劇、演員三種角色全由日記書

寫者一手撐起。Goffman(1959)在《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一書中，將社會生活

比擬成一場又一場的舞台表演，每個人都是演員，在公開的舞台上為觀眾帶來精

心排練的演出，讓觀眾收到他努力表現的特定印象。唯有退到觀眾被隔離在外的

後台時，表演者才能卸下面具，自扮演的前台角色脫離，輕鬆流露與前台表演矛

盾衝突的一面。將觀眾隔離，意味著將觀眾獲取訊息的管道加以封閉，目的是讓

後台行為不會對前台的表演造成威脅。我們選擇將哪些人事物包捆成秘密，拒絕

他人窺探，也是基於同樣的心態：那些荒誕的幻想、不堪的回憶、背德的偷歡，

所有可能摧毀或傷害我們既定社會角色的一切，我們若不是將之深藏在內心深

處，便是將日記視為安全的宣洩出口。我們在日常生活裡的一個個前台上費心維

持一致的情境定義，不讓破壞性訊息摧毀為印象整飭所做的努力，而網路將日常

生活表演場合裡的觀眾隔離，我們遂可放心展現原本角色外的行為，無須擔憂在

網路上的活動會破壞角色的一致性。在此，相對於日常生活裡的前台，網路空間

成了個人可享有自由的後台。然而，隨著越來越多人上網，網路世界中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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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度與深度都有了更為豐富且深刻的展現，無論是出自於自我認同的探索，或

是互動需求的滿足，我們都在網路空間裡不斷地與他人接觸。在每一個接觸的當

下情境裡，我們都必須在以化名為特性的網路中先行塑造一個身份或角色，無論

這個角色內涵是否與日常生活角色或是真實自我相同，我們都是在不同的觀眾面

前用某種方式進行新的情境定義，傳達期待觀眾能夠如實無誤接收的角色印象。

此時現實生活反而成為網路活動的後台，我們可以一邊發表文章，一邊大口吃

飯；一邊與網友在MSN上打情罵俏，一邊在電話裡向好友批評對方死纏爛打。

網路這種既為前台又為後台的特性，不僅表現在與現實生活的相互參照中，同時

也表現在不同視窗的切換間—相對於其他不同視窗，每個視窗都可能同時扮演前

台與後台的角色。而網路日記雖然紀錄著平常只允許隱藏在現實生活舞台之後台

的想法或行為，但卻因位於公開的網路節點上，不再只是一本向想像的對象傾吐

的私密日記，反而必須面對各式各樣的觀眾，有的躲在暗處難以辨認，有的卻是

愛恨交纏，各款親疏遠近雜沓紛陳。對網路日記書寫者而言，由於難以針對特定

觀眾區隔出不同的角色情境，而必須讓私密的公開書寫有更為細膩的操弄。但換

個角度來看，或許也是陌生觀眾投射的眼神充滿神秘，心靈相通的觀眾共鳴太過

動人，才讓網路日記書寫者如此甘之如飴，自我揭露式的網路展演遂蔚為風潮。 

但這種以自我揭露為主，視網路兼容了前台與後台特性的看法，卻與薛怡青

(2001)及黃厚銘(2001)針對 BBS使用者所進行的研究結果大不相同。薛怡青的論

文裡指出，BBS使用者在網路世界的自我揭露程度顯著小於現實世界的自我揭

露。且只有在現實世界裡揭露程度越多者，在網路世界中的揭露程度才會越多；

反之，在現實世界裡揭露程度越少者，在網路世界中的揭露程度也越少。就對象

的不同對自我揭露造成的影響而言，網路世界的自我揭露情形與現實世界的情形

亦無二致，都是隨著時間拉長與熟識程度提高，自我揭露的程度亦隨之增加。薛

怡青(2001, p. 141)因此推論，「也許當網路使用者對整體環境或互動的對方沒有

建立信任感或所獲得的報酬並不具體時，網路上的自我揭露程度可能會比現實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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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低」。另一方面，黃厚銘(2001, pp. 153-154)也指出網路作為前台的公開展演特

性，「網際網路人際關係的化名基礎有助於卸除既有人際關係與相應身份之羈

絆，且其公開性可放大展演的成分。在一個表演者與觀眾之間尚未形成固定且有

認同的關係時，展演的優劣不會有影響，因而，對多方嘗試、探索自我認同是一

種鼓勵。⋯顯然的，網路討論區的發言，是在私底下對公眾發聲，因而容許盡情

的表演與嘗試」。綜合薛與黃的看法，使用者是將網路視為表演的前台，而非能

夠展現在現實生活角色之外未加修飾之自我的後台。薛怡青認為是出自於對充滿

陌生人的環境缺乏信任，因而比照現實生活中的謹慎、防衛、舉止合宜的演出姿

態；後者則強調陌生人的正面意涵，正因為與陌生人間的關係隨機、不特定，讓

網路使用者潛在的表演慾望得以有更大的發揮空間。不過，從網路日記來看，光

以前台表演的概念並不足以解釋此網路現象。在公開場域暴露私密內在世界的網

路日記書寫行為，實際上正是將網路視為前台亦為後台的意念展現。 

在網路空間進行日記書寫的使用者，其將自我加以公開揭露的對象，除了可

能存在部份現實生活中既有的，或是在網路中結交的親密好友外，大多數亦是陌

生的觀眾。她與這些陌生觀眾間的關係同樣是不特定、缺乏信任的短暫或是淺薄

的遇合，但她卻願意將原屬後台行為的私密自我向其公開。一方面當然是如前所

述，網路上的觀眾被隔離於日記書寫者的現實生活之外，日記書寫者無須擔心他

們所見的後台行為會對現實生活前台裡進行的情境定義造成破壞，所以並不介意

陌生的觀眾進入現實世界舞台的後台。但讓網路日記書寫者不僅被動地不拒絕陌

生觀眾的窺視，而且更進一步以主動的姿態「持續」進行私密自我的揭露，觀眾

所給予的具體回饋毋寧扮演了關鍵性的角色。對愛小的使用者來說，關注每篇日

記上方來自日記讀者所留下的腳印（腳印功能會在下一段落加以介紹）數量是否

增加、查閱腳印主人是何方神聖，都是愛小生活裡每日必定進行的功課之一。也

就是說，網路日記書寫者是基於網路日記的讀者被隔離於現實生活之外，所以不

在意彼此之間的陌生，而願意讓陌生觀眾進入隱匿在現實生活舞台之後的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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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見自我未加修飾的一面。然而觀看注視也是人際互動的一種形式，互動關係一

旦開啟，陌生人成為後台行為的觀眾之後，日記書寫者自然也會開始在意觀眾的

反應，某種程度上也期待能夠獲得肯定與讚賞。所以，不僅是網路日記的後台特

性顛覆了薛怡青與黃厚銘在過去對網路之前台性質的宣稱，我們可以見到有越來

越多網路使用者在網路上展露私密自我的一面，讓網路具有鮮明的後台性質。同

時在另一方面，因網路本身的公開性，以及與某些日記觀眾建立起有意義的互動

關係，網路日記書寫者還是不能免於因為對觀眾反應的在意，而讓網路日記的書

寫加入了前台表演的成分。於是，網路日記成為既為後台又為前台的獨特所在，

網路日記書寫者為維持局勢更為複雜的情境定義所做的努力，也就饒富趣味。 

不過，Goffman雖以戲劇理論為日常生活中前台與後台行為間的差異提出有

力的解釋，卻未將舞台所處的外在環境加以處理，以致於應用到現代生活中有解

釋上的侷限。Meyrowitz(1985)認為，雖然 Goffman提出了「情境定義」在特定

的互動舞台與觀眾中形塑出應當呈現的角色行為，但卻明顯地忽略了角色內涵與

社會結構的改變。面對此理論侷限，Meyrowitz以McLuhan對電子媒介的探討加

以補足，雖然McLuhan並未仔細說明電子媒介為何能為社會行為帶來影響，又

是透過何種方式，但McLuhan卻指出了今日社會文化的大幅度變化，必須歸因

於現代蓬勃發達的電子媒介(Meyrowitz, 1985)。Meyrowitz先提出了由資訊擷取

管道（information access）劃限出的認知圍籬才是控制情境定義的首要關鍵，至

於 Goffman提出的可見的、實體的物理界線所切劃出的地方（place），充其量只

能做為次級的概念來說明情境與行為間的關係。而社會情境能夠脫離實體空間區

隔的限制，主要還是必須歸功於電子媒介無遠弗屆的特性。在電子媒介強大的傳

播溝通能力之下，實體的地方界線被穿越，前台後台間的布幕被掀起之後，原本

一公開一私密的社會情境遂融合成一個新的社會情境，Meyrowitz將此前後台交

疊的區域稱為「中間地帶」（middle region）。他認為，在新的情境區隔形成後，

原本公開的前台行為會被推進到舞台最前端，轉變為修整得更為完美的「舞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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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forefront）行為，後台行為則退縮到中間地帶之後更為隱密的角落，成為「舞

台深處」（deepback region）行為。至於中間地帶行為，則因為同時包含了前台後

台行為，所以無法在此融合的新情境中展現極端的舞台前端行為或是後台深處行

為，而是如Meyrowitz所主張，實際上具有「後台偏向」（back region bias）。其

理由在於，一方面因為前台行為是操弄和控制的結果，除了特定要公開展現的行

為之外，其他一般的行為都被隔離至前台以外的區域，所以中間地帶也會跟原有

後台一樣，具有後台性質；另一方面是人們往往較容易注意增加的部份，忽略原

本存在而今缺乏的部份，所以人們受中間地帶裡所出現的後台行為所吸引，忽視

其中已被部份侵吞的前台行為特性。但由於新的中間地帶行為仍是屬於對觀眾公

開表演的部分，所以表演者仍能夠將不欲人知的部分加以隱藏(Meyrowitz, 1985, 

pp. 46-52)。在帶入電子媒介變項之後，Meyrowitz將資訊流動決定了互動情境的

異同，同時也推翻了公開與私密之間是以實體藩籬為區分的主張，表現在他將

Goffman的舞台概念做更進一步的區分，補進了一個兼容並蓄的「中間地帶」。

而既為前台又為後台的網路日記，正可適切地為Meyrowitz提出的中間地帶行為

概念提供理論佐證。擺脫了在舞台前端戒慎恐懼的現實生活角色扮演，網路日記

跟傳統日記一樣，提供了無限寬廣自由的後台空間，讓日記書寫者可以一頭鑽進

日記本裡尋求解放歇息，她不再扮演任何人，只消做她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所不

能言的埋怨、疑惑、白日夢，一股腦地都可丟到網路日記舞台上，甚至還能博得

喝采與掌聲。至於真正不能說的，依舊深藏在心坎的皺折裡，永不見天日。 

Meyrowitz所提出的「中間地帶」概念，指涉的是在電子媒介穿透了過去物

理圍籬圈劃的界線後，在表演的前台與後台之間出現了新的中間地帶情境。在其

中，同一場表演裡原本分屬前台與後台的情境被融合、表演者的角色模糊化、無

法將觀眾完全隔離。然而，若扣緊 Goffman(1959, pp. 15-22)對表演所下的定義：

「個體在某個特定情境下，持續面對某群觀察者時，所出現的所有行為，而這些

行為會對這群觀察者產生某些影響」，網路日記還能稱為既公開又私密、既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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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又為後台的中間地帶嗎？從我個人以及收集到的其他使用者經驗來看，不論是

否清楚意識到網路日記本身是兼具公開與私密特性的獨特場域，網路日記書寫者

確實已發展出相應的中間地帶行為。最普遍的策略無非是在日記裡將關於人、

事、時、地的重要關鍵字略去不表，或以他人所不能理解的密語呈現，或是將事

件的脈絡抽離，只顯露他人無法還原出意義的情緒文字或事件碎片。這些製造他

人理解障礙的舉動，其實都是意圖在表演的同時，進一步將觀眾進行隔離所進行

的努力，也是試圖以操弄訊息的可得與否將模糊的情境再加以細部定義。於是，

在面對來自各方的日記讀者進行前台的公開表演之同時，網路日記書寫者仍然能

以製造讀者理解障礙的方式展現後台的私密自我，既不讓網路日記所欲傳達的形

象之外的後台行為破壞日記裡選擇性呈現的形象，也不會讓網路的公開性摧毀日

記做為秘密收藏地的私密本質，同時也能將混為一體的日記觀眾依照熟悉度與親

密度加以區隔與分類，只有與網路日記書寫者關係親近者才有辦法近用網路日記

裡缺漏的訊息管道，完整拼湊出日記書寫者的後台形貌。因此，網路日記既可時

為前台，時為後台，同時也是Meyrowitz所言的「中間地帶」，前台與後台在此

融合，既為前台又為後台，既私密又公開。 

循此，本文希望藉由加入網路媒介的化名性，以及跨越時空限制，能夠輕易

與陌生人進行互動之特性的探討，以期解釋何以本質應屬私密的日記會轉移到公

開的網路上書寫。網路日記書寫者又如何看待混雜了熟人與陌生大眾的讀者群，

她如何在面對想像中的觀眾表演的同時，一面維持自我書寫，一面克服難以隔離

觀眾，而可能讓私密的後台行為破壞前台演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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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場域介紹：愛情國小 

網路上提供個人創作（文字或圖像）呈現的平台不少，各式各樣的交友社群

更是不知凡幾，除了過去最為人熟知的明日報個人新聞台之外，個人電子報發報

台、各大入口網站的社群空間、BBS的個人版皆所在多有，甚至近幾年來的 blog

（部落格）風潮讓網路世界為之瘋狂。會以愛情國小做為研究對象，一方面當然

是以「公開日記」凸顯網路人際關係的模式，在一定程度的意義上顛覆了我們過

去對「公開與私密」這組概念的想像；更重要的是，四十五萬的註冊使用者，以

及累積至今上千萬篇5的日記創作，代表的絕對不是一個可被輕忽的社群樣貌或

時代潮流。 

愛情國小（http://love.youthwant.com.tw）是優仕網

（http://www.youthwant.com.tw）在 2000 年八月所成立的交友平台。與其他以文

字創作形成社群的網站（如現在由 PCHOME所管理的個人新聞台）最大的不同

點在於，愛情國小是以「寫日記」做為創作的類型界定，並有許多便於結交朋友

的功能設計，可以算是目前國內唯一成功結合發報台、婚（交）友網站、提供個

人網頁空間三種服務的網路平台。而且由於優仕網的經營定位設定為針對大專學

生提供社群、電子商務以及網路服務的學生社群網站，企圖為校園與企業間建立

雙向鍊結，所以主要使用者皆為年輕的大專學生，在愛情國小進行日記創作的書

寫者也多為時下的「七年級」生，與網站類型頗多類似的個人新聞台多以「六年

級」台長所組成的現象(王家茗, 2001)相較，有使用者明顯年輕化的傾向。 

在愛情國小裡，每位使用者在註冊之後即被視為「同學」，其暱稱在註冊之

後就永遠固定，不可有任何改變6。每位同學的首頁（如下頁圖一）是由個人基

                                                 
5 取自愛情國小首頁（http://love.youthwant.com.tw/index.php?index=Y）於 2005/12/28的統計
數字。 
6 不過，這個原則在這一兩年來已有鬆動。愛情國小舉辦的許多遊戲競賽或抽獎活動，其獎品除

了常見的贈送免費的正式生資格外，偶爾也會出現享有更換暱稱一次的特殊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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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料的表格所組成，依序包含暱稱、愛情國小學號、愛小身份（新註冊的保甄 

圖一  愛情國小使用者基本資料頁面 

生、未繳費的旁聽生、繳費的正式生，或是受過愛情國小推薦的模範生四類）、

上一次登入時間、參加社團、居住地區、性別、生日、職業、星座、血型、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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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交過幾位異性朋友、獎懲記錄等項。在這些資本資料右邊是可張貼個人照

片的空間，下方可寫明交友願望，此區塊左側則是標明著自行取名的日記本名稱

的連結。 

點進日記本名稱的連結，即進入個人的日記本封面（如圖二）。可以見到此

位同學的日記本簡介、瀏覽指數（指日記總共被瀏覽的次數）、人氣指數（指個

人資本資料被瀏覽的次數）、腳印指數（每篇日記平均被踩過幾個腳印）等數字

統計，而日記本封面的主要空間則是安放最新 20篇日記的標題連結，發表時間、

天氣、心情，以及為日記本封面選取的照片。 

 

圖二  愛情國小日記本封面 

無論在個人基本資料頁面或是日記本封面，都有為讀者設計的「我要成為他

的朋友」、「我要打分數」、「我要傳紙條」、「我要訂閱他的日記」、「上線簡訊通知」

等五個功能連結。而在每篇日記頁尾，都有一個「留下閱讀腳印」的按鈕，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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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的註冊使用者可以藉此在此篇日記上方留下可以連結至自己日記本的腳印

形狀連結（如圖三）。一般使用者的日記，每篇都預設 20個腳印空間，人氣特佳

的使用者可以購買新增的腳印空間，確保大部分的忠實讀者都可以留下腳印。若

是繳費的正式生（月繳 80元或日繳 6元可成正式生），每篇日記頁尾還會出現個

人留言版的連結，而每一則留言都會留下留言者暱稱連結。 

 

圖三  愛情國小日記內頁 

對日記書寫者而言，除了向外展現的個人基本資料首頁、日記本封面、每篇

日記、留言版之外，還擁有一個不對外開放的「我的日記本/個人工具箱」之私

人管理區，使用者可以在此進行編修日記、管理與其他使用者間私下傳遞的紙

條、察看瀏覽者留下的評分或交友要求、處理讀者針對加鎖之秘密日記（見圖二

的第一則日記標題，其後方出現一把鑰匙）請求提供觀看權限的要求、修改個人

檔案與設定個人留言版等動作。不過未繳費的「旁聽生」在此處就無法享有正式

生等級的完全服務，例如每日只能寫一篇日記、日記內文不可含有語法、日記圖

檔上限 30K（正式生 50K）、不可寫秘密日記（正式生雖然可寫秘密日記，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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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必須支付五個「優點」，等值五元）、不可進入紙條以及朋友名單管理區瀏覽。

而旁聽生與正式生的功能差別，是在愛情國小於 2001 年四月逐步推動收費機制

後才出現大幅度的區隔。依據愛情國小所提供的全校正式生名單
7
統計，在四十

餘萬的已註冊使用者裡，目前約有近九千名付費使用的正式生。 

若只是每天持之以恆地登入個人日記本寫日記，被動地依循其他讀者留下的

訊息痕跡延伸出人際網絡，那麼一個社群網站就難以從上線一個月的萬餘人註

冊，甚至歷經從免費轉變到收費的考驗之後，還能穩定發展到四十多萬人的規

模。若將日記本視為個人的私密房間，那麼前述提到的提出交友、傳紙條、踩腳

印、留言版、下評分等功能，就是網站為每個房間開設的窗口，並在各個房間之

間闢設便於來往的橋樑。除此之外，網站相對於個人日記本，也扮演了社區訊息

中心的角色。使用者只要以帳號密碼登入網站，首先會自動跳出「線上同學名單」

視窗8，如同 BBS的線上使用者名單一樣，可以對任何 ID丟出即時跳出的「悄

悄話」。在線上名單視窗下層，迎面而來的則是「愛小公佈欄」，裡面有「今日壽

星名單」與半小時更新一次的「新同學面孔」（兩者皆列出學號、暱稱與日記本

名稱的連結），也有以年齡進行初步分類的搜尋功能。同時，使用者也能在每個

網頁頁首（見圖一及圖二）處的「優仕推薦」（每週由愛情國小校長選出的模範

生日記）、「搜尋同學」、「愛小社團」、「風雲人物」（日記篇數、腳印總數、朋友

人數、秘密日記數、參與社團數的種種排行榜）、「半點心情」（半小時更新一次

的站內最新日記）、「校史館」（可用日期搜尋出任一日的所有愛小日記）、「留言

版」（愛小的大留言版）等處，利用網站提供的以不同條件建立的各種開放式名

單，主動與茫茫網海中毫不相關的陌生人建立關係。 

從提出交友請求、私下傳紙條、在日記上踩腳印、公開留言以及任何暱稱出

                                                 
7 2005/12/28取自愛情國小「風雲人物」區裡的全校正式生名單資料

（http://love.youthwant.com.tw/13/default_bb_ulist.php?t=&v=b5ee687ef650dee3bb2e3524084011
216）。 
8 在此視窗中也可轉切到「線上好友名單」，與好友傳遞即時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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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之處皆是連結等功能機制來看，愛情國小的日記讀者可以透過許多方式讓書寫

者明確知覺其存在，藉此與書寫者產生聯繫。日記被他人翻閱不再令人暴跳如

雷，反而讓豐沛人氣為日記的持續書寫加油打氣。即使使用者在愛情國小的活動

只以日記書寫為主，不與任何人建立關係，力保孤立的隱密狀態，但在網站強大

的社群功能下，任何一個已註冊的使用者，其實都被安放在所有使用者都能觸及

的公開平台上。不但不能消極將日記本全然隱藏9，尚且無法避免來自讀者單方

面提出的交友請求、紙條、秘密日記授權，只能被動保持不予回應的方式，而原

本應當屬於個人的私密日記上，也無可避免留下來自各方的腳印痕跡。因此，張

貼在愛情國小上的日記本，不再是不見天日的秘密收藏抽屜。即使在網路空間裡

可以區劃出專屬個人的私密地域，享有個人化媒體的可能，卻也讓同時具有大眾

媒體特性的網路特質，將公開性交織進個人私密，為本應具私密性的文體添附上

各種被公開檢視的可能，甚至進而成為形塑自我認同、加速與陌生人建立關係、

提高彼此親密感的工具之一。 

研究方法 

此研究中用以佐證說明的素材（illustrative materials）是混合性的…

這種研究方法的正當性（如同我也以此認為 Simmel的研究方法正當）在

於，所有的例證都符應一個協調一致的框架，而此框架能將讀者既有的經

驗加以結合，並能為學生在對已建制化（institutional）的社會生活進行個

案研究時，提供一個值得檢驗的指南(Goffman, 1959, pp. xi-xii)。 

正如 Goffman採用的分析素材上至其他學者綜合歸納出的研究成果，下至由

別具色彩的個人書寫的非正式回憶錄，再加上他親身在 Shetland島進行的田野研

究資料，我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也將不脫 Goffman研究日常生活中人際互動現象的

                                                 
9 除非將所有日記全數刪除，或是在日記書寫之初便選擇不按下「寫入日記本」按鈕，日記便會

存放在日記管理區中，不會出現在日記本封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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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模式，由長期以來做為實際參與者的第一手觀察與省思，與相關研究成果進

行對話，進而在理論與自身經驗中來回修飭出一套解釋框架，再以訪談方式收集

其他使用者的經驗，做為檢驗或是提供理論豐富度的素材。由於網路日記不但是

我研究進行的田野，更是我成為研究者之前與平日卸下研究者身份後的生活重

心，個人經驗自然是此研究能夠萌發成形的關鍵要素，更是建構我對此研究的方

向與脈絡的重要依憑。日記書寫原本就是一種深具反身性（reflexivity）的活動，

個人同時扮演書寫者與被書寫者、觀察者與被觀察者兩種角色，在來回不斷交互

參照的斟酌裡，完成自我的書寫。而一個網路日記研究者若本身亦在網路上寫日

記，這個書寫者不但時時與當下被書寫的自我對話，同時也在書寫過程中持續反

思日記書寫的斟酌作為，更不斷在自我日記與他人日記間往返觀察。這種具高度

反身性的研究過程，相信能夠更切合地描摩愛小日記書寫者的生活體驗，使其在

檢驗此研究成果時有所共鳴。 

至於訪談對象，我將選擇十位在愛情國小裡持續活躍及「曾經」活躍的重度

使用者進行焦點座談與個別訪談10。「重度使用」的判準不僅從日記的質與量來

判斷，自己不寫（或少寫）日記卻大量閱讀他人日記或與其他網友以愛小提供的

互動機制頻繁往來，以及過去活躍，如今卻因不明因素退用者，都是富有意義的

研究對象。 

從日記篇數排行榜11來看，前二十名的日記書寫者所累積的日記篇數分佈在

三千至一萬七千篇之間。假設一天寫一篇日記毫不間斷，這樣的數量也必須耗費

約十到五十年的時間才得以達成。因此，這些投入不可思議之熱情在書寫網路日

記者，必然對將私密加以公開的誘惑與危險有豐富的體認，並發展出獨特策略以

處理可能出現的問題。她也許是操弄公私界線的高手，也許認為公開或私密的差

                                                 
10 訪談對象的基本背景介紹請參見附錄。 
11 2005/12/28取自愛小「風雲人物」區的日記篇數排行榜統計資料

（http://love.youthwant.com.tw/13/default_bb_top.php?w=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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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已不再具有意義，網路日記不過是另一個可以爭取掌聲的表演空間。然而不可

否認的是，在四十多萬的註冊使用者數字背後，或許隱藏了更多因為各種因素而

未曾做出嘗試或是中途退出的使用者。特別是許多曾經叱剎風雲而今淡出的昔日

網站明星，其退用的因素是否與私密日記加以公開的問題有關，也值得探討。而

更常被忽視的是難以被察覺的潛水者，不寫公開日記、瀏覽他人日記時不留下腳

印、甚至不留下登入記錄，但每日卻花費許多時間進行瀏覽。除了可能的「懶得

寫」因素，這些潛水者也可能是基於意識到網路的公開性會對個人生活造成侵

擾，而不願將私密面向加以開放，即使她仍身為社群的一份子，單向地以他人的

秘密餵養好奇的慾望。這一類在網路社群裡力保孤立隱密的潛水者，其堅持與策

略運用，無疑也能為網路上的公私問題提供別具意義的看法。 

就我個人的親身經驗來說，正是因為不想再讓某些真實生活裡的好友從日記

裡得知我平日不輕易展現的面向，以致關係發生變化，因此將日記荒廢許久。在

這段銷聲匿跡的日子裡，其實每日我還是隱身登入，關心每一個朋友的生活。不

久之後，我發現原先在我愛小網絡裡的眾家好友，竟然也一個接一個拉大寫日記

的頻率，像推骨牌一樣，最後登入時間不再有新的更動。原本密集連結的網絡，

竟因一兩個人的退出而逐漸潰散瓦解。但也由此得以證明，網路日記之所以誘

人，持續的自我揭露書寫之所以不間斷，人際互動所提供的支持，或說是觀眾所

回饋的鼓勵，是不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近來某日閒暇之餘，按捺不住記錄美好心

情的衝動，登入寫了一篇日記，不抱任何期待的我，竟然發現在不到一天的時間

內，當篇日記上就出現數個熟悉的腳印。其中有見過面的網友，卻也有意料之外，

過去雖在網路相識，卻未發展出進一步關係的純粹讀者。若不是經過這種離開再

回來的考驗，我也無法得知網路人際關係並不是全然的易碎、短暫、浮面。 

不過相較於重度使用者，退用者與潛水者資料的收集難度提高許多。特別是

這兩類研究對象的意義獨特性，皆在於他們是因不願將私密公開而退用或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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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從網站上收集他們公開在網站上的既有資料，進而提出訪談邀約，其實都

是一種對隱私的侵犯，而訪談邀約又更進一步威脅網路所提供的化名性。所以針

對這兩類的研究對象，我將採用透過請前述的重度使用者推薦人選的「滾雪球

法」，來克服這兩類訪談對象難以聯絡的問題。若訪談對象不願意曝光，也將以

MSN語音訪談取代面訪的方式進行訪談資料的收集。 

除了以參與觀察法探索愛小使用者的日記行為與社群運作模式，以訪談方式

收集第一手的使用者經驗之外，愛情國小「閱覽室」中持續進行的「我與愛小的

故事」活動12亦是我倚重的研究資料來源。此由愛情國小校長（站方）發起於 2004

年四月的公開徵文活動，邀請使用者在簡單的主題引導下，寫下加入愛小的原

因、使用感想以及印象深刻的人事物。至今有近五百位愛小同學在此徵文活動中

留下愛小日記經驗的自述。相對於雖可在互動過程中深入追問，卻是由研究者主

導的訪談情境，在無須負擔任何角色期待、義務責任以及時間壓力的徵文活動

裡，使用者可更自由地分享其心得感受，凸顯其自身定義最富深厚意義的經驗，

在某種程度上迴避了棄守化名保障，直接與陌生研究者談論私人日記的尷尬。因

此，即便並非每篇故事皆觸及本文關切的核心，碰觸到了也不見得具備足以分析

的深度，此活動專區仍是可提供豐富研究素材的珍貴資料庫。 

在資料處理的階段，本研究將使用質性研究分析軟體 NVivo，將篩選過後的

「我與愛小」文章以及訪談逐字稿進行編碼、歸納與分析。 

 

 

 

                                                 
12 請參見活動網址 http://love.youthwant.com.tw/event_200404/default.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