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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如伯勞鳥一般地歌頌生命，我卻從未記下這些時刻。我安安靜

靜地活著，只為了書冊，因為沒有一個舞台，能讓我搬演自己的戲。不過

思想本身就是自己的舞台，也定義著自己的存在。紀錄一個就等於同時紀

錄另一個，就像將開得最美的鮮花夾在書頁間一樣。所以，讓這個日記成

為寫給自己的信吧，這樣就無須回信。 

—Emily Dickinson13 

Emily Dickinson是著名的十九世紀美國女詩人，後世為其陸續出土的一千多

首詩作迷戀低迴不已，而其個人真實生活風貌，則是許多傳記作家、評論者與心

理分析學者亟欲一探究竟的主題。因為在那些探討死亡、永恆、自然與愛的詩作

之深刻思維的背後，隱含的卻是一顆自我幽閉、孤獨寡居的心靈。她把一生封閉

在她出生的那棟房子裡，孤僻的她與世界唯一的連結方式，就是靠著與親友們魚

雁往返(Fuller, 1999, p. 6)。直至這本寫於 1867至 1868 年的日記公諸於世之後，

我們才得以瞭解除了以詩來歌頌自然刻劃生命、以書信與屋外的人情產生聯繫之

外，這位傳奇的女詩人也曾在生命中的某個片段，不作詩、不寫信，而嘗試與自

我對話，在思想的舞台上綻放屬於自我的光彩，並用日記形式紀錄下如落英一般

繽紛的靈光。 

日記的歷史演化 

日記，從字面上理解，就是每日的紀錄。即使從“diary＂這字來看，其字源

                                                 
13 摘錄自 Emily Dickinson於 1867 年三月十四日所寫的日記。這是她死後百年唯一出土的一本日

記，而這篇日記是此本日記的第一篇，也是唯一在日期處加註年代的一篇(Full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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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來自於拉丁文裡的“dies＂，也就是現今英文的“day＂的意思14。然而現代

對「日記」這個詞的理解，除了是每日發生事件的紀錄之外，「自我的書寫」更

不可免地成為日記的基本元素。大英百科全書正是這麼定義著： 

「日記是一種自傳性書寫的形式，為作者規律性地針對其個人作為與思

考反省所進行的紀錄。日記主要是出自於作者獨自使用（use alone）的目的

而寫，因此具有其他以出版為導向的寫作形式所缺乏的坦誠（frankness）」

("Diary", 2004) 。 

從以上的定義可以發現，日記是一種以自我為書寫主題的文體，是一種個人的生

活紀錄，動筆記下的不論是值得一書的外界變化，或是某些情境下產生的個人行

為或內在想法，其實都是與書寫者自我存在密切關係的事件。而這些評論、感受

或心上懸念之事，之所以以文字方式紀錄下來，通常都不是為了日後公諸於世時

作為取信他人的憑證，而僅是單純地希望保存隨歲月流逝的生命記憶，留待未來

某個靜謐午后，可以一個人細細咀嚼回味美麗時光。所以日記不止以「我」為出

發點，是自我與自我，或是自我與想像之對象的對話與紀錄，只供自我閱讀、不

與他人分享的「私密」特性更是它不容抹滅的基本質素。否則就無法達到對自我

的直率剖析與誠實觀照，而只是另一種受到讀者牽制，而有所保留甚或摻雜虛構

不實的文學作品罷了。 

不過在個人價值抬頭之前，這種每日持續紀錄的日記主題通常都是公共事

務，而非作者本人。無論在東方或是西方，日記的最原始形式都是天上星體運行

變化的紀錄。在以農業與畜牧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古代，節氣變遷與收割播種的節

奏息息相關，所以外在環境中的大自然變化亟需加以持續觀察紀錄。除了經濟生

活必須仰賴這一類的曆書之外，宗教儀式通常也依時節變化來規劃安排。因此，

在西方的日記發展史上，最早期的日記（希臘時代的日記）與今日強調自我紀錄

                                                 
14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89), seco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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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記是十分不同的，它記載的是宗教生活與公民生活的儀式，具有實用性與公

共性的色彩。而西元前四世紀的羅馬人則擴大這種每日紀錄的日記功能，由官方

史家執筆撰寫的「編年史」（annals），紀錄行政官員每天發生的事件，從其掌管

的公共行政事務到私人的家務事都含括在內。直到西元前一世紀，凱撒（Julius 

Caesar）在記載高盧戰役之豐功偉業的註釋書（Commentaries）一書中寫下了他

對此戰的個人想法之後，個人色彩才第一次出現在日記之中。然而現代日記中不

可或缺的每日經驗紀錄與強調個人感知描寫的兩大要素，是到了個人價值受到重

視的文藝復興時期才得以確立。但丁（Dante）與佩托拉克（Petrarch）對其個人

愛戀情懷的描寫，將文學中的個人角色重新定位，個人不再僅是傳統社群與教會

組織的一員，而是具有自我意識，心理狀態複雜的血肉之軀。在此強調個人主義

的文學風潮席捲之下，日記題材也就此釋放，不再侷限在對事件的記實與評論，

而開始著重個人心理層面變化的描述(Hughes, 2004b)。 

有趣的是，這種「由外而內」，轉向「自我記錄」的日記書寫趨勢之逆轉時

點，在西方是個人主義抬頭的文藝復興時期（時值十四至十六世紀），而回頭對

照日記在中國歷史中的發展，可發現中西的日記發展軌跡遙相應和。中國也是到

了與西方文藝復興時期大致重疊的明代（1368-1644），才出現可稱之為「自我紀

錄」的日記。在此之前，個人執筆所寫下的「日記」，通常都是對外在世界的描

繪，僅符合現今日記定義中「每日紀錄」的條件。 

以「日記」作為關鍵詞在中央研究院所建立的漢籍電子文獻全文資料庫("日

記", 1997)搜尋，可以發現「日記」作為名詞，最早是出現在南宋的《清波雜志》

中：「元祐諸公皆有日記，凡榻前奏對語，及朝廷政事、所歷官簿、一時人材賢

否，書之惟詳。向於呂申公之後大虯家得《曾文肅子宣日記》數巨帙，雖私家交

際及嬰孩疾病、治療醫藥，纖悉毋遺」。在此我們無法確定這些日記是否為本人

親自寫就，因為遠在西漢劉向所著的《新序》之〈雜事〉篇，周舍向簡子自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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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詞中便出現這樣的說法：「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

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諸橋轍次, 1957)，可見當時就有可稱

之為日記的文字紀錄行為之存在，只不過是委由他人紀錄每日言過。在《明史》

與《明清實錄》裡更有清楚記載，當時的君王及大臣會指派史臣或詞臣，甚或有

專門負責的記注起居官，逐日記注君主的一言一動，並非由君主本人親自紀錄。

但即便在宋之後的明代仍存在此現象，仍不足以證明南宋元祐年間的諸公並非親

自書寫日記。不過，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從宋代開始，已經出現了作為每日紀錄

的日記文體，其內容不僅包含了個人所經歷的公共事務，同時也翔實記載了私人

生活中的交際來往與家庭事務。然而今日所見以「日記」為名的中國古籍，大多

還是偏重與自身作為及內在想法較不相關的主題，諸如記載地理遊歷的《桂游日

記》、《奉使朝鮮日記》，或是扮演讀書筆記角色的《鄭堂讀書日記》、《越縵堂日

記》。直到明代葉盛的《水東日記》，恐怕才成為以自我言行作為紀錄主題之一的

日記濫觴。在《水東日記》附錄之〈四庫全書總目水東日記提要〉裡提到，「水

東日記…是書記明代制度及一時遺文逸事，多可與史傳相參。其間徵引既繁，亦

不免時有牴牾。又好自居官事蹟，殆不免露才揚己之病。王士禎作居易錄，多自

記言行，有如家傳，其源濫觴於此，古人無是體例也」。由此段簡介可知，雖然

日記到了明代仍然不脫記述與個人無涉的公共事務之傳統特色，但自我的言行作

為也開始成為日記書寫者關照的焦點所在，而不是如前述的諸多日記，只涉及以

外在世界為主的個人見聞及評論，或是親近的家人朋友活動狀況。 

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浸淫薰陶下，中國文人的日記更被期許做為自我規訓

工具，帶有強烈的「自我反省」色彩。在《新校本清史稿》之列傳中，可以見到

史家在描寫人物生平時，若提及此人「克己復禮」（李棠階傳）、「克己自勵」（羅

澤南傳），那麼他往往是藉日記以記言行，作為自我檢視反省的憑藉，畢生不懈，

「履危困無稍間」（曾國藩傳）。在清代作品《顏習齋先生年譜》中，日記扮演

的角色則有更為清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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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書一歲常儀功於日記首。常儀常功，逐年酌定，詳後。又書

日記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月朔日書云：「操存、涵養、

省察，務相濟如環，遷改過，必剛而速，勿片刻躊躇」("日記", 1997)。 

在一日結束之時，日記書寫者在案前日記省察過去的一日作為，有過則自責；在

每年每月初始，則在日記前向未來瞻望，惕勵自身切勿重蹈覆轍。日記不再只是

回顧的處所，同時也是展望的起點。然而無論是瞻前抑或顧後，這些日記書寫者

念茲在茲的都是自我修為，曾子「吾日三省吾身」之教誨未曾或忘，清代文人更

蔚為風潮地以每日紀錄的方式做為克服惰性、約束自我的工具，同時也透過白紙

黑字將自省的功課更為明確地加以落實。此風沿襲至今，讓我們在成長受教的過

程中，都曾領教過師長的諄諄善誘，務必培養每日寫日記的好習慣。其間益處，

除了增加磨練文筆的機會、為有限的記憶捕捉飛鴻雪爪以供日後回味外，「有益

於自我反省」恐怕才是師長屢加強調的首要重點。這種「自省」的特色讓中國日

記的後期發展較西方日記有更為內化的傾向。因為對常人而言，過錯總是令人尷

尬難堪，能夠誠實面對已屬不易，而以文字再行重述的過程必然需要日記書寫者

對抗「隱惡揚善」的天性，直視自我中更為隱晦的層面。這些地帶，通常都是不

欲他人窺知的黑暗深淵。若非日記之只供個人使用，不與他人分享的特性，這種

不避重就輕將好壞一網打盡的自我紀錄，或許就難以實現。 

綜觀中西日記書寫的歷史，第一本富有強烈私密色彩的個人日記，無疑是十

七世紀下半葉所出現的日記經典之作—Samuel Pepys在 1660至 1669 年間所作的

第一本日記(Bryant, 2004; Hughes, 2004a, , 2004b)。他在日記裡紀錄了繁忙的工作

以及生活的歡樂與煩憂，內容包羅萬象，涵蓋了當時英國的行政體制與日常庶民

生活、個人美學品味與庸俗愛好、私人家務與非家務範圍的事務，同時也揭露了

他是感官之樂的追求者，在小事上有小奸小惡的一面，並且性好漁色。雖然未受

儒家傳統薰陶的 Pepys並不似中國傳統文人，將日記視為反覆檢討、砥礪自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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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訓練工具，但他在日記中對自我的怪癖與醜惡面亦坦承不諱、無所掩飾，正

是這些坦誠翔實的自我描繪讓這本日記成為廣受歡迎的讀物。當然，作為一本日

記史上的「經典」，Pepys的日記並非以自我揭露為工具，利用人性中的窺淫癖

來為自己的出版作品創造市場，而是以「獨自使用」為目的。且值得特別強調的

是，在這本一百二十五萬字的日記裡，除了名字以完整原文出現之外，全文皆以

特殊的速記法寫成，直到 1825 年才被後人解譯謄錄得以面世，二十世紀才有完

整的出版(Hughes, 2004b)。相較於十九世紀另一本著名的出版日記—John Evelyn

的日記，Evelyn紀錄的毋寧是摻雜了私人事務的公共生活，且經精心修改潤飾，

其中提及自我的部分，呈現的多為正面形象（如對藝術的熱愛、與他人的友誼），

缺乏 Pepys的坦白與自覺(Matthews, 2004)。Pepys的日記文筆雖不及前者優雅精

緻，卻是直接坦率的個人經驗紀錄。由此，我們不免臆測，若非在那套匠心獨運

的密語掩蓋下，Pepys是否還可能在日記中直探自我的脆弱以及不被社會規範認

可的黑暗面，無所偏倚？ 

在整理了古今中外的日記沿革之後，可以發現在現代做為一種最貼近內在自

我之文類的日記，其形式與內容卻是與時俱進，隨著外在社會生活形態與整體文

化思潮變遷而變化的。從形式來看，其每日（或依某種時間規律）紀錄的特性雖

然不曾改變，但所服務的對象卻是由公眾到個人；當然，日記的紀錄內容也隨之

改變，最初是紀錄外在物理世界的日月推移，繼之為公共生活的人事記實，再從

可見的個人作為之外在事實到內在心靈的深渺思慮。也就是說，只有「每日記錄」

是日記文類之形式本質，不受社會文化思潮影響，非與時俱遷的；我們今日所認

知的「自我記錄」，卻是日記順應了時代變化，改變記述主題，在個人主義未能

成為主流思潮之前，「自我」也從不曾登上日記舞台成為主角。從公共到個人，

從顯而易見的外在環境到幽微隱密的內在世界，日記的性質最終成為自傳性書寫

的一支，定調於個人私密心事的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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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與其他自傳性書寫的比較 

所謂的自傳性書寫，從日常生活中的私密書寫（如回憶錄、書信、日記），

到以出版為目的的正式自傳都包含在內，也就是書寫自身生活的各種紀錄形式，

日記只是其中之一。Siebenschuh認為自傳性書寫可大略分為兩類：第一類是強

調作者親身經歷過或是記憶中的重大事件，如回憶錄。第二類則是如自白文學

（confessional literature），強調個人自我的審視或分析，形式鬆散者或如信件、

日記、小說中自傳性的段落，或是謹慎修飾的自省式敘事(Siebenschuh, 2004)。

Hughes 則將自傳性書寫的動機歸納為四類：（1）自白懺悔的動機：目的在於卸

除罪惡感；（2）辯護的動機：為個人的生命或某個特定行動進行宣示或辯護；（3）

解釋的動機：將書寫作為探究的工具，檢視自身的行為模式；（4）描繪自我的動

機：認為自己的生活或生命是值得與他人分享的(Hughes, 2004a)。雖然自傳性書

寫與其他文類不同之處，就在於是以「自我」作為書寫的主題，不是極力跳脫自

身，站在某個客觀位置來描摹外在的大千世界或與之對話，而是迴身返內，觀照

自我，是一種個人的、內向的書寫類型。但無論是從書寫的內容或是從書寫的動

機來看，可以發現這些聚焦在自身而非外在世界的自我紀錄，依舊存在內外之別。 

從內容來看，回憶錄記載的往往偏重於外在世界的事件，自我只是篩選、組

織這些事件所依憑的核心，卻非真正著墨的重點；相較之下，信件與日記的內容

才是直指自我，並向內在心靈進行挖掘的書寫形式。從動機來看，自傳性書寫若

是出自於辯護或分享的動機，僅是內向式、與外界斷絕聯繫的私密書寫必然無法

滿足需求。因為辯護是為了向某（些）對象辨明自身，分享也必須有具體對象存

在作為前提，因此必定得採取對外發聲的形式，無論是選擇某些對象私下傳遞或

是公開出版，它都不再是純然內向、私密的書寫，而必須與外在世界產生聯繫與

互動。即便是以溝通私人事務、抒發個人情感為主要目的的信件，其內容座落在

光譜上內向自我的一端，寫信的人將信封細細封緘只為了不被外人有機可乘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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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探，但寫信終究是出自於傳遞與溝通的目的，必定存在一個外在於自身的對話

對象。因此，信件來往的管道雖然不對外開放，但在這管道中的訊息還是一種有

指向性的外向性流動。在書寫自我的過程中，對話對象的存在必然成為書寫過程

中必須思慮的環節之一，寫信的人不免留意措辭與表達是否合宜得當，在乎收信

者能否完整領略文字轉譯後的情思，而當然也像 Emily Dickinson一樣，在信投

遞出去之後，引頸期盼對方回信。 

相較於正式自傳與回憶錄的寫作是為求出版，抱持「流芳後世」的心態、書

信是基於取得信件往來對象的瞭解與對話為出發點，日記恐怕是這些自傳式書寫

類型中最為純粹的「自我紀錄」。因為日記通常是在預設不會被任何他者翻閱的

狀況下寫成，也因此才能保有自傳性書寫中最珍貴的坦誠15。十七世紀的英國詩

人 Abraham Cowley曾說：「對任何人來說，自我都是一個困難而又必須細膩處理

的書寫主題。它逼使書寫者的心靈去吐露那些有損自我名譽的事件，也逼使讀者

之耳去聆聽書寫者對自我的讚揚」(筱靖, 2004/04/06)。自我之所以難以書寫，是

因為立場拿捏的困難，擔憂處理個人功績時是否太過誇耀，面對過去的過錯時是

否又因閃爍其辭而落人口實。然而這些憂慮卻是與是否對外發聲共生共存的，只

有在將讀取的管道對外開放（無論是如信件私下傳遞或是如自傳與回憶錄公開出

版），必須面對外在讀者的檢視時，書寫者才需要考慮是誠實自我紀錄或是自我

保護間的操作拿捏，才會面臨坦白抑或隱藏、保留、修飾的良心拉扯。對已將現

實生活中的他者隔離排除的日記書寫來說，不存在任何具體的讀者，自我書寫的

私密性自然得到保障。日記書寫者隱身在自成天地的高牆裡，能夠盡情又直接地

紀錄在自我世界中進行的一切，而無須費心維持不卑不亢的姿態，更不用擔心他

人的觀感或評價。也就是說，若沒有高牆的屏障，我們就無法享有家園不受侵犯

                                                 
15 對一般人而言，日記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即使因個體意識到被窺探的可能，而非可以

絕對坦誠的所在，但在為保障日記之私密性所做的努力之下，個體至少會在日記中展現相對坦白

的真誠。不過，對那些在世時即名傳遐邇的重要人士來說，極可能在預想一切紀錄皆會為後人公

開、流芳青史的心理準備下，寫一本多所保留、缺乏坦誠，只呈現不對個人形象造成威脅之面向

的名人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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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感；若不能與他人隔離，我們就不可能展現面具後的自我；若缺乏秘密提

供的隱蔽，日記書寫者就難以盡情吐露未加修飾的內心風華。一邊是隔離、排除、

限制，一邊是開放、揭顯、接納。要瞭解日記、探究日記書寫者的心緒，就不能

忽略公開與私密兩股相互對立卻又相輔相成的力量，為日記的本質帶來哪些影

響。 

寫日記的目的 

九年時光，以特殊的速記符碼將字句重新編碼，持續書寫共計一百二十五萬

字的日記—平庸如我，實難想像如此龐大複雜之工程需要一顆何許靈敏精巧的腦

袋，更別提如此處心積慮需要多大的毅力與恆心。但即便沒有十七世紀的 Samuel 

Pepys的資質與能耐，現代的日記書寫者還是尋求各種可能方式確保日記安全，

不讓他人得以一窺究竟。至少在我的成長記憶中，不只一次聽說過某（些）人寫

過「自己才看得懂」的日記，小小年紀或許沒有像 Pepys將全文密碼化的能力，

但仍懂得選擇字句中肩負關鍵訊息的名詞、動詞以及受詞，替換成自創的簡圖或

是自編的英文代碼。此舉在當下讓寫日記成為困難的工程，然而更艱鉅的挑戰卻

在後頭：某些時日之後，抓破頭也記不起之前究竟在寫或鬼畫符些什麼。心機比

較不重的人，上書局挑本裝上小鎖頭的日記，從頭到尾只需要心煩鑰匙得藏在哪

裡才不會被發現。許多人都曾經為了寫日記，費盡心思遮掩隱藏，為的往往是在

父母的視線監控範圍內，仍能保有紀錄生活事件與想法心情的自由空間，而無須

擔心被責罵、禁止或進一步監控。既然必須提心吊膽，承受日記可能被發現的風

險，這些日記書寫者又為何寧願負擔如此的心理壓力，而仍主動且持續地寫日記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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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 紀錄 

…為了把自己的生活點滴紀錄起來， 

萬一我哪天出車禍，失去記憶，還可以看日記一點一滴的想起來， 

別人也可以看到我的過去，我會知道我自己是什麼樣的人16(六字箴言, 

2004/04/06)。 

我願意留下來，是因為這裡有我成長的心路歷程。 

就算過去寫下一些如今看了會心酸的事，但我不願意拋下，畢竟那是生命

的一部份啊(YODA., 2004/04/16)！  

當我們將文字刻畫在紙上時，無論基於何種目的甚或是無意識的動作，都無

可避免形成了某種「紀錄」，即使文不成句、毫無章法，它也可能反映了當下的

時空條件以及書寫者的心理狀態。因著書寫動作的啟動與完成，許多在「那一刻」

所發生但在文字之外的事件或訊息，就這麼與這些文字產生關聯而被紀錄下來，

更遑論若這些文字組合本身即承載可被解讀的意義時，紀錄的功能自然更是不證

自明。在前述日記之歷史發展過程中，「紀錄事件」不僅是日記所由生的最原始

目的，經過千年淘洗，此目的不僅未曾消失，在日記書寫者心中的首要地位也從

未受到任何威脅而動搖。 

歲月催人老。就如同體力不再充沛旺盛、肌膚不再平滑細緻，沒有人能逃得

過時間的摧磨，記憶中的點滴往事總是像在沙漏中流逝的時光一般，失去的越來

越多，能清楚留下的，越來越少。生命縱使千瘡百孔，百味交雜，我輩凡夫俗子

卻還是希冀能盡其所能緊緊抓住所有片段，彷彿記憶一旦遺忘，生命或自我就會

輕易受到否證，無法完整。 

                                                 
16 這些引用資料雖然是來自於愛情國小使用者主述的愛小使用經驗，而非傳統紙本日記書寫者

的日記經驗，但從這些自述文字中可以發現，網路日記在某些層面不過是傳統日記的化身，許多

使用者仍以對傳統日記的角色功能期許，加諸於網路日記之上。換句話說，日記隱喻讓網路日記

仍保有某些傳統紙本日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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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留下的不是生活紀錄，而是，一種微微的思緒。 

或許就怕這次溜走後，不再回來，所以得由它來替我記牢(可愛的 YY, 

2004/04/27) 。 

這位可愛的 YY雖然認為自己在日記中留下的不是瑣碎的日誌型記事，而是

更為深層幽微的想法，或是一時飄忽而過的模糊觸動，但依舊不失將日記視為記

憶之保障的工具性目的。如同許多年前被李立群給深深烙印下的那句廣告詞：「我

都用相片寫日記！」無論是相片或日記，其實都被我們當作記憶的貯藏室，對抗

天性中對失去的恐懼與抗拒。在 Perrot(1987, p. 265)所編的《私生活的歷史》第

四卷中，他引述了一名十九世紀女性的日記。這位名為 Gabrielle Laguin的布爾

喬亞階級女子從 1890 年七月開始寫日記，在她十六歲半的時候寫到：「也許在很

多年後，讀這些在歡樂的青春時光胡亂寫就的文字，仍能帶給我喜悅吧。（七月

十二日）」在十月三十日時她又出現了同樣的心情：「等我很老的時候，重讀這些

日記，從過去的鏡子中看見自己，應該會讓我發笑吧！」與許許多多人一樣，日

記書寫往往是基於不願漏失自我之任何一角的心情。無論是對外在生活世界變化

的記敘或感懷、對自身思想情緒的捕捉或探索，一旦與我們自身產生關聯之後，

就成了身上的印記，除非苦痛沉重到只願不曾發生，否則我們都還是霸道地想要

立下疆界，其中不許他人僭越，也力抗時光一點一滴侵蝕竊佔。 

值得玩味的是，她的日記就停在她嫁給夢想中的丈夫的那天，這個年輕女人

生命的重要轉捩點。我相信她對未來與白馬王子共同生活的想像，與她在未婚時

對日記在未來所扮演之角色的期待，應該都是互不衝突的快樂美好，但為何她還

是讓日記停止在另一個美麗人生上場的那一天？是因遠嫁他鄉，研究者無法追蹤

到此女子婚後居所，自然無法得知婚後的她是否保持日記書寫的習慣，還是在長

期日記書寫的經驗中，她認知婚姻生活中伴侶間的緊密依存與相互牽制，無法再

為自身的日記書寫興趣提供自由馳騁空間的可能？但至少能夠確定的是，她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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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在某種程度上被當作一個能夠紀錄她對自身情緒變化進行秘密觀察的地方，更

重要的是，日記讓她能夠紀錄時光的推移，藉由將她的當下與時光之流串連而寫

下生命的歷史。 

做自己 

書寫，在本質上是一種只能獨力完成的活動。一個人、一枝筆、一疊紙、一

個由目光、筆尖與心靈所圈限出的獨立空間。它不像講演，必然需要傾聽接收的

對象；也不像雕刻，能夠允許多人在同一時刻同心協力雕塑同一作品。武斷一點

地說，書寫的本質就是孤獨，無論形式上是為自身或是某（些）對象而寫、內容

只限小我還是廣及社稷民生，排除他人介入而獨自書寫是書寫行動的必要條件。

而在此番個人環境下所創造出來的作品中，日記無非是最為自我、私密的一類。

當然，若以「作者已死」的概念來看，必須加上讀者的詮釋解讀才能完整一部作

品的意義，但相較於作者已死的想法提升了讀者的地位，日記書寫因為先行將讀

者排除，也就更顯得更為私密與自我。 

Maine de Brian表示：「當我一個人的時候，我有好多事可作，追隨意念與印

象的流動、探索自我、檢視自我性格與存在的多樣化方式、描繪自我最好的一面，

以及紀錄靈光一現或是由閱讀而得的所有想法」(轉引自 Perrot, 1987, p. 501)。這

些只有在獨處時刻才得以擁有的快樂，正是日記無法被取代的獨特意義─日記提

供了一個不受干擾的自由空間，無須擔憂任何相關他者的看法，也不須滿足任一

他人的期待，書寫者可以自在地做自己，盡情發揮。正如許多愛小使用者提到在

愛小寫日記的原因時，「發洩情緒」會被列為首要因素： 

雖然我不是那種每天乖乖寫日記的人，但是凡遇到情緒不穩或對某個

事件的感觸和觀感我都想寫出來，算是舒發（按：原文照登）情緒吧！寫

完真的有鬆口氣的感覺(萩風若晴, 2004/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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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不是天天寫日記的好學生，但是我真的很喜歡在這寫下那時那

刻的發生的事和產生的感受，把我的喜怒哀樂都表現或宣洩出來，那我的

心理才能平衡一點兒（哈）。所以，即使沒有人來看我的日記，我還是會

繼續寫下去的(寒星, 2004/04/08)。 

將這兩位愛小使用者的自述與前述Maine de Brian的說法加以對照，更突顯

出基於日記之獨自一人的私密特質，不論是自我的任一面向，日記書寫者都可以

放心展現。Maine de Brian所提示的，是逃離他人觀感的牽制之後，日記書寫者

便能自由地探索自我的各種可能，可天馬行空揮灑一切想法而免於外界規範或評

斷。換言之，私密日記有助於正面的自我認識與肯定。而萩風若晴與寒星眼中的

日記，不僅僅只是個「好天氣朋友」（good-weathered friend），更是在日常生活

中更為難得的「壞天氣朋友」（bad-weathered friend），負面自我可以在日記裡

安心宣洩，無須擔心受到拒絕。 

相信看過我日記的人都知道，我是個天天過著悲哀生活的人﹔其實我

現實中並不是這樣的。我壓抑自己，不希望大家因為我的情緒而壞了好心

情，所以自從在愛小中寫日記後，一直都很開心，感覺愛小是我一個無形

中的好朋友。他不會被我可怕的想法嚇壞、也可以隨時隨地聽我發牢騷(月

亮葉子, 2004/04/08)！  

儘管月亮葉子是基於善意，不願讓負面自我成為他人負擔，而選擇在日常生

活裡戴上與自己本性悖離的歡樂面具，但這種戒慎恐懼的心情與萩風若晴以及寒

星的想法其實如出一轍，只要他人存在，他們就傾向於「壓抑」負面自我以維持

關係順暢，以至於無法放鬆，心理難以平衡。由此可見，日記不只是一種供自我

發洩表現的工具，讓我們能跳脫社會關係中的期待與限制而盡情做自己，日記之

私密特質為日記書寫者所營造出的既自由又安全的特殊空間，讓日記除了是生活

記錄的方便工具之外，更能深入人們心底那座不欲人知的秘密花園，收納最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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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人生悲喜。 

自省 

之所以將「自省」置放在人們為何寫日記的原因之第三順位，是因為雖然在

我所收集關於日記的文獻資料中，自省的工具性角色無論在東方或西方日記的發

展史中都不失其重要地位，但在我所接觸的受訪者以及在網路上所收集到的其他

日記書寫者的自述中，「自省」的相關字眼卻未曾出現。文獻與實證間所呈顯的

矛盾，當然可能反映出研究設計的缺漏與研究者的不足，但或許也存在社會思潮

變遷、昨是今非的可能。 

在第一節所彙整的文獻資料中指出，受到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薰陶，日記到

了清代成為文人藉以每日反省、自我修為的工具，儼然蔚為風氣。而日記在西方

文化的發展進程中，同樣無法抹除自省的色彩。聖奧古斯丁在西元四百年所完成

的《懺悔錄》（”Confessions”），開啟了當思想、信仰或情感層面面臨危機而可能

發生改變、產生罪惡感時，在自傳式書寫中進行自我譴責的濫觴(筱靖, 

2004/04/06)。日記作為自傳式書寫中的其中一種類型，此種基於宗教信仰的自貶

心態常常會成為每日自我紀錄的動機之一，而不斷重複的自我檢視與分析所採用

的框架，也常以祈禱或是告解的形式出現(Wilcos, 1992, p. 48)。只不過經過浪漫

主義運動的洗禮，這種為了宗教性告解而發展出的自我理解的技巧就變得世俗化

了(Perrot, 1987, pp. 455-498; Siebenschuh, 2004)。「在此我們可見到內在啟發的慾

望與對流逝之事物的狂熱相互結合，發展出不再以與創造者進行的任何對話作為

判準的實作，而是一種由個人對自我與對他人的觀點，型塑出的一種持久的、狂

熱的自我審視（self-scrutiny）。這種持續的內在自我對話讓個體能夠掌握別人眼

中的他，而可以讓他變得更難捉摸、難以理解。這種對個人隱私的極度需求促成

了內省的需求」(Perrot, 1987, p. 4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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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雖然同樣是藉由日記進行自我反省，在不同的文化脈絡中所欲達

成的目的卻截然不同。中國文人志士念茲在茲的是提升心性修為，少則安身立

命，但終身不忘走入社稷做聖賢事；西方的日記書寫者卻不再為道德焦慮，檢視

自我也不再是為了效法模仿所進行的前置作業，而是期待能在以各式人際互動為

基礎的社群生活裡，透過自我觀照對話的手段，探究出能更忠於自我、不受他人

牽制的生活方式。換言之，前者是準備自我，積極地走入人群；後者則是消極地

融入人群，不願放棄隱私與自我的完整性。但無論如何，一但人們開始自省，他

就再也不是可隨心所欲的自由個體，即使是在私密的空間裡獨自紀錄日記，暫時

脫離與他人互動的實體情境，但在書寫日記所必須的回想、思考、篩濾、記敘等

環節中，他卻是不斷地以他人以及自我的觀點對自身行為進行辯證，探究自我與

他人間的關連，將觀察他人的心得援引到自我審視的過程裡。日記書寫者看似獨

自一人在日記裡自省，但在心理層面上卻是與他人密切連結。 

日記做為一種對話媒介 

為了能夠誠實記錄思緒變幻、盡情抒發說不出口的話、直接面對內在的黑暗

不堪，日記書寫者就像是 Samuel Pepys一樣，極力確保日記的私密性，務使他

者無法擷取記錄在日記裡的文字訊息。但日記書寫就因此成了不具任何對象的全

然自述了嗎？卻也不然。從秘密的角度來看，我們將秘密赤裸地紀錄在日記裡，

日記自然絕非是必須以有意的隱藏相待、排除而後快的他者，它可能被日記書寫

者視為自我的延伸或是另一個自我，如同在腦中進行思考、在心底醞釀情緒一

般，寫日記也是一種意識運作的方式，只是將無形的意識化為有形的文字形式。

除此之外，它更是一種「自我對話」的過程，如同 Burnard和Morrison認為我們

在日記中進行自我揭露的陳述時，同時也關注著所使用的文字與語言，正代表著

有一個胡塞爾所言「超驗自我」在進行篩選控制(Burnard & Morrison, 1992, pp. 

81-83)。這個自我，既與本我被保護在同一個軀殼與身份下，卻又脫逸成為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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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我的客體，既非肩負主體角色的自我，亦非完全外在於自我的他者。而另一種

狀況—將日記視為想像中的某人，則讓日記書寫行為最接近所謂告解形式的自我

揭露。不敢對某人說的話，就想像那人正坐在案前，讓我們可以用日記的方式傳

達。沒有特定想要傾吐的對象亦無妨，想像力可以帶我們馳騁到任何一個最溫暖

貼心的可人兒身旁，就像對著小格窗後的神父懺悔。 

由此可見，除了將日記以帳本或備忘錄形式記錄的少數日記書寫者外，大多

數的日記書寫者皆於書寫的過程中投注了情感、展露了自我，想像在日記的彼

端，靜靜守候著一位願意傾聽，不會批評斥責，更不會洩密背叛的安全對象。即

使我們將日記視為貯存歲月流光的記憶珠寶盒，那依然還是試圖將現下的時光凝

結，以供未來老去的我回味品嚐。也就是說，在形式上不對任何他者公開的私密

日記，實質上仍是一種針對某些想像的對象加以傾訴的書寫，具有「媒介」的特

性。就如此章開頭所引的 Dickinson的文字，日記是屬於自我的舞台，以文字紀

錄曾經上演過的戲碼，也是一封封寫給自己的信。無論是珠寶盒、舞台或信，這

些譬喻指涉的皆是將日記視為一種對話媒介，向自我或不具體的想像對象發聲。 

也許將日記視為媒介的主張看來荒誕不經，畢竟媒介存在之目的是溝通傳

播，是將訊息從 A傳送到 B的工具或途徑。我既已將本文所談論的日記定義（現

代人對日記的認識與瞭解恐怕亦如是）為獨自使用，不為出版的一種自傳性書寫

形式，那麼若日記書寫者為 A，作為訊息接收者的 B就不應存在。換言之，日

記書寫者努力以藏匿、上鎖、加密等方式來提升或維持日記之私密性，以防他人

得以窺探內心世界的舉動，讓日記特性與媒介本質背道而馳—日記不僅不是為了

取得 B的理解而寫，而且還視可能的讀者為寇讎，小心翼翼保密以防諜。不過，

猶如之前對日記發展流變所做的整理，從歷史的縱切面觀之，日記是在個人主義

勃興的十四至十六世紀之後，才成為紀錄個人內在心靈世界的工具，以個人使用

為目的。在此之前，日記記載的皆是外在世界的客觀現實，諸如自然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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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儀式、公民生活，是為了服務社群生活所需，傳承智慧經驗的目的而存在。

即便中國的官吏士大夫之輩委由史官詞臣紀錄自身的言動行止，用意恐怕亦是希

望後世流芳，或是作為子孫訓示的傳家之寶。雖然這種傳播模式不追求傳播的即

時速度與廣泛性，而更偏重於紀錄的效用，但仍不失對後人進行傳播的媒介本

質。那麼，幾百年來紀錄內容由外在環境逐步轉向個體內在不可見的心靈運作，

紀錄者由制度化身的少數專職人員轉向普羅大眾中的個人，發聲管道由向社群公

開轉為對任何他者隱藏的日記，其媒介形式又何能繼續成立？ 

言說是為了得到他人理解，書寫是為了表達，日記書寫者在日記中的自我敘

事又何嘗不是向當下的自我尋求理解與認同，留待未來的自我有朝一日得以閱讀

與回味。與純粹意念運作不同的是，無論語言或文字，都是試圖將內在意念外顯，

以與外界建立溝通管道的形式，即使溝通傳播的訊息接收者是自我、想像的對象

或是抽象的某種精神或力量，仍舊被視為是一個可與之傾訴的有意義對象。這種

一邊在日記裡進行私密書寫，一邊又期待傾聽的需求，亦可見於許多青春期女孩

共有的「交換日記」經驗。有些人是各自擁有一本小本子，隨時記下心情記事，

再交換傳閱；有些女孩則是共用一本小冊子，今天妳寫，明天我寫，書寫的姿態

大多就如同在自己專用的日記本上喃喃自語一般，而非以書信待之，明確指向另

一個共用者加以傾訴或提供回應。而這樣的日記交換僅限於由少數幾個手帕交構

成的小圈圈中，彼此之間都有默契應保守彼此的日記內容，不會輕易外洩。幾年

前在出版市場上大為暢銷，由簡妙如與徐玫怡共同創作的《交換日記》系列，依

循的就是此種模式。兩個在當時已過青春期的女性好友，分隔兩地卻又希望能夠

與對方分享生活，遂利用傳真機固定交換圖文並茂的生活紀錄，被她們稱為「交

換日記」。暫且不論兩位作者為何願意將彼此私下交換的日記公開出版，也先不

管在暢銷長紅繼而不斷出現續集的過程裡，她們當初交換日記的初始心態究竟是

否出現變化，但至少能夠肯定的是，即使我們期待日記可作為個人最安全隱密的

堡壘，能無所顧忌收藏安放各式各樣能說或不能說的狂喜恐懼與憂傷，但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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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裡所書寫的，依舊是期待被聆聽、接納、認同的部分，只不過有些日記的傾

訴對象是書寫者自身、有些是想像的某人或無形的精神、有些是可推心置腹毫無

保留的親密伙伴。因此，無論是嚴格定義（獨自使用）或是寬鬆定義（如交換日

記）下的現代日記，雖然已不復幾世紀前僅單純地視為每日紀錄的工具，以讓社

群或某群特定對象使用為目的，卻仍然不失其做為媒介的特性。 

身為一位成功的小說家兼多產的日記書寫者，Thomas Mallon在 1984 年出

版了"A Book of One's Own: People and Their Diaries"。按照Mallon在書中的說

法，傳統的日記書寫者絕不可能只為自己而寫(轉引自Mellen, 2000/08/04)。他在

書的一開始即承認「我仍然無法相信，除了平常貼在冰箱上的紙條寫著『買麵包』

短短幾個字外，人們會寫一大堆話給自己」(Amazon.com)。Kim Mellen(2000/08/04)

訪問到現在的Mallon，Mallon回想起他當年所創的理論時表示：「主張日記書

寫者是在下意識的狀態下對某些觀眾書寫的理論，在當年是極具爭議性的。某些

日記書寫者認為（至今仍是）『某人在讀他的日記』的想法聽來十分駭人，但這

些私密日記所欲傾吐的聽眾其實是非常抽象，甚或是個模糊、已逝的對象。」這

種在過去看來是異端的媒介觀點，在網路時代卻得到證實，人們欲經由個人日記

向某些對象進行傳播對話的心理欲求，其實從未消減，且在網路日記裡得到更多

元化的滿足。 

網路日記之源起 

在我所收集到的資料中，從未有人能夠明確指出第一篇網路日記起於何時。

如同傳統日記，歷史上開天闢地的第一篇個人日記可能被隨手記載於某張白紙或

是手扎深處的某頁，隱身在某些不為人知的角落，輕易佚失於時間洪流中，造成

歷史考證上的困難。第一篇放上網路的日記也可能因作者早已主動刪除，或因網

路服務提供者異動的因素而莫名消失。即使它仍存留在網路空間的某個角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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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眾家搜尋引擎未能捕捉其形跡而收納進資料庫，其實就幾乎等同於消失在以

驚人的速率與資料量膨脹的網路裡，難以為人所探掘。 

Diarist.Net17的創辦人兼總編輯 Ryan Kawailani Ozawa認為，「網路日記約莫

從WWW發展以來便已存在」，並以幾乎已被奉為網路日記始祖 Justin Hall18與

Carolyn Burke19在 1994 年末開始在網路上書寫個人相關訊息的時點，作為劃時代

的標記(Ozawa, 2001/08/04)。然而WWW並非最早期的網路連結工具，在 1980

年代中期便已出現以數據機與電話線路連結的撥號 BBS（電子布告欄系統），並

進而串連出 BBS網絡。像台灣的 BBS站台在 1996 年開始出現個人版，雖然初

期具有強烈的菁英色彩，必須經由眾多網友推薦並經站長批准才可設立(jeph, 

2003/07/21)，但逐步開放以後，遂成為 BBS使用者在線上記錄日記的私人空間。

雖然台灣網民對 BBS的偏愛及依賴獨樹一格，遠不同於其他國家的網路使用文

化，同時 BBS個人版型態的網路日記亦非本文所欲探討的主要對象，但此例卻

足以提醒我們，WWW並非在網路上公開書寫個人日記的必要條件，透過網路發

佈日記的行為自然也可能先於WWW出現。 

不過的確無法否認，網路日記之勃興是依附於WWW的盛行。一個在 2000

年開始執行的「網路日記之歷史計畫」網站（”the online diary history project,” 

http://www.diaryhistoryproject.com），邀請了三十二位在 1995 年到 1997 年底之間

開始書寫網路日記的網路日記先鋒，寫下他們的心路歷程以及對網路日記與相關

網路社群的心得觀察。其中，越早開始寫網路日記者，越傾向以個人網頁為書寫

平台，或是順勢將生活紀錄作為網頁規律性更新的內容；越晚起步的受訪者，隨

                                                 
17 Diarist.Net(http://www.diarist.net)於 1998 年六月創立，為網路世界中第一個以日記為主要訴求

的書寫空間("About Diarist.Net", 2001/02/07)。 
18 Justin Hall最初的個人網頁”Justin’s Home Page”於 1994 年 1月 27日上線，當日的網頁內容包
含了此超文件（hypertext）嘗試所使用的軟硬體設備介紹、個人照片、喜愛的物件以及推薦的超
文件網頁清單(Hall, 1994/01/27)。 
19 Carolyn Burke在 2004 年重新上線的”Carolyn’s Diary”(http://diary.carolyn.org)首頁裡表示，這個

曾在 2002 年 5月 2日被移除的網路日記是由 1995 年 1月開始書寫(Burke, 2004/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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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供網路日記服務的社群網站逐步竄起，也越傾向直接註冊成為會員，以建置

妥善的介面與功能構築自我的日記天地。 

網路日記之特性 

究竟是哪些特點，讓原本對書寫日記興趣缺缺的抗拒者，願意放下堅持，一

親網路日記之芳澤？讓某些傳統日記書寫者願意選擇截然不同的新式溝通媒

介，將個人私密特性強烈的日記放到公開的網路上？也讓其他的傳統日記書寫者

視網路日記為離經叛道，寧可一筆一劃堅實刻畫出紙本日記的重量？ 

「寫」日記 

媒介的轉變，讓「寫日記」所需的能力與動作，也全然不同於過往。在閱讀

數百篇愛小使用者主動分享「我與愛小」的文章時，我十分驚訝的發現，原來「懶

得用筆寫」竟然也能成為這些青少年們願意付費寫愛小網路日記的重要理由。 

愛小對我最大的吸引當然還是寫日記吧，很多人都知道我從很久以前

就有在寫日記的習慣了，可是當我學會打字之後，打的實在比寫的還要快

太多，有時候想寫的東西一堆，當我在下筆寫的時候，總是因為字數太多，

寫的手很酸而被我一刪再刪，我手寫的日記都快要變成內心戲了⋯。所

以⋯這麼方便的地方，怎麼可以不好好把握，可以記錄的暢快，又不怕手

酸的方法，一定要來的啦(KapRaz, 2005/02/01)！  

寫傳統日記「麻煩」、「手酸」、「慢」是這些之所以放棄原有手寫紙本日記，

轉而投向網路日記的愛小使用者的共同心聲。即便日記本可以隨取隨寫，無須受

控於電腦近用、網路連線、網站當機與否等等條件限制，但對熟悉鍵盤輸入的人

來說，十指打字的速度的確遠快於單手握筆寫字（當然，必須先經歷一段比手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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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緩慢的學習訓練期。因此，在另外一群人眼中，手寫也比鍵盤來的快速又方

便），同時還能來回反覆修改，不留丁點紀錄。而在增刪搬移變得輕鬆簡單時，

思考速度亦可大為提升。因為書寫者無須再擔憂留下礙眼的塗改痕跡，甚或整頁

撕掉重來的可能性，以致於下筆前必須再三思量，進一步增加書寫所需的時間。

胡適當年為倡白話文運動而呼籲的「我手寫我口」，在鍵盤「書寫」時代得以成

真。真實生活的片段與瑣碎、思緒想法的蔓生與混亂，在過去總是讓某些不善於

透過文字表達的人視紀錄生活為畏途，然而鍵盤輸入的快速與易於修改的方便

性，恰恰為那些怕麻煩的人們解決技術層面的問題，提供正向的誘因。 

鍵盤雖然改變了人們「寫」日記的方式，但也僅止於輸入的形式，以文字表

意的傳統日記型態依舊如昔，如 BBS個人版的文字介面。但對大部分的書寫者

而言，在網路上「寫」日記，其實還意味著另一個更明顯的改變：多媒體日記風

行，文字不再獨大，而退位為選項之一。當然，可以想見的是，文字從來就不是

唯一的紀錄方式，在網路日記出現前，許多人也慣於以塗鴉、插畫或速寫在日記

本裡寄情抒懷，甚至以錄音或攝影取代紙筆媒介，讓聲音與影像成為生命的傳達

與見證。然而這些別出心裁的日記充其量也只能稱為「異」媒體，而不能稱為「多」

媒體。網路日記特出之處，就是讓異媒體相互結合，以多媒體的方式「同步」呈

現。無須具備高深的電腦知識或網路技術，只消透過搜尋引擎尋找各式 HTML

語法，再進行複製、貼上、編輯，我們就可以輕易擁有一篇賞心悅目的多媒體日

記，在自選花色的底圖上，以各式字型、色彩、大小變化強調文字所傳達的重點

或情緒起伏，再用圖片與音樂畫龍點睛、營造整體氛圍。甚至現下大多數的日記

網站都提供許多現成的格式（template），不諳語法的使用者只需按部就班地在不

同選項間選取，一個「預覽」或「完成」鍵便讓成果立現。若不甚滿意，按下「上

一頁」反覆修改、預覽，亦是輕而易舉。因此，網路日記的「書寫」不只是用鍵

盤輸入文字的工具性轉變，「書寫」的意涵也因網頁語法與多媒體的廣泛使用而

更為豐富，網路日記書寫者口中的「寫」日記可能無涉於文字，轉而偏向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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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傳達。 

被觀看意識的書寫 

在 1997 年初始，身為網路日記先鋒者之一的 Diane Patterson(1997/01/01)便

在”Why web journals suck”一文中開宗明義指出： 

「我對網路日記的分析，以及網路日記作者所思量的都基於一個主要前

提： 

作者是為了觀眾(an audience)才將日記放上網路的。」 

她認為只要是在網路日記放上瀏覽人數計數器，或是偶爾查看有沒有人到

訪，那麼就不能聲稱不在意觀眾存在。唯一的例外是將網路日記視為某種私人信

件，作為與親友保持溝通聯絡之道，但倘若如此，她認為作者理應：a. 將網址

保密；b. 設密碼保護日記；c. 絕不對任何非預設的溝通對象談及自己的網路日

記。這些條件看來或許嚴苛瑣碎，卻如實反映出觀眾在網路日記中無孔不入的影

響，以及如受訪者吳俊所言，網路日記是一種「被觀看意識的書寫」。 

然而這種被觀看的意識，卻非到了日記網路化的時代才迸現。受訪者亞契與

小拓在分享他們自身或好友的紙本日記書寫經驗時，不約而同表示都曾在日記本

扉頁清楚標示：「私人日記，請勿翻閱」的「警語」。雖然他們如今回憶起，不免

皆以大笑輕嘲記得當時年紀小的天真舉動，畢竟對已取得他人日記，有心一窺隱

私者來說，那僅具象徵意義的寥寥數語不過是更能撩撥人心的引信。但趣味之處

即在此，她們因不希望日記被翻閱所下的禁令，得等窺探者翻開了日記才可得

見。換言之，無論是實體上的藏匿、加鎖，或是言詞上的告誡，都是因應潛在環

伺的窺探觀看所進行的舉措。在此等警覺意識下，日記書寫者又如何進行純粹私

密的書寫？相對於紙本日記書寫者阻絕雖然隨時可能破牆而入，數量與身份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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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窺探者，網路日記書寫者卻是主動登上有如蛛網不斷密結擴張的環形舞台，

在公開的網路上看人，同時也等著被觀看。 

我們正重新發現寫作之樂。...網際網路與電子郵件正在讓整個世代更

具有書寫表達的能力。...這本日記亦是此過程的一部份，而我還蠻喜歡在

上面書寫的感受，知道在某個地方、某個人，可能在讀這些日記時能找到

一些小小的快樂，而回給我一個看不見的笑容，誰知道呢？(Pinhanez, 

1994/12/11) 

1994 年底，正是第一個獲致商業成功的瀏覽器 Netscape Navigator正式發佈

未久之際20，擁有網路使用知識以及近用權者，仍屬人口中的少數，而如 Pinhanez

擁有個人網頁可隨心所欲進行個人書寫者，更是鳳毛麟角。雖然這僅是個再陽春

不過的網頁，但她知道自己已經進入能夠將人們相互連結的網路世界，即使無法

親眼瞧見那些善意的笑容。在這一段簡短的，名為”Open Diary by Claudia 

Pinhanez”的日記裡，可以發現書寫者確確實實抱持著被觀看的意識，期待能引

起未知讀者的共鳴。但在斷斷續續書寫幾個月之後，她失望了。 

…我騙自己，只要在這裡把話說出來，就能被聽見，能碰觸到某個隱

身於網路空間中的透明人。然而，我就像是黑夜裡嚎叫的狼，伴隨整座沙

漠的孤寂，沒有任何回應。(Pinhanez, 1995/09/20) 

這種對著山谷吶喊，卻等不到回音的悵然，與不斷查閱瀏覽次數、在他人留

言版留言以便增加個人網頁的能見度（如明日報個人新聞台與部落格），或者掛

念腳印增加速度、人氣排行（如愛小）等行為，總歸都是被觀看的意識使然。而

                                                 
20 根據大英百科全書，Marc Andreessen受雇美國國家超級電腦應用中心（NCSA）期間，帶頭
於 1993 年成功研發出的Mosaic，是第一個以圖形介面取代 UNIX作業系統指令在網際網路上瀏

覽的軟體。他與 James H. Clark在1994年四月成立Netscape Communications Corps.（原名為Mosaic 
Communications），同年十月在其公司網站上以共享軟體推銷模式提供全新的瀏覽器 Navigator
第一版，隨即獲致成功。在隨後的十二個月裡，約有八百萬份程式被下載("網景公司",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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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全民上網，搜尋引擎無所不在的網路時代，加入日記網站寫日記，其實更意

謂著暴露在由網站功能所聚湊出的龐大社群面前，無所遁形。有人因為觀眾的掌

聲而重新發現紀錄自我的樂趣，探索出不同的生命可能，同時卻也有人在觀眾的

密切環伺中亂了舞步，黯然退場。但無論如何，迎納觀眾一起互動的網路日記，

卻還是從根本上撼動了傳統對日記私密特性的理解與想像，「獨自使用」成了聚

光燈下的表演，「記錄、回憶」的成分或許未曾變質，「自省」卻已然被丟失遺忘，

又如何能保證毫不走味地「做自己」？然而，若因此將網路化的日記視為離經叛

道，「寫給別人看的日記根本不算是日記！」，便是未曾深入探問秘密的二元特

性，遺忘人們在面對或懷抱秘密時，總是在保守抑或揭露間無法定奪的矛盾掙

扎。同時也忽略了無論是在日記歷史發展過程中，或是個人日記書寫所經歷的內

外歷程，都可見到公開與私密的對立衝突不時如影隨形，發揮高度張力。甚至，

正是網路的化名性與非共時性，不僅一方面讓不欲人知的私密更難以為他人解

讀，同時也在另一方面滿足了在安全狀態下進行宣洩的慾望。傳統紙本日記中的

想像對象總是不言不語，但在網路日記的世界裡，這些聽眾卻能提供建言、給予

撫慰，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生命。下一章我將從秘密與自我揭露的特性切

入，分析網路日記書寫者為何願意將私密自我公開，在兩股對立力量中面臨哪些

問題，又是如何取得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