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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發現了"Links To the Underground"網站。站長 Justin 不只定期

更新，更寫盡他生活裡的點點滴滴，毫無保留。他的父母、他的生活、他

的女友、毒品、性...只要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就將它寫下，向整個世

界公開。哇！ 

我還記得我是如何對這些網站大多都缺乏內容而感到洩氣。彷彿是要

保留給 Justin發揮似的，除了 Justin以外的所有人都以「擁抱」代替做愛，

所呈現出的訊息出現巨大的落差，卻無人為此爭論。有時作者會義正詞嚴

地解釋「但我就是沒辦法在這邊寫這些東西」，而其他時候就像是將大塊

大塊的訊息全數剪掉，丟在剪接室的地板上，最後剩下在螢幕上呈現出的

部份，讓人看不出意義所在。 

我要的是誠實，要的是了解這些人，要的是照片、細節以及實況報導。

但實際上我卻覺得被排除在外，像是我雖得以窺視他們生活的內部，卻不

能靠得太近一樣(Lee, 2000)。 

在上一章，我借用了 Simmel對於秘密的二元性討論，以秘密本身其實內含

了隱藏抑或揭露之張力的主張，來說明人們將秘密裝載進日記的行為看來似乎是

滿足隱藏的需求，但實質上卻也是同時在處理揭露的慾望。或者可以這麼說，唯

一能避免秘密洩露的方法，便是將秘密深埋在心底，即使未曾說出口，但一旦寫

下來了，便賦予他人得以窺探的可能。都市人雖然每一天都與無數的陌生人擦身

而過，卻難有合宜的情境（並肩而坐促成對談的期待）與足夠的時間（至少能在

進入主題前確認對方是否有意願傾聽）形成一場美麗的邂逅，讓我們能夠在安全

的陌生人面前一吐塊壘。網路空間卻讓這些找不到一隻友善之耳傾訴的日記書寫

者，能在安全的陌生人面前，盡情吐露隱匿在現實生活背後的一切，甚至進而在

閱讀彼此網路日記，不斷以自我揭露互惠的過程中，形成固定的互動關係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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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而這正也是網路日記盛行之主因。 

但是，難道原先怯懦不敢言的頻頻隱藏，在化名與分處不同時空之保障的網

路世界中，就能成就毫無避諱的全然公開嗎？當然，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如同前

面所提及的，無論是隱的秘密或是顯的自我揭露，都是由公開與私密兩股對立力

量交織而成並持續拉扯。換言之，公開與私密尤其是網路日記書寫者所面臨之慾

望衝突的本質，也才是關鍵所在。一本公開的私密日記，所凸顯的是前台公開表

演的特性，還是現實生活角色外的後台行為？或是象徵一個嶄新的中間地帶？以

下我將就 Goffman分析日常生活人際互動的戲劇理論觀點，探究網路日記的舞台

特性。   

網路日記作為前台 

「…因為生活本身就是一個被演出來的東西。當然，並非整個世界都是舞

台，但在一些重要的面向上，我們卻也難以否認，整個世界就是一座舞台」

(Goffman, 1959, p. 72) 。將生命比喻成表演，看來似乎廉價，減損了其崇高的神

聖性；個體也似乎貶低為被剝奪自由意志的傀儡。但在 Goffman(1959)的眼中，

日常生活之所以成了一場場演出，卻是來自於個體基於各種對自己有利的積極考

量，意圖透過自我表達的方式控制情境定義，讓他人獲得某種整飭後的印象，以

便使他人自發地反應出個體所預期的行為。也就是說，一個表演者的目標是去維

持一個特定的情境定義，如其所示地呈現出他所宣稱的現實究竟為何。因此，個

體會去強調能達到表演目的的部分行為，而將會對表演出的印象造成破壞的部分

加以隱藏。於是，表演所進行的地點就是這場表演的前台，後台則座落在另一端，

在此處所流露出的印象自然與前台表演相互衝突。正因如此，觀眾必須被隔離於

後台區域之外，以免獲得足以摧毀表演者之努力的破壞性訊息。 

無庸置疑的，日記社群網站所招攏來的川流不息的觀眾，直截了當地標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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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日記的前台特性。觀眾們可能在即時線上名單的小視窗中點選你的暱稱，也

可能隨性地在半小時更新一次的「半點心情」裡瀏覽到你剛寫入的最新日記，或

是循著腳印串連出的網絡從天邊海涯跋涉而來。而同時也等著被看見、期待開啟

互動契機的他們，自然不吝惜留下腳印芳蹤，或更直接地打聲招呼、提出交友要

求、丟紙條與留言表示進一步的善意，以便讓表演者注意到這些觀眾自身的日記

所在。隨之，這些觀眾也在各自的日記舞台上成為表演者。因此，在此種緊湊密

切、存在感明確的觀眾注視與隱性呼喚下，網路日記書寫者幾乎不可能加以忽略

漠視。身為虔誠教徒的受訪者竹竹，在初來乍到愛小時十分抗拒，認為大家以日

記交友，刻意表現友好關心的態度，簡直「是場愚蠢的遊戲」。於是，她遂以清

流自許，期待能藉由一己之力，對觀眾施予正面的教化，「一開始我都寫得蠻正

經的，因為我覺得有一點，這裡面（按：意指愛小）都是一些有的沒有，如果我

能夠寫一些比較正經的，也許可以發揮一點這樣的角色，我覺得啦」。只不過一

段時日之後，發現硬是維持一個平民導師的形象太過累人，她也放下原先的自我

角色期許，真正地寫起日記，忠實記錄生活點滴。但即便選擇放棄扮演她眼中的

理想形象，回歸前台角色外的自我，卻還是未曾忘懷她的觀眾關切。腳印指數（平

均每篇日記的腳印數量）高的日記，就成了她效仿學習的對象。先對此人的題材

選擇與寫作特色加以觀察分析，再於自己的日記按表操弄一番，最後再從腳印的

增長速度評估成效。若非觀眾存在，期盼能以令人讚賞的成功演出博取掌聲喝

采，本質為自我記錄的日記書寫又何須如此煞費心機？ 

受訪者小新即以愛小明星「發條」為例，認為圖片與文字的巧妙搭配是發條

之所以吸引廣大讀者擁戴的要件，也可從此看出某人是否「用心經營」。所謂「經

營」的意識，正意味著持續不輟地修整呈現出的日記形象，為維繫觀眾的支持與

喜愛而不停努力。最顯而易見的經營技巧，便是從感官效果下手。有部分愛小使

用者即是為了擁有語法的使用權，願意花錢當上正式生，好將整個頁面底圖、功

能樣式換成更具個人特色的設計，在每篇日記裡置入自動播放的音樂檔或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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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片紀錄26。雖說妝點日記就如同裝潢家居一般，不乏追求美感舒適以自我取

悅的動機，但若非為了進一步取悅觀眾，需要大量時間心神投入的視聽效果營

造，可能也難以為繼。內容的營造上亦然，受訪者吳俊與亞契對此皆直言不諱。

吳俊表示，「只要你寫東西就一定是表演，這是不用講，因為只要是敘事就有想

像，所以這是不用懷疑。只是可能我比較有自覺到這一點，所以我可以玩得更明

顯⋯寫之前可能會想說這是泡妹妹用的⋯」。亞契也指出，為了在日記中更精準

地傳達出某些主題意境，他會先在文書處理軟體中編排文字版面，或是特地搜尋

資料以充實背景內容；也會刻意「鋪設」文字情境，有系統地編排日記標題，只

為「從對方的口中可以得到肯定」。甚至還十分後設地定期回頭瀏覽舊日記，擔

憂後來的觀眾「看了之後會覺得說：『天啊，這個人怎麼寫這麼無意義的東

西！』」，而將日後看來「無聊」的生活記事刪除27。由此可見，除了積極以自我

表達的方式進行情境定義外，網路日記書寫者亦不斷隱藏銷毀會影響網路日記前

台角色一致性的破壞性訊息。受訪者小晰對觀眾評價的在意，即表現在刻意不在

日記裡談及自身的健康狀況，避免被難以確認訊息真實性的網友誤會，認為她是

故意塑造楚楚可憐的病人姿態騙取同情。當然，網路的化名性與非共時性，讓後

台的準備工作可以有更充裕的時間空間籌畫得更為完備精確，使網路日記的前台

演出得以更具感染人心的說服力。 

網路日記作為後台 

亞契：呃，現實的朋友我幾乎不讓他們知道我在愛小有這個身份，我不

會主動去講啦。 

研究者：為什麼？ 

                                                 
26 雖然愛小日記本身就已提供上傳圖片的服務，但一篇日記僅能搭配一圖照片，且有大小限制
（旁聽生 30K，正式生 50K）。若在日記內文中安插語法，則可無所限制地在內文段落間張貼圖

片。 
27 結束訪談後，我將亞契的日記瀏覽了一回，發現在早期日記的篇末都已加上註腳，說明為何

此篇保留不刪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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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契：感覺⋯身份有點監介28吧！ 

研究者：監介..為什麼會監介？因為如果說大部分都是寫生活上發生的

一些事情的話，那為什麼會監介？ 

亞契：對呀，生活上的事情是一部份，但有更多一部份是關於一些比較

感情上、私人的一些東西啊。但是，我的感覺是說，我好像不

能被允許出現在那邊，對我自己來說啦。也就是說不能被允許

出現在愛小這個地方。 

研究者：不被允許出現在愛小這個地方？為什麼？ 

亞契：我自己不允許。就是說，怎麼講，ㄟ⋯可能那是一種，另外一種

身份的出現了吧。就是說，在愛小上出現的應該是另外一個自

己。 

研究者：恩，哪一個自己？ 

亞契：比較私密性哪，比較想寫東西的自己。 

雖然網路日記是面對諸多觀眾的公開舞台，網路日記書寫者總是賣力演出，

追求觀眾的注目與肯定，但由此段訪談對話中可以清楚發現，網路日記對書寫者

的意義，是在於它能夠提供一個記錄私密心情的空間，讓個體結束在現實生活中

角色扮演的遊戲之時，可以坦露角色外的內在私密世界。當然，反過來說，也正

是因為能夠將現實生活舞台前的觀眾隔離，網路日記才得以成為現實生活的後

台，展現那個在現實生活中「不能被允許出現」的自己。「其實在愛小上很多人

是不喜歡，假設我認識到誰誰誰，他就說他公司同事也上，但他並不會想讓他看

到，他並不會讓他看到他也在上愛小，那也一樣的，像在學校裡面同班同學，很

多愛小上面的並不想讓同班同學知道自己在寫什麼東西」（受訪者小新）。對網路

日記書寫者而言，現實生活中的人際網絡，往往是加以隔離排除的首要對象，那

                                                 
28 「監介」意指尷尬，為時下流行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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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焦慮迫切，就如同過去將日記本小心隱藏，不讓家人發現的心情如出一轍。 

Simmel談「知」在人際關係中所發生的積極效用時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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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說，Simmel認為關係中的自我揭露有「文字」與「存在」

兩種型態，而這也可以對應到 Goffman在分析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互動時，有「表

達」（give）與「流露」（give off）兩種自我表現方式的區別。Goffman所定義的

「表達」，是透過文字符號或是類似的替代品，來傳遞與這些符號相互連結的訊

息；「流露」則是他人眼中的行動者不經意表現出來的象徵式動作，動作背後的

起因與它所傳達出的訊息無關(Goffman, 1959, p. 2)。在 Goffman的概念脈絡下，

表達是我們在前台用以營造、維持一個特定印象，投射一致的情境定義所做的努

力，流露則是足以破壞前台表演的非意圖性行為，必須小心控制，排除在前台表

演行為之外。由此定義觀之，可輕易推導出「網路是前台，現實生活是後台」的

結論。畢竟我們在網路上的身份，幾乎是依賴先行篩選組織的文字符號堆砌，網

路上的觀眾看不見螢幕之後任何睥睨的眼神、心虛的踱步或是刻意的斧鑿，種種

可能破壞前台角色一致性的非文字訊息。然而在網路上寫日記，或是網路上類似

的自我揭露行為，卻又將「文字屬前台，現實存在屬後台」的區分逆轉。當網路

日記的文字作為私密自我之重現時，其前台色彩消退，反而為後台才得以進行的

前台角色解放行為提供服務。亦即，在自我揭露式書寫的脈絡底下，表演的前台

是現實生活中的面對面情境，是 Simmel所稱的「存在」，是 Schutz(1976)主張意

識流得以發生的同一個時空，是交雜了 Goffman所言的「表達」與「流露」。而

後台，就在於隔離了現實生活之前台觀眾的私密日記裡，但卻以表達為主。也因

此，前一節雖然指出網路日記作為前台的展演性質，但在此卻必須進一步凸顯網

路日記作為現實世界前台的後台性質。 

對個體來說，存在縱使有其無法自主控制而流露出的角色外訊息，可能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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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以檢驗個體前台的角色一致性，甚或是藉這些後台行為拼湊出個體全貌，但

有更多的內在私密，是被深藏在外在的行止作為底下，他人無法透過直接觀察輕

易得知，必須仰賴個體的主動揭露。在這些自我揭露後台行為的當下，言語與文

字便是再現的溝通工具。文字縱使受限於個體描述能力的高低，而可能無法將內

在私密的存在精準重現，卻無疑是最直覺、最易於上手的工具。所以，網路日記

的自我揭露式書寫是將掩蓋在現實生活角色形象之後，外人無法輕易觀察到的私

密訊息向他人公開。也因此，無論是傳統紙本日記或是網路日記的書寫者，都優

先將現實生活的熟識親友隔離，以免這些在面對面實際互動中已獲得書寫者許多

存在訊息的熟人，還要再進一步從日記文字的私密自我書寫中，得知書寫者隱藏

在互動情境外的另一面向，對書寫者在現實世界前台之角色造成破壞性的威脅。

就如同受訪者雨晴對過去的無知深感後悔，「那時候就很單純的說，他是我家人

啊，他是我弟弟啊，那他們跟我分享日記，我也覺得是以一種很喜悅的心情跟他

們分享⋯我那時候真的沒想到後來會是這樣，第一我一定不可能讓他們知道我在

愛小，不管是我妹或是我堂弟，那就沒有人會知道。所以演變到現在我整個家族

的人都知道，都會看我的日記」。隔離了現實生活人際網絡的日記是壓力的出口，

加入了現實生活人際網絡的網路日記卻是可怕的夢魘。雨晴當初期待用自我揭露

的網路日記交換來維繫遠距離的親情，沒料到日記網址竟一再在大家族中流傳，

成為眾親戚們八卦嚼舌的題材，種種無情的批判、無端的臆測在網絡中蔓延傳

散，傷了自己。前面曾提及的網路日記界知名的先鋒人物 Carolyn 

Burke(2004/05/30)與 Tracy Lee(2000)，同樣也因觀眾隔離失敗，無法完全將現實

生活的人際網絡完全排除在後台日記之外，而使其成為網路日記觀眾之一員，因

此相繼關掉個人網站： 

到了最後，當有越來越多原先在我現實生活中的人們知道我的網路

日記存在之後，那個希望能夠做到完全誠實的理想卻開始反過來將我灼

傷。如果朋友只是讀了我的日記，我其實並不介意，但我介意的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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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完之後向我發表他們的意見。化名讓我能在網路日記裡暢所欲言，它

一但消失了，網路日記也就不再有任何樂趣。於是，我只好關了它(Lee, 

2000)。 

這證明了網路日記是擺脫現實生活角色與社會關係牽絆的自在後台，也因此

網路的公開性又會對日記的私密性形成反噬。Carolyn Burke 便因為有心人士引

用她在個人網路日記上坦承不諱的內容作為呈堂證供，而吃上兩次官司。但事實

上，我們幾乎不能對觀眾的來源進行控制，即使在現實生活中將網路日記書寫行

為保密，依舊無法完全避免有朝一日在網路上被熟識親友辨識出來。網路日記書

寫者唯一能自保的，便是更細膩地操弄訊息的揭隱，但如此一來，當然也可能就

此失去在網路日記裡自由揮灑的樂趣。因此，如何拿捏自我揭露的分寸便成為網

路日記書寫者面臨的最重要課題。關於這一點，本章將在稍後進行討論。 

自我展演的中間地帶 

公開與私密之相生相繫卻又對立衝突的複雜狀態，不僅讓外顯形式公開的網

路日記仍舊與秘密特性密切相關，同時也讓網路日記的舞台性質無法單純以前台

或後台稱之。以現實生活為參照點切入，網路日記是現實生活的後台，用以隱藏

與前台之角色扮演塑造出的形象相互衝突的訊息，因而充滿非正式行為，甚至可

以無所顧忌地陷入某些慍怒或攻擊的反社交性情緒(Goffman, 1959, pp. 

129-134)。因為網路日記位於另一個空間，將現實生活前台的觀眾隔離，便能盡

情展現私密自我的面向，無須憂慮對現實生活的角色印象造成威脅。然而雖然隔

離了現實生活的固定觀眾，網路日記書寫者卻未真正中止表演，反而轉身迎向另

一群陌生的新觀眾，試圖以不同強調或不同技巧的私密揭露經營日記所傳達的自

我形象，控制觀眾反應，贏取人氣與注目。這種超越了 Goffman對日常生活互動

所做的前後台區分，以現實生活之後台面向做為網路前台表演的角色內容，既有

前台特性卻又富強烈後台色彩的網路日記現象，正體現了 Meyrowitz(1985,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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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2)所提出的「中間地帶」概念。他認為，媒介穿越藉以區隔日常生活前後台

情境的實體藩籬後，會為人際互動創造出既為前台又為後台的新中間地帶。原本

能夠精心控制的前台行為會成為更靠近舞台前端的行為，而原先作為演出排練、

研擬策略、放鬆休息的後台則退縮到最為隱密的舞台深處。換句話說，相對於逼

近到觀眾跟前，一挑眉一失拍都難逃法眼、無所遁形的舞台前端，位居其後的中

間地帶自然是屬後台偏向的區域。的確，對網路日記來說，表演性質最為強烈，

情境控制必須最為嚴密的舞台前端，無非座落在面對面情境中的現實生活舞台

上。我們在舞台的前端努力演出每個社會情境裡所定義的角色內涵與常規程序，

同時也利用表演出的印象引導與控制日常人際互動的發展與走向。網路日記則負

責收納卸下現實生活之角色，藏身於舞台前端之後的後台行為。然而這個區域雖

隱退在舞台前端之後，因而帶有某種程度的後台傾向，卻終究仍是位處公開的舞

台區域，一舉一動持續接受觀眾檢視。由於觀眾依舊存在，中間地帶也就無法完

全將表演成分抽離，而持續演出。不似觀眾無法窺見的舞台深處，能在隱密的環

境下保有純粹的後台行為。 

既為前台又為後台的網路日記，其中間地帶的特色展現，一言以蔽之，就在

於「私密自我的展演」—網路日記書寫者展演的是那個掩藏在既定社會角色背後

的內在私密自我。她所傳達的，以及觀眾所期待的，都必須是一個人摘下面具之

後的生活形象。正是那些現實生活角色中所不允許的瑣碎、混亂、憤怒、綺想，

讓我們能夠確定一個人是有血有肉地在生活著。而網路日記書寫者則是有意識地

將這些片段解析構組，圓成一套在某種程度上可被理解，卻又不至於揭露過多關

鍵訊息的敘事，在網路上尋求傾聽。若只是單純將私人秘密公開，滿足自我揭露

的慾望，那麼網路日記書寫者就無須在意誰還沒來踩腳印、腳印額滿的速度又有

多快，更無須苦心設計語法、安排版面文字。網路日記書寫者所掛念的，甚或是

書寫自我之動力所在的，都是觀眾是否給予喝采與肯定。即便連隱藏的姿態，都

可能被拿來表演，愛小的秘密日記即可為例。在愛小寫秘密日記，理應是為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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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在公開的網路日記裡隱藏不欲人知的秘密，然而就如同受訪者小拓毫不猶豫

地主張「不想讓人知道的就不會寫到網路上」，這些網路日記書寫者大可將秘密

揭露在其他任何隱密的地方，甚或藏在心底。但他們卻選擇付費寫秘密日記，為

的又是什麼？短短的日記標題引人無限遐想，後頭標示禁區勿入的小鑰匙更是勾

得人心癢難耐，明白揭示不願公開之意願的秘密日記，反而激盪出觀眾的高度好

奇，亟欲一探究竟。捱不住的觀眾一旦按下了請求授權閱讀的確定鍵，秘密日記

書寫者即可得知哪些觀眾格外在意，有積極意願求取更深入的自我揭露訊息。同

時一方面又能忽略或明確拒絕授權請求，展現對關係發展的負面期待，或是以秘

密帶來的神秘感提升自己在關係中的權力地位；另一方面卻又可針對願意與之開

放的對象給予閱讀權限，以私人秘密的自我揭露拉近關係距離，營造親密一體

感。循此，看似歸屬舞台深處，隱藏、不表演的愛小秘密日記，實則是日記書寫

者進行更嚴密之表演控制的舞台。這種結合了公開前台與私密後台，在表演與不

表演間必須加以操弄控制的中間地帶，讓網路日記書寫者更必須小心拿捏分寸，

因為在這場以自我揭露作為賭注的遊戲裡，極易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陌生人不再陌生之後 

在前面的討論中，我已以既為前台又為後台的中間地帶概念，定調網路日記

的舞台特色。此中間地帶得以成立，有賴於將現實生活原已熟識的前台觀眾加以

妥善隔離，留下的，皆是素不相識的陌生觀眾。陌生人特性中的似近實遠、未成

固定關係對象以及因之而來的客觀性，在在都讓他成為私密揭露的安全對象，網

路日記書寫者才能夠順暢地進行私密自我的演出。然而一旦觀眾受其吸引而留了

下來，應允建立持續固定的互動關係，其陌生特性必然逐漸弱化，亦開始展現他

對關係的期待與要求。已經從現實生活逃遁到網路日記的書寫者，如何在陌生人

逐漸成為熟人的中間地帶，繼續維持私密自我的揭露？或是，還能逃往何方？ 

對那些持續在網路上寫日記，擁有固定讀者群的網路日記書寫者來說，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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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除了大多數是由偶然在網路空間相逢的流浪者（即便曾留下腳印或留言，卻

幾乎不再到訪）構成之外，為數較少的固定觀眾班底才是其真心牽繫嚮往之所

在。說是真心牽繫，正意謂著在網路日記書寫者與這些原本陌生的觀眾間，已發

展出固定互動的關係。這種互動關係可能疏漠到觀眾只是固定在閱讀完每篇日記

後留下腳印，書寫者在察看腳印時也意識到對方的忠實度；也可能密切到頻繁地

以各式管道延伸彼此在網路空間甚或現實生活世界互動的可能性。當然，如果只

是單純地留下造訪痕跡，而未展露進一步互動意願的話，對網路日記書寫者來

說，這些依舊是如黃厚銘(2001, p. 170)所做的概念區分29，在物理距離及互動距

離上30皆遙遠的陌生人，即便我們可輕易透過腳印連結知悉對方的暱稱、基本資

料，也不過是如 Lofland(1973)所稱的「範疇性瞭解」，只能碰觸到某些顯而易見

的外在訊息。而網路日記最迷人之處，便是在讀取完這些不具獨特性的類別訊息

後，滑鼠一移一點，便能進入對方充滿個人生活史的網路日記本，進一步推斷此

人是否「順眼」（受訪者小新）、「文字所表現出的調調與風格是否能吸引我」（受

訪者竹竹）、「是不是真誠的在寫日記」（受訪者雨晴）。而無須像在現實生活中，

經歷一番實際溝通互動才能進入具個人性瞭解的階段，「比如說我們跟人認識，

也許要交談到好幾次，可是你看日記寫的東西，不用啊，你可能一天內瀏覽他十

篇文章，喔，就是這種調調」（受訪者吳俊）。換句話說，網路日記書寫者可以輕

鬆地在短時間內瀏覽幾篇日記，對其所呈現出的文字風格與生活背景進行初步瞭

解，判斷是否與此觀眾建立更進一步，超越以陌生人相待的關係。過不了這關，

那麼再忠實的觀眾充其量也只是時常遇見的陌生人，尚不足以成為點頭之交；若

                                                 
29 黃厚銘(2001, p. 170)在解釋網路上陌生人間的人際關係特性時，將陌生人間的距離進一步區分

出物理距離（實體）、互動距離（媒介）、社會距離（關係）與心理距離（親疏）等四種不同的距

離概念。物理距離指的是兩個人之間在物理空間裡相隔的身體距離。互動距離的遠近則取決於互

動方式是否經過媒介，是則互動距離遠，反之則近。社會距離指的是人際關係網路的連結狀態，

越直接、重疊度越高的人際關係網絡就意味著越短的社會距離。最後，心理距離則是指心理關係

的親密與否，可否傾訴心事秘密，以及是否在意對方感受。 
30 在未進入更進一步的互動關係前，網路日記書寫者難以判斷這些留下腳印的陌生人在關係距

離上是近或遠。因為愛小腳印所創造出的網絡特性，讓日記觀眾便於按圖索驥，追探出日記書寫

者的愛小人際網絡形貌，以及其中每一個對象。亦即，看似陌生不相干的觀眾腳印，可能是從既

存的人際網絡外圍層層連結而來，也可能是隨機地從「半點心情」或「線上名單」等網站所提供

的公開輪播區域隨意點選而來，因此在關係距離上並未呈現明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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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了關，也就等同在某種程度上掌握了對此觀眾的個人性瞭解，無論後續的進一

步互動是否能順利進展，陌生感卻已有所減輕。 

當舞台前的觀眾已不再陌生，在這群除了對其有個人性瞭解，並且持續進行

超越日記閱讀之互動的觀眾面前，日記書寫者又如何不受影響地繼續自我揭露？

Schutz(1976, pp. 22-24)將社會世界依我與他人之間不同的關係劃分成三種不同

領域。第一種領域是由以「我對他人的『當下』（immediacy）經驗」為主的領域，

在其中的他人與我同享同一個時間與空間，彼此間的意識流是真確的同時生成。

這無疑就是日記書寫者所欲逃離的面對面關係。雖然身處同一時空意味著兩者之

間相互的意識可以在同一時間中立即被感知，在同一空間中的身體所傳遞出的所

有訊息也可作為個人意識的表徵，鮮活呈現，但正因如此，欲隱藏的秘密訊息在

面對面關係中也最可能面臨被察覺的風險，所以我們必須逃遁到日記裡抒發不願

公開的私密。另一種領域中的我與他人間的關係，是 Schutz所謂「同時代人」

的關係，雖然此領域中的社會事實不似面對面關係能讓我在此時此地直接經驗

到，但它依舊與我的生活同時存在，而我也可透過直接經驗的延伸將其引領出

來。也就是說，這個不在我當下直接經驗可觸及的社會世界，卻包含了我在過去

曾直接經驗過的領域，或是我可以將其恢復成可直接經驗的領域。這種型態的關

係，正恰到好處地描述了網路日記書寫者與已建立某種互動的固定觀眾班底間的

關係。我不是面對面向著你傾訴，所以我仍可在時空距離的阻隔下降低自我揭露

的風險。而較對陌生觀眾傾訴更進一步的是，我可以透過你日記所記錄的個人生

命史確信你與我的生活同在，我有主動的意願與可能性用過去或未來的直接經驗

去經驗你，無論是以自身意識去感應凝結在日記中的過去的你，或是透過紙條、

留言、即時通訊等互動管道去創造網路上的直接經驗。雖然人際關係牽絆是日記

書寫者逃遁的主要理由，但卻無法否認一段關係中的相似性、親密度越高，也能

帶來越多願意分享秘密的信任。網路日記書寫者得天獨厚的，便是他能在關係正

式開展前，從大量的私密自敘中迅速掌握對方的個性、氣質與好惡，精確評估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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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契合度高低，再正中下懷地以知心密友才能達致的心理深度進行互動，大幅縮

短關係建立所必須經歷的摸索、試探與磨合期。如此一來，隔離了現實生活前台

觀眾的網路日記，似乎成了一個既開放又溫馨的空間，裡面除了充滿了一群無色

無臭無味的流浪者與陌生人之外，還有一群在現實世界中陌生，在當下時空中遠

離，卻在網路空間中交心兼換帖的好友觀眾群。既可自在於由物理與互動距離所

帶來的保障，又可享有心理距離拉近後所建立的信任安全感，也莫怪乎網路日記

書寫者不願再於斗室一角孤獨地寫著日記，而是前仆後繼地到人氣沸騰的網路空

間裡公開私密，等候知心人垂憐。至於第三種領域裡的社會事實則是無法透過直

接經驗觸及，Schutz以先人以及後人的世界為例，這種領域中的社會事實無論在

未來或是當下情境中，都無法被直接經驗，同時也不出現在我的生命中。而此領

域無法對應於網路日記現象中的任何人際關係，因此略去不談。 

不過，即便是網路原生的非面對面人際關係，少去現實生活人際網絡所施加

的角色期待包袱，以及某些現實生活層面交錯而衍生出的牽制，卻未因此就減損

其真實性。只要熟識了、關係固定了，它仍舊存在社會關係所不可或缺的責任與

義務。而且，網路日記書寫者依舊免不了得在這段關係中面對秘密揭露的風險，

在自在傾吐抑或保有隱私間來回躊躇。言下之意，網路人際關係既然能提供親密

的撫慰，同樣也可能縮限可供喘息的空間。特別是已從單純網友晉升為見過面、

在現實生活層面有其互動接觸的進階網友。在距離屏障下，我們得以掏心挖肺，

若因此受到另一顆相契心靈的眷顧疼惜，恐怕難以抵抗進一步成為現實生活好友

的誘惑。但即使謹守單純網友關係，未曾謀面，但在關係日漸深化、交疊範圍越

顯廣泛之後，關係裡的牽制與規約仍舊可能隨之出現。尤其，一旦通了電話見了

面，那股由隱匿「存在」訊息而生的神秘感也就倏地消失。也就是說，過去只看

到文字所揭露之私密後台面向的觀眾，現在得以補足缺漏的、對於辨識個人身份

至為關鍵的存在訊息。再者，網路日記書寫者與觀眾間的關係既然能夠成長穩

定，自然也可能分裂旁岔，甚至衰敗腐化；隨著時間拉長，舊人去新人來，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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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組成也不斷在變化著。個體所處的關係一有變動，保守秘密與自我揭露間

的那條界線又得再拉扯一次；何事可拿至前台展演，何事又得收藏到後台隱密之

處，也必定需要再次調節。而在缺乏實體圍籬，且同時面對親疏程度不一之各式

觀眾的中間地帶裡，網路日記書寫者只能透過更細緻的操弄訊息揭隱，達到觀眾

隔離的目的。 

控制訊息近用的管道 

在西方關於隱私（privacy）的討論裡，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以公開與隱藏間的

調節平衡作為發展主軸的理論。Westin在《隱私與自由》一書中指出，「隱私是

個人、團體或組織所做的要求，希望能由他們決定何時、何種方式以及何種程度

將關於自身的訊息傳播給他者。從個體與社會參與之關係的角度來看，隱私是個

人透過身體或心理的途徑，自願且暫時地自一般社會隱退，可能進入孤獨狀態或

小團體的親密關係，或是當他身處大團體之中時，也可能進入匿名或沈默寡言的

狀態」(Westin, 1968, p. 7) 。Westin為隱私所下的定義較強調「隱」的面向，可

以在物理空間中將存在隱藏起來時，則先行隱身，若不可行，再隱其言行。而

Margulis則從理論定義與一般日常言說意涵中進行歸納，較強調積極的控制層

面，主張「隱私代表的是人對與他者之間交易往來（transaction）的控制，終極

目的在於強化自主性與（或）降低受傷的可能（vulnerability）」(Derlega, Metts, 

Petronio, & Margulis, 1993, p. 10) 。簡言之，隱私代表的是個體能自願性地控制

自我與他人之間的訊息流動，仰賴公開與隱藏來調節訊息近用管道的開放狀態。

如此一來，隱私與 Simmel所定義的秘密有何異同？Warren & Laslett(1977, p. 77)

認為隱私和秘密都包含了可見性的降低以及拒絕他者近用之可能性的增加，差異

在於隱私所試圖保護的是道德中立的行為，秘密卻是將不道德的事情將以隱藏。

但「年齡是女人的秘密」這句話，誰人都朗朗上口，難道我們在暗示女人的生理

年齡數字不道德？在頒獎典禮前緊緊彌封的得獎名單，以及不得洩露評選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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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遮掩保護的又豈是過錯罪惡？我認為，隱私與秘密的差異與內容無

涉，而實際上，兩者在形式與目的上並無二致。隱私與秘密皆是在關係中將某些

事加以隱藏，也一樣不斷在公開與隱藏間徘徊不定。 

不過Westin倒是進一步將個體隱私做了不同程度的區分。他整理了 Park, 

Lewin, Goffman以及 Simmel等人的理論，認為用「隱私區域」來談個體與他人

的關係，導向的是以數個同心圓組成的「核心自我」概念。最中心的圓收藏的是

個體的「終極秘密」(ultimate secret )—希望、恐懼、祈禱，除非受到壓迫，否則

個體不會對任何人說。在正常狀況下，沒有任何人能進入這個人格的庇護聖堂。

再外一層的圓包含的則是「親近的秘密」（intimate secret），是會主動與親密關係

對象、告解的神父以及不會造成傷害的陌生人分享。再下一圈則是向個體的朋友

團體公開，而最外圈是可對所有觀眾公開的一般對話與肢體表現(Westin, 1968, p. 

33)。 

循此，一般人所寫的日記，即便它是個體從與他人的社會關係中逃遁出的產

物，是發洩在現實生活中說不出口的話的安全所在，但基於日記是自我記錄的性

質，這些位處隱私同心圓中的事物不論內外遠近，雞毛蒜皮或是關鍵秘密，都可

能被日記書寫者書寫下來，在日記裡複製重現。只是那些越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件

小牢騷，也就是座落在隱私區域越外圈的內容，日記書寫者也就越不在意被人知

道，可能只為了留下記錄，或是將日記作為再次發洩的管道。也就是說，日記不

必然只是秘密的附庸，而是收納了深深淺淺、輕重不一的內容，有可以在現實生

活中直率以告的日常生活片段，也有絕口不能提的關鍵機密。只不過，一旦其中

包含了終極秘密或是某些無法與家人分享的私下秘密，日記書寫者便無法在意圖

窺探出現的當下，立即將核心訊息加以分離過濾。除非將相關頁面焚燒撕毀，否

則日記書寫者只能以藉由秘密形式，將包含了程度不一之隱私的整本日記一次隱

藏。然而，在物理空間中的不可見，雖可消極避免誘引他人見獵心喜的偷窺欲念，

卻不足以確保秘密與隱私的安全。家居空間有其限度，只要有決心毅力，翻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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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必有所獲。於是，唯有透過密碼代號隱匿模糊某些重點，才能斷絕已取得空間

近用權的窺探者進一步擷取訊息的可能。換言之，物理空間中的藏匿只能防君

子，卻不能防小人；針對訊息的近用本身加以掌控管制才是終極之道。 

對網路日記書寫者來說也是如此，即便放上網路的日記本避開了家人潛入房

間進行地毯式搜索的攻擊，卻無法確保他們會不會也上網搜尋，甚至直接從電腦

的瀏覽紀錄裡抽絲剝繭一一擊破。像受訪者雨晴在婚姻出現問題卻仍與先生同住

一個屋簷下時，選擇上網寫日記抒發苦悶情緒。她原本天真地以為，先生對她一

人在書房使用電腦一向給予尊重的態度，讓他無從得知她已改用網路寫日記，再

加上使用中文暱稱，更足以讓不會打中文鍵盤的先生無法用暱稱搜尋。沒想到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先生由她最常瀏覽的親友日記下手，從讀者留下的腳印連結一

一比對，反向追探出雨晴的日記所在。事已至此，一般人可能就此打住，不想讓

一本已被發現的網路日記平添風波，但從不放棄主張「日記是我的」的雨晴卻堅

持繼續書寫，並發展出許多操弄訊息顯隱的避人耳目手法，以對付觀眾隔離失敗

的窘境。由於一般網路日記書寫者缺乏 Pepys獨創一套秘密代碼的能力，因此最

常運用的策略，便是將對象的身份訊息直接抽離或取代，「我們只會寫說，阿那

隻大猪頭今天出車禍這樣，你聽到這樣一句話，也不會知道那是誰」（受訪者小

新），或是以模糊抽象法避免指向特定事件，「有時候就是我不爽某某某，他的行

為讓我看不爽，然後我就會寫一篇東西，可是我不想寫事件，我覺得寫事件就是

有所戰（按：意指擺明向誰宣戰），我試圖去找到它背後的一些，為什麼他會做

這種事，讓我不爽，等等等等」（受訪者吳俊）、「面對這種公開的網路上，妳要

怎麼調適妳自己，要寫出什麼樣的東西，一開始一定會有保留的啊，就像是⋯怎

麼講，就像是記事性的這種，重點，點到為止。所以那時候就是說，寫得比較籠

統一點」（受訪者雨晴）。甚至如雨晴所分享的，在處理一些事涉敏感、卻又不願

就此放棄記錄權利的個人情事時，她會改用第三者的疏離角度，以看似客觀的觀

察加上主觀的後續感受，像是紀錄一則聽來的故事或是街頭即景般地，寫下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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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主角的自身情思；或是將事件的主角位置相互調換，性別錯置、你我互換，試

圖擾亂「特定」日記觀眾的解讀猜測。可以想像，對並非將網路日記視作文學創

作空間的書寫者來說，之所以發展出如此複雜精妙的寫作手法，或是將事件與主

題去脈絡化的嘗試，目的皆在於阻擋觀眾對書寫者的私密生活發展出全盤性的瞭

解，避免他們入侵到書寫者不打算公開的隱私區域。不過對網路日記書寫者來

說，隱私區域的內容配置是會依觀眾身份的變化以及對關係進展的期待，而不斷

調整移動的。在網路日記寫作之初，可能因為沒有人知道她是誰的化名感，而越

偏好將原來越靠近核心區域、隱藏得越深的秘密加以公開；也可能在數量龐大的

陌生觀眾近身凝視下手足無措，原本在人前說不出口的，在網路裡也依舊保留。

隨著觀眾身份多元化，與個別觀眾逐漸發展出深淺不一的互動關係後，每段關係

中都有不同的隱私區域配置。她可能期待某些觀眾永遠當個安全的陌生人，因而

將原屬最外圈、在現實生活中可透過直接觀察而得到的「存在」訊息，視為最需

隱藏的核心秘密。也可能與某些觀眾情投意合，願意讓對方進入對一般觀眾隱藏

的隱私區域，以信任承諾換取關係進展；卻也可能在互動層面不斷延伸深化後，

重新意識秘密的必要性，而再次調整核心區域的隱私界線。總之，網路日記書寫

者是在日記書寫過程中不斷拿捏公開與隱藏的分寸，進行隱私區域的動態調整，

其背後的趨力來自於對隱私、對訊息傳播加以控制的慾望。即便他選擇將日記公

開，但對掌握揭隱某些核心訊息之主控權的需求卻不曾消失。 

相形之下，那個對他人皆以擁抱代替做愛而感到喪氣的 Tracy Lee，若不是

因為她太過勇敢前衛（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她從 1995 年開始寫網路日記，也開

始在上面公布裸照(Lee, 2000)），便是她尚未體察到人性之本然—越將核心自我

公開，就意謂著給予他人更多傷害她的權力與機會，讓她變得更脆弱，更容易受

傷。在現實生活中，物理空間大致上界定區分了不同社會關係座落的位置，圍繞

在一圈圈核心自我之外的關係人士，在物理空間之阻隔或拉近下，可以更容易或

更難以取得進一步近用核心自我訊息的機會。但在網路空間中，物理圍籬不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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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旦個體的存在被他人知覺了，與他人之間的距離便只剩「一點之遙」

（one-click away），再無物理空間上的屏障，或親疏遠近之關係距離的阻絕，公

開的一切可以被任何人一眼探盡。所以除了如 Tracy Lee追求全然的誠實，或是

像 Carolyn Burke反對隱私禁忌，認為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美好溝通(Burke, 2000)

之外，大多數的網路日記書寫者皆會為了保護自己而篩選訊息，或是更積極地運

用網站功能及網路特性，構建出層層疊疊的隱私堡壘。能否過五官斬六將一窺堂

奧，端視網路日記書寫者願不願意交出每一把鑰匙，對關係發展的期待又是為

何。以愛小的網站設計來說，必須經作者個別授權才得以觀看的秘密日記、私下

傳遞的紙條、一對一的線上即時悄悄話，皆是補償性的訊息管道，讓使用者能夠

更靈活地針對不同觀眾能近用的訊息數量加以管控。「我們打給對方的紙條是

one by one，所以可能講的東西會比較深入一點，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東西我會存，

現在看到會覺得，它比日記營養一點」（受訪者小新）。顯而易見的，因為網路日

記是對任何人公開，無從選擇，所以只能以退守的姿態記錄朦朧的、片段的、不

造成自我或關係危害的部分，其拿捏則取決於觀眾的來源與組成。至於缺漏的關

鍵訊息，則可透過補償性的訊息管道，一一以書寫者與個別觀眾間的關係深淺做

為判準，由書寫者掌握絕對的主控權，決定是否以非公開方式將更為明確的訊息

補足。 

愛小年齡層還是小，很多事情她們還是沒辦法去想到，或是沒辦法

去思考到。比如說，我過去曾經傷害過自己的行為，我會想要紀錄下來，

發洩我自己的痛，我會把那些內容或心路歷程紀錄下來，寫在秘日裡

面，那我會只給忠實讀者看。因為，其實代表說，她們看我的日記，她

們是懂我的，懂我是怎樣的人，而不是說任何一個人都看的到。那也許

有些只是過路而已，那看到也許會對他造成負面的影響，我覺得這樣不

好，那我就會寫在秘日裡面，鎖起來，然後開放給那些人看。或是說，

妳不想給某些人看，那妳必須鎖起來，但是妳要開放給很多人看，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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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妳覺得他 OK，但是只是為了不讓某些特定的人看，比如說現在

有那些攻擊者的話，我跟他之間感情的事情，很多人都以為，看我心情

不好就是我跟他吵架，其實我們沒有吵架，我們只是說，有一些小情緒，

然後他們就覺得是吵架，那如果說我再把我的心情公開的話，也許他們

那些人就會，看笑話，那我覺得我寧可不要，我會把它鎖起來，然後只

給我信得過的人看（受訪者雨晴）。 

愛小的「秘密日記」（大多數使用者簡稱為秘日）功能，以及在標題後頭的

那把小鑰匙，明晃晃地諷刺一般網路日記的公開性質，同時提示日記書寫者對私

密日記的基本需求。原本一體適用的紙本秘密日記，到了網路世界，一分為二，

一邊公開、一邊隱密。而先行決定此篇對誰開放或是事後決定給予誰授權的愛小

秘密日記，就成了最易於控制的訊息傳播管道。相較於在公開日記上模糊其詞，

若即若離讓觀眾有如掉入五里霧中，秘密日記是更為嚴密明確的訊息圍籬，是迎

是拒，絕不馬虎。它既為個體提供了與他信任之對象分享秘密與親暱言語的機

會，也讓個體可以依主題與關係對象間的關係，去設定必要的「心理距離」31。

如前所述，私人秘密除了能對既近且遠、既疏漠又涉入的安全陌生人吐露外，理

應也會向少數關係更親密的對象公開。然而在雨晴對秘密日記的運用方式裡，除

了如預期般地將易招致攻擊訕笑的後台弱點鎖起，只對信任的好姊妹開放之外，

同時，她也應用了秘密日記可針對觀眾加以區隔的過濾功能，將實則不屬秘密的

負面行為賦予秘密形式，以便進行觀眾分級。秘密日記的個別授權功能，讓網路

日記書寫者可以針對不同事件與不同觀眾間的關係，進行完美的觀眾隔離，而無

須擔憂難以在充斥了各式觀眾的中間舞台上，一邊滿足與熟悉觀眾互動的需求，

一邊繼續維持一致的自我演出，乃至於操弄關係的親疏遠近。 

進而，秘密日記既是一種溫柔的拒絕工具，也是界定和操弄關係親疏遠近的

媒介。當有越來越多的陌生觀眾成了親近熟悉的好友，越來越多的現實生活舊識

                                                 
31 請參見本文第 87頁之註釋 29中，黃厚銘所定義的心理距離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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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身進入沈默的觀眾群，讓網路日記書寫動輒得咎，必須將屬於後台的破壞性訊

息隱匿到舞台深處時，秘密日記讓人可以積極卻又溫和地隱藏秘密。日記標題後

的那把鑰匙不僅標示了秘密所在，同時也是一種和緩卻又堅定的警示：「請留給

我隱私的空間」。積極指的是較之在公開日記裡模糊其詞、抽離脈絡，將內容全

數隱藏的秘密日記更可徹底斷絕他人近用訊息的可能，甚至可以更進一步以授權

與否作為關係操弄的手段。但從觀眾的角度來看，那把小鑰匙並未指向特定任何

人，自然意味著並非只有自己被拒絕於秘密之外，能在某種程度上減輕秘密帶來

的疏離焦慮。再者，在一次次提出閱讀秘密日記的授權請求而屢屢得不到回音（或

是更直接收到拒絕訊息）之後，觀眾也會收到關係距離必須重新調整的沈默要

求，而知其分寸所在。 

此外，除了必須付費使用的秘密日記，網路日記書寫者也不斷開發新的所

在，以便作為網路日記後台的舞台深處地帶，好讓她能夠再從充滿固定關係之牽

制的中間舞台逃遁離開。許多愛小使用者都會另開分身帳號，其目的不在於多一

個身份可以扮演不同角色形象，而是彌補已被形形色色觀眾佔領，無法再暢所欲

言的原有日記之不足。在這個新的日記生命裡，他們學習到教訓，再也不對任何

人說，徹底隔絕一切關係牽扯，讓觀眾永遠只是陌生人、也只有陌生人，才能真

正書寫最完整的秘密。這種現象最常見於原本將網路日記作為真誠的感情獻禮，

邀請男女朋友或是閨中密友前來一探神秘的內心世界，但在關係變質之後，不願

再讓對方得知自己的任何訊息，於是將舊日記全數刪除，再由新帳號重新開始。

當然，也有某些舊帳號的退用者，期待在擺脫某些人際糾纏時，還能繼續保有在

舊帳號裡建立的部分人際網絡。那麼在新身份建立時，她還是會私下向信得過的

對象告知新帳號，只不過得分外小心，避免流露足以辨識出原有身份的個人訊

息。受訪者小新舉了某位愛小名人為例，因為要逃離原有帳號充滿熟人，無法自

在書寫的困境，此人開了一個暱稱風格迥異、難以令人產生聯想的新帳號。即使

如此，此人依舊懷抱在公開環境中飽受窺視的危機意識，只要寫滿三篇日記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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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刪除，目的只在於避免被推舉成為愛小模範生，讓熟人從無法偽裝的文字風格

流露中辨識出其真實身份。 

另外，也有如同小錢或吳俊這些網齡悠久，嫻熟各式網路服務的網路日記書

寫者，在意識到將某些內容公開將導致危險時，就暫時轉移到其他提供自我書寫

服務的網路空間。決定哪些內容擺哪裡的判準，則取決於不同地方的觀眾組成，

「我寫之前都會先想一下，所以我在愛小通常是寫學校的事情，因為學校的朋友

不會來看。那在學校的網站我就寫，寫一些其他朋友的事情。⋯所以，看我想要

跟誰講，然後我不想讓誰知道，然後就決定我要在哪裡寫」（受訪者小錢）—哪

裡沒有與當下書寫主題相關的人士出沒，就往哪裡去。當然，對此類使用者來說，

愛小所提供的網路日記服務，也不過是供他們能夠縱身來去的暫棲之地，多一個

彈性選項。但即使如此，小錢還是對有男友監視而無法如實記錄的網路日記，強

烈表達她的不滿與埋怨：「自從我交了男朋友之後再也不寫我跟誰出去了，再也

不寫了，然後就覺得寫日記好無趣喔！」而這句話亦顯示出網路日記依舊是以私

密日記的角度被期許著，在後台特性遭受破壞之後便失其本色與趣味。至於如一

人賃屋而居的小拓，少了家人或伴侶的窺探可能，除了自己之外不會出現任何觀

眾的隨身筆記本，反倒成為最安全的私密所在，能夠收藏最深切的秘密。最後，

也是最終極的舞台深處，便是各人心底。不說、不寫、不表露，任誰也無法探知，

只不過為了避免秘密揭露的風險，選擇將秘密深藏心底的人，也就得時時刻刻承

受洩露的張力折磨。 

網路日記書寫的控制與被控制 

多少次，在我真心歡喜、茫然無助或是寂寞難耐時，來來回回翻閱手機裡近

百個姓名號碼，卻怎麼也找不到一個對的人說話。擔心被嫌煩，更怕對方無法同

情同理而敷衍應對，那可是更大一盆冷水。終歸，不過就是害怕被拒絕的脆弱使

然。在現實生活的日常互動中，大多數的自我揭露皆是在一對一或小團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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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完成，不論是親朋好友、陌生人或是諮商團體。因為唯有在對象具體、情境定

義明確的狀態下，自我揭露才得以降低可能面臨的風險。但降低並不意味消除，

自我揭露依舊極可能遭遇天時、地利、人和盡皆不備的尷尬窘境。然而，網路日

記卻免除了在特定時空指向特定對象而直接遭拒的風險。相對於為避免自我揭露

之風險的傳統日記書寫者是消極地尋求想像的對象吐露心事，網路日記書寫者則

選擇面對具體的大眾發聲。網路日記不僅消解了必須在同時空（面對面）或同時

（電話、網路即時通訊）條件營造出物理或互動距離上的親近，才能進一步自我

揭露的情境，而且也去除了必須指向單一或少數對象的明確指涉。也就是說，網

路日記書寫者能夠在媒介後的安全距離內，向無從直接在當下給予拒絕的大眾發

聲，順利完成自我揭露的行為。從人際互動的角度來看，網路日記讓自我揭露者

跳脫了無法控制合宜情境的弱勢處境，雖不至於必能獲得積極的聆聽，但至少可

迴避他人以拒絕相待的傷害。 

但情況並非如此樂觀，網路日記也能讓日記書寫者失去人際互動進展的控制

權。在日常生活互動中，個體是在每一個與他人互動接觸的當下，依關係類型與

程度不同，決定要表現出那些前台行為，並將後台的秘密藏起。透過每一次在公

開與私密間的比例調整，個體得以獲得控制關係的主動權。然而網路日記卻是個

人的生命史圖像，一篇篇日記記載的都是已成歷史陳跡、不可逆的每一場現實生

活表演之後台私密自我的紀錄。因此，網路日記讓關係對象窺見的不僅僅是現實

生活表演的後台而已，這個後台更赤裸裸地堆疊著過去許許多多現實生活表演的

後台自我。其中可能有時移事往的昨是今非，也可能存在不可在現下讓關係對象

得知的秘密。而原本這些若非以文字記下，否則已然在時空中消逝，只餘回憶的

一切，理應可由個體在每一次互動中加以過濾隱藏，藉由秘密來控制關係進展的

速度走向。因此，網路日記書寫者雖然能在每一個當下依觀眾的身份與組成，將

會造成形象危害或關係破壞的訊息加以排除隔離，卻無法提前預知誰在未來的哪

一刻會成為日記觀眾的一份子，當下與過去所留存的某則公開日記又是否會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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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致命的一擊。除非，將網路日記藏起，亦不以此身份與任何觀眾互動，網路日

記書寫者才能免除失去關係互動之主導權的恐懼。但如此一來，網路日記的意義

與魅力，卻也不復存在。 

簡言之，網路日記所處的中間地帶，因為現實生活人際網絡的侵入、與陌生

人關係的深化、現實生活中的存在訊息不斷外洩，讓網路日記所面對的觀眾不再

只是單純而安全的陌生人，而是交雜了對網路日記書寫者有不同程度認識的各式

關係對象。此時，網路日記即落入與紙本日記類似的處境，為了躲避互動關係對

象的窺探環伺，必須躲躲藏藏。只不過紙本日記有其物理限制，無法以篇為單位

進行差別式隱藏，而需須將整本藏起。網路日記則受惠於網路技術的可能性，可

以用須經日記書寫者個別授權的秘密日記，就不同事件內容，自由決定要對誰公

開，又要對誰隱藏。至於攤開在所有觀眾面前的公開日記，為了確保能夠滿足各

個觀眾的不同期待，盡力維持每一段關係繼續順暢運作，只得在公開與隱藏間仔

細拿捏，讓 Simmel所謂的「不知」取代關鍵性的真實訊息，求得在公開自我記

錄的同時，還能保有隱私的自由。進而再透過補償性訊息管道，按對象個別決定

是否補足缺漏的部分。換句話說，當觀眾只是與我何干的陌生人時，我們可以無

所顧忌地表現出自我全貌，無須憂慮出現某些破壞性訊息。只要我們不是試圖傳

遞與後台自我有所衝突的印象，自然無須進行嚴密的印象整飭，而傾向於放棄控

制，易於公開。但當觀眾組成日漸複雜，與我們的關係越顯密切，原本的後台行

為開始逐一對不同觀眾形成衝擊威脅，熟悉的觀眾也同時拋出觀眾期待甚至意見

干涉時，網路日記書寫者也只能以模糊保留的書寫策略因應，讓網路日記同樣也

呈現中間地帶的曖昧不明。真正的秘密，也就退守到護守得更為嚴密的舞台深

處，等待下一個揭露的完美情境降臨。不過，如此一來，少了能盡情展演私密自

我之自由空間的網路日記，便也失去私密書寫的趣味與吸引力，必須不斷配合觀

眾進行修飾調整。我想，也只有與日記觀眾互動帶來的滿足與愉悅，或可彌補一

本公開日記所不可免的缺憾，讓某些網路日記書寫者得以維持持續不輟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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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亦有許多懷抱私密日記初衷的人們，就此揚長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