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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源起 

     

    「請務必填寫您的相關資訊，以便我們提供您更多個人化的

服務！」 

 

    每當我安裝一個新的電腦軟體，或是加入一個購物網站的時

候，像這樣的話語總是一再地出現在我的面前。但是，我其實一

點也不想要什麼個人化的服務，我只是想要一個簡單的文書處理

或是播放音樂的工具罷了，什麼個人化的服務對我來說沒有多少

意義，但為了這個簡單的目的，我必須填寫。然而，我卻完全沒

有想到，這個對我來說多餘的動作將會為我帶來更多多餘的動

作：一堆刪不完的廣告郵件。 

 

    廣告裡總在說，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它將滿足您所有的需

求。但在我看來，卻不如說是人在滿足科技的需求。就拿網路通

訊軟體 MSN 來說好了。真不知道是誰發明了那些小小的符號，讓

人在隨時隨地都可以顯示自己的狀態，線上、離開、忙碌、外出

用餐，還可以「馬上回來」等等之類的。它擺在那裡，現在我不

用它也不行了，因為這會讓那些以為你還在電腦前的友人斥責你

為何離開也不顯示清楚。想想 BBS 電子佈告欄系統的年代，登入

後一整天人也不在電腦前不是很習以為常的事情嗎？更不用說在

網路尚未普及之前，誰會知道你究竟在不在家？然而，這一切現

在似乎都成了理所當然的事情了。人們開始總是被看見、被確定，

被清楚地識別出來。 

 

所謂的「科技」1，最遲在 19 世紀後半之時便進入了我們的生活之中，

                                                 
1 由於所謂的科技實際上指稱的範圍甚廣，我們在此自然無法一概論之，且若要窮究細

分，科技一詞似乎又是可以被區分為相當數量的類屬，而相關的論述也不免會顯得過於

分殊。故此，本文選擇在一個較為抽象的層次上來定義我們所指稱的科技為何。如果依

照 Castells 的定義，科技一詞乃是利用科學知識建立起的一套可重複的操作程序。

(Castells, 2002：184)那麼簡單來說，本文所討論的「科技」便是指涉所有與人類生活之

建構與型塑或多或少有所關聯之科學知識的應用，這些應用在日常生活中重複地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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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始扮演著一個極為重要的一個角色2。甚至，我們可以在某種程度上認

為，現代社會的基礎結構，正是高度地仰賴於各種科技的普遍應用。而到

了 20 世紀 70 年代以後，有一種科技的類型更是在整個社會的結構之中佔

據了一個極為重要的位置。這種科技的類型乃是「資訊科技」3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T)。舉凡電腦、網際網路、行動通訊設備等等，幾乎在每一個

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都無法避免地會和資訊科技扯上關係。甚至可以毫不

誇張地這麼說，只需要將資訊科技突然抽離一天，這個社會或許將會陷入

史無前例的巨大混亂之中，金融交易停擺甚至出錯，多數的公司、企業無

法正常營運，更不要說依賴著資訊科技運作的交通系統會有多大的危機，

當然，還不能忘記那一群網路重度依賴者可能會產生的暴動行為。 

 

因此，我們今天可以說是生活在一個對於眾多科技高度依賴(特別是資

訊科技)的時代。然而當我們在享受並讚揚著這些科技的進步與其所帶來的

便利性之時，我們是否也不應當忽視各種科技反過來對我們自身所造成的

影響？好比說風險的問題就是其中一例。Beck(1994)在其「風險社會」論題

的討論中就認為，實際上在現代性這個偉大的進步計畫之中，那種史無前

例的巨大風險也同時悄然成形。而這些風險問題之所以會劇烈化到今天這

種幾近失控的樣態，則正是由於人們對於各種科技專家們所擘畫的進步圖

像的瘋狂信仰而忽略了副作用的嚴重性所導致。在一切以進步為名的計畫

之下，各種尚未考量過其後果與副作用的科技被迅速普及地應用著，而顯

露出來的風險問題又以進步的剩餘為由被視而不見，直到核彈的威脅所可

能產生的末日效果出現之時，人們才開始意識到風險問題不再是小小的剩

餘物，而成為了晚期現代生活之中最具威脅性的不定時炸彈。 

 

    科技所帶來的潛在風險問題在 Beck(2003；2004)與 Giddens(1990)等人的

積極討論之中，的確開始促使人們反思現代社會之科技發展所帶來的問

題。然而，科技是不是僅造成了危及人們生存安全的風險危機？或者我們

應當問的是，除了科技可能造成的生存威脅之外，它是不是就是一種全然

                                                                                                                                  
所使用。 

2 Castells 認為「科學知識在 1850 年之後，對於維繫與引導技術發展，具有決定性的重要

意義。」(Castells, 1998：37)換句話說，至少就是在 19 世紀後半，科技開始取代了傳統

技術在我們生活之中的重要性。 
3 如果要將本文所指的這個資訊科技下一個定義，Castells(1998：32)的說法會是一個好的

參考，他將資訊科技(IT)指涉為包括微體電子學、電腦(機體和軟體)、電子通訊/廣播電

視、以及電子視訊等技術的聚合。因此，藉由 Castells 的技術定義，我們可以將資訊科

技定義為，與資訊處理及傳播溝通等相關之各種科技產物所組成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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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害的「純工具」？我認為問題顯然不是如此單純，我認為我們需要思考

的不僅僅是科技的使用究竟帶來了一個有害或是無害的生活環境，我們更

需要思考的是一種科技的出現與普及本身所具有的意義是什麼？在我們的

生活中，它型塑了什麼、建構了什麼？畢竟，無論是就 Heidegger(1993)或

是 McLuhan(1964)的討論看來，科技都不僅僅是一種被人們所使用的工具，

它與我們的生活有著緊密且又複雜的相互關係，而這關係不僅會帶給人們

便利的或是危險的生活，在其中它更形塑、影響著個體的生活方式。更確

切地說，除了有害與否的討論，本文以為在科技與我們自身的生活間，有

一種關係在今天也應當受到關注，這種關係即是科技與人類生活之間的「權

力關係」─亦即由科技的中介所形成的人際權力關係網絡。這種權力關係

及其運作的形式，實際上乃是潛藏於各種科技的建構、設置或是人們的需

求與依賴之中。比方說，Giddens 就曾經指出，生活在現代社會之中，我們

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受到或多或少的監控的。(Giddens, 1998：16)這種監控

有時乃是以安全或是權益為名光明正大的運作著，有時卻也是隱藏在不為

外行人所知的高深技術之中。這種監控一方面維持了良好秩序的運行，或

者有時甚至提供了人們必要的需求與福利，故它不一定是有害的、不好的

事物，但的確有一種不折不扣的權力機制潛藏於其中，而對於這種科技與

權力運作機制結合現象的察覺，也就促使了我們開始深入地反省並考察(而

不是急於去判定其好壞)這樣的一個問題：科技運作了什麼樣的權力機制，

我們是否有著超越的可能？ 

 

1.2 研究問題 

 

    故此，本文的研究主題最廣泛地說乃是對於現代科技的權力問題之分

析與省思，而這個權力問題實際上乃是內蘊於科技與人類之間的相互關係

之中。而在討論這樣一個權力問題的觀點上，本文相信 Foucault 對於現代

社會權力運作的分析會是一個很好的參照點。也就是說，有別於傳統的權

力分析取向試圖找出所謂的權力運作背後的藏鏡人，然後再努力打倒這個

萬惡的淵藪，本文所關切的乃是權力運作方式的解析以及 Foucault 逾越

(transgression)問題的探討。畢竟，要說能夠推翻現有的權力體制，甚至去找

尋一個更美好且無權力運作的科技未來，委實是過於理想化的想望。即便

我們能夠拒絕現有的科技及其蘊含的權力關係，等在前面的也會是另一種

權力政治的社會。更遑論今天我們已然與這些科技形成密不可分的關係的

情況下，是否能完全將其丟棄都有待商榷。然而，這也並不意味著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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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論述與行為就僅是不切實際的空談，而不具任何意義。畢竟，能夠看

到並理解科技到底形塑了什麼或是建構了什麼，然後再以一種省思的態度

選擇科技應用的範圍，和僅因信仰著科技的美好與便利，便理所當然地使

用著科技，這兩者之間是全然不同的。同時，對於科技與權力關係的省思，

也並不是要站到科技反對者的位置上全面地否定科技，而是要在一種更為

清晰地理解科技作用的狀態下去選擇科技，使得這樣的選擇至少不會是僅

從利益、效率或是所謂的科技焦慮的基礎上出發。 

 

既然我們將以 Foucault 的權力論述與分析作為主要的參照點，那麼在

研究的問題上我們就需要有著更清楚的界定。首先，我們知道在 Foucault

對於現代社會權力運作的分析中，一方面他在各個地方皆不斷地駁斥傳統

權力觀，並闡述著現代社會的權力所具有的一些普遍特徵或定義，諸如非

佔有性、生產性以及知識與權力的糾纏等等；另一方面，他也同時在各個

分殊的領域中拆解其中的權力運作形式，譬如說《規訓與懲罰》一書便是

如此。因此，在 Foucault 的權力論述中，他並不認為一種全面的、普遍的

權力拆解是可能的，也就是說我們不要希冀一種全面革命的可能性4。他所

提倡的亦或是冀望現代社會中的知識份子們從事的，乃是去拆解各個不同

專殊的領域之中的權力。(Foucault, 1984a：74)同時，對於權力運作的拆解，

在 Foucault 來看其目的無疑是要尋求一種逾越的可能性。亦即，拆解權力

的運作實際上乃是將個體自身當下問題化的歷程，它是一種積極的批判形

式，它質問在當下的各種普遍的、不可避免的必然性之中，哪些是具有專

斷強制的成分，並同時尋求著其他可能的逾越5。(Foucault, 1984b：45) 

 

    如此一來，在研究的問題上，我們可以更清楚地界定如下。首先，我

們試圖去探討今天廣泛地建構著人們生活的這些科技，其所潛藏著的某些

權力作用。我們希望能夠藉由 Foucault 的權力觀點加以進行分析與認識。

我們知道，Foucault 對於現代社會中的權力之定義乃是一種“知識/權力＂

的關係，這個複合字意味著現代社會中各種知識與權力無法分割且相互包

含著的現象。同時這種知識/權力也對我們的日常行為以及主體起著各種規

訓的作用，譬如在 Foucault 對於性話語與性論述的歷史分析中，我們便可

                                                 
4 在〈主體與權力〉中，Foucault 談到，「也許不應把社會或文化的合理化當作一個整體

來研究，更為明智的是分析好幾個領域中這種合理化的過程。」(Foucault, 1983：210) 
5 同樣地，Foucault(1983)也不認為會有一個全然無權力存在的烏托邦世界。他在〈真理與

權力〉中也提到，知識份子對於權力的拆解之後所迎向的會是另一個「真理的政治」。

是故，逾越的目的不在於追求不存在的烏托邦，而是在於對於當下問題化之後尋求更多

的可能性，那是一種持續不斷地活化著的批判精神。(Foucault, 198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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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各種與性有關的“正確＂知識與規範是如何成為規訓的機制。

(Foucault, 2002)因此，在 Foucault 的討論中，隨著人類科學的興起與普遍滲

透進現代社會，知識/權力也就深深地植根於我們的各種社會關係之中。隨

著時代的演進，今天各種人類科學仍然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佔據了重要的地

位，各類常規化的論述仍然時時徘徊於我們的周遭。但更多的是，今天各

式各樣的科技產物也開始在我們的生活中變得不可或缺了。我們只需要看

看幾個例證便可以清楚的知道。好比說，交通運輸的科技在今天是如何地

被人們所依賴使用著，甚至被視為是一種理所當然的存在。又或者可以看

看網際網路與電腦科技的大量使用，甚至形成了一種新興的認同社群。還

有其他更多的類似現象6，它們的出現以及對於形塑人們生活的影響，絲毫

不下於各種人類科學的相關論述。甚至，我們可以看到某些論述反而是藉

由這種科技的普遍依賴性而得以產生更廣泛的影響，譬如說在一條又一條

的高速公路以及快速道路的興建中，可能隱含著的是速度、效率等價值之

嵌入。因此本文希望在此我們能夠藉由 Foucault 的權力觀點來認識這種「科

技/權力」的作用，而這樣的延伸討論，本文認為同時也將藉由比較 Heidegger

與 Foucault 的相關論述而成為可能。 

 

再者，既然我們將以 Foucault 的權力分析作為主要的參照點，我們勢

必也應選擇某一個個別的領域來做為權力作用以及逾越問題分析的對象。

也就是說，當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科技/權力廣泛地滲透著的社會之中時，

我們若試圖對這樣的科技/權力做出拆解與逾越，我們勢必如 Foucault 所說

的，僅能在某一個別的領域中為之。這就如同 Foucault 雖然闡述著現代社

會權力的普遍特徵，但同時總是只在某一專殊的領域之中進行著權力的拆

解工作。那麼，哪一個領域該是我們分析的對象呢？建築科技構造出空間

的權力問題，交通運輸科技也隱含著某些常規性論述，它們也都在今天的

生活之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然而，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及，今天這一個由

科技所大量構築的世界之中尤其重要的一種科技類屬乃是資訊科技。

Castells(2002)甚至認為今天這個社會的科技範型乃是資訊主義式的，它取代

了工業社會以來的工業主義範型。是故，我們將選擇在此一重要的科技類

屬中來討論相關的權力運作形式及其逾越之可能。同時，為了要使本文的

對象範圍更為精確，我們更將進一步地以網路空間這一全然由資訊科技建

構而成的領域為主要分析對象。因此，我們在此可以將研究問題初步地界

                                                 
6 最生動的或許可以算是 Van Loon 所提出的一種「電傳共生」(telematic symbiosis)的現象，

一種由各種資訊科技與人類生活交織在一起的共生現象，請參閱(Van Lo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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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網路空間的科技/權力運作之拆解以及逾越可能性之探討7。 

 

    有了一個基礎的理論問題，選擇好分析的個別領域。那麼，Foucault

權力論述中，逾越的可能性又何在呢？我們知道，「逾越」的問題乃是

Foucault 在〈何謂啟蒙？〉8一文中所提出來的，簡單地說，逾越就是藉由

對於必然性的批判並積極地尋找其他可能性的實踐。而這樣的一種逾越實

踐如何可能呢？這個問題可以更詳細地轉換為，在什麼樣的情況下，或是

誰能夠使這樣的實踐成為可能？在〈真理與權力〉一文中，Foucault 認為我

們必須冀望的是那群「特殊的知識份子」來從事拆解權力的工作。然而，

這些在現代社會中可以被稱之為「專家」的特殊知識份子們又何以可能起

而從事逾越實踐呢？這群專家在資訊科技領域中又是哪一群人呢？首先，

本文將從 Foucault 在某種形式上與 Kant 對話的兩篇文章，找尋這個逾越可

能的保證。這個保證簡單來說，便是自由的熱情天性。再者，本文認為有

一群內在具有著自由共享精神的人們將可能會是資訊科技領域中逾越實踐

的承攜者。這群人他們自稱為「黑客」(Hackers)。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

最後又可以再進一步地界定為，闡明網路空間的科技/權力之運作形式，並

且討論具有自由精神的黑客實踐逾越的可能性問題。 

 

1.3 問題貢獻 

 

    這樣的一個研究問題，它具有什麼樣的重要性、意義或是貢獻？這一

個問題的第一層意義便在於這是筆者自身關切的問題所在。就如同先前所

述，科技的普及除了帶來生活的便利與社會的發展之外，近年來已有各種

的研究在探討它的負面效應，包括了風險問題等等。然而，對於筆者而言，

更感興趣的乃是這些科技的權力問題。權力的問題或許不若風險問題如此

攸關個體生存之安危，但卻是做為一個主體生存於社會之中，無法避免的

一種關係。現代社會在 Foucault 的分析中，顯露出一種無所不在地滲透著

的規訓樣態，而更令人感到憂心的乃是人們自身深陷於其中卻不自知。是

故，做為一個大量地使用科技以及資訊科技的現代人，這樣的一個問題實

                                                 
7 這樣的一個領域確切地說乃是指涉人與網路空間所共同構成的對象範圍。簡單地說，就

是指向網路空間的資訊科技以及使用這些科技的人們。故而，在這裡並沒有真實空間還

是虛擬空間的問題，因為就做為人們生活的世界來說，這兩者同樣都是。 
8 〈何謂啟蒙？〉一文為 Foucault 的法文手稿，最早收錄於 1984 年 Paul Rabinow 所編的

《Foucault Reader》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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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乃是對於自身當下的一種省思。 

 

其次，Foucault 的逾越可能性問題除了是筆者個人的意義關聯之外，對

於此一問題的探討同時也就是接續了 Foucault 所遺留下來的逾越可能性之

實驗。Foucault 對於知識/權力關係的論述在今日仍然遭受到許多的挑戰，

最大的原因或許就是在 Foucault 除了留下這個逾越可能性的實驗嘗試的方

向外，再沒有告訴人們超越既有的知識/權力關係如何可能？當然 Foucault

也從沒有打算宣佈另一個「更好的途徑」在哪。因此，本文在學術上接續

著 Foucault 這個問題、這個嘗試，把它放在今日資訊時代中的資訊科技領

域下來思考，試圖找出如何可能、如何發生或者說是否可能的這個答案。 

 

最後，這個問題本身也涉及了資訊科技在整個社會中的定位的認識問

題，我們該如何去認識資訊科技及其作用的後果？又或者說我們是否能夠

真正認識到資訊科技所運作的目的？認識資訊科技形塑了什麼、建構了什

麼，這其中最大的意義便是個體所能獲得的選擇能力之差異。這乃是讓更

多的能動性重新回到個體身上，藉此避免盲目服從的狀態。因此，無論本

文最後的結論中，黑客是否能有所作為，或是是否能夠有好的作為，在對

於科技及資訊科技的認識之上，至少都有著一定的助益。 

 

1.4 章節安排 

 

在章節安排上，本文除了前言與結論外，可以分作三個部分，分別是

現代社會中的科技/權力、資訊科技的權力問題─以網路空間為例、以及資

訊科技領域中的逾越可能性。第一個部分乃是基礎的權力觀點闡述，第二

個部分我們選網路空間的資訊科技做為分析對象，第三個部分則是黑客精

神以及逾越問題的討論。 

 

首先在第一個部分，本文就理論層次上去耙梳 Foucault 與 Heidegger 的

論述，藉以整理出現代社會中科技與知識/權力之間的關係，作為本文論述

中所持有的權力觀點之基礎。本文將從 Heidegger 的技術問題談起，以討論

現代科技9的本質是什麼。Heidegger 在〈向技術提問〉一文中，對於技術的

                                                 
9 對於 Heidegger 的 technique 一字之翻譯，有譯做技術、科技等譯法。本文在此主要採用

科技之譯法，是考量到現代社會中的技術多半是與科學知識相結合。但文中所有關於技

術、科技之用詞仍會隨著脈絡稍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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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做了詳盡的考察，從傳統的技術到現代科技，他追本溯源地最後提出

了對於技術本質的看法。Heidegger 認為現代科技的本質是一種「展現」

(revealing)，但卻是一種特殊的展現。他認為「支配著整個現代科技的那種

“展現＂，並非是在 poièsis 意義上的那種“產生＂。支配著現代科技的“展

現＂是一種“強求＂(challenging)，它苛求著自然本身提供可以開採、可以

儲存的能量。」(Heidegger, 1993：320)更深一層地，Heidegger 認為雖然是人

類完成了這樣對於自然的強求，但人卻絕非這種展現的發動者，「只有在人

也是被要求於去開採自然的能量時，那種命令式的展現才會發生。」

(Heidegger, 1993：323)因此，當 Heidegger 說科技成為我們世界唯一地展現

方式，這意味著我們的世界是唯一地由科技所構成，同時，在其中，我們

自身也被座架所強求，也為此與他人纏繞於某種權力關係之中。 

 

    而 Foucault 在分析知識、權力與主體之間的問題時，則主張權力與知

識並不是如傳統所想像之相對立著，「知識與權力是相互蘊含，沒有權力關

係就沒有相關知識領域之構成，任何知識都同時預設且構成了權力關係。」

(Foucault, 1979：27)同時他也認為「權力關係是深深地紮根於社會關係之

中，而不是作為附屬結構建構於社會之上，人們也別夢想能徹底取消它。」

(Foucault, 1983：222)除了這些權力的否定式命題外，更重要的乃是 Foucault

對於現代社會中，規訓權力機制的闡述。Foucault 認為「規訓乃是一種有關

細節的政治解剖學，」(Foucault, 1979：139)它在最細微之處建構了現代主

體的形成，並打造出柔順、服從的個體。而這些知識論述實際上在 Foucault

的討論中，也就是一種人類科學的論述權力，換言之，知識/權力也可以說

就是一種科學/權力。 

 

因此，本文認為在 Heidegger 對於現代科技的分析中，以及在 Foucault

對於知識/權力關係的看法中隱含著某種相似的論點，他們同樣都描繪著一

種現代社會中人們深陷於其中的被限定的(limited)關係10，就如同 Dreyfus 與

Rabinow 認為「Foucault 抓住生命權力把它當作我們當今的危險，這有點像

Heidegger 把技術描繪成決定所有存在的總指令…。」(Dreyfus & Rabinow, 

1995：342)是故，本文認為可以藉由 Foucault 的權力觀來探討潛在於科技之

                                                 
10 本文在此處所謂「被限定的(limited)關係」，並非簡單地指稱權力的運作機制是壓抑性

的(repressive)。所謂被限定的(limited)也就是被界線(limit)劃定的，也就是說這種限定性

是以必然界線的生產性為基礎才得以行使，而這也就是 Foucault 所謂的權力是生產性的

意義。而 Heidegger 所謂的座架總指令同樣也不是壓抑性的，它並不是禁止人們做什麼

事，而是要求人們去做它所限定的事情。因此，本文認為在 Foucault 與 Heidegger 的論

述中皆描繪著一種限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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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權力作用，亦即由科學與技術的結合所生產的某種科技/權力關係。 

 

第二個部分本文將把焦點轉移自資訊科技領域之中，我們從資訊科技

的發展及其社會影響開始談起，接著處理資訊科技的權力問題。首先，為

了更好地認識資訊科技此一對象領域，我們首先要問的是，資訊科技是如

何發展而成形的？在什麼脈絡之下，又造成了什麼樣的社會變革？也就是

說今天我們所居住的一個大幅度與資訊科技相連結的「資訊時代」11，它是

如何成形的？如果說工業社會的起源乃是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那我們這個

時代是否也源自於某一場重要的科技革新？在這裡，我們將以兩位學者的

討論為核心。首先，Castells(1998) 將 1970 年代的資訊科技革命視為一場重

要的科技創新變革。他認為這場革命的「變遷核心是指資訊處理與溝通的

技術，」(Castells, 1998：33)並且是倚靠著三個主要的技術領域之發展：微

體電子學、電腦與電子傳訊12。他認為這場 70 年代展開的革命所形成的以

光學電子為基礎的傳輸能力構成了 90 年代所謂「資訊高速公路」(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的基礎。同時，他認為這是由「工業主義」向「資訊主義」

的科技範型13之轉變。而 Beniger 則認為，「資訊社會與其說是近來任何社會

變化的結果，不如說是始於一個多世紀以前的物質處理速度增快的結果。

和時下流行的觀點相反，微處理機和電腦技術不是近來才釋放到毫無準備

的社會上的新力量，而只是控制革命不斷發展中的最新階段。」(Beniger, 

1998：XV)而「與控制概念不可分割的是兩種相關的活動：資訊處理與交互

                                                 
11 本文此處不欲使用「資訊社會」一詞指稱我們今日的社會，乃是因為本文認為要找出

一個截然的判準來定義一個社會時期的特徵絕非易事，就如同 Webster 本人所排斥的許

多量化的測量觀點一般，也絕無絕對的客觀真理。然而，本文雖意不在探討究竟今日是

資訊社會？網路社會？抑或是其他，但未免混淆，本文將採取一個較寬鬆的名稱「資訊

時代」代替之。意即，暫且不論資訊科技革命是否將我們帶進一個不同的社會結構型態

之中，它的發展與普及在我們這個時代中確實造成了許多重大的影響，也就如同賴曉黎

所說的，「對這個我們身處的時代，這個持續發展中、尚未有清楚完整輪廓的時代，我

們稱之為資訊時代。」(賴曉黎，2000：4)  
12 這包括了始於 1970 年代的諸多科技的發展與進步，1971 年的微處理器、1977 年的第

一台微電腦─蘋果二號以及最後但非最不重要的是，1969 年美國國防部的高級研究計

畫局(ARPA)發展的電子通訊網路在 1974 年由 TCP/IP 的 Cerf 與 Kahn 以「通路」(gateway)
技術的發展將網路連結了起來。但本文的目的不在於技術史的探討，故此處的歷史演變

將不深入追究。 
13 此處 Castells 是採用了 Kuhn 科學典範的想法。Castells 認為「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科

技是一個基本維度。透過文化、經濟、政治和科技因素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社會逐漸

地演進和改變，所以我們必須把科技放進這個多維矩陣中，才能得到對它的理解。…因

此工業革命構成了工業主義(industrialism)，這個範型的特徵是：它具備了單憑人造機械

就能生產和輸送能源的能力，因而不必仰賴自然環境。…資訊主義行將取代工業主義，

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宰制矩陣的科技範型…。」(Castells, 2002：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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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reciprocal communication)，它們是任何形式的控制的補充因素，」

(Beniger, 1998：12)因此現代社會的控制能力的發展是與資訊技術的發展密

切相關的，也就是說 Beniger 認為「資訊社會的出現是對十九世紀控制危機
14的反應。」(Beniger, 1998：31)  

 

    因此，在資訊科技主義範型以及控制革命的動態螺旋中，我們這個時

代發展出高度依賴著資訊科技的文化。而在這樣緊密相連的關係中，我們

的確享受著更多便利的生活，但也同樣面臨著更多以往所沒有的麻煩。這

種兩面刃式的後果，可以在網路空間中看到最典型的展現，畢竟這是一個

完全由資訊科技為基礎架構起來的世界，而 Jordan(2003)更認為它是一個充

滿著科技權力(technopower)的領域。在其中，我們一方面實現了 McLuhan

的地球村預言，一方面卻也潛在地受到了更多的監看與控制。是故，本文

將在網路空間此一領域中更進一步地探討科技/權力的相關問題。討論的方

式將由三個與 Foucault 對於規訓權力機制的分析相關的問題作為導引，藉

由這三個問題我們希望能夠更深入地認識網路空間的科技/權力的運作機

制。這三個問題分別可以簡略地陳述為：誰來決定？或如何決定？這可能

相應於某種常規化與常態之形成；便利(convenience)=控制(control)？這與各

種監看形式的作用及意義有關；檢查！確定的個體？這則延伸出檢查制度

以及其他相關問題。 

     

在第三部分，為了要將 Foucault 的逾越問題放在本文的脈絡中來討論，

本文將會先考察在 Foucault 的論述之中何謂逾越，以及它的可能性何在的

問題。Foucault 晚年曾為自己的整個學術生涯作出了許多的闡述，包括了一

些重要的文章及訪談錄，包括了〈何謂批判？〉、〈何謂啟蒙〉、〈何謂革

命？〉、〈真理與權力〉等等。藉由對這些文章的理解與分析，我們將可以

認識到究竟逾越的實踐是什麼，它又是如何可能。我們將會看到，Foucault

如何在啟蒙的事業之中辨識出一種永恆活躍的批判精神，並且將批判的問

題轉換為一種更為積極的探尋，成為對於各種必然性的逾越。而這種逾越

實踐的可能性，在本文看來是與一種人類的自由之熱情天性有著極大的關

係的。這種天性是 Foucault 在討論 Kant 如何將大革命視為一個值得記憶的

進步標誌時，被指認出來並深深贊同的一個進步保證。而最後，同樣不能

忘記的是 Foucault 對於個別領域中特殊知識份子的期望。是故，我們將討

                                                 
14 所謂的控制危機，Beniger 說最初是發生在 1840 年代鐵路和其他蒸氣動力的運輸所造

成的安全危機，這是由於相較於運輸及製造技術的高度發展，資訊處理及傳播技術的革

新卻是普遍落後的。 



 
資訊時代的科技、權力與自由 

                              

 11

論在網路空間的領域中，象徵著自由與熱情精神的一群人，他們絕對是這

個領域的特殊知識份子，而在他們社群典型的內在精神中，也絕對有著自

由的熱情天性。他們自稱為黑客，一群在某種程度上可以說是網路空間的

開拓者。賴曉黎在其論文中這樣形容他們： 

 

    黑客來自英文的 hack，是一種砍劈、開闢的行為，後來進一

步被引申為做了一件非常出色的工作。程式的世界正式供他們馳

騁的廣大新天地。它使人們聯想到一個心智超群、熱情專注的靈

魂，為了一個程式而徹夜不眠，直到無法在改善為止。他們是膽

大心細又富於行動力的一群，要實現一個從無到有的理想，正所

謂「篳路藍縷，以啟電腦，挑燈夜戰，鬼才未眠」。(賴曉黎, 2000：

41) 

 

究竟黑客是否能夠帶來逾越的可能，又或者說黑客在整個網路空間的科技/

權力之逾越實踐中將扮演著什麼樣的角色？這些問題都將在本文最後得到

討論，但這或許不會是一個快樂的結局，甚至，我們或許要開始懷疑，我

們是否還能僅是期待著特殊知識份子的救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