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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訊科技領域中的權力問題 

 

    在認識到現代科技所隱含的權力作用後，接下來，我們該如何繼續我

們的討論？當我們面對這龐然的現代科技巨獸時，若想要一舉將其擊倒在

地，興起一場全面的解放革命，這不僅是難以想像42，同時也忽略了今日科

技與我們難以分割的共生關係。或許，我們無法再退回到沒有科技的年代，

但我們至少能夠更深入地認識這是什麼樣的一個科技年代，並試圖掌握一

些選擇的能力。 

 

    因此，想要更深入地認識現代科技內蘊的權力問題，從 Foucault 的觀

點來看，我們必須進行一種局部的游擊戰，亦即從個別的領域中慢慢地拆

解。而該從現代科技的哪一個領域著手，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可以看看那

些與我們日常生活最親近的科技形式。從這最親近的科技形式開始，我們

相信會是最具有意義且重要性的一個起點。而無疑地，就對我們日常生活

的影響以及熟悉程度來說，資訊科技必然會是一個重要的選項。因此，接

下來我們便將選擇此一領域進行更深入的討論與分析，而這首先要從了解

資訊科技的發展與創新對於今天我們的日常生活所帶來的影響與改變開

始。我們希望能夠從此一歷史基礎的考察出發，藉以更深入地去認識今日

資訊科技的特性。 

 

3.1 資訊科技與社會 

 

    所謂的「資訊社會」一詞，約是在 70 年代末期開始出現並迅速地成為

人們討論及學術研究的對象。在 Webster(1999)書中，曾將諸多與資訊社會

之研究定義有關的論述，歸類為五大面向：科技的、經濟的、職業的、空

間的、文化的。其中，他認為「最常見的資訊社會的定義，乃是對於科技

創新的讚嘆、驚豔，並對此再三強調。它的關鍵說法是，資訊處理、儲存

與傳輸等方面的突破，已經使得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T)幾乎運

用在社會的各個角落」(Webster, 1999：12)。且不論 Webster 本人對於這種

「類」科技決定論的說法是否贊同，以及我們當下這一個社會是否應被稱

                                                 
42 更多的是，在下文第四章中，我們將會提到，在 Foucault 的觀點看來，今天任何一個

宣稱要總體性地、徹底地解放的計畫都將只是一種“空洞的自由之夢＂(empty dream of 
freedom)。(Foucault, 1984b：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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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訊社會」的爭論問題。至少單就資訊科技在這個時代中的高度發展

所產生的影響力而言，或許便已值得我們去探索此一時代中的各種嶄新現

象和資訊科技之間的關聯及其意涵。 

 

    因此，為了更深入地認識資訊科技的形成脈絡及其社會文化意涵，或

許我們應該問的是，這是什麼樣的一種改變？這些改變又對我們現今的生

活面貌產生了什麼樣的影響？簡言之，這一個「資訊時代」有了什麼樣的

不同？當前人目睹 18 世紀的紡織機、蒸氣機等機器設備之發明大大地改善

了工業生產與大眾生活的水準後，他們讚揚著這場「工業革命」將人類帶

進了一個全新且更為便利的社會之中。那麼我們這一代目睹著資訊科技更

為加速地轉動著這個地球之際，我們觀看的又是什麼樣的一場革命？它又

將引領我們走向什麼樣的生活、世界？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最好的方式

就是回到歷史之中去考察這科技發展與社會情境的互動過程，這樣的想法

一致地出現在兩位關心於今日這個新型態社會成形原因的學者身上。

Castells 與 Beniger 在探討出現於 70 年代的這場影響深遠的「革命」究竟是

什麼時，他們同樣地往前追溯到了 19 世紀中的一場延續了工業革命而來的

科技變革。Castells(1998)稱其為「二次工業革命」，而 Beniger(1998)則說這

是一場「控制革命」。 

 

3.1.1 資訊主義與網絡社會 

 

    工業革命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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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ls, 2002：184) 

 

首先，我們先來看看 Castells 是如何看待這整個資訊科技的革新發展及

其相應的社會變遷。在 Castells 論述的基調上，他借用了 Kuhn 對於科學範

型轉移的概念，並提出了這樣的看法，他認為「科技系統會以緩慢的步調

逐漸演進，直到發生某項重大的質性變化─由某項科技革命迎進一個嶄新

的科技範型。」(Castells, 2002：183)因此，在 Castells 看來，18 世紀以來的

工業社會乃是屬於某一種科技範型，他將其稱為工業主義的科技範型。至

於今天這個二十一世紀，則是已經由工業主義向資訊主義跨越的另一個嶄

                                                 
43 在此，Castells 所指的工業革命是包含了 18、19 世紀前後兩次的技術變革，是從蒸氣

動力到電力的運用所組成的科技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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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技範型社會。(Castells, 2002：184-185)也就是說，我們可以知道 Castells

的分析基礎乃是一種具有質變性質的歷史觀點，原本從屬於某一種科技範

型的社會，會在緩慢累積的科技變革步調中逐漸到達一個極限，而此時便

會有某些具有創新及超越性質的科技發明，將整個社會的科技範型轉移至

下一個範型之中。在 Castells 提出的這一過程中，有兩點必須注意：第一，

這種轉變並不是一種突然性的移轉過程，工業主義並不會在短暫的幾年之

內便完全消失，這個過程乃是一種逐漸吸納的過程。第二，要如何判斷一

個科技範型已然取代了舊有的科技範型呢？Castells 認為這只要看看在財富

與權力的累積表現上之差異就可知曉，當然，在這樣的說法中並無涉價值

的判斷，而是純然就競爭的觀點而言。(Catstells, 2002：185-186) 

 

於是，在這樣的觀點上，Castells(2002)認為工業社會的工業主義範型，

乃是由工業革命及二次工業革命所促成。工業革命發生在 18 世紀後半，其

特徵乃是以蒸汽機、紡紗機等機器運作取代了傳統的工具，它開啟了人類

生產程序中首次大幅度的加速進展。而二次工業革命則發生在 19 世紀後

半，「其特徵是電力的發展、內燃機、以科學為基礎的化學、高效率的煉鋼，

以及隨著電報的擴散與電話的發明，開始帶來新的溝通技術。」44(Castells, 

1998：36)於是，從 18 世紀的蒸氣動力到 19 世紀後半電力取而代之的普遍

使用，對 Castells 來說，這是一個「加速的、史無前例的技術變遷時期。」

(Castells, 1998：37)而其中，電力科技的普遍使用實際上更是二次工業革命

的核心。雖然諸多的科技革新成就了不可忽視的歷史發展，好比說內燃機

與電話的使用等等，但是「只有透過電力的產生與輸送，所有其他的領域

才可能發展出它們的應用，並且彼此相互連結。」45(Castells, 1998：41)因此，

總結來說，在兩次的工業革命的核心之中，持續進步的乃是能源科技方面

的革命性發展，從自然力、蒸氣動力一直到電力的普遍使用，它們「在整

個經濟體系中，傳佈了生產、分配、傳播所需的力量，並且瀰漫滲透到整

個社會架構裡。」(Castells, 1998：42)它們為整個工業社會的成形提供了不

可或缺的物質基礎。 

 

                                                 
44 同時，Castells 認為兩次工業革命間一個最主要的差異點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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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對此，Castells 舉例解釋道：「電報就是一個例子，當 1790 年代，初次實驗性地使用電

報，以及到了 1837 年廣泛運用，當它依賴電力傳送時，它只能以一個溝通網絡，在大

的尺度上連結世界。但是，到了 1870 年以後，隨著電力使用的普及，則改變了運輸、

電訊、照明，以及有不少是藉著發電引擎的傳輸供電形式，改變了工廠的工作。」(Castells, 
19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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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確然是『革命』，從一種突然的、不可預期的技術運用，

轉變了生產與分配的過程，創造一陣新產品的小混亂，並且決定

性地轉變了地球的財富與權力區位…。(Castells, 1998：37) 

 

    接著，資訊主義在二十一世紀取代了工業主義成為主要的科技範型。

對於 Castells 來說 1970 年代正是另一個少有的質性轉變之間隔時期。他認

為，「我們這個歷史階段所特有的，是由(以一群新的資訊科技為核心的)資

訊科技革命所帶來的新科技範型。它的新，在於處理資訊的科技，以及這

些科技對知識的產生與應用所帶來的衝擊。」(Castells, 2002：187)也就是說，

資訊主義的作為一個嶄新的科技範型，其意義並不在於資訊或知識所扮演

的角色之上，反而是在於那些新興的資訊科技之應用上46。然而，一般來說，

處理資訊的各類科技革新與應用應該不是在 1970 年代才首次出現。至少從

Beniger(1998)的討論中我們就可以看到，19 世紀末為因應漸趨失控的生產

與運輸層面上的高速發展，電報、電話等設備的使用與普及都是屬於資訊

處理科技上的應用與發展。甚至在 1880 年代電話也都成為了各個辦公室中

的主要設備。(Beniger, 1998：329)那麼，為何 Castells 會如此地偏愛於 1970

年代的科技發展呢？Castells 說，這乃是因為「只有在 1970 年代時，新的資

訊技術才真的廣泛傳佈，並且交互加速發展而聚合成新的範型。」(Castells, 

1998：43)而這在某種程度上，正是拜 70 年代出現的「微電子革命」47所賜

─那對 Castells 而言關鍵的科技革新。藉由各種微電子技術、電腦以及電傳

                                                 
46 甚至，Castells 認為，實際上在歷史發展的過程中，知識或是資訊幾乎皆是處於一個相

當重要的角色位置，是故所有的社會都可以被稱為「資訊社會」，詳請參閱(Castells, 
2002：186-187)。 

47 Castells 所謂的微電子革命包括了微電子學、電腦以及電子通訊等方面的科技革新，這

也就是 Castells 對於所謂資訊科技的定義之一，除此之外 Castells 認為資訊科技還可以包

含在生物科技、遺傳工程等相關領域之發展，然此一部分較偏離本文的論述主題，故我

們在此選擇略而不談。在微體電子學的革新中，居於關鍵機制的微處理器是在 1971 年發

明的，且自 1970 年代中期便開始傳播。1975 年發明微電腦，而最先成功的商業產品─

蘋果二號，是在 1977 年 4 月上市的，這和微軟公司開始生產微電腦的操作系統，大約是

在相同的時間。全錄公司的 Alto，是 1990 年代許多個人電腦軟體技術的模型，乃是在

1973 年於帕羅阿托研究中心(PARC)的實驗室發展出來的。第一個工業用電子開關

(electronic switch)出現於 1969 年，數位開關(digital switching)則是在 1970 年中期開發出

來的，並且在 1977 年上市。1970 年代早期，Corning Glass 首次以工業生產出光學纖維

(optic fiber)。同樣在 1970 年代中期，新力公司開始量產 VCR 的機器，這個生產是以英

國與美國 1960 年代的發明為基礎。最後，但並非最不重要的是，在 1969 年，美國國防

部的高級研究計畫局(ARPA)裝設了一組具革命性的新電子通訊網路，並在 1970 年代，

成為現在的網際網路(INTERNET)。這乃是得力於 Cerf 與 Kahn 所設計的 TCP/IP，他們

在 1974 年以「通路」(gateway)技術相互連結網絡，讓不同型態間的網絡可以連結起來。

詳請參照(Castells, 1998：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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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之革命性發展，資訊科技才真的改變了社會整體的財富與權力區位，

他引述佛瑞曼的話說到，「當前的範型變遷可能可以看成是一種，從主要以

投入便宜的能源為基礎之技術，轉變為主要是以投入便宜的資訊為基礎，

而這乃是得自於微體電子學與電傳通訊技術的進步。」(Castells, 1998：64)

至此，資訊科技開始取代能源科技入主社會結構中的核心地位，逐漸形成

了全球化網絡經濟、個體化工作以及電子超文本的虛擬文化等等今日普遍

且重要的社會現象。(Castells, 1998；2002) 

 

    這樣一個由資訊科技革命所帶來的嶄新社會結構48，Castells 稱之為「網

絡社會」(network society)。它是一個由「資訊網路形成的社會結構，並由

資訊主義範型的科技特徵在背後推動著。」(Castells, 2002：193)而在我看來，

由這些資訊科技所形成的嶄新社會結構中，尤以電傳通訊與網際網路─或

是 Castells 所謂的超文本(Super-Text)，最有著與我們日常生活緊密相連的重

要性。或是更確切地說，立基在由電腦、數位化以及多種傳播科技之網絡

整合的嶄新傳播系統上，一種真實虛擬(real virtuality)的文化出現了。它是

虛擬的，因為它是由數位化符碼所形成的各種資訊擬像與聲音；但它卻也

是十足真實的，我們甚至在其中體驗了最真實的生活世界。舉例來說，我

們時常聽到的是一個飾演廣受歡迎的戲劇中令人深惡痛絕的壞人的演員，

在真實世界中也極有可能會被民眾指認為那個壞人，而因此惹來謾罵等麻

煩。縱使電視節目裡的人是虛擬的，但卻仍然給了觀眾一個真實的經驗，

真實到甚至會影響現實生活中的世界49。更好的一個例子可以從 Turkle(1998)

對於網路空間50(cyberspace)中個人自我型塑問題之討論看到，在其中，包括

了虛擬社群的建構與多元身份任認同的問題。這些不僅僅不會因為網路空

                                                 
48 必須注意到的是，在此，不論是本文或是 Castells 本人都不是一種單純的技術決定論

者。對於 Castells(2002)來說，科技的確是影響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的基本維度，但是

它必須是與其他的政治與文化因素一起被考量的。是故，網絡社會的崛起，除了是由資

訊科技革命所奠定的一種資訊主義範型基礎外，它同樣具有著其他的政治與文化因素，

譬如說 Castells 將資本主義國家自身所面臨的危機及其超越，以及 60、70 年代時期在

文化上的自由主義運動等等，都視為是今天這個網絡社會的重要成因。而本文在此同樣

也認為社會變遷是具有多重的歷史因素使然，但由於研究的主題與篇幅之考量，本文將

以科技這個重要的維度為論述主軸。倘若這樣的選擇形成了技術決定論的論調，本文以

為這或許在闡釋科技對我們所造成的影響這個目的上，或許也不盡然是一個壞事。如果

技術決定論能夠突顯出今天我們所遭遇的科技權力問題的話，本文願意選擇與

Heidegger、McLuhan 等人同樣的立場與觀點。 
49 在 Castells(1998)文中，也舉了一個美國大選時的有趣例證，詳請參閱(Castells, 1998：

384)。 
50 Cyberspace 乃是由科幻小說家 Gibson 所創的，其後被大量地運用在網際網路的研究論

述之中。Cyberspace 的中譯包括了網際空間(Jordan, 2003)、網路空間(Turkle, 1998)以及

黃厚銘(2001)的模控空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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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一個由資訊符碼所構成的虛擬世界而顯得虛幻，相反地，它正是由於

一種真實的虛擬文化而顯得更為真實。 

 

    另一方面，這種嶄新的資訊科技與傳播體系，在 Castells 看來，也大幅

地改變了人們生活的一個基本面向，空間與時間。(Castells, 1998：386)在空

間面向上，Castells(1998)認為一種新的流動空間(space of flows)在今天已經取

代了傳統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成為具有支配性的空間邏輯。這種流

動空間乃是以各種微電子、電傳通訊、電腦處理以及高速傳輸的科技為其

物質基礎，透過這些通路與傳播的技術，使得相隔遙遠的兩地被連結了起

來。這從網路空間之中，可以看到最好的說明51。舉例來說，藉由電腦與網

路通訊的技術，我們今天可以輕易地與遠地的朋友共享一種近似於面對面

互動的經驗。我們不僅可以看到、聽到對方，在不久的未來甚至連觸覺的

感受都可以由資訊科技所呈現。此外，網路空間中的各種虛擬社群也是如

此，一個網路空間的討論區可能是由位於某一個小鎮中的一台伺服器主機

所架構起來的，然而，它所凝聚的社群參與者實際上卻是可能來自於世界

各地不同的國家，而藉由網路通訊的連結最後便促成了流動空間之中的人

際交流甚至情感匯集。而在時間面向上，在 Castells(1998)的討論中也是與

流動空間相聯繫的。Castells 認為，「流動的空間藉由混亂事件的相繼次序，

使事件同時並存，而解消了時間，因此將社會設定為永恆的瞬息。」(Castells, 

1998：486)換言之，由那些整合的電子與傳播科技所帶來的影響，在促成一

種流動空間出現的同時，也解消了傳統的時間概念。這是一種事物現象秩

序序列上的擾亂狀態。(Castells, 1998：483)一方面，高速傳輸的資訊科技，

使得各種訊息符碼以一種近乎光速的狀態在全球之中流動著，相隔千里所

發生的各種事件可以在瞬息之間便傳播至世界各地，每天都在上演的各類

實況轉播便是如此。另一方面，Castells 所謂的「時間的拼貼」也造就了一

種無時間性的時間(Castells, 1998：481)。傳統作為一種序列概念的時間消失

了，它被由各種資訊科技所促成的拼貼效應給擾亂著，比方說在網際網路

中我們可以同時瀏覽著具有不同時間性的事件，或者在觀看實況比賽時同

時欣賞著主辦單位所剪輯的經典歷史畫面。 

 

    因此，藉由 Castells 的討論我們可以看到，資訊科技革命已然將我們推

進了一個與傳統社會大不相同的年代。在這個社會之中，一種真實虛擬的

                                                 
51 當然，這不會是唯一的說明。Castells 談的流動空間概念自然不只是網路空間上的空間

流動性，然而，而是更一般的空間概念基礎，但本文相信網路空間若不是最典型也會是

最容易理解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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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廣泛地形塑著我們的生活經驗、人際關係與自我認同，特別是我們在

網路空間中所看到的各種可能與影響，它具有多元與變動不居的樣態。再

者，這種藉由各種電子媒體與傳播科技所促成的真實虛擬文化，在一個更

為基礎地生活面向上也發生著改變，在這裡我們所指的乃是空間與時間。

一方面流動的空間已然取代地方的空間成為支配性的空間邏輯，它拋棄了

傳統地域區隔的想像，在各種資訊科技的基礎上結合鄰近與遠地的關係。

另一方面，由於流動空間所造成的現象秩序之混亂，以及高速傳輸資訊科

技的發展，瞬時與無時間之時間則消解了傳統的時間概念。如此看來，我

們今天是確實生活在一個大幅地由各種資訊科技所影響與形塑的社會之

中，特別是在各種關係的改變與建構上，它都佔有著一個重要的地位。 

 

3.1.2 控制革命的螺旋 

 

控制革命的發展是對於先進的工業化所產生的種種問題的反

應…。(Beniger, 1998：323) 

 

    相較於 Castells 如此重視 1970 年代的那場資訊科技革命，對於今日這

個時代所具有的重要意義，Beniger 在其書的序中一開始便說明了，他認為

今天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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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iger, 1998：XV)從這樣一個角度出

發，他開始探討現今被廣泛地稱為「資訊社會」的這個時代的技術52與經濟

之起源。而這個被他視為重要的變革起點，正是發生在 19 世紀後半的一場

以組織與科技革新為基礎的「控制革命」。這場 Beniger 所謂的控制革命，

乃是為因應工業革命後不斷加速的物質處理速度所造成的各種危機而出

現，這些危機廣泛地發生在運輸、生產、分配與消費的領域之中。同時，

Beniger 認為，正如同工業革命標誌著能源利用能力方面一個歷史性突變，

控制革命則是標誌著人們資訊運用能力方面的一個相似地顯著發展。

(Beniger, 1998：498)因此，總的來說，不同於 Castells 的觀點，Beniger 是將

70 年代在微電子學、電腦與電子通訊等方面的科技革新視為工業革命後所

出現的危機因應發展之結果，也就是控制革命的產物，他認為「這類技術

不是被視為社會變遷的原因，而是被視為它的結果，是已經進展了一個多

                                                 
52 在本節之中，所談到的技術或是科技均不做細分，因為 Beniger 的討論中實際上是針對

19 世紀後半時期的各種技術變革的探討，而這個時期的技術發展實際上是以科學的引

領佔主導的地位，故乃應是一種科技的變革。但由於順應著《控制革命》一文的中譯，

本文在此節的討論中也就不便加以修改，特此說明以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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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的控制革命的自然延伸。」(Beniger, 1998：10)  

 

    因此，要理解今日這個社會的成因與樣貌，我們就必須往前追溯至 18

世紀工業革命所造成的後果。在其書中，Beniger(1998)認為 18 世紀工業革

命後，蒸氣動力在工廠裡所造成的加速生產，以及全國鐵路網設備在分配

上大批且快速的流通，逐漸打亂了原先社會結構中分工與整合的需求。各

種物質流通的速度，已經逐漸超出了原先組織結構中所能夠控制處理的技

術範圍，它們跑出了城鎮、跨越了地方的間隔，朝向整個大陸甚至是全世

界。這是從自然牲口的速度向機械速度的加速發展，這樣的加速度開始在

各個領域中形成危機。Beniger 認為這些危機正是促成所謂的控制革命產生

的原因，他分別詳細地描述了運輸、生產、分配與消費等領域中的控制危

機及相應的革命性變革。並且，「可以認為，嚴重的控制問題首先出現於鐵

路這一物質處理系統中最先大規模的利用蒸氣動力速度的部分。…它們面

臨著危險極大、代價慘重的機車迎面相撞的問題。」(Beniger, 1998：259)  

 

    1841 年 10 月 5 日，在伍斯特和麻薩諸塞州鐵路之間一段前

一天才通車的路面上發生了撞車慘案：兩輛西部鐵路的客運列車

迎面相撞，死二人，重傷八人，輕傷九人。(Beniger, 1998：261) 

 

    西部鐵路公司這一次的重大撞車事件引起當時社會的高度注意，這樣

的一個事件當時被歸咎於程序編制與資訊傳播上的失誤。也就是西部鐵路

公司在面對當時以高達時速 30 英里在單軌鐵路上運行的六輛列車時，列車

的規模與速度開始超出了原有的技術與制度的控制能力53。而在控制失靈所

造成的危機之後，西部鐵路公司開始在管理組織、程序編制、以及資訊處

理與傳播上實行了一系列的革新。於是，「隨著 Morse 在 1844 年示演成功

之後，電報的迅速推廣，以及西部鐵路公司組織革新的採用和改進，到了

1850 年代，撞車的危險不再列為鐵路公司主要的控制問題。…鐵路的控制

危機從安全轉移到在日趨擴大、複雜和繁忙的系統中保持和列車、車廂和

全體人員聯繫的效率。」(Beniger, 1998：265)這個效率的危機可以在當時美

國的另外一個主要的鐵路營運公司中看到，從 1841 年伊利鐵路公司開始投

入鐵路營運時的五輛列車、四十六英里長的營運路線以及一百二十位員

工，到了 1851 年時已經成長為一百三十三輛列車行駛在四百四十五英里的

                                                 
53 在 Beniger(1998)的敘述中說到，早期的鐵路大部分都是以單軌的線路在運行著，如此

一來列車由於缺乏統一的信號以及時刻表，如果在時間與速度上沒有控制好，或者是在

資訊的傳達上有所錯誤時，便會發生許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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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路上，並雇用了一千三百二十五名員工。(Beniger, 1998：265-266)這樣的

成長規模與速度很快地就造成了營運成本與業務損失上的壓力與危機，這

當然是與原先所期望的規模經濟相悖的。為此，當時伊利鐵路公司的負責

人麥卡勒姆開始透過改善資訊流通的規律性與速度來因應此一危機，以應

付當時可能在伊利鐵路上所增加的物質流通量與速度。「他做到了這一點，

靠得是一種新的資訊收集、處理和傳播的等級系統…，」(Beniger, 1998：

268)這個系統主要是以兩種技術變革為基礎的，一方面是在組織與管理原

則上的詳細訂定與革新，另一方面便是電報等遠距離傳輸系統更為普遍的

應用54。於是，電報在 1837 年取得專利，到了 1847 年以後開始正式地在商

業上廣泛地使用，它不僅僅解除了鐵路運行初期的可能造成的重大傷亡的

撞車危機，更在其後成為提升組織營運效率、降低營運成本的主要技術手

段。 

 

這不僅僅是在運輸領域，Beniger 認為在其他生產、分配與消費領域的

控制革命中，組織管理與傳播技術的革新一直都是扮演著主要的角色55。因

為 Beniger 認為「與控制概念不可分割的是兩種相關的活動：資訊處理與交

互傳播(reciprocal communication)，它們是任何形式的控制的補充因素。」

(Beniger, 1998：12)譬如說在生產領域中由於蒸氣動力的使用使得生產速度

大為增加，因此相應的在製作的組織流程與資訊的傳播技術上也相應地出

現了各種革新。或是在分配的領域中，主要的革新包括了商品交易所的出

現、電報交易與電話交易等等的傳輸技術革新。然而，除了這些主要是圍

繞著生產的各類“控制技術＂的革新外，我認為特別必須加以討論的乃是

圍繞著大眾的那些控制技術的革新，因為這些革新乃是更接近於我們日常

生活的一種改變。在這裡，我所指的乃是消費領域中的控制危機。這個消

費的控制危機約莫是在 19 世紀末的 80 年代時期，由於大量生產與分配的

可能，使得各個地方的商店百貨突然多出了好幾倍的產品。(Beniger, 1998：

                                                 
54 Beniger 在其文中引述了 Chandler 對麥卡勒姆此一作為的看法，「麥卡勒姆對電報的使

用受到了國內外鐵路界的普遍讚譽。給其他鐵路管理人員留下的印象是麥卡勒姆立即認

識到了電報不僅僅是一種使列車安全運行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種用這一極其有效的新的

傳播技術改進合作與管理的方法。」(Beniger, 1998：270)  
55 Beniger 對於控制革命的研究與討論是相當詳細且龐大的論述，除了本文主要討論到運

輸方面的危機與革新外，譬如說在生產領域中由於蒸氣動力的使用使得生產速度大為增

加，因此相應的在製作的組織流程與資訊的傳播技術上也相應地出現了各種革新。而在

分配的領域中，主要的革新包括了商品交易所的出現、電報交易與電話交易等等的傳輸

技術革新。甚至在消費領域中也因應著生產與分配領域的改變出現了消費控制的危機，

於是廣告的專業部門以及廣告資訊的傳播技術也在 1880 年代開始出現。詳請參照

Benig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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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307)如此一來，如何在大眾的消費中維持一個大量且穩定的商品需

求，成了此時最大的控制危機。這樣的一個危機問題在於如何引起消費，

以及如何維持這樣的消費。於是，一種結合了心理學等社會科學基礎的現

代廣告便相應地興起了。(Beniger, 1998：405-412)從各種郵購雜誌、日報

等刊物開始，到 1920 年代廣泛地使用無線電與電視廣播為基礎的全國性廣

告，都成了夾帶著各種消費訊息的媒介。特別重要的是無線電廣播網在消

費控制中的發展，Beniger 認為，「廣播與報刊雜誌不同，它能讓人們醒著

無論實際上做什麼事都可收聽到，因此不僅迅速地普及到每個人，而且覆

蓋了整天的時間。」(Beniger, 1998：425)此外，這些對於消費的控制革命

不僅僅專注於資訊的傳散方面，它也注意到了資訊的相互流通之重要性，

也就是資訊從廣大的消費群眾返回至廣告者、製造者身上的重要性，而這

也就是促使著 1910 年代市場研究領域興起的原因。(Beniger, 1998：437)
如此一來，對於消費危機的控制革命便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控制手段，它從

藉由資訊的傳播引起需求到對於市場的研究來分析效應，這整個形成了一

個循環的控制機制。 

 

因此，在 Beniger 的討論中我們看到了這場革命的核心，它是為了在各

個領域中形成更完善的控制，而在處理資訊以及資訊傳播的組織上產生的

控制革命。同時，Beniger 認為正是在每一次控制危機與控制革命的動態張

力過程中，我們今天這個資訊社會才得以成形。(Beniger, 1998：259)如此看

來，我們今天這個社會是不是被稱為「資訊控制社會」，會來得更為適切？

畢竟各種資訊處理的技術與手段乃是為了更完善的控制而存在著。這樣一

來，與 Castells 對於今日社會如何成形的分析相比，兩人所帶來的意象便大

相逕庭了，唯一的共通點或許就在於各類資訊科技的廣泛應用面向之上。

這或許最主要乃是源自於出發點的差異。Beniger 的討論乃是一個相當具有

歷史深度的分析，在這漫長的社會變遷過程之中，他認為「控制」這個概

念乃是持續地存在於技術變革的過程之中，因此也使得它的重要性被突顯

了出來；而 Castells 則是從科技範型轉移的觀點上，特別關注於資訊科技所

造成的各種社會變遷，包括了各種文化與時空現象的轉變。換言之，這是

在對於歷史發展的持續性與變遷兩個不同面向上之強調的結果。 

 

如此一來，我們在這兩個看似差異頗大的論述之中，能夠得到什麼啟

發？或是說，我們能夠在這兩位學者對於資訊科技發展所帶來的影響與改

變之討論中，得到什麼樣的統合性認識？這或許可以在嘗試將他們的論述

加以調和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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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資訊科技的無遠弗屆與控制 

 

    為了能夠更好地認識資訊科技在今日社會中所造成的影響與改變，我

們或許必須將 Castells 與 Beniger 兩人的論述視為同一圖像的兩個互補部分

來加以解讀，而非將其視為兩個毫不相干的觀察與陳述。這是一個什麼樣

的圖像呢？讓我們先從一個實際的生活經驗出發，來看今天資訊科技所造

成的改變。 

 

    還記得在十幾年前的時候，網際網路在台灣並不算普及，那時候人們

家中常常都會有一本「火車時刻表」，以備我們在要搭火車出遠門時能夠適

當地安排時間，不會太早或是太晚到達車站。然而，我們常常都會有一個

經驗，當我們“準時＂地到達車站時，卻發現原先預定要搭乘的列車，可

能因故停駛或甚至早已取消班次，總之，就是資訊有了錯誤而導致我們的

安排大亂。但在今天，網際網路的普及與發達，可以說大大地消減了這種

可能因為資訊不確定性而導致的混亂。從網際網路上我們可以即時地查閱

當天火車行駛班次的狀況，可以不誇張地說，火車站大廳的時刻表現在就

在每一個人的家中。我們不必再拼了命地趕到火車站時，才赫然發現欲搭

乘的火車班次“今日停駛＂。火車時刻表幾乎可以說將要退出歷史的舞

台，它要不是早已過時，也是“天天＂都有過時的可能。 

 

    這樣的一個毫不起眼的例子說明了資訊科技在今天為我們帶來的改

變，而這個改變的圖像也同時將 Castells 與 Beniger 兩人的論述連接了起來。

首先，我們在這個經驗圖像中很容易地就可以看到 Castells 論述的貢獻，也

就是在各種微電子、電傳通訊、電腦處理以及高速傳輸的科技為其物質基

礎下，透過這些通路與傳播的技術，資訊科技實際上造成了人們生活世界

中時間與空間的改變。今天，不只是火車站大廳的時刻表，幾乎是任何人

們想得到的東西，它都可以透過電傳通訊等技術即時地來到眼前。然而，

如果僅藉由 Castells 的論述來觀看這樣的經驗現象，我們將會漏掉了一些重

要的事情。簡單來說，問題在於這些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普及的起因是什麼？

雖然，Castells 的分析相當精闢地讓我們看到了今天這個資訊時代之科技基

礎是如何成形，也讓我們藉以認識到了嶄新的資訊科技對我們的生活的影

響與改變，但為什麼資訊主義的科技範型會在歷史的發展中出現，並取代

了工業主義的科技範型？為什麼時間的序列會開始消失、空間也逐漸減

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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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點出了我們生活經驗的另一部分，生活不僅是變得“無遠弗

屆＂56，它也更加“確定＂地被人們所控制57。而這樣的改變正可以從 Beniger

的論述中看到。雖然在 Beniger 的討論中，還沒有觸及網際網路以及許多我

們今日已然普及的資訊科技中。但是從他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見一個命

題，亦即，資訊科技的發展實際上乃是與控制有著密切關係的。換言之，

正如同 Beniger 所說的，1970 年代資訊科技的發展與革命，並不是一個起

點，就其本身而言並非這個資訊時代的起因，它反而是 19 世紀以來控制革

命的一個延伸58。也就是說，現在我們可以為這個資訊科技所帶來的經驗圖

像補上另一部分：嶄新的資訊科技在今天，如同 Castells 所言，為我們帶來

了時、空與文化上的改變，而它的發展則可以說乃是與 Beniger 所主張的對

於資訊的確定性控制之需求息息相關59。 

 

    因此，或許可以這樣說，在 Castells 與 Beniger 的討論中，Beniger 的對

於控制革命的歷史分析，在某種程度上來說，是為 Castells 補上了促使資訊

主義科技範型出現並普及的諸多歷史因素中，持續地佔有著重要性的一

個；而 Castells 的範型轉移說則為 Beniger 的歷史論述點出了一個關鍵的變

遷時刻。結合這兩位學者的貢獻，我們便認識到資訊科技為日常生活帶來

了什麼樣的重大改變與影響，這絕不僅是在火車時刻表的例子上，而是幾

乎出現在每日的生活經驗之中，個人資料的電腦化之紀錄與調閱、金融交

易與紀錄的數位化、甚至是扮演著社會安全維護功能的重要環節等等，這

些都是我們生活且習慣於其中的場景。一方面，在資訊科技的綜效作用

(synergy)中形成的時空壓縮、重組，或是簡單地說，一個“無遠弗屆＂的世

界；另一方面，則是在危機與控制的螺旋中不斷地前進的資訊控制之力量，

                                                 
56 在這裡，我們希望將“無遠弗屆＂這個詞的定義做稍微地延伸以呼應整個 Castells 所提

到的時、空概念之改變，也就是說這個“遠＂不只是空間上同時也是時間上的，換言之，

“無遠弗屆＂所表達的也就是無論是時間或是空間的距離在今天都將要成為無距離的

一個現象。 
57 當然，這並非是必然如此的。我們今天的生活的確在很多地方都要比過去來得確定地

控制著，但是從「風險社會」的論題中，(參考 Beck, 2003；Giddens, 1990)我們也可以

看到，在其中可能潛在的更為巨大、甚至是帶有風險的不確定性，這種矛盾也同樣是今

日開始為人所關注的重要問題。 
58 同樣地，就以火車時刻表為例，它所代表的就是一種資訊的確定性控制之理念，而從

紙本火車時刻表到網路火車時刻表的改變，則一方面體現了控制理念的持續，另一方面

體現了資訊主義取代了工業主義的科技範形轉移。 
59 必須注意的是，本文在此並無意將資訊科技的發展起因化約為僅僅是為了單一原因而

產生的結果。很明顯地，本文是採取了一種發生學的脈絡觀點，將 Beniger 所強調的「控

制」概念視為是資訊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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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的交織便逐漸地形成了今天這個資訊時代中的生活圖像。 

 

而在這樣的歷史追溯中，我們看到了本文的起點與背景脈絡。當資訊

科技不僅僅帶來了超越時空的便利性，更具有了強大的控制能力時，同時，

當這股強大的、超越時空界線的控制能力不再僅是施加於“物＂之上，更

將“人＂也籠罩於其下之時，換言之，當人不再只是獨立的控制主體，更

成為了潛在被控制的客體時，我們應當開始察覺並思考的是其中可能潛在

的權力問題，是否在不知不覺間，我們已是被強大且難以察覺的權力網絡

所包圍著了。換言之，這解釋了我們為何關注於現代科技的權力問題，也

解釋了為何資訊科技乃是其中的重心所在，同時，在往後的分析中這段歷

史脈絡也將為我們提供一個闡釋的基礎。接下來，我們便轉入此一對於資

訊科技潛在權力作用的探問。 

 

3.2 資訊科技/隱藏著的權力機制 

 

網路空間(cyberspace)的科技權力特殊性，就某部分來說，

即在於網路空間幾乎全然地是由科技權力所構成…。(Jordan, 

1999：131) 

 

    在開始對資訊科技的權力問題進行討論之前，有幾點問題必須處理以

及說明。第一個問題是對象範圍的問題。即便我們已經在現代科技這個最

大範圍內選取了資訊科技此一個別的領域，但要宣稱我們能夠完全地處理

資訊科技所蘊含的權力問題，這完全是一個不適切的舉動。這不僅僅是在

篇幅的考量上，也是在個人所能認識的層面上，都完全是不足夠的。所幸

有一個領域，它不僅完全地以資訊科技為其構成基礎，更是充滿著科技/

權力的問題，倘若我們以其作為討論的主要對象領域，不僅能夠使研究的

範圍更為具體，也將使得論述更為清晰。這個領域通常被稱之為「網路空

間」(Cyberspace)，在 Jordan(1999)看來，這是一個幾乎全然是由科技權力所

構成的一個領域60。什麼是網路空間？這個詞最早乃是出現在 Gibson 的科

幻小說之中，後來在資訊科技的研究領域中引起了大量討論與沿用。若從

Jordan(1999)的討論中，來對網路空間下一個簡單的定義，那麼網路空間的

成形必須具備兩個條件，首先即是相關的電腦網路以及網際網路的科技基

                                                 
60 因此，為了更確定本文的討論範圍，在以下本文若有提及“資訊科技＂一詞之時，除

非在文脈中有特別說明，否則一律指涉的是建構起網路空間基礎的那些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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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這是由各種作為文書處理或是資料庫等用途的電腦，以及包括了電話

線、電纜線以及諸多如通訊協定、封包交換等網路技術所構成的軟硬體基

礎61。這些軟硬體基礎造就了數位化資訊流動的可能，形成了一種虛擬真實

的空間。再者，一個網路空間的構成必須是由人與人的參與及互動所充實，

也就是說它不只是一種單向的資訊傳輸，而是雙向的互動過程。如此一來，

如電視與廣播等雖然也在某種形式上是一種跨越地域限制的資訊科技，但

它缺少了個人的參與互動以及幻想的投注，是故並不屬於網路空間的一部

分。因此，在這樣的定義之下，網路空間乃是一個由電腦以及網際網路等

軟硬體資訊科技為基礎所建構起來的一個人際互動之數位化虛擬空間。但

這並不是說我們所探討的權力關係僅僅發生在虛擬的網路空間之中，必須

注意的是，我們的對象範圍乃是網路空間的資訊科技以及所有使用這些科

技的人們。這些網路空間的資訊科技使用者，藉由資訊科技的中介，形成

了一種權力關係的網絡，無論是在真實還是虛擬的世界之中62。 

 

第二個問題則是如何分析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討論網路空間的科技/

權力問題。如果按照 Foucault(1984a)所期望的，我們應該需要此一專殊領域

中的知識份子來為我們拆解其中的權力儀式。雖然顯然地，我不能稱得上

是網路空間的專家，但這也不意味著我們在此就全然沒有可以著力之處，

在此我們仍可以藉由一種問題式的討論方法，使得權力問題能夠被顯露出

來，進而引發更多特殊知識份子的論述及行動。因此，在這裡，我們將提

出三個經常被視為常態與理所當然的主要問題，並希望藉此呼應於 Foucault

在探討現代社會中權力如何產生規訓時所提出的三種機制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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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討論了檢查制度的權力問題。 

 

                                                 
61 有關網路空間構成的科技基礎，在此我們便不詳細討論，相關的細節可參見 Jordan(1999)

書中的第二章。重要的是我們在此不能僅將網路空間視為一個純粹虛擬的空間，而是一

個具有真實基礎的虛擬空間，這個真實基礎包括了電腦以及相關的網路技術與個體真實

的經驗。而所謂的電腦，若需要更詳細地指明的話，我們採取的乃是賴曉黎(2000)的定

義，只要內含晶片，具備收、發、顯示、處理、儲存資訊等功能，那就是我們定義之下

的電腦。 
62 因此，下文中除非在文脈上可以清楚看到是指稱網路空間“中＂的活動，否則討論的

對象一律是指向網路空間的資訊科技與其使用者所組成的領域，而這領域並無線上

(on-line)或線下(off-line)的區別。 
63 因此，本文以下的討論將大量的以第二章我們所討論到的 Foucault 權力觀為論述基礎，

除特     
定的引言外，其他便不再加註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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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誰來決定？或如何決定？ 

 

在探問之中，我們或許就能夠打破程式的非人性外貌，並且

從中挖掘出人類所嵌入於其中的道德和理想。(Jordan, 1999：

112) 

 

    對於網路空間科技/權力之探討的第一個問題，可以簡單地陳述如下：

這些構成網路空間的各種資訊科技，這些中介於我們以及網路空間的各種

資訊科技，為何是以這樣的形式被構造出來？這樣的形式是理所當然的

嗎？或許這樣的一個問題本身看來並沒什麼意義，畢竟大家都知道如果想

要了解這些資訊科技是如何構成，網路空間是如何出現，我們只需要回去

看看 1970 年代的科技史便能夠清楚。然而，正是這種將科技的出現與對於

生活的形塑視為理所當然的看法，遮蔽了我們對於科技/權力的可能認識。

或者用 Foucault(1997)的話替換地說，正是因為我們將科學知識(資訊科技)

視為理所當然的真理，我們才無法看見科學(資訊科技)潛在的權力作用。

今天，我們應當去除對於資訊科技的中性想像(neutral image)，並開始試圖

去揭露資訊科技構成中的權力作用，以及它的普及又促成了什麼樣的權力

效應。故此，我們就要從這個地方開始重新探問，並且試圖去揭露這樣的

一個事實：科技本身乃是各種價值嵌入的事物，因而科技所形塑的並非理

所當然的日常生活，而是潛在的科技/權力關係。 

 

1.網路空間的科技/權力 

 

    我們說科技並不是中性的事物，根據 Jordan 的觀點，更清楚地指出了

一種科技權力(technopower)的構成乃是價值嵌入的結果64，他認為「科技權

力存在於那些看似中性的事物(鍵盤、螢幕、電子郵件程式)，以及嵌入於

其中的社會與道德價值的持續轉變之中。」(Jordan, 1999：112)也就是說，

這些被我們所使用甚至依賴的資訊科技在被創造出來同時，那些“創造

者＂也將其既有的某些價值理念一併地注入於其中了，它們不再保有單純

中性的事物性65(thingness)。一個最好的例子便是我們所使用的電腦鍵盤，

                                                 
64 在對於網路空間的權力分析的第一個問題上，我們將大量的借用並討論 Jordan(1999)的

論點，他結合了 Barnes 與 Foucault 的權力觀來探討網路空間中的科技權力問題，在其中

將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當然也有我們不同意之處，而這個不同意也將是使得我

們的科技/權力與 Jordan 的科技權力有所區分的原因，以下本文都將一一說明。 
65 這所謂的事物性(thingness)在 Jordan(1999)看來也就是一種非人性的，中性不具任何價

值、道德理念之取向的，也就是僅僅是一種工具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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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它以英文作為其標記與功能說明基礎的特性，就顯示了一種價值取

向。又或者 Jordan 也提及了網際網路的大部分設計，都假設了英語為其共

通語言，使得網路空間中英文成為一種優勢的文化，同時排擠了其他的文

化，譬如說在過去的有段時間中，亞洲地區的文字是無法在網路空間中顯

示的，甚至在今日，許多的歐洲語言在網路空間中仍是難以使用，(Jordan, 

2003：65；228)更不用說所謂的網域名稱(domain name)一直以來存在著的設

定問題66。因此，誠如 Jordan 所言，「那些被用於連上或是創造網路空間的

科技並不是中性的，它是在科技權力的循環之中被構做出來的，在這樣的

循環中，諸多價值被嵌入於人們所使用的科技之中。」(Jordan, 1999：132)

用 Foucault 的話來說，這也就是存在於資訊科技與權力之間相互包含的循

環關係，權力(在這裡可以被視為是既存的價值取向)生產了資訊科技，同

時，資訊科技又導致了相關權力的擴展(也就是某種價值取向的滲透與蔓

延)。也就是說，當我們使用這些科技之時，實際上我們是被限制在某些價

值取向上，我們不僅沒有選擇，更是成為依賴的使用者。在網路空間中，

資訊科技不僅是其技術的基礎，它更是種種具有價值取向的軟硬體技術，

藉此，它既構造出網路空間的景象，也形塑了使用者主體的面貌。 

 

各式各樣的科技組成了網路空間的架構，所有的個人以及所

有由科技產物與個人所形成的關係組成了科技權力。(Jordan, 

1999：114)  

 

    這樣的一種科技權力在 Jordan 看來，是可以藉由 Foucault 的權力觀點

得到更好的理解，也就是說，網路空間中的權力運作乃是一種存在於關係

之中的權力形式。Jordan 認為「每個人在科技權力中的位置是由他們所依

賴的技術，或是他們所創造出來令他人依賴的技術所決定的。」(Jordan, 

1999：113)這並不是在說，擁有專業知識並能夠藉以創造技術的人便是有權

力的，而依賴的使用者便是無權力的。若是這樣來看科技權力的問題，是

與 Foucault 所強調的權力觀點有所背離的。總是強調權力是被誰擁有，這

在 Foucault 看來是從內部觀點來分析權力的問題，所謂的內部觀點，從蘇

峰山進一步的解釋我們可以知道，乃是「意指權力總是被某些主體所佔有，

因此當我們要分析權力問題時，總是追問，是誰握有了權力，當他握有了

                                                 
66 所謂的網域名稱(domain name)，簡單來說也就是系統伺服器提供給主機的一個名稱、

位址，它使得網際網路中不同主機的相互連結成為可能。通常，一個網域名稱的結尾會

顯示主機所在的國家，譬如說台灣就是.tw，日本則是.jp，每一個國家都有一組對應的

字元，唯有一個國家例外，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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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時想要做什麼，他如何應用權力來達成目標。」(蘇峰山, 1994：142)

然而，Foucault 認為這種佔有式的權力觀對於分析今日社會的權力運作沒有

任何幫助，我們應當分析的是權力如何被施行、如何形塑現代個體的生活

樣貌。因此，能夠創造與修改網路空間資訊科技的人，並不是因為其擁有

相關的專業知識便擁有權力；一般大眾也並不是因為其不具有專業知識便

沒有權力。這不是誰有或是誰無的問題，而是在權力關係之中的優勢與否

的問題。而這優勢與否的問題則取決於個體與那些資訊科技的價值取向之

接近性，創造出某一項資訊科技的人必定因為其最接近內在於其中的價值

取向，進而因熟悉此一技術而位於權力關係的優勢位置67。然而，無論如何

他總還是陷在此一權力網絡中的，因為每一項技術必定有其前在的技術基

礎。 

 

2.捨棄“誰來決定？＂之問題 

 

    在以上的討論中，Jordan 對於網路空間中的權力分析對我們有著相當

的助益。他展現了網路空間中資訊科技與權力之間密不可分的關係，藉由

嵌入於資訊科技之中的價值取向，資訊科技構成了某種權力網絡，用

Foucault 的話來說，人們則是因其在此一網絡中的相互位置而產生了權力關

係。同時，這樣的科技/權力網絡又將會反過來增加相關技術的生產，這即

呼應著 Foucault 權力觀點中的循環關係。接著，以下我們想要先處理的則

是對於 Jordan 的不同意之處，在這裡本文與其有了分歧，這也將說明本文

使用的科技/權力與 Jordan 的科技權力(technopower)有所區分之處。 

 

    Jordan 對於網路空間中的權力問題分析，在社會脈絡的討論之中，最

後談到了科技權力菁英(technopower elite)與一般使用者大眾之間的權力對

抗68。簡單來說，Jordan 認為，在「資訊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的這個

社會基礎上，個體於網路空間中將會處於一種科技權力的循環之內，而這

樣的循環將會促使某種科技權力菁英的出現，並且與大眾形成一種權力關

係。Jordan 將此一過程稱之為科技權力的完整螺旋(the complete spiral)，以下

                                                 
67 換言之，實際上在網路空間的科技/權力中，知識並不是重點，各種不同的價值取向才

是。一個創造某項技術的人不是因為其擁有該技術的知識而有權力，而是因為這項技術

中嵌入著該創造者的價值取向，而使得其後的使用者要不被迫接受此一價值取向，要不

就因為與此一價值取向差距太大─例如說語言上的問題，而無法使用該技術。 
68 Jordan 藉由 Weber、Barnes 與 Foucault 的權力架構，分別探討了個人面向、社會面向與

想像面向的科技權力問題，本文主要討論的乃是其在社會面向上的觀點，這是他運用

Foucault 的權力架構的主要部分，詳請參見(Jorda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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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個階段的陳述： 

 

首先，資訊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是進入網路空間後

的必然結果；資訊世界就是資訊過多的世界。第二，資訊超載的

問題一般都以引進新的科技工具來解決，這既使得資訊能得到管

理 ， 卻 也 使 得 使 用 者 與 資 訊 間 產 生 更 大 的 科 技 距 離

(technological distance)。第三，在一段時間之後，新科技工

具又將使用者推回第一階段，因為新的資訊超載又出現了。

(Jordan, 1999：128)  

 

也就是說，這是由於資訊科技依賴所導致的科技權力循環。一般大眾使用

者「對資訊的需求顯示出菁英對於網路空間日益漸增的控制權，這些菁英

乃是由於其專業知識使其能夠鑽研甚至改變構成線上生活的科技的事物性

(thingness)而被定義為菁英。」(Jordan, 1999：129)因此，雖然 Jordan 在結論

之處尚未論斷一種科技權力菁英的宰制已然成形，但卻也認為科技權力菁

英與一般使用者大眾的戰爭已然展開，這些衝突圍繞在大眾的使用權利與

菁英的權威之上，形成了網路空間中科技權力爭奪的首戰。(Jordan, 2003：

282-283)這樣看來，Jordan 對於網路空間中的權力分析，最後似乎是走向了

兩個階層之間的權力爭奪戰。一邊是由於熟悉於資訊科技的知識而在網路

空間中有著更大的能力與行動力的菁英，一邊則是高度依賴於資訊科技的

大眾使用者，他們要求更多技術使用上的能力。 

 

   如此一來，本文認為，Jordan 的討論雖然有其見解與必要性，他清楚地

描繪出網路空間中人與人之間的權力網絡，這是由各種資訊科技所造成的

權力位置分佈。然而，在這分析中也隱含了一個問題，至少是本文不同意

的問題，也就是採取菁英與大眾對力的權力分析模式69。在本文的觀點看

來，菁英與大眾的這種對立區分並無助於我們了解科技/權力的運作方式，

這也是為何本文不採取與 Jordan 相同的「科技權力」(technopower)詞彙之緣

故。或許，探問由誰來決定我們的科技形式有其重要性，但是本文以為，

                                                 
69 在這個模式中，最令人質疑的是，我們如何能夠斷定誰才是菁英？雖然 Jordan 在其書

中討論了相關的菁英類型，包括了主要的三個典型人物：Mitnick，知名的怪客(cracker)；

Torvalds，Linux 系統的主要創造者；Gates，微軟的巨人，並且以對於專業知識的掌控來

統合這三個類型的人物。然而，這還是不僅令人要問，到底通曉多少的專業知識，或是

能控制多大範圍的資訊科技，擁有多自由的行動能力，才能稱得上是菁英？甚至，當鬼

客(crackers)或是黑客(hackers)被納入菁英的範疇中時，又必須問的是怎樣才算是一個鬼

客或黑客？簡單來說，一名會寫程式的理工科學生算不算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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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從 Foucault 的觀點來看資訊科技的權力問題，問「如何決定」此一問題

應當更為適切70。 

 

3.“確定性控制＂的價值常規化 

 

    回過頭來，如果網路空間的科技/權力乃是藉由各種價值取向在科技物

上的嵌入才得以可能，那麼，這種形成網路空間的科技/權力的內在價值取

向究竟是什麼呢？或許我們可以從先前對資訊科技與社會的討論中得到一

些啟發。首先，若是從一個歷史巨觀的角度來看“資訊超載＂此一現象，

我們會發現，與其將其視為一個資訊時代的獨特事件，不如說它是 Beniger

筆下的控制革命之延續。換言之，本文認為在“資訊超載＂與新的資訊科

技工具之發明間，存在的正是 Beniger 所謂的控制危機與控制革命之間的關

係。如此一來，資訊超載與新的資訊科技之發明意味著的便是更多、更確

定的“控制＂在其中被生產了出來，又或者說是被再製了出來71。那麼，我

們是不是可以將“控制＂視為一種嵌入於網路空間資訊科技之中的一個內

在價值取向？也就是說，至少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一種內在價值取向在資訊

科技被創造的同時，也被嵌入於其中72，那就是在確定之意義上的控制。然

而，若是將這種控制誤以為僅是資訊科技所帶來的一種工具性效果，那就

無法認識到科技/權力的作用方式。資訊科技的確可以產生良好的控制，然

而也正是這種工具性效果遮蔽了它對於使用者產生的權力作用。這種權力

作用乃是經由個體使用資訊科技的依賴性，所形成的一種自我規訓與約

制。舉例來說，網際網路的內在邏輯中便隱含了這種控制的元素，也就是

                                                 
70 正如同 Foucault 也曾提到的，「總之，這些鬥爭主要目的並不是在於攻擊這樣或那樣的

某個權力機構、某個組織、或精英集團與階級，而是反對某種權力的技術、權力的形式。」

(Foucault, 1983：212)而 Jordan 的科技權力正是偏向於人與人之間或是階級之間的鬥爭

關係，而本文的科技/權力則是探討著科技本身所具有的權力作用，它是作用在所有網

路空間的使用者之身上。 
71 在對於 Beniger 的討論中，我們曾經提到，控制革命中的資訊科技之發明實際上都與

“控制＂脫不了關係，或者，我們可以用 Jordan 的話說，在這些資訊科技中都被嵌入

了“控制＂此一價值取向。這個“控制＂並不是指向某種精確的控制技術，Beniger 除

了將“控制＂一般地定義為“對於預定的目標的有目的之影響＂外，他更指出“控制＂

是與資訊的處理與交互傳播不可分割的，(Beniger, 1998：11-12)故而，我們可以進一步

地將控制定義為“藉由資訊的處理與交互傳播，使得預定目標產生有目的的影響＂。因

而，“控制＂的價值取向可以更進一步地闡述為“對於事物的確定意義上的控制＂之價

值取向。如此一來，當我們將資訊超載視為控制革命的一環時，我們即可以認為在相關

的資訊科技發明中，事實上正生產或再製著“控制＂的價值。 
72 也就是說實際上是不只一種的，例如說前文有關於網際網路的英文偏向的討論。然而，

本文在此主要將探討的則是「控制」此一價值取向的嵌入。因為從 Beniger 與 Heidegger
的討論中我們可以看到，它乃是處於資訊科技的一個重要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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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瀏覽網頁時，網際網路的設計上為求便利與迅速，它會自動寫入

一些載有相關訊息的檔案到我們所使用的電腦中，這將使得我們在瀏覽過

去一段時間內曾經造訪過的網頁時會更為有效率，它可能會以不同顏色顯

示出你看過的檔案等等，我們就不會再花時間去一一點選。於是，我們在

使用這樣設計的網路技術之時，同時也在內化著這樣子的價值取向，也就

是高度確定性的控制取向，並將其視為常態73。 

     

網路空間的資訊科技對於“確定性控制＂之價值取向的常規化，因而

在規訓人們的同時也產生了權力關係。那些在習性上慣於精確性的人們─

無論是由於天性或是教育的成果，較之於習性上較為模糊、不確定的人們，

用 Jordan 的話來說，是更能夠悠遊於網路空間之中的─因而是處於權力關

係中的相對優勢地位，同時也是更被視為是網路空間使用者的“常態＂。

而後者，要不是選擇被規訓為習於確定性控制之價值的使用者，要不就可

能只得淪為網路空間中“無法自由行動＂的相對弱勢。如此一來，就其所

產生的效果來說，這即是 Foucault 所謂常規化的作用。甚至比知識/權力更

有效的是，它不需要再去合理化其取向的正當性，也不再需要設置各種懲

戒手段。讓人們使用並需求它，就是最佳的合理化方式74。因此，當被嵌入

確定性之控制等價值取向的資訊科技被創造了出來，並且建構出我們今日

的網路空間，當資訊超載引發了人們對於資訊科技更強烈的需求，這些原

先由科技/權力所形塑的價值取向便將再一次地被嵌入進新科技的創造之

中，差別僅在於那將是更完善的一種發明。如此，一種科技/權力的循環模

式便建構了起來，它同時也是在科技/權力與科技發明間的相互循環與建

構。 

 

3.2.2 便利 = 控制？ 

 

    在 Foucault 對於現代社會規訓權力運作機制的分析中，藉由常規化、

監看與檢查這三個機制的交互作用，形成了順從的現代個體。而在上一節

                                                 
73 這裡所談到的科技的使用與其內化效應，在下一節我們將藉由 McLuhan 的論點更詳細

的闡釋。 
74 在 Foucault 分析權力的運作之時，常規化的論述乃是一個重要的機制，也就是說論述

會區分建構出好的與不好的、正常與不正常的之間的差異，並藉以形構個體的主體性。

但在科技/權力中，權力的運作直接就可以由使用者的使用得以施行：使用某一科技就

意味著接受某一價值取向，而排擠了其他的可能取向。同時，科技/權力也不需要各種

負面的懲戒手段，那交由論述去執行就可以了，科技/權力運作的是一種正向的、更好

的主體之建構與導引，好比說無論是對自身或是對事物都有著更確定的控制的這種主體

之形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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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討論了在網路空間科技/權力所產生的一種權力作用，它是相應於

在社會中各種知識論述所形成的常規化與常態之區別與分類的效果。不同

的是，它以一種更難以察覺的方式使我們接受了某種價值預設。它不再大

費周章地論述著各種區分以及相應的裁決之正當性，而是直接在人們的技

術使用中嵌入了某種價值理念的正當性。譬如說，它不再去論述個體對於

事物、人際關係或是自身是否有良好、確定地掌控，會帶來哪些好的與不

好的後果及影響，或者是正常與不正常的生活方式等等。只要個體使用了

這些被嵌入「控制」價值取向的技術，這些效果就直接地被生產了出來。 

 

    而除了常規化的論述之外，嚴密的監看同樣也是一種重要的權力機

制，這兩種機制的相互配合乃是規訓權力運作的重要關鍵。監看的作用在

知識/權力的範疇之中可以大略區分為兩個效果，其一在於當個體認識到自

身乃是處於可能的監看之下時，所產生的自我規訓之結果，這在全景敞視

建築中可以看到。其二則是無所遺漏之監看對於個體的全面的認識將成為

各種檢查制度的基礎，而檢查制度又在各種管理與統治形式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那麼，當常規化的機制如前所述地在科技/權力之中產生了變化之

後，本文認為，監看的角色與效果同樣地也可能不再全然相同。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頗為複雜的，畢竟從知識論述所具有的權力作用過

渡到網路空間資訊科技的權力關係，其中整個權力的運作形式都將因應不

同環境而產生不同的變化。甚至可以說，在科技/權力的運作形式中它某部

分已經跳脫 Foucault 所提出的三種機制之範疇，形成新的機制。本文在這

裡認為，監看在網路空間科技/權力中所具有的第一種效果，也就是促使個

體產生自我規訓的作用已經漸趨萎縮75，取而代之的則是由科技/權力或是

說資訊科技本身與我們的親密關係所促成的規訓模式；再者，在網路空間

的資訊科技架構中，監看的第二種效果之運作與意義也有了不同的改變。

它雖然仍使得使用者成為可見的主體，但卻不再是一種被迫的監看，反而

在某種程度上來說是一種主動的參與。 

                                                 
75 雖然有些研究會將網路所提供的監看可能性與個體的自我規訓相連，比方說在 Turkle

的討論中，就談到了網路無所不在的監看會在個體身上形成持續的自我監督作用，

(Turkle, 1998：353)但本文以為，至少就筆者的經驗來說，一般人對於網路所具有相關

的監看技術的認識實際上是相當少的，對於多數人來說，電腦網路僅是相當便利的工具

而已。同時，「網路匿名性」被大肆地宣傳所造成的結果，也讓許多人們相信沒有人會

知道自己是誰，如此一來，個體會因為網路的監看而產生自我規訓的可能性也就遠遠較

在現實生活中來得低了。但相反地，網路空間中，監看所具有的認識、與識別個體的能

力，卻可能遠遠超出現實生活中的任何其他的監看機制，尤其在網路與資訊科技越先進

的社會中越是如此。是故，本文在此的討論將著重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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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親密＂的規訓 

 

    我們先討論第一個問題。在上一節當中，我們曾經說到，當我們在使

用這些構成網路空間的科技之時，我們便同時也內化著嵌入於這些科技之

中的價值理念，並且在創造更新的科技之時，形成了科技/權力的循環建

構。這是如何可能的呢？如果我們至今仍然僅將科技視為一種單純的工具

手段，我們自然是無法理解。但是如果我們能夠認識到如 McLuhan(1964)

般對於各種媒介與技術之本質的精闢見解，那這一切也就豁然開朗了。當

McLuhan 驚人地說出「媒介即訊息」時，它要傳達的絕不是媒介的內容絲

毫不具重要性這樣的觀點76。相反地，他要告訴我們的是，不僅僅是媒介所

承載的訊息內容，媒介本身對於我們也具有著相當大的影響。McLuhan 認

為媒介乃是「人的延伸」(the extionsions of man)，「各種媒介或技術的“訊

息＂乃是那些由它所引入人類事物中的尺度(scale)、步調(pace)以及模式

(pattern)上的改變。」(McLuhan, 1964：8)換句話說，當我們仍被內容所吸引

的同時，實際上媒介本身早已藉由改變我們的感官比例或是人際關係，影

響了我們生活的各個部分。好比說，拼音文字所帶來的線性邏輯、印刷術

與同質一致性的文化興起或是自動化進程所帶來的人際組合改變等等。總

而言之，「就機器如何改變我們與他人或是與自身的關係這點來看，無論機

器生產的是麥片還是凱迪拉克那都是無關緊要的，」(McLuhan, 1964：7)重

要的乃是對於它們所促成的改變之理解。因此，McLuhan 不僅與 Heidegger

同樣看到了各種技術、科技的非中性本質，更在他的創造性譬喻之中讓我

們看到了媒介、技術這些與人類息息相關的物所可能具有的影響力。如此

一來，現在我們也就能夠更好地理解網路空間的各種資訊科技對於人們所

可能造成的常規化效果。在嵌有著各種價值理念取向的科技物以及人們對

於資訊科技高度依賴性的兩個條件下，形成了一種潛移默化的常規化環

境。這特別是在網路空間中有著更強大的力量，因為網路空間是全然地由

科技/權力所構成，一旦我們進入並且習慣於這個空間，各種嵌入於我們所

使用的科技之中的價值理念便形塑著我們的主體之面貌。 

 

    就拿我們先前所提到的那種「控制」的價值取向來說。這是一種在確

定之意義上的控制理念，至少從 Beniger(1998)的討論中我們可以知道，它

業已內蘊於對於工業革命所造成之控制危機的反應中。在面對諸多技術發

明所造成廣大地失控後果之時，相應的技術產生轉向以更精確地控制來加

                                                 
76 為 McLuhan 所做的相關辯護，可以從 Levinson(2000)書中得到很好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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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衡。譬如說，當以快速、運載量為考量所發明出來的火車引發出撞車

危機之後，各種嵌有著確定性控制理念的技術相應地被發展出來，藉以處

理與傳播更為精確的訊息與資訊。其後，各種資訊科技的持續發展便不斷

地複製與精緻化確定性控制的能力。直到 1970 年代後，電腦、微電子技術

以及各種遠距離傳播技術的出現，使得資訊科技的發展到達了一個極致的

狀態，甚至造就了 Castells 所謂的資訊主義的科技範型時代。在這樣的一種

歷史背景之中，不難想像我們是如何與那些嵌有著確定性控制理念的資訊

緊密地聯繫在一起的。那些令我們得以進入網路空間生活的電腦以及網路

技術，我們不僅要在目的達成或是工具應用的觀點上來看待它們的處理與

控制的能力，我們更要看到其本身所具有的確定性控制意涵。就拿我們使

用電腦的經驗來說，視窗(Windows)以人性化之名被設計為精確、控制的典

型，已然使得再丟三落四的人也都將變的井井有條。 

 

    隨著電子科技的到來，人們將其自身的中樞神經系統延伸至

其體外，建立了一個活生生的模型。(McLuhan, 1964：47)  

 

    因此，倘若 McLuahn 能夠看到今天網路空間的資訊科技發展的樣態，

他必定會為其論述的正確性大感欣慰。我們的大腦與中樞神經今天確實已

經由電腦及其相關的資訊科技所延伸了。特別是在應付資訊超載的事件

上，我們只能無助地交由電腦與軟體程式為我們過濾以及分類訊息。但這

不僅僅是工具應用或是目的達成的過程而已，如果我們能夠認識到這些科

技與個體生存的“親密關係＂，我們就能察覺到這將如何對於我們自身造

成影響與改變。當我們大量地使用並依賴於網路空間的各種資訊科技基

礎，也就是當這些嵌有著確定性控制理念的技術成為我們大腦與中樞神經

的延伸之時，它們也同時影響、形塑著我們自身的個性與行為模式。 

 

2.監看！確定地被看見 

 

資訊社會的另一面也就是監看社會。電子連線(electronic 

connectivity)的世界造成了雙重的作用，它將地球村帶到了我們

的門前，同時也使得我們的個人資料得以被取得，並被處理、操

弄、買賣，最後用以影響我們以及我們的生活機會。(Lyon, 2001：

108)  

 

    回過頭來，我們接著要討論的是第二個問題，監看(surveillance)在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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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科技/權力作用中如何運作。正如同 Lyon 所說，基本上今天這個大

量地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社會，同時也就是一個監看社會。一方面，它使

得 Mcluhan 隱喻中的地球村成為真實浮現的社會場景，也使得時空概念不

再是一個難以跨越的間隔，而是那流動與瞬間的可能；但另一方面，這也

正意味著各種形式的監看、窺伺或是檢查已然從地域的限制中解放，變得

更為容易及全面。然而，這是如何作用、如何可能的？它又和傳統的監看

形式有何不同？這將與網路空間的資訊科技基礎有著極大的關係。 

 

    讓我們實際地模擬一下可能的情形。首先，我們之所以能夠進入網路

空間，除了需要一台電腦以及既有的網際網路架構之外，我們還需要網際

網路服務提供業者(ISPs，以下簡稱 ISP 業者)的幫助。透過 ISP 業者所提供

的網路服務，包括架設電纜或是電話線以及路由器(route)的設定等等，我們

的電腦才能夠連接上網際網路。在這裡，我們遇到了第一個問題，也就是

ISP 業者對於我們可能的監看。Bennett 就曾指出，Nortel 公司將其推出的個

人化網路套件(Personal Internet Suite)賣給 ISP 業者並安裝在其路由器之上

後，它雖然可以加速網路連結的能力，但也因為該套件所具有的紀錄功能，

使得 ISP 業者擁有了其用戶的許多個人資訊，諸如瀏覽網頁形式的偏好等

等。(Bennett, 2001：200)不僅僅是 ISP 業者得以取得我們的個人資訊，當我

們在瀏覽各個網站的同時，藉由一種網路瀏覽器紀錄的 Cookies 技術77，也

使得使用者處於一種監看的情境之中，使用者的個人資訊、或是瀏覽習慣

與歷史資訊等等都能夠藉由該技術而被紀錄下來。這些可能都是屬於被動

的資訊擷取，還有一些則是使用者主動地填寫個人相關的資訊，諸如網路

問卷或是會員資料等等。此外，在我們安裝各種軟體時，也同時會被要求

填寫註冊資料，或是安裝一些程式特殊辨認的 Cookies 等等。諸如以上種種

的相關技術，都在收集、監看著我們的個人資訊以及在網路空間中的各種

活動。 

 

最後，這些相關資訊形成了各種龐大的電腦資料庫(computerized 

databases)。而 Poster 認為，「隨著電腦資料庫的出現，一種新的論述/實踐

(discourse/practice)開始在社會場域之中運作著，你可以將其視為超級全景敞

                                                 
77 所謂的 Cookies 技術，指的是一組類似參考號碼的代碼，由伺服器分配給瀏覽器藉以辨

認使用者，當使用者進入設有 Cookies 技術的網站時，該網站的伺服器會發出訊息給使

用者的電腦，以負責紀錄使用者在該站的各種活動與個人資料、瀏覽習慣等等。請參閱

(熊愛卿, 2000)。此外，除了我們主要瀏覽的網站會送出 Cookies，Bennett(2001)也指出，

一些網頁中的廣告訊息也同時會送出 Cookies，因此，這項技術已經由於其所可能對個

人資訊隱私造成的危害，引發許多的爭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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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建築(superpanopticon)，它重構著主體的形塑。」(Poster, 1995：85)也就是

說，在這些所有看似繁瑣輕微的過程中，個體資訊一點一滴地被收集起來

所建立起的資料庫，實際上正識別與建構著使用者的主體面貌。正如同

Poster 所說的，「不需要縝密設計的大工程，不需要像犯罪學這樣的科學，

不需要複雜的管理機器的幫助，也不需要形成科層組織。在超級全景敞視

建築中，當個體的行為經由電話線傳輸至電腦資料庫，並由銷售人員輸入

少量的資訊，監看便被確定了。」(Poster, 1995：87) Poster 將電腦資料庫的

權力作用與 Foucault 的全景敞視建築相比附，他認為「作為一種語言的形

式，資料庫將會產生與語言相應的社會效果，儘管它們會有著與不同行動

形式的不同關係。」(Poster, 1995：79)是故，這些資料庫不只是如同業者們

所宣稱的僅作為參考用途而已，實際上資料庫所實踐的是正是與論述權力

相應的權力效果，它們根據各種資訊將主體加以分類、識別並完全地建構

生產出來。更甚的是，資料庫的權力運作能夠得到更好、更省力的效果，

因為這全然都是出自於個體自願的參與就可以建構完成。或許就如 Poster

所言，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已被建構為一個消費者，已經不再是被迫地被監

看著，而是自願地參與進監看的過程(諸如網路購物等行為)，並進而促使

著個體自身的規訓與監督。(Poster, 2000：127-128) 

 

因此，我們可以藉由 Poster 認識到的是，資料庫作為一種科技/權力，

並不是就資料庫的資訊是否可以對人造成傷害或是影響而言，而是因為資

料庫能夠建構主體形貌的本質上就隱含著的權力作用，即便資料庫的資訊

是用在大眾利益之促進上時，它仍然是對主體的一種監看與識別，也就仍

然是一種權力機制。這樣說的區別在於，若從資料庫的用途來界定權力的

行使的話，將很容易便落入了個體的意向性運作。並不是說這樣的事件不

存在，只是這並不是我們討論的重點。我們所指出的科技/權力之運作並不

是任何人可以擁有或主宰的，它是普遍地作用在每一個使用者的身上。資

料庫乃是由於其運作的本質，也就是對於每個使用者個體之資訊加以確定

地控制，並進而形塑出該對象的形貌，才在此被視作為一種科技/權力而討

論的。 

 

如此一來，究竟網路空間的資訊科技是一種便利，還是一種控制？這

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無法選擇的，因為它既提供了便利的生活也造就了最

強大的控制可能，也就如 Lyon(2001)所說的，資訊社會的另一面便是控制

社會。當我們在進入網路空間中完全地依賴著這些資訊科技的同時，一方

面，這些科技內在嵌入的價值理念也不斷地反過來形塑著我們；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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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強大的監看能力也不停地在識別、建構著主體的面貌。同時，這

些科技/權力的作用更遠較知識/權力來得有效的原因是，它們皆是主體主動

自願的參與進入規訓與監督的過程。 

 

3.2.3 檢查！確定的個體？ 

 

    最後，在 Foucault 對於規訓機制的討論中，「檢查」是一個將層級監看

與常規化效果結合起來的權力作用，「它是一種常規化凝視(normalizing 

gaze)，一種能夠導致定性、分類與懲罰的監視。」78(Foucault, 1979：184)透

過檢查，「它確立了一種關於個人的能見度，由此人們可以區分和判斷每個

人。」(Foucault, 1979：184)換言之，也就是在檢查之中，個體的可見狀態

確實地成為了權力的行使。而今天，藉由電腦資料庫的運用或許正形成了

一種最精確完善的檢查技術。也就是說，這些所有有關使用者個體的資訊，

在電腦資料庫中實際上形成了使用者完整的個體形貌，這些資料庫，「它們

形成了巨大的信息儲量，幾乎把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都建構成一個對象，

並且原則上能夠包含該個體的所有訊息─信用評定數據、服役紀錄、人口

普查資料、教育經歷、電話紀錄等等。」(Poster, 1995：89)不僅如此，藉由

電腦快速的資訊處理與傳輸的能力，經由資料庫間的交叉比對，更能夠依

照不同的目的來檢驗或是建構個體的形貌79。也難怪 Poster 會在其書中評論

到，今天「資料庫無須任何獄卒的眼睛便能審視(survey)我們，並且做得比

任何人都還要來得精確且徹底。」(Poster, 1995：69) 

  

    如此一來，藉由資料庫所建立起來的人際關係也就產生了權力的優劣

勢之位置。一方由於能夠接近監看的科技─也就是資料庫，而得以檢查另

一方的主體狀態。用 Foucault(1979)的話來說即是，經由各種檢查技術的施

行，人們在其中被變成一個個的個案或是檔案，並同時成為權力運作的對

象。在資料庫所具有的強大力量之下，被檢查的一方隨時都在不停地依照

不同的目的而分類、計量與貼上標籤。這意味著的是個體被確定地控制著

的程度日益漸增，不僅是就被動的面向而言，在個體的主觀面向上，確定

性控制之價值理念的深化，也促使個體對於確定地掌控他人的資訊有著莫

名的堅持。同時，在這裡個體之間也產生了區別，對於確定性之控制的價

                                                 
78 簡單地說，Foucault 所謂的檢查(examination)實際上就是一種特殊的監視，是結合了常

規化的分類手段的監視，它使得監看著個體的同時，也裁決著個體。而監看的手段，就

其本身而言並不帶有分類、區別的意圖，它的目的在於個體的全面可見性。 
79 有關於電腦資料庫的交叉比對對於數位化個體的形構之相關討論，請參閱(Clark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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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接近與否不僅影響了個體使用某些技術的自由度─在這裡也就是使用

資料庫的自由度，另一方面，它也影響了個體是否會選擇去使用這樣的技

術。如此一來，選擇或是擅長於使用資料庫來檢視他人的資料的一方，便

相對地佔據了觀看、檢視的優勢位置。因此，在今天，網路空間的資訊科

技不僅造就了一種全然可見性的確定性主體之狀態，也形構出難以察覺的

權力關係網絡。這便是在常規化效果─確定性控制做為一種常態的價值取

向，以及強大的監看能力─確定性控制的技術，由檢查所結合起來的權力

作用之結果。 

 

最後，在進行下一章的討論之前，讓我們扼要地整理一下至今我們所

討論過的問題，這將有助於進一步地澄清本文的流動結構。首先，藉由對

於 Heidegger 與 Foucault 的討論，我們說，在人與現代科技的存有論關係中，

實際上存在著一種權力的關係網絡，它是由於人與技術的相對位置之差異

所造成的不同限定狀態。而這種現代科技潛在的權力網絡，在具體的層次

上來說，可以認為它是由某種價值嵌入於科技之中所形成的。接著，本文

將討論的重心從現代科技聚焦至資訊科技的領域中。循著資訊科技的發展

歷史，我們可以看到“無遠弗屆＂與資訊科技的控制能力兩個重要的衝擊

與改變。而這些衝擊與改變便開始讓我們思考著資訊科技可能潛在的權力

問題。在對於資訊科技潛在的三個相關權力問題之討論，我們更選擇以網

路空間為主要的探討對象，我們發現，“確定性的控制＂做為一種價值理

念持續地藉由網路空間資訊科技的普及而滲透著，無論是在資訊超載與科

技發明的循環關係中，抑或是在科技依賴的潛移默化中，它運作出科技/

權力的常規化效果，並藉以區分、形成優劣勢的權力關係。此外，確定性

控制除了做為一種價值理念深化進個體的主觀意識中，同時也表現在資訊

科技的技術特性上，亦即網路空間中強大的監看能力。而這樣的監看在今

天已然使得全然的可見性徹底地降臨在個體的身上，各種描繪個體樣貌的

數位化資料不停地被搜集與重新組合。最後，不僅是因為確定性控制的價

值取向形成了優劣勢的權力關係，經由監看科技的中介，更形成了觀看與

被觀看的不對等地位。於是，深切地認識到了網路空間中強大的科技/權力

作用後，下一章，我們將開始一個逾越可能性之討論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