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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訊科技的「逾越」問題 

 

在上一章中，藉由 Foucault 的觀點所形成的三個提問，我們描繪出網

路空間科技/權力作用的圖像。接著，我們將把問題轉向下一個領域，也就

是「權力/自由」的問題。換言之，循著 Foucault 對於權力的分析路徑，在

探討完網路空間中的科技/權力作用之形式後，我們最後也就要進入對於

「逾越」(transgression)問題的探問。就本文的立場而言，認識“權力＂的作

用後，緊接著的便是“自由＂是否可能？或是如何可能的問題，故在此，

一種探詢科技/權力的逾越實踐可能性之問題必須要展開。 

  

4.1 何謂逾越？如何可能？ 

 

    或許，在今日要試圖去宣稱一個不再有資訊科技或甚至是科技的烏托

邦式未來，藉以避免所有科技之中蘊含著的權力問題，這似乎已經是難以

想像的事情(沒有電腦跟網路的生活，大概會讓一大群人暴動吧…)。但至

少我們必須要開始思考，究竟內在於這些資訊科技之中，什麼東西不是我

們必然需要的，什麼又是可以選擇的。我們試圖尋找的是對於自身當下的

認識，以及進一步可能的自我掌控與選擇。這或許便是 Foucault 的逾越

(transgression)實踐之內涵所在。以下為了討論網路空間中科技/權力的逾越

問題，我們需要在本節先對 Foucault 的逾越概念有所闡述及認識，而這主

要將依據 Foucault 晚年的幾篇重要文章及演講。 

 

4.1.1 啟蒙與批判 

 

    生命的本質就在於它時時刻刻面臨可能性，時時刻刻與『過

度』、『極限』、『冒險』和『逾越』相遭遇；生存之美，恰恰就在

逾越中閃爍出它的耀眼光輝。(高宣揚,2004：8) 

 

    什麼是 Foucault 所謂“尋找可能的「逾越」(transgression)＂，我們可以

很清楚地在 Foucault 晚年〈何謂啟蒙〉這篇文章中看到。在這篇文章中，

Foucault 以 Kant 及其在 1784 年對於啟蒙問題之回答為討論對象，並進而闡

釋自己一生的學術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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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Kant 在 1784 年於《柏林月刊》上對於何謂啟蒙此一問題的

回答這篇短文中，認為「啟蒙」乃是一個人走出其自身招致的未成年

(immaturity)狀態的過程，而所謂的未成年狀態，即是一個人無法獨立不依

靠外在的指導來使用其自身理性知識能力的狀態。(Kant, 1997：7)好比說我

們可能會不加思索地依賴、聽從書本的知識，或是醫生、老師的建言與教

訓等等。因此，啟蒙的過程也就是在個人的意志、外在權威的指導以及理

性的使用這三者之間關係的變化。(Foucault, 1984b：35)而對於 Foucault 來

說，在 Kant 所描繪的這種啟蒙過程之中，有一個必須存在的元素，這個元

素就是「批判」(critique)，「因為，批判的角色即是定義著在什麼樣的情況

下理性的使用是正當的…。」(Foucault, 1984b：38)藉此，Foucault 企圖強調

的是，Kant 這篇文章與其自身的哲學事業之間的關聯性80。同時，Foucault

認為 Kant 的問題也不同於其他探問的形式，這些形式81總是會將其當代與

總體的歷史進程連結起來，而 Kant 的方式則是批判性地探問自身當下

(present)的狀態，以及詢問“今天＂在歷史上所具有的差異性。(Foucault, 

1984b：34)因此，Foucault 認為當 Kant 以這樣的形式探問自身時代這一啟蒙

事件為何時，它有了獨特性。什麼樣的獨特性？Foucault 認為，Kant 的這

篇短文「就某種意義上來說，是處於批判性反思(critical reflection)與歷史反

思(reflection on history)的交叉點上。」(Foucault, 1984b：38)也就是說，這是

一位哲學家將其當下同時視為歷史中的一種差異存在，以及視為一個特殊

的哲學任務而產生的寫作。 

 

    然而，就是在「批判」與「啟蒙」兩者之間的距離，標明了 Foucault

與 Kant 之間的承續關係。我們來看看這一段 Foucault 在對 Kant 的啟蒙稍做

討論後所說的話： 

 

我試圖強調的是，一方面，在某種程度上，有一種哲學質問

的 形 式 可 以 說 是 植 根 於 啟 蒙 之 中 的 ， 它 同 時 問 題 化

(problematizes)了人與其當下的關係、人的歷史存在形式，以及

做為一個獨立主體的自我的構成；另一方面，把我們與啟蒙連接

                                                 
80 也就是說 Foucault 認為，Kant 的這篇論何謂啟蒙的文章實際上是與其三大批判的哲學

問題有著重要的關聯的。理由就如同我們所說的，批判決定了何時可以正當地使用理

性。甚至 Foucault 認為，「就某種意義來說，批判是啟蒙時代中理性運用的指南，反過

來說，啟蒙即是一個批判的時代。」(Foucault, 1984b：38)類似的討論也可以在 Foucault
的另一篇文章〈何謂批判〉中看到，請參閱(Foucault, 1997a) 

81 Foucault 在其討論之中，以 Plato、Augustine 與 Vico 分別說明了三種不同類型的形式，

詳細討論請參閱，(Foucault, 1984b：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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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來的，並不是對於學說教條的忠實，而是一種態度的永恆不斷

的活躍，一種可以被描述為對我們自身歷史永恆地批判的哲學精

神(ethos)的不斷活化。(Foucault, 1984b：42)  

 

在這段話之中，Foucault 暗示了他對 Kant 這篇回答啟蒙問題之短文的兩種

態度。前半部分是與 Foucault 自身事業相關的那種對於當下問題化的哲學

質問方式，一種與主體自我建構相關的哲學探究。而後半部分則表明了另

一種反對的態度，反對對於任何學說與教條的忠實態度。我們先就這部分

做一些討論，爾後再回來看 Foucault 自啟蒙中承續了什麼。 

 

我們可以看到，Foucault 認為，Kant 在對於啟蒙問題作回答時，同時

也將這一寫作與其自身的哲學事業接連了起來。要能夠“啟蒙＂，要走出

Kant 所謂的未成年狀態，這必須經由“批判＂才得以可能。Foucault 認為，

在 Kant 的事業中，這種批判是與我們的知識及其界限相關。(Foucault, 

1997a：35)也就是說，Kant 認為，批判乃是一種與理性運用的合法性以及

知識正當性相關的問題。因此，藉由將其批判事業與啟蒙問題並列，Kant

在歷史中引進了一個重要的分析程序，也就是「對於認識(knowing)的歷史

形式正當性之探究」(Foucault, 1997a：49)，以及如 Foucault 所說，這就是對

於「知識對其自身形成了什麼樣錯誤的概念，它使其自身接觸了什麼樣的

過度使用，以及，因此，它與什麼樣的支配產生了連結」的探究。顯然地，

Foucault 並不贊同這樣的路徑，他認為： 

 

批判確實是對於界限的分析與反思。但是如果 Kant 的問題是

要去尋找知識認識不可逾越的界限，對我來說，批判的問題在今

日應當被轉為更為積極的問題：在對我們來說是普遍的、必然的、

不可避免的東西之中，有哪些是個別的、偶然的、專斷強制的成

分。總之，問題在於把在必然的限定形式中所做的批判，轉變為

可能的逾越的實踐批判。(Foucault, 1984b：45) 

 

這也是他在另一場訪談中認為知識份子所應採取的姿態，「知識份子最根本

的政治問題，不在於批判那些被認為與科學相關的意識形態內容，或是確

保自身的科學實踐伴隨著的是正確的意識形態，而是去探求建構一個新的

真理政治(the politics of truth)的可能性。」(Foucault, 1984a：74)也就是說，

Foucault 認為我們應當去分析的不是知識的必然界限，不是去批判某種知識

的正當性，或企圖將真理與意識形態區分開來，因為在 Foucault 看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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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早已是權力，(Foucault, 1984a：75)亦即，所有知識系統的成形必定預設

了某種具有權力效應的規則，同時，也沒有任何一種權力機制不需要相應

的知識領域82。如此一來，Foucault 認為我們應當做的是，從另一個角度來

觀看啟蒙，這個角度不再是知識的問題，而是權力的問題。(Foucault, 1997a：

49) 

 

    也就是說，在 Foucault 那邊，批判不再是為了尋求知識的正當性界限。

他在〈何謂批判〉一文中，為批判所下的定義乃是，「批判即是試圖不被那

樣地(like that)宰制著的藝術。」(Foucault, 1997a：28-29；72)在 Foucault 看來，

批判與宰制在歷史之中始終是相伴隨著，不論是在宗教、法律還是知識的

面向上。藉由批判，Foucault 認為「主體給予了自己這樣的一個權利(right)，

使其能夠質問真理的權力效果，以及質疑權力所具有的真理論述，」(Foucault, 

1997a：32)並且，「批判能夠保證主體在我們所謂真理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uth)之脈絡中的去屈從化(desubjugation) 。」(Foucault, 1997a：32)是故，

Foucault 才會不同意 Kant 的批判路徑，在 Kant 那邊，被正當化的知識仍然

在我們身上施展著權力的效應；Foucault 也才會認為，「我們該做的是，從

分析或多或少地被啟蒙所歷史地決定著的我們自身著手。對這樣的我們，

盡可能從事精確地歷史性探問，同時，這樣的探問不是要指向那存在於啟

蒙 之 中 並 且 必 須 被 保 存 的 理 性 核 心 ， 而 是 指 向 必 然 性 的 當 代 界 限

(contemporary limits of the necessary) 。」(Foucault, 1984b：43)換言之，這種

歷史分析不是要圍繞在理性的運用及其界限之上，而是要轉向分析那些與

我們自身做為一個獨立主體之建構相關的歷史事件，分析那些形塑個體主

體性的真理與權力之機制，並探問哪些必然性不再是必不可缺少的部分。 

 

這樣一來，Foucault 認為將產生這樣的一個結果：「批判不再是一種尋

求著普遍價值之形式結構的實踐，而是對於那些事件(events)的歷史研究，

那些事件使我們建構起我們自身，並且將我們自身認識為我們所為、所思、

所言的主體。」(Foucault, 1984b：45-46)在 Foucault 來說，這是一種「自我

的 批 判 存 有 論 」 (critical ontology of ourselves) ， 它 採 取 的 乃 是 事 件 化

(eventualization)的歷史探究模式。它的目的乃是對於自身主體構成的那個歷

史當下、那些偶然的歷史事件，做出批判性的分析與認識。這樣的批判問

題不是要去探問理性運用的界限，Foucault 在這裡將批判的概念延伸到了界

                                                 
82 Foucault 這裡的看法，置換至本文的討論範疇中同樣適用，也就是說，換到資訊科技的

場域中，同樣也是如此，當科技本身的創造就預設了某種權力效應時，我們應當關切的

不應再是科技本身使用上的正當性問題，而是該轉換角度觀看其中的權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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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之外，或者說，是站在邊界之上思考界限，並探問哪些當代的必然性界

限其實不是必然如此。Foucault 認為，這才是我們從啟蒙之中所繼承的那種

自身永恆地批判的哲學精神(ethos)83。 

 

同時，Foucault 認為，為了避免這只是一種空洞的自由之夢(empty dream 

of freedom)，這種歷史批判的態度必須是實驗性的(experimental)。在這裡，

Foucault 指的是「這個在我們自身界限上從事的工作，一方面，它必須開啟

一個歷史探問的領域；另一方面，它必須將其自身推向對於真實、對於當

下真實的檢驗，並且掌握住改變成為可能以及可欲的那個地方，以及決定

這樣的改變應該採取的明確形式。這也就是說，這種自我的歷史存有論必

須要避免一切宣稱總體的與徹底的計畫。」(Foucault, 1984b：46)如此一來，

Foucault 將這種逾越必然性界限的實踐，這個對於自身當下的存有論批判轉

化為一場又一場的游擊戰。我們可以從他整個學術事業之中看見。不論是

在瘋癲、疾病、監禁或是性論述的領域之中，他一生都貫徹地實踐著這樣

的哲學精神。對 Foucault 來說，「這種自我的批判存有論(critical ontology of 

ourselves)不能被視為一種理論、學說，或是一套不斷累積的永恆知識體；

它必須被視為一種態度、一種精神氣息(ethos)，一種哲學生活，在其中，

對於“我們所是為何＂的批判，同時也就是對於那些強加於我們身上的界

限的歷史分析，以及超越它們的可能性之實驗。」(Foucault, 1984b：50)  

 

最後，或許我們可以總結地為“何為逾越＂做出一個闡述：逾越乃是

個體對於其自身當下歷史的批判性實驗，它試圖在當代的必然性界限之中

找尋不必然如此的可能性；也就是在構成個體之主體性的諸多歷史偶然事

件中，探究真理的權力機制，並尋求不那樣地被宰制的可能性84。我們甚至

可以說，這種逾越的態度，在某種程度上正是將我們與啟蒙連接起來的哲

學精神。 

 

4.1.2 自由的精神 

                                                 
83 也就如同柯朝欽所說的，「對 Foucault 來說，Kant 所立基的兩個批判性傳統，他不是站

在真理分析的傳統，而是站在追問；我們的現今是什麼？在當下範圍內，我們有可能的

經驗是什麼？那可稱為『當下的存有論』(ontology of the present)或『我們自身的存有論』

(ontology of ourselves )的傳統…。」(柯朝欽, 1996：61)  
84 也因此，在這裡特別要注意的是，從 Foucault 對於所謂的“批判＂之態度來看，本文

認為“逾越＂也就不是要指向一個超越了所有界限的所在，既然權力總是存在於人的社

會關係之中，那麼，逾越的意義也就在於 Foucault 所謂的哲學態度，一種站在邊界之上

省思自我之當下的態度。或是如柯朝欽(1996)所說的，就是個體對於自我生命的創造、

經營，以及在其中學習調度諸力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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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必然界限的批判性逾越又是如何可能？有沒有什麼標誌、

特徵能夠保證啟蒙的批判精神將會延續下來，能夠保證逾越的實驗可能展

開？ 

 

要回答此一問題，我們可以看看 Foucault 另一篇相關的文章，〈何謂革

命〉85。在這篇文章中 Foucault 同樣以 Kant 及其啟蒙問題做為討論的開端，

在這裡他再一次地談到了 Kant 的啟蒙問題是如何因其對於當下的質問而成

為獨特的哲學問題，(Foucault, 1997b：85-86)也就是其所立下的那個當下存

有論(ontology of present)批判傳統。並且，他認為 Kant 對於啟蒙問題的回答

沒有終止在 1784 年的那篇短文之中，而是延續到了 1798 年的另一篇文章

裡。在這篇文章中，Kant 遭遇到其當下的問題乃是於 1794 年德國的哲學論

爭中就已形成的，這個問題詢問的是，究竟什麼是法國大革命？(Foucault, 

1997b：89)實際上，Kant 的這篇文章是屬於那個時代之中一個論爭之下的

產物，這個討論的主題乃是「對人類而言，持續的進步是否存在？」86Foucault

說明了針對此一問題 Kant 所提出的一連串推論，也就是如果人們要確信人

類持續進步的可能性，那麼他就應該要去找尋一個原因，一個實際上能夠

促使著某些事件發生的原因。(Foucault, 1997b：90)也就如同 Foucault 所說

的，「因此，跟隨著一種使得進步成為可能的目的論框架是不足夠的，我們

必須尋找的是歷史中具有著標誌(sign)價值的獨特事件。」(Foucault, 1997b：

90)這個標誌指明了人類持續進步的原因，Foucault 說，這個標誌乃是在過

去是值得記憶的(rememorative)，在今日是足資證明的(demonstrative)，在未

來則是可供預測(prognostic)。(Foucault, 1997b：91)也就是說，這是一個在歷

史之中將會恆常地存在著，並引領人類進步方向的一個指標。 

 

    Kant 對於此一推論接下來要指向的歷史事件，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然

而，大革命在什麼意義上是一個具有標誌價值的歷史事件呢？Foucault 首先

就指出了，「對於 Kant 來說，大革命的重要性並不在這個面向上，不論是

革命的戲劇性還是革命的功績…，這些都不是構成那值得記憶、足資證明

                                                 
85 〈何謂革命〉是 Foucault 在 1983 年的一篇演講稿，在英譯本中，Gordon 將題名譯為〈Kant 

on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Hochroth 則譯為〈What Is Revolution？〉，本文所參

考的乃是後者。 
86 也就是當時對於大學之中不同學院之間的關係的論爭，總共有三篇文章被收錄在《學

院之爭》文集中。Kant 的文章乃是屬於第二篇關於哲學院與法學院之間關係的討論，

在這裡，主要的問題圍繞在人類持續進步的可能性上。(Foucault, 1997b：89-90)而 Kant
的論述則是架構在對於法國大革命之意義的討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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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供預測的事件的東西。」(Foucault, 1997b：93)因為，對於 Kant 來說，

大革命所建立的榮耀不過是反轉了舊有的秩序；並且，倘若大革命再度發

生，它也絕不會再以相同的方式進行。也就是說，「革命的過程並不重要，

至少對於進步或是我們在尋找的那種進步標誌來說，革命的成功或是失敗

是毫無關係的。」(Foucault, 1997b：94)同時，也因此，做為一種“倒轉＂

(reversal)，做為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的事業，做為一種過於沉重的代價，大

革命自身是無法被視為一個支持人類在歷史中持續進步的原因標誌，相反

地，Foucault 認為，在大革命之中具有著重要的進步標誌意義的乃是那種

Kant 所謂的「近乎熱情的嚮往同情」(a sympathy of aspiration that borders on 

enthusiasm)。(Foucault, 1997b：94) 

 

    也就是說，Foucault 認為大革命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歷史事件，乃是由

於其中所具有的一種熱情與熱望。不是因為大革命本身的功績，也不是因

為其中中堅份子的作為，而是由於被捲入其中的那些人們心中所存在的那

種對於革命的熱情。(Foucault, 1997b：94-95)這才是一直存在著，並且會繼

續存在下去的重要標誌，即便革命的結果可能會被質疑，但是，Foucault

說 ，「 我 們 不 會 忘 記 的 是 ， 在 其 中 所 顯 露 出 來 的 這 種 人 類 傾 向

(predisposition)。」(Foucault, 1997b：95)反過來說，也就是這種人類的傾向

保證了持續進步的可能性。然而，這種存在於大革命之中的熱情，這種存

在於觀看著大革命的人們的心中的傾向又是什麼？Foucault 說，「這只有在

天性(nature)與自由(liberty)兩者根據內在的律法原則結合之時才能夠顯示出

來。」(Foucault, 1997b：96)而這個內在的律法原則，Foucault 所指的乃是在

大革命之中，那被人們自己選擇出來適合其自身的政治憲法之道德原則。

也就是說，在 Foucault 看來，大革命做為一個進步的事件，無論再怎樣精

細的政治運作都無法影響它；只有在人類的天性熱情與自由藉著這樣一件

事情結合起來時，它才成為一事件而被顯現出來：人們勇敢地選擇適合於

自身的政治憲法。這樣的一種選擇與它所具有的法律原則具有什麼樣的意

義？我們認為它所標示著的是個體獨立地、認真地看待自身的當下，不再

是簡單地服從，而是勇敢地思索、追求著適合於自己的那個政治憲法87。因

                                                 
87 讓我們說得更仔細一點，回到 Kant(1997)對於啟蒙問題的回答之中，他將理性的使用區

分為私人的(private)與公共的(public)，而啟蒙的自由所要求的乃是理性的公共使用之完

全自由，但在理性的私人使用上卻必須服從。也就是說，人做為一個社會組織裡的個體

時，他必須要服從；但人同時也是做為普遍的人的存在，因此他必須能夠自由地以這樣

的身分公開地使用其理性對社會發出批判與質問。也就是這樣近似於理性的自律的契約

下，Kant 推導出啟蒙自由的內涵， 也同時，這樣的自律與自由更反過來確保了人民能

夠擁有他們認同的憲法，因為當理性的公共使用是完全自由之時，人們得以藉由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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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種標誌著人類進步可能性的自由之熱情天性，我們可以說它乃是連

接在個體與其自身當下的關係之獨立思考性上88。也因此，Foucault 將大革

命視為實現(completes)與延續(continues)了啟蒙的過程，並且認為啟蒙與革

命同樣都將是人們永遠記憶的歷史事件。(Foucault, 1997b：95-96)。如此一

來，就大革命做為啟蒙的實現來說，或是就啟蒙的實現做為一種進步事件

來說，我們認為那種自由的熱情天性也應當同樣地存在於啟蒙的過程之

中，以一種人類持續進步之可能性的標誌之意義存在著。換句話說，也就

是我們認為這種自由的熱情天性也同樣可以被視為是“啟蒙＂可能性之標

誌。 

 

    然而，這樣一種標誌人類進步可能性的保證，跟我們所討論的逾越實

驗之可能性有什麼關係呢？首先，我們不能忘記的在前面我們曾經談到，

Foucault 是如何將其自身學術事業與 Kant 所立基的那個當下存有論之批判

傳統相連。在〈何謂革命〉之中，這也再一次地被 Foucault 所強調。(Foucault, 

1997b：99-100)那麼，當 Foucault 站在 Kant 的當下存有論傳統之中時，啟蒙

在 Foucault 看來是什麼？具有什麼樣的重要意義？我們知道，不同於 Kant

的真理分析傳統，Foucault 將啟蒙轉換成一種更為積極的過程。這個過程不

再是 Kant 所建立的那種對於真理、知識界限的批判，進而認識到自身理性

                                                                                                                                  
討論與批判來為自己決定適合的律法，並進而對政府產生影響。這是一個完全理想的啟

蒙圖像，人們在私人的理性運用中服從於律法，但這律法必須是符合於此普遍理性原則

的，是人們可以完全藉由理性的公開運用加以批判的，在這其中，Kant 認為雖然對於人

們的自由有所限制，但卻也使人們能夠自由地發展其身為人的理性思考之運用能力。在

這裡，Kant 的哲學任務也就轉向了真理的分析學，也就是思考理性認識的界限問題，然

而，Foucault 認為 Kant 的批判哲學同時也建立了另一個「當下存有論」的傳統，也就是

對於個體自身存在的當下的面貌的追問，因此，啟蒙的任務在 Foucault 看來應該被轉換

為更為積極的探問形式。在這裡，我們也就可以認為，對於 Foucault 來說，如何或是何

時的理性之使用才是公開的，以及對於理性的認識能力之界限分析這些不是重要的問

題，重要的是個體對於其自身當下的關切與探問，換言之，這裡標誌著進步之可能性的

自由之熱情天性雖然人們的天性與自由根據內在的律法原則結合時才顯現出來的，但在

Foucault 所立足的當下存有論傳統之中，重要的不是那種理性的自律所帶來的自由，而

是個體對於自身當下之關切所嚮往的自由。 
88 換言之，我們在這裡認為的是，這種 Foucault 所指認出來的，我們將其名為「自由的

熱情天性」的人類傾向，它既然是藉由人類選擇適合其自身的律法之行為及其所具有的

道德原則將人類的熱情與自由的解放結合起來，而人類選擇適合自身的法律，或是說這

樣被選擇出來的法律原則，又是一種獨立地思考自身當下的行為象徵，一種不再單純地

服從於他人的行為象徵，那麼，我們試圖更抽象這樣的一種人類傾向。這種傾向乃是源

自於人類的熱情與對自由的熱望，但這兩者必須藉由個體獨立且認真地思考著自身的當

下之行為，思考著什麼樣的自由、什麼樣的生活才是適合於自己的這個行為，才得以結

合在一起並成為人類持續進步的一種標誌。因此，這是一種連接在個體與其自身當下的

關係之獨立思考性之上的自由之熱情天性。 



 
資訊時代的科技、權力與自由 

                              

 71

運用之正當性並成為獨立之主體的啟蒙過程。在 Foucault 看來，啟蒙的過

程應該轉換成一種更為積極的批判問題，這種批判問題是去質問自身當

下，去探問主體的歷史存在之形式，去考察自身主體的建構過程，去發現

其中真理與權力的運作機制，也就是去尋找當代必然性界限中可能的逾越

形式。如此一來，最後我們可以說，既然自由的熱情天性做為一種人類持

續進步的記號，同時也可以標誌啟蒙的可能性，而那樣的一種逾越實踐又

是一種積極的啟蒙問題，那麼其可能性，就應當也是由人類的天性傾向之

中的那種自由與熱情所標誌著89。 

 

    總之，我們在此所要闡明的是，我們可以將 Foucault 所尋求的逾越實

驗之可能性，置於這種自由的熱情天性之人類傾向中90，這種自由的熱情天

性乃是連接在個體與其自身當下的關係之獨立思考性上，換句話說，這不

是對於任何權威單純地嚮往的熱情，它追求的自由是出自於關切其當下之

主體面貌，並獨立思考後的答案91。 

 

4.1.3 知識份子的角色 

 

    討論完 Foucault 的逾越概念及其可能的保證為何後，接下來我們希望

帶進 Foucault 對於現代知識份子在逾越實踐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分析與期

許。這樣的做法是希望能夠再聚焦本文接下來的討論，畢竟，雖然我們提

出了“自由的熱情天性＂做為逾越可能性的保證，但這對於討論及描繪整

                                                 
89 這一對於逾越可能性的保證，實際上也可以隱約地見於 Foucault 自身的陳述之中。也

就是當 Foucault(1984b)認為逾越的批判存有論不應被視為是一個理論學說，而應將其還

以一種態度、精神氣息(ethos)時，就如柯朝欽所說，「Foucault 將越界的可能性的原初置

於一“態度＂上。」 (柯朝欽, 1996：65)而這所謂的態度、精神氣息，從 Foucault 的論

述中我們可以知道，便是那種關切自身當下的熱情以及對自由的渴望。 
90 當然，這樣的說法不應當簡化為：只要具有自由的熱情天性就可以逾越必然性界限。

這種人類的傾向乃是持續進步的可能性保證，而不是必然保證。它只會以一種偶然地事

件的形式展現，而不是一種必定的歷史進程。因此，無論是啟蒙的完成、大革命還是逾

越的實驗，都是由這種人類的天性傾向標誌著可能性，換句話說，雖然它不保證著進步

的必然產生，但沒有這種天性，持續進步便甚至失去了一絲的可能性。試想，若人們沒

有絲毫對於自由渴望的熱情，沒有絲毫認真看待自身當下的態度，所有的進步、成熟以

及對於自身必然性界限的超越要如何可能？ 
91 必須補充說明的是，在這裡雖然我們是回到法國大革命時代之下尋找逾越的可能標

誌，但這不意味著我們在今天所追求的自由之理念，就等同於大革命時代的自由。無疑

地，當權力的概念在 Foucault 的眼中隨著時代有了轉變時，所謂的自由也同樣改變了。

畢竟，當我們循著 Foucault 所說的那種無所不在的權力觀點看出去時，還妄言有完全解

放的自由絕對是不適切的，而今日我們可能擁有的或許已成為那或多或少掌握選擇能力

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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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網路空間科技/權力的逾越問題來說仍然太過於抽象，是故，選擇一個群

體並討論其實踐逾越之可能性或許能夠使分析更為具體化。然而，這樣的

選擇並不是要將逾越可能性之保證從“自由的熱情天性＂化約為“知識份

子的自由之熱情天性＂92，當然也不是要說只有知識份子可能實踐逾越。這

樣的選擇或許除了將分析具體化之外，也就是為了延伸 Foucault 對於知識

份子在逾越實踐中的角色問題之討論。 

 

    在一場有關於真理與權力問題的訪談中，Foucault(1984a)最後陳述了他

對於現代知識份子可能的角色與功能之看法。Foucault 認為，「在過去，知

識份子的最佳代表乃是具有普遍地自覺且是自由的主體的作家(writer)。」

(Foucault, 1984a：68)他們承載著真理與正義的普遍價值，對抗著社會上的

權力、專制與不公義，因此，這種表現為天才作家的普遍知識份子在 Foucault

看來正是法學家(jurist)的後代。(Foucault, 1984a：70)然而，這種偉大的作家

形象在今天已經失去了重要的地位，隨著各種科學專業的發展，Foucault

認為今天的知識份子的形象已經從“普遍的＂轉變為“特殊的＂知識份子

(specific intellectual)，他們在各個分殊領域中扮演著「絕對(absolute)的專

家」，並且「不再承載著所有人的價值，以對抗不義的權威與其執行者…，

而是無論為國家服務或是反對著國家，他們都擁有著能夠造福或是摧毀生

命的能力。」(Foucault, 1984a：71)比方說，在 Foucault 看來可以被視為是由

普 遍 知 識 份 子 向 特 殊 的 知 識 份 子 之 形 象 轉 移 的 關 鍵 的 原 子 科 學 家

Oppenheimer93，無論要說他所代表的意義是全人類的福祉還是惡夢都不為

過。 

 

    因此，隨著“專家＂的重要性日增以及“作家＂形象的消逝，Foucault

認為，「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需要重新思考特殊知識份子的功能的時刻。」

                                                 
92 因為這樣的說法或許與 Kant 的觀點將有所牴觸，在 Kant 討論大革命的意義的那篇文

章中，他認為進步的標誌不是在革命中心的那些重要人物的身上，而是存在於周遭的那

些觀看著大革命的人們的心中，換言之，Kant 並不把這進步的標誌特別放在某個重要

的群體之上，重要的是那存在於人們心中的天性。 
93 Robert Oppenheimer，二次大戰間，助美國發展原子彈的科學家，被稱為「美國原子彈

之父」，然而，對於 Oppenheimer 來說，理解到核武的威力後，他一直都在為了促成各

國之間的核武限制政策與合約而努力。因而，Oppenheimer 一方面做為科學家追求著科

學發展上的突破，但一方面基於其人道關懷的立場，他也同時極力倡導在核武發展上的

節制與和平理念。此外，晚年 Oppenheimer 也因其不贊成美國繼續發展殺傷力更為驚人

的氫彈，而遭到政治上的一些迫害。因此，Foucault(1984a)認為這標示了一個知識份子

首次不是因為他所提出的普遍性論述，而是因為他所掌握的特殊知識，而在政治上構成

了威脅。另外，也可以參考傅大為(1993)的討論，在其中他以「權力屋簷下的科學」形

容了 Oppenheimer 等，以及台灣當代的科學家在體制中所佔位置的意義。 



 
資訊時代的科技、權力與自由 

                              

 73

(Foucault, 1984a：72)他甚至認為，「無論他們本身是否願意接受，做為特殊

的知識份子─譬如核子科學家、電腦專家94或是藥理學家等，他們在政治責

任上的角色將會越來越重要。」(Foucault, 1984a：72)特殊知識份子的角色

重要性，在 Foucault 看來乃是與其在局部權力關係中所處的位置息息相關，

也就是說，特殊的知識份子由於其所擁有的專業知識，故而也就處於局部

權力關係之中的重要戰略位置，也就能夠與真理機制的普遍功能相連結。

換言之，在 Foucault 看來，特殊知識份子的特殊性也就能夠使其在真理政

治的普遍層次上，進行操作與鬥爭，並展開環繞著真理的戰鬥。(Foucault, 

1984a：73-74)最後，Foucault 總結地提出了他對於特殊知識份子應然之角色

的看法： 

 

    知識份子最根本的政治問題，不在於批判那些被認為與科學

相關的意識型態內容，或是去確認自身的科學實踐伴隨著一個正

確的意識型態；而是去探求建構一個新的真理政治(politics of 

truth) 的可能性。問題不在於改變人們的意識─或他們腦袋裡的

東西─而是在於生產真理的政治、經濟、制度的規格模式。

(Foucault, 1984a：74) 

 

    故而，我們可以在這場訪談中看到，Foucault 冀望特殊知識份子能夠試

圖去拆解個別領域中的權力機制，試圖去挖掘真理所隱藏的權力效應，而

這正是逾越各種權力所劃下的必然性界限的第一步。如此一來，結合前面

兩節的討論，我們若要為特殊知識份子之逾越可能性尋求一些保證，那便

同樣也需在特殊份子中尋找那種自由的熱情天性，換句話說，在各個領域

中，去尋找具有自由之熱情天性的特殊知識份子。 

 

4.2 黑客：特殊的知識份子？ 

 

在我們這個科技時代的核心存在著一群非常精采的人，他們

自稱為黑客(hackers)。他們不是名聞遐邇的影視名人，但是他們

的成就無人不知、無人不曉，奠定了現今這個日新月異的網路社

                                                 
94 Foucault 在這裡提到了電腦專家，或許也可以為本文所做的努力提供一個基礎，亦即在

電腦科技的領域中相關的權力問題應也是存在的，而電腦專家在其中將扮演重要的角

色。但我在這不是要藉此證成黑客的重要性，而是試圖對於權力無所不在的觀點提出呼

應，亦即，即便是電腦科技的領域也可能存在權力的問題，而我們也必須去思考相關逾

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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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科技基礎，舉凡網際網路(the Internet)、全球資訊網(the 

Web)、個人電腦以及許多重要的軟體，都是他們的貢獻。(Himanen, 

2002：9)  

 

    接下來本文將討論一群人實踐逾越的可能性，這群人自稱為「黑客」
95(hackers)。他們可以說是在我們討論的網路空間領域中，最重要的一群特

殊知識份子。一方面，沒有黑客社群的付出與貢獻，Gibson 的網路空間可

能無法在今日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而我們也就無法享受如此便利的生活
96；另一方面，黑客做為具有著一個典型核心價值─一種我們可以稱為自由

與共享的精神97─的社群，在本文看來，又較其他的電腦專家們似乎更可能

成為 Foucault 所期許的特殊知識份子。畢竟，在 Foucault 看來，並非所有的

專家都可能起而反抗，總是可能只有那少數的一群人能夠試圖去實踐逾越

界限的可能性。因此，似乎以黑客做為討論的對象會是一個有意義的選擇，

一群具有自由精神的特殊知識份子。 

 

    然而，黑客文化中的自由精神與我們先前所提到的逾越可能性之標誌

是相同的嗎？如果是，黑客社群又是否真能夠產生一種逾越的實踐？這一

切都還有待討論與釐清，或許最後也不會有標準的答案，本文在此無意先

設地將黑客視為是網路空間的救世主，黑客的角色在此應當被視為是一個

值得討論的問號，而不是熱烈擁讚的驚嘆號。而這一切，或許應當從對於

黑客文化更深入的認識開始。 

     

                                                 
95 他們常常被與所謂的「駭客」也就是「怪客」(cracker)混為一談，然實際上他們是不同

的。依照 Eric Raymond 的說法，「基本上，hacker 和 cracker 之間最主要的不同是，hackers
創造東西，而 crackers 破壞東西。」(Raymond, 
http://www.catb.org/~esr/faqs/hacker-howto.html)同時也像賴曉黎所說的，這樣的混淆是

某種污名化的手段，請參閱(賴曉黎, 2000：5；45)，另外，類似的論述也可參見(Nissenbaum, 
2002)。而本文在此主要討論的對象乃是黑客(hackers)，而非駭客或怪客(crackers)。 

96 但相對地，我們也承受著那些我們曾討論過的科技/權力。不論是便利或是權力都與黑

客的作為相關，以下我們將會更深入地討論。 
97 在這裡，我們之所以將這種自由與共享的精神稱做為典型的核心價值，而不是普遍共

享的核心價值，乃是因為在黑客這個群體之中，有著太大的異質性，若聲稱這種自由與

共享的價值是存在於每個黑客心中，那無疑是太簡化了黑客社群。因此，我們在這裡討

論的主要對象乃是那些具有著典型的自由精神的黑客們。而這種自由與共享的精神乃是

Levy 所總結的黑客倫理(the hacker ethic)中的核心元素，所謂的黑客倫理乃是相信 1.電
腦(以及那些可能教導你世界運作方式的東西)之使用應是不受限制且完全的；2.所有的

資訊都應該是自由流動的；3.拒絕任何形式的權威；4.一個黑客的評價乃是取決於他的

開闢行為(hacking)，而不是年齡、種族等假標準；5.你能在電腦上創造藝術與美；6.並
且，電腦能夠使你的生活變的更好。(Levy, 2001：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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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點燃自由的火焰98 

 

認識到並堅持著資訊共享理念的黑客社群，他們伴隨資訊時

代而生，也真正實做出基於共享理念、且具有自由和開放特質的

網際網路。他們並藉著這個媒介，實踐並傳播這個共享、自由和

開放的文化。(賴曉黎, 2000：17)  

 

    然而，詳盡地追溯整個黑客文化的歷史並不是本文主要的目的，本文

在此希望圍繞著一個主軸來簡短地回顧黑客文化的歷史─雖然這可能是危

險的舉動，但我們相信這是有意義的。這一個主軸也就是黑客文化中最為

典型的自由與共享精神。圍繞著黑客文化的自由與共享精神，我們認為可

以將黑客的歷史視為一場為了更多的自由以及更普遍地共享而持續不停的

戰鬥史。粗略地說來，黑客的戰鬥歷史主要可以分為兩個階段，前一個階

段可以說是由第一代的黑客們協力完成了，而這一個階段的戰鬥，則正由

新一代的黑客們熱情地參與著。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曾借由 Beniger 以及 Castells 的討論追溯了這個

資訊時代的成因。在那裡，我們沒有提及的是這個變革中堪稱“英雄＂99的

幕後推手，也就是第一代的黑客100。沒有這些黑客們無私的努力與貢獻，

今天這個資訊時代甚至不會到來。他們造就了我們這個時代的科技基礎，

或者用 Castells 的話來說，他們促成了今天這個資訊科技主義範型的產生，

並進而影響了整體社會文化之變遷。其中，網路空間以及各種與這個“真

實虛擬的世界＂101有關的各種現象，也是由黑客們所共同促成的，甚至可

以說，它是這個資訊時代中，最純粹的一種黑客文化產物，最重要的一個

戰鬥成果。 

 

                                                 
98 這個名詞是出自於洪朝貴一篇有趣的文章，〈酋長與巫醫的對談：自由火焰的經濟價

值〉，請參閱網址，(洪朝貴, http://www.cyut.edu.tw/~ckhung/a/c031.php)。 
99 最起碼在 Levy(2001)的書中，他是這樣看待那群電腦革命中的黑客們。 
100 雖然 Levy(2001)再其書中似乎就劃分了三個不同世代的黑客，在網路上我們甚至還可

以找到其他有五代黑客的分類。然而，究竟黑客歷經了幾代的傳承這不是本文討論的重

點，因此，本文也就不對此細分，而將 60 年代起始持續地為解放電腦之使用自由努力

並造就了今天這個資訊時代之基礎的黑客們稱為第一代黑客；而本文所討論的新一代黑

客則主要是指今天為了軟體之自由而戰鬥著的黑客們。簡單來說，在本文的討論中，第

一代與新一代的黑客乃是以從屬於不同的戰鬥之中做為區分。 
101 無論要用一般所謂的「虛擬真實」(virtual reality)或是 Castells(1998)的「真實虛擬」(real 

virtuality)，在本文而言，最重要的乃是對於一種真實與虛擬共同構築而成，或甚至導致

真實與虛擬之模糊的空間、我們所“居住＂的世界的指涉與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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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反戰抗議、Woodstock，甚至長髮。60 年那一世代的真

正遺產是電腦革命。(Brand, http://members.aye.net/~hippie/hippie 
/special_.htm) 

 

    在談及黑客們在歷史中創造出的種種事業與功績之前，我們先要追尋

黑客文化的社會起源，或者說黑客文化所具有的這種自由與共享之精神根

源。根據 Raymond 所敘述的黑客文化簡史102，黑客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至

1961 年。(Raymond, http://www.catb.org/~esr/writings/cathedral-bazaar/hacker-histo 

ry/)而 1960 年代，也正是盛行著強烈的自由主義之文化與政治浪潮的年代，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乃是那反抗著既有文化及社會秩序的嬉皮運動103。

在 Brand 看來，這不是兩個不同的歷史事件，而是同一歷史潮流下的產物
104。也正如同賴曉黎所說的，「嬉皮與黑客，他們之間的共同點就在於：反

抗既存文化和社會秩序，以及懷疑和輕蔑任何中心化的權威。他們都反對

因循和例行化的生活，而抱持著堅定生命價值且勇於向流行的生活方式說

不的一群。」(賴曉黎, 2000：42)也就是說，黑客文化內在存有的是一種承

襲著 60 年代的反抗思潮的精神，他們渴望並訴求的自由乃是對於那些決定

其生活形式的中心化權威之反抗，他們是一群熱愛且認真地對待其自身生

命當下的人，不願接受流行與例行化的生活方式，渴望著創造自我的生命

形式。正是這樣的自由精神，一方面使其擁有著源源不絕的創造力，但一

方面又使其成為主流文化中的異端份子，即便他們對社會有著如此無私的

貢獻，卻終究逃離不了被污名化的下場，致使大眾往往無法看到他們應被

記憶的功績105。 

 

                                                 
102 下文中，所有對於黑客文化歷史的討論，若無特別註明則主要都是參照 Raymond 的這

篇文章。 
103 同時，我們發現，黑客文化與嬉皮運動也正與 Castells 認為的三個網絡社會之歷史成

因相關，它們分別是資訊科技革命以及自由主義的政治與文化浪潮，這多少也就更加深

了這兩者之間的關聯性，請參閱(Castells, 2002：199-200)。 
104 Brand 在其文中將黑客文化與嬉皮運動的反抗精神接續了起來，比方說，著名的黑客

Steven Jobs 或是 Lee Felsenstein 都是嬉皮。當然，Brand 也說，我們自然無法說所有的

黑客都是嬉皮，大概也很難想像將 Bill Gates 與嬉皮扯上關係。然而，重要的是那個時

代持續散發出來的創造力，這才是將嬉皮運動的精神與黑客文化連接在一起的關鍵，請

參閱網址，(Brand,  http://members.aye.net/~hippie/hippie/special_.htm)。 
105 所謂的污名化之下場，乃是指現在大眾總以為所謂的 hackers 就是那群專門搞破壞、利

用高深的電腦技術竊取別人銀行戶頭裡的金錢的 crackers。同時，對於這個資訊時代的

科技成果可能反而會將其歸功於軟體業的巨人，Bill Gates。這其實是相當諷刺的事情，

雖然 Gates 也曾是一名黑客，但他現在卻可以說是黑客們最大的敵人，而他卻反而可能

佔有著黑客們原應享有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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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承襲這一反抗精神的黑客文化，要說他們的歷史就是一連串的

戰鬥史，相信一點也不為過。而黑客文化的第一場重要戰鬥，便隨著黑客

文化的誕生一同展開了。時間要追溯到 1961 年，敵人則是那群被 Raymond

稱為「大鐵塊」106(big iron)的主機型電腦(mainframes)及其相關組織。如同賴

曉黎所說，「那時以 IBM 為首的主機型電腦，被認作是獨裁與壟斷的象徵。

主機型電腦像是一座神秘的城堡，只允許特定人進入其中，排除了大多數

普通人接近的機會。使用的語言則像中世紀拉丁文聖經，是教會神職人員

的專利。」107(賴曉黎, 2000：42)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那時一般人想要使用電

腦來處理一些數據時的可能情況，他可能需要經過層層的申請，以及花費

一筆數目不小的費用，然後還得看那些把守著“大鐵塊＂的人員的臉色，

最後，才在漫長的等待中拿到所需的結果108。這對於黑客們來說，是完全

無法忍受的，「他們蔑視那些意圖獨占和壟斷資訊的人(特別是組織)，他們

要超越企業官僚和霸道政府所制定的規則，他們不遵守這樣的規則。」(賴

曉黎, 2000：42)在黑客們看來，“大鐵塊組織＂奪走了自由的火焰，而他

們的使命便是將其打倒，並將自由的火焰還歸於人民109。因此，戰鬥展開

了，它始於麻省理工學院(MIT)的人工智慧實驗室110(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根據 Raymond 的描述，MIT 的黑客們在 60 年代時使用的是 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出產的迷你電腦(minicomputer)以及他們自行研發的

分時系統(time-sharing system)，這樣的系統提供了黑客們更為普及地使用電

腦的機會。然而，黑客們並不滿足於這樣子的使用環境，他們想要的是更

直接的互動情境，他們仍試圖在彼此的交流中促進電腦使用以及資訊流動

                                                 
106 根據 Raymond 的敘述，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 1970 年代早期，乃是那些“大鐵塊＂

(big iron)主機型電腦擅場的時代。 
107 在賴曉黎這兩段話之中，其實暗喻著主機型電腦所壟斷的兩種自由，一是人們使用電

腦的自由，二是電腦的語言做為一種資訊，其應能不受限制流動的自由。這兩種自由的

解放也正是第一代黑客們努力的目標。 
108 相似的程序我們可以在 Himanen 的描述中看到，「在這個模式裡，工程師無法直接使

用電腦，他們必須經過許可，把程式交給一個特別的作業員，然後可能要等上好幾天，

才會得到程式執行的成果。」(Himanen, 2002：214)  
109 “大鐵塊組織＂意喻的是主機型電腦以及與其相關的各種企業官僚或政府組織。至於

自由的火焰即是指人們使用電腦以及資訊流動的自由等，這些自由乃是 Levy(2001)所描

述的黑客倫理之守則，下面我們將會談到。 
110 要注意的是，這樣說並不是指這整個黑客文化是一種由中心向外擴散的傳播模式，或

是說整個戰鬥有一個主要的中心。它是分散於各個學院以及企業的研究中心的，且甚至

會產生相互競爭的情況。然而，1961 年的 MIT 確實可以被標記為黑客文化的起始之處，

根據 Raymond 的說法，也是此處的工程師們首先使用了 hacker 一詞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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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解放。到了 1969 年，分別在兩個地方發生了電腦革命的重大事件。

一方面，在 AT&T 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y)中，一位名叫 Ken Thompson

的黑客發明了往後影響重大的 Unix 系統；另一方面，美國國防部的高等研

究計畫署(ARPA)所興建的第一條橫跨美國的數位通訊網路 ARPAnet 也在同

年建置完成。Thompson 發明的 Unix 系統之所以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並且

一直傳續下來的原因，乃是因為 Unix 所具有的開放性及跨平台特性。在

Unix 發展的早期，它相當程度地反映出了黑客文化的自由與共享精神111，

它的原始程式碼是開放且供人自由散佈的，同時，它在各種不同的電腦機

型之中的適用性，以及結合 C 語言112所具有的簡單邏輯結構，使得 Unix 到

了 1980 年，已蔓延到大學與研究機構，還有數以千計的黑客們想將其裝在

家裡的機器上。而 ARPAnet 的建立，則使得分散在美國各地的黑客們得以

快速且彈性地交換著資訊，藉以促進了黑客們的互助與合作。更甚地，

Raymond 認為，正是因為 ARPAnet 所帶來的網路資訊傳輸的可能性，使得

原本可能是分散的小團體的黑客們能夠形成一種共同的文化社群，一種網

絡化的社群(networked tribe)。 

 

    無論是 Unix 的發明還是 ARPAnet 的建立，它們都是黑客們為了解放自

由的火焰所成就的階段性功績。其後不論是 Usenet 的建立、全球資訊網
113(World Wide Web)的興起、Apache Server114的開發或是更多不同版本的 Unix

的出現，都意味著黑客們正一步步地將大鐵塊推出歷史的舞台，讓人們更

普遍地擁有接近電腦以及資訊的自由。而在這段歷史之中，另一次重要的

戰役發生在 1970 年代初期，這場戰役乃是催生個人電腦時代的重要關鍵。

1975 年，第一台個人電腦 Altair8800 終於誕生，在此之前的電腦，「大多有

冰箱大小的體積，而且只能放在恆溫控制的房間裡。」(Himanen, 2002：215)

然而，Altair8800 對於黑客們來說，雖然已經是一般人都可以購得的，但在

                                                 
111 後來 AT&T 意識到 Unix 的商業價值，便開始將其轉換成一種商品，向使用者收取授

權費，這導致了 Unix 在版本上的分裂，MIT 或是 UC Berkley 都各自在其平台基礎上發

展其獨特的功能。 
112 這是由 Thompson 的同事，Dennis Ritchie 所發明的程式語言，Unix 與 C 語言的組合無

疑地是使得 Unix 如此成功的重要因素，所以 Unix 系統可以說是由他們兩位共同發展出

來的。 
113 全球資訊網(WWW)乃是 Tim-Berners Lee 於 1990 年時開始規劃設計的，期間，當然也

是有許多的黑客同好們加入開發的行列，促成了 WWW 的誕生，同時，至今 WWW 都

沒有被任何人獨占或是商業化，它可以說是一個象徵黑客共享文化的最好標誌。有關於

Tim-Berners Lee 與 WWW 的故事，可以參閱商務出版社的《一千零一網》 
114 Apache Server 是由 NCSA 所開發出來的一套開放原始碼的網路伺服器，自 1996 年至

今，仍是最常被人使用的一套伺服器軟體，主要都是由黑客們持續不斷地修正與加強，

它在今天仍佔半數以上的普及率顯示出了開放原始碼軟體的穩定及高支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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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仍然是相當地不簡便。這些黑客們雖然對於這個新玩具樂此不疲，

但他們想要得更多，這種程度的解放還不夠。畢竟除了黑客或是業餘玩家，

一般人大概仍無法使用電腦。(賴曉黎, 2000：60)到了 1977 年，從車庫誕生

的蘋果電腦傳奇，才真正地開啟了個人電腦的時代。由於 Steve Wozniak 與

Steve Jobs 的努力，不僅使得人們能夠更普遍且便利的使用電腦，更開啟了

個人電腦的市場115。其後，「人們不需要再去面對電腦中新服務人員的冷面

孔，他可以在自己桌上，自由地操作屬於自己的機器。」(賴曉黎, 2000：

61)  

 

    因此，到了 1980 年代，封閉的神秘城堡被打開了，大鐵塊組織退出了

歷史的舞台，第一代的黑客們成功地解放了電腦的魔力，讓它不再是大企

業與官僚壟斷的工具，成為人們自由使用與探索的玩具。這不僅是一段科

技史上的變革，它的意義更是社會性的。除了 Castells 關注的那種資訊主義

的社會轉型之外，黑客們所造就的更是一種自由與共享的精神文化。承襲

著 60 年代的反抗精神遺產，黑客們在資本主義的主流“交換價值＂之中，

注入了另一股“自由與共享＂的力量。憑藉著這股力量，黑客們獲得了初

步的成功。但是，資本主義的力量終究不可小覷，就在 1980 年代，它們開

始反撲，同時這也吹響了黑客們第二場戰鬥的號角。 

 

    在結束對於第一場戰鬥的討論前，我們有必要注意到的是，這時的戰

鬥型態用 Foucault 的話來說，乃是一種“反對支配＂的戰鬥過程116。黑客們

希望將電腦使用的權利從少數人的壟斷中解放出來。在這樣的過程中，我

們可以看到的是黑客們強大的創造能力，他們日以繼夜地合作、交流去砍、

劈出此一資訊時代的雛型，換言之，這時的電腦使用者─雖然可能是少數

的黑客社群，仍然擁有著一定程度的“自由＂，他們能夠依其自身的需要

與喜好，來修改程式與軟體。在這樣的過程中，黑客們創造出了那些構成

今日網路世界之基礎的重要科技，而這從 Jordan 的角度來看，卻同時也是

這些科技被嵌入了黑客們的某些價值理念之過程。因此，從現在的角度觀

                                                 
115 直到 1979 年，蘋果電腦幾乎成為個人電腦的代名詞。而到了 1981 年，IBM 才推出他

們的個人電腦。雖然，蘋果電腦開啟了個人電腦的時代，但可惜的是，一方面由於 Jobs
忽略了 IBM 的力量，另一方面則因為錯誤的封閉策略，使得往後在市場的佔有率上節

節敗退。相反地，IBM 的「相容」電腦，卻因為開放的策略使得其後來居上成為個人

電腦市場的霸主。然而，即便在初期佔有了市場，IBM 始終還是做了一個最為錯誤的

決定，就是跟微軟合作，詳請參閱(賴曉黎, 2000：59-64)。 
116 Foucault 在〈主體與權力〉中提到了，在歷史中，社會鬥爭可以區分為三種形式：反

對支配的形式、反對剝削的形式、反對使個人束縛於自身並以這種方式屈從他人的權力

形式。(Foucault, 198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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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去的歷史，我們可以說，黑客們雖然是自由的解放戰士，卻也是當代

網路空間領域中各種界限的“創造者＂。在他們相信電腦必定會帶來更好

的生活之理念下，他們深信的“好＂就體現於其所創造的科技之中─更高

的效率、更確定的控制、更精確的計算等等。然而，本文雖然認為黑客們

乃是界限的創造者，但那將界限固定下來，甚至常態化的機制，卻絕非黑

客們的傑作─這違反了黑客的自由價值，而是歷史發展的非預期結果。 

 

4.2.2 為自由軟體而戰 

 

    主機型電腦退出了歷史舞台，相對地，個人電腦的市場卻開始大發利

市。資本主義的商人們抓準了這波潮流，開始重新奪回被黑客解放的自由

火焰，但這次，他們更加精明117。雖然個人電腦的時代已是不可逆轉，但

是軟體的使用仍然是一種必須，所以，只要掌握住軟體的秘密，自由的火

焰就仍是屬於交換價值的產品。是故，1980 年代，幾乎所有的軟體也都已

經有了所有權專屬，這意味著人們所使用的軟體是有擁有者的。(賴曉黎, 

2000：46)因此，雖然我們花了大筆的鈔票，歡欣鼓舞地捧著一堆軟體回家，

很抱歉，我們仍然不是這些軟體的擁有者，我們買到的不過是“有限的使

用權＂罷了。這意味著，我們不能將這些軟體借給有需要的朋友，不能將

它拷貝給別人，甚至，我們還無法對其有所更動。正如同賴曉黎說的，「軟

體業者侵害人們自由的第一步，就是禁止偷竊：如果你和鄰居、朋友共享

這個軟體，那你就是盜版者，不只道德上開譴責，法律上也要追究。若你

想做點改動，那你得請求我們(軟體業者)來做。」(賴曉黎, 2000：46)電腦的

魔力被解放給人們了，但資訊的自由卻仍然被束縛著118。如果第一代黑客

們面對的是接近電腦的自由以及使用、流動資訊的自由之雙重困境，那麼，

今天，新一代的黑客們所面臨的則主要是使用、流動資訊之自由這個困境。

戰鬥仍未完結。 

 

    第二場戰鬥的歷史，可以追溯至 1984 年 Richard M. Stallman 成立自由

軟體基金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簡稱 FSF)並展開 GNU 計畫之時。而

RMS(網路上大家對於 Richard M. Stallman 的暱稱)更可以說是這場戰鬥的精

神領袖級人物。當時的 RMS 後來被 Raymond 在其黑客文化簡史一文中形

                                                 
117 這個在電腦以及網路空間中，“資本主義化＂的歷史過程，另一方面在

Nissenbaum(2002)看來，同時也是黑客社群被“污名化＂的關鍵歷史轉折之脈絡。 
118 這就好像我們拿到了一支“電子魔法棒＂，只要按下上面的各種按鈕，就可以運作不

同的魔法。但是，我們永遠不會知道，這些魔法是如何形成的，也永遠只有這些魔法可

以用，甚至，我們還無力於修理我們的魔法棒，更不能借給別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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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為反軟體商業化的極端狂熱份子。為了實現其自由軟體的理想，他於 1984

年辭去了 MIT 人工智慧實驗室的工作，專心地投入他的自由軟體基金會以

及 GNU 計畫119。在 GNU120計畫宣言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計畫的目的乃

是在於解放軟體的真正自由，它對抗著任何企圖束縛著人們使用、修改與

散佈軟體的自由的軟體商。這不僅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對於 RMS 來

說，這更是道德層次的問題。RMS 認為，軟體的版權私有化限制了人們使

用軟體的自由，更限制了人們互助共享的可能性。RMS 曾主張，「在人們

認為有價值的諸多價值中，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因此，正如同

賴曉黎所說的，藉由「通過『軟體不應有主』121的強烈主張，他尖銳地與

所有權專屬的軟體廠商對立起來。」(賴曉黎, 2000：46)  
 
    什麼是自由軟體？在自由軟體基金會對於自由軟體的定義中，開宗明

義地就點明了，「“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是關於自由(liberty)的問題而

不是價格的問題。」122也就是說，自由軟體不是要告訴軟體業者們：你們

應當要免費發送軟體以造福社會，它也不是要程式設計師無酬地創造與生

                                                 
119 根據 RMS 在 GNU 計畫宣言中自己的陳述，他那時已經受不了整個充斥著軟體版權私

有化的氣氛的工作環境，甚至到了“無法繼續再待在這個處理事情與我意願相違背的機

構中＂的糟糕情境，甚至，他離開 MIT 也是為了不讓他們有任何理由可以阻止他將 GNU
的軟體免費散佈，請參閱網址，http://www.gnu.org/gnu/manifesto.html。 

120 GNU 是 GNU’s not Unix 的遞迴縮語，這算是 RMS 玩的一個小文字遊戲。GNU 計畫

是要開發一個與 Unix 相容但又不一樣的系統，至於選擇 Unix 的理由，RMS 認為它算

是一個不錯的系統，再加上當時 Unix 的普及，RMS 認為這樣的選擇應該會有廣大的接

受度。除了要標明 GNU 與 Unix 是不同的系統外，我想 RMS 當時也應該相當厭惡 Unix
的商業化走向，所以這樣的一個遞迴的文字縮語才會成為該計畫的名稱，並象徵著以

Unix 反 Unix。 
121 這樣的一種強烈的主張，正是自由軟體與開放原始碼軟體最主要的差異。也就如洪朝

貴所說的，這不是哪些軟體是自由軟體或是開放原始碼軟體的差異，他們根本就是同一

群軟體。(洪朝貴,  http://www.cyut.edu.tw/~ckhung/a/c011.php )最主要的差異乃是在於他

們之間的意識形態的差異，或者說是在道德上堅持與否的差異。正如賴曉黎所說，「開

放原始碼是自由軟體的市場化計畫和行銷手段。它是對自由軟體的支持，但更傾向正實

際效果而不是意識形態之爭。」(賴曉黎, 2000：53) RMS 堅持自由軟體的自由意涵，因

此，軟體不應有主；但 Raymond 則認為沒有必要將戰場移至意識形態上，更重要的事

情是在於原始碼的開放問題。本文在下面也會討論到這樣的差異帶來的問題。 
122 以下有關自由軟體之定義的討論，請參閱網址，

(http://www.gnu.org/philosophy/free-sw.html)。當然，這樣的定義釐清可能是由於“free＂

這個字具有的自由與免費的雙重意涵，這一點也令軟體廠商很頭痛：軟體豈能免費？問

題是 RMS 似乎主要也不是訴求著軟體應該免費，這是自由的問題，如下所討論。而自

由軟體在中文世界的名稱問題似乎就小了許多，這一點洪朝貴有所討論，畢竟自由與免

費在中文上是有所差異的。甚至開放原始碼軟體似乎比較會在中文世界中產生疑意，詳

細的討論可以參閱網址，(洪朝貴, http://www.cyut.edu.tw/~ckhung/a/c0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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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123。自由軟體的目的在於解放使用者們使用、複製、散佈、研究、更改

以及改進軟體的自由，更精確地說，自由軟體基金會定義了四個軟體使用

者應當擁有的自由： 
 

‧不論目的為何，都能夠使用程式(program)之自由(自由 0)； 

‧研究程式的運作，並使其符合自身需求之自由(自由 1)。原

始碼的開放是其前提條件； 

  ‧重新散佈拷貝使人們能夠幫助同伴的自由(自由 2)； 

  ‧改進程式，並將其公諸於大眾以加惠於整體社群之自由(自由

3)。原始碼的開放是其前提條件。 

 

這四個由自由軟體基金會所定義的核心自由，簡單說來，就是人們使用以

及共享軟體的自由，而這同時也就需要以程式原始碼的開放為基礎，如此

一來，任何違背上述自由原則的軟體都無法被稱之為自由軟體124。是故，

在這樣的基礎上，自由軟體也不等於毫無束縛的軟體，最起碼它必須保證

這四個核心自由的存續。為了達到此一目的，為了保障自由軟體的真正自

由，GNU 計畫同時也推行了一般公共授權(GPL)以及 Copyleft125的編寫及散

佈自由軟體之原則。而就如同賴曉黎所說，「Copyleft 可以讓其他人在 GNU

的程式上做任何的修改，但不得將這個修改“Copyrighted＂。」(賴曉黎, 

2000：47)在這樣的原則下，使用者保有了使用、修改及散佈軟體的權利

(right)，但是他也被褫奪了再在軟體上加上任何限制的權力(power)126。換句

話說，使用者擁有各種使用軟體的自由，但就是沒有妨礙他人享有相同自

由的自由。用賴曉黎的話來說這就是，通過限制個人沒有藏私的自由，以

保障所有人都能獲得自由。(賴曉黎, 2000：47)然而，這樣的做法與堅持，

                                                 
123 這在 GNU 計畫宣言中，RMS 對許多可能有的疑難做了回答，總之，程式設計師在 RMS

看來還有許多賺錢的方式，如果他們想要的話。 
124 雖然，自由軟體一定就是開放原始碼的軟體，但開放原始碼的軟體不一定是自由軟體，

因為它不一定是採取下面談到的 GPL 之授權方式，換言之，它仍然可能是版權私有軟

體。相關的論述也請參閱(賴曉黎, 2000：55)。 
125 通常，一般版權的聲明乃是 Copyright：all right reserved，而 Copyleft 一詞則是為了反

對這樣的版權私有化現象，也就是將所有的使用權利重新自由化。據說，copyleft 一詞

的由來是得自於 RMS 所收到的一封信，這封信上寫著一行字：Copyleft：all right 
reversed。(Himanen, 2002：71) 

126 個體擁有自由軟體的自我使用自由，這是一種自由的“權利＂(right)；但使用各種契約

或是版權的方式來限制他人的使用自由，則是一種“權力＂(power)了。在 Kuhn 與 RMS
的一篇文章中，他們特別提醒著人們要對於這種自由與權力的認識有所區分，才能掌握

自由軟體的自由真義，請參閱，(Kuhn & Stallman, 
http://www.gnu.org/philosophy/freedom-or-pow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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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是與所有軟體商業界為敵，這無疑地為 RMS 的道路與自由軟體的戰鬥

籠罩了孤獨的陰影127；再反觀 90 年代“微軟大軍＂的浩大聲勢，也難怪

Levy(2001)會感嘆地稱 RMS 為最後一個真正的黑客(the last true hacker)。 

 

    就如 Raymond 在黑客簡史中所說的，Levy 的話錯了，畢竟 Levy 在 1984

完成他的書時，他尚未看到 Linux 在今天所點燃的陣陣狼煙。黑客們再次

起而戰鬥，不過這次的方式卻有點不同。賴曉黎這樣解釋道，「在經歷 RMS

觀念上的啟蒙和實做上的困頓時期，新一代的黑客面對軟體本質和既有軟

體廠商採取一個較為務實的態度。他們不再從反社會和道德的觀點出發，

相反的，他們以交換陣營的語彙重新提出他們的主張。」(賴曉黎, 2000：

49)這裡所指的乃是開放原始碼(open source)運動的興起及其所採取的方

式。這個名稱乃是在 1998 年，由 Raymond 等人在一次黑客的聚會中所討論

出來的128。在那一次的討論中，他們認為為了要更好地發展自由軟體，有

必要對於那個不僅在意義上有所爭議，同時也使得許多公司感到不安的名

稱“自由＂129軟體加以修正。而「開放原始碼」此一名稱就是最後的共識，

在定義上，最直觀地來看它所指的便是各個軟體程式原始碼的開放130，但

它又不僅僅是如此。在開放原始碼促進會(open source initiative)的官方網站

中，對於開放原始碼的定義認為，它不只是開放原始碼的接近性，在軟體

的散佈上也必須符合其一定的規則131，這些規則大致上可以整理為三點：

                                                 
127 RMS 與自由軟體基金會這樣子的一度挫敗，除了孤掌難鳴之外，相信一方面也是因為

RMS 的 GNU 計畫始終沒有如其所承諾的發展出一套完善的系統。後來的 Raymond 認

為這是 RMS 在發展軟體的方式上的錯誤，而往後 Linux 的成功則相對地是在發展策略

上的正確所致，Raymond 將他們分別稱做為教堂觀與市集觀的發展方式，簡單來說，

自由軟體與其它的版權私有軟體的陣營在發展軟體時都是以少數人(譬如說，RMS)來決

定軟體的開發方向與正式版本的內容，但 Linux 在一開始就是以一種合作的方式來發展

軟體。這是否可以說 RMS 雖然一直呼籲著自由與共享促進的合作道德，但在發展 GNU
計畫時卻反而忽略了社群合作的重要性？這僅只是一個猜測，不過重要的是，Linux 的

模式確實成功了，詳下文。 
128 根據 Raymond 所說，這個聚會是為因應當時網景(Netscape)公司釋出其網頁瀏覽器的

程式原始碼而召集的，目的自然是為了思考往後該如何持續地推廣自由軟體。與會的人

員除了 Raymond 外，更有許多著名的黑客，包括了 Linux 的重要人士 John Hall 以及 Larry 
Augustin 等。下面關於開放原始碼運動的起源也都請參考網址，(Raymond, http://www 
.catb.org/~esr/open-source.html)。 

129 前面我們有提過了，由於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在英文上有“免費＂的雙重意涵，這

大概就是令所有軟體業者緊張的地方。 
130 如此一來，開放原始碼運動等於是藉此縮小了戰線，它不再堅持「軟體不應有主」的

立場，改向對於原始碼開放的要求。如此一來，OSI(open source initiative)主要的敵人就

變成了封閉原始碼陣營的頭號人物，微軟。 
131 這些對於開放原始碼軟體在散佈上的規定共有 10 條，可參考開放原始碼促進會網站資

料，(http://www.opensource.org/docs/definition.php)。此外，本文在這裡所討論有關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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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免費的重複散佈(free redistribution)、原始碼的完整開放(包含原始程式

以及修改、衍生程式)、使用者在使用上的完全自由(沒有人應被歧視、限

制，也不能對其他的軟體有所限制)。這樣看來，我們幾乎可以認為 FSF 與

OSI 在推行的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軟體使用者的自由。但是最重要的差

別在於，OSI 並不堅持「軟體不應有主」這個 RMS 強烈宣揚的立場，他們

並不打算在這個問題上與軟體業者們糾纏不清132。雖然，這種策略的轉向

的確有助於開放原始碼運動的接受程度，但在這樣的轉向之中卻也內含了

某些危險的因子，畢竟，當「軟體不應有主」的這樣一個立場不再被堅持

的時候，便隱含著真正的自由的喪失危機133。 

 

    而由 Linus Torvalds 創造的 Linux，則看來似乎是標誌了開放原始碼運

動成功的一個典範。來自芬蘭的青年黑客 Torvalds，於 1991 年在網路的新

聞群組公佈了他所構想的 Linux 程式原始碼，並且邀集網路上的黑客同好

們一同測試、檢驗與修改後，藉由網際網路以及眾人合作的力量，在短短

的幾年之內，Linux 成長為一個令微軟巨人也不得不感到芒刺在背的敵手。

(張志偉, 2000：XX-XXIII)而 Linux 的成功粗略來說可以歸結為兩個原因，

一方面，當 Torvalds 選擇將 Linux 以 GPL134的授權模式流傳的時候，這便保

障了每一位貢獻其心力的黑客的成果不會遭到任何形式的“竊取＂與獨

占，使得貢獻者眾；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網際網路資訊快速傳輸與流通的

互動能力，等於是集結了一大群具有著無償的貢獻熱情的黑客們共同參與

Linux 的建構。這兩個因素缺一不可，倘若 Linux 不是以 GPL 的方式授權，

                                                                                                                                  
放原始碼的定義也可參考該網頁。 

132 賴曉黎在其論文中用了兩個很好的辭彙來區分 FSF 與 OSI 在這個問題上的立場，應然

與概然。簡單地說，RMS 所堅持的「軟體不應有主」之立場，在他的 FSF 之下這是一

種“應然＂的道德立場；但在 OSI 看來，這種立場無助於自由軟體的發展。賴曉黎以

“概然支持＂的語彙形容 OSI 的立場，在這樣的立場下，OSI 雖然傾向支持「軟體不應

有主」，但「軟體有主」卻也不是完全錯誤的，請參閱(賴曉黎, 2000：17-21)。 
133 這裡所謂「真正的自由」指的是我們前面所提過的(也是 RMS 所堅持的)那種沒有人能

夠試圖限制他人享有同等自由的自由。開放原始碼由於並不堅持使用 GPL 的授權模

式，這使得業者們可能會留下收回軟體權利的後路，可以參考(賴曉黎, 2000：18)。同

時，開放原始碼運動潛藏的危機也可以從曾是開放原始碼運動的創始人之一的 Brucce 
Perens 後來的離開看出端倪，在 Perens 的公開信中，他認為開放原始碼不再強調自由

軟體中自由的重要性了，而開放原始碼的標誌也開始被濫用。有關 Perens 的公開信，

本文參考的是下列之網址，(Leonard, http://www.freebsd.org.hk/html/aka/Aka3/dis-refree. 
html)。 

134 Linux 所採取的是第二版的一般公共授權(GPL v2)，這是在 1991 年公佈的版本，而到

今天已經沿用了 15 年之久。GPL v3 的草案已在今年年初修訂完成，預計經過討論後將

在 2007 年發佈。但年初時，Torvalds 同時也宣稱不會將 Linux 轉換至 GPL v3，原因是

因為對於 GPL v3 中加入了有關數位版權管理(DRM)的條款之做法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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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很難吸引如此眾多具有著無償熱情的黑客們的貢獻，畢竟沒有人願意

自己的無私奉獻卻成了他人的生財工具；同時，沒有網際網路的幫助，也

同樣無法找到如此數量龐大的熱情夥伴135。是故，雖然不再強烈地訴求自

由的價值(因此，在 RMS 看來也就存在著隱憂)，Linux 的確也做到了軟體自

由火焰的解放，這無疑地是鼓勵新一代黑客們持續努力下去的最大動力。 

 

    綜觀黑客歷史中這兩場主要的戰鬥，我們可以認識到黑客文化對於電

腦及軟體使用之自由的熱情與堅持。從個人電腦的解放到自由軟體的堅

持，黑客們渴望的不只是自身的使用自由，他們更熱情地想要將自由的價

值隨著自由軟體的使用傳散於社會之中。我們甚至可以說，黑客文化所代

表的不是那些技術革命的成果，而是代表著一場正在進行著的社會革命之

精神136。然而，在第二場戰鬥之中，雖然黑客們起而反抗了資本主義的剝

削行為─軟體商們藉由剝奪了軟體的所有權，使得大眾持續地陷入於“版

本升級＂的剝削循環中，但是黑客們並沒有注意到此一歷史發展所造成的

非預期後果，也就是在封閉了軟體原始碼、阻斷使用者的真正自由時，同

時也固定了網路空間諸多科技/權力之界限。如此一來，我們該如何看待這

場仍在進行中的戰鬥，以及，黑客文化的自由與共享精神，與本文所關切

的逾越必然性之實踐又有什麼關係？  

 

4.3 黑客文化與逾越實踐 

 

    黑客們的確解放了電腦的驚人潛力，電腦也的確可說是為我們帶來了

更好的生活，這是黑客們所期望的。但一些出乎他們所預料的後果也正是

今天本文所關注的問題，亦即，網路空間所隱藏著的科技/權力問題。但黑

客們仍是不停息地戰鬥著，而這些努力是否會有其成果，或是會有什麼樣

的成果，它跟本文所關切的“逾越＂的關係又是什麼，這些將是本文以下

將會討論的。 

 

4.3.1 網路空間的界限與自由 

                                                 
135 此外，Himanen(2002)也將 Linux 的成功視為一種「學院模式」的形態，也就是說，如

同學術界中的論文乃是經由同行的大量相互批判與檢驗而達到高水準的成果，藉由 GPL
的模式在網路上相互測試與修正的黑客們，也同樣將把 Linux 帶向更好的一個未來。 

136 在台灣大力推行自由軟體的洪朝貴先生，便將自由軟體運動與推動其所謂的「資訊人

權」結合在一起，在他的網站中，有許多精采的文章可以參考。(http://www.cyut.edu.tw/~ 
ck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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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路空間中存在著許多的“界限＂，卻也同樣有著不熄滅的自由火

焰，更弔詭的是，它們某種程度上都可以說是黑客們的傑作。 

 

黑客們不預期地導致了科技/權力的形成，其中最關鍵的就在軟體版權

私有化以及原始碼封閉的問題上137。誠如 Kuhn 以及 RMS 所說，「版權私有

軟體(proprietary software)乃是一種權力的行使。著作權在今天給予了軟體開

發者這樣的權力：他們(也只有他們)限制了他人的自由，將他們所選擇的

規則強加於每一個人的身上。」(Kuhn & Stallman, http://www.gnu.org/philoso 
phy/freedom-or-power.html)但這句話在本文看來，不應被詮釋為某些人擁有

宰制其他人的權力，雖然軟體開發者或是程式設計師們看起來似乎是擁有

某種權力。但是我們不能忽略的是，即便是程式設計師也可能需要使用他

人研發的軟體，也同時如一般使用者一樣，處於科技/權力的作用之中。因

此，每一個進入網路空間的使用者，可以說或多或少地都被捲入了網路空

間的科技/權力網絡之中，即便黑客們也是如此。也就是說，當人們無法保

有自由軟體定義下之自由時，我們將無法認識到我們當下使用的程式正在

做些什麼，無法知道哪些私人的資訊正在被窺視著，甚至，即便是知道了

也無法阻止。(Kuhn & Stallman, http://www.gnu.org/philosophy/freedom-or-po 
wer.html) 

 

因此，本文認為，網路空間的科技被創造時或許不可避免地會嵌入各

種價值取向，然而，對於這些科技使用自由上的限制，或許才更是讓網路

空間的科技/權力作用如此強大的助因。在前面，我們已經討論了網路空間

中如何佈滿各種必然性的界限，亦即在人們與資訊科技所形成的依賴關係

裡，人們內化了被嵌入於科技之中的各種價值取向，“確定性的控制＂乃

是其中主要的一種價值理念。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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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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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監看在今天已然使得全然可見性徹底地降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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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或許可以這樣問，若是網路空間中的各種資訊科技不是如

此地“封閉＂，其中的科技/權力之作用能夠如此強大嗎？也就是說，當我

們可以決定我們所使用的各種軟體、程式甚至是硬體的形式、內容與使用

                                                 
137 其實最重要的應該是原始碼的封閉問題，但是就如同 RMS 堅持自由軟體的理由一樣，

即便開放了原始碼，「軟體“不一定＂不應有主」的方式卻仍然隱藏著對於自由的潛在

威脅，因此軟體的版權私有化也是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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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時，被嵌入於其中的各種價值取向還能夠有如此大的力量嗎？顯然

地，如此一來網路空間中的科技/權力之效果將會有所影響。比方說，就軟

體原始碼的限制與開放來說好了，一個軟體的設計中可能預設有原設計師

所認定應是如此才對、才好的潛在功能配置，就譬如說 cookies 的發送與存

取等，當軟體原始碼的開放被限制，這意味著人們甚至沒有機會知道被嵌

入於軟體之中潛在的權力作用，而這個作用使人們與軟體業者處於權力關

係之中的兩端，他們處於較能夠確定地掌控我們的位置，而我們則處於被

掌控的那一方。 

 

    面對著這樣的界限，先不論黑客們是否意識到其中的權力作用，他們

確實起而戰鬥了，我們說，這是由於黑客文化具有的自由與共享之精神所

致。那如果說逾越實驗的可能性是如我們先前所說，由那種自由的熱情天

性所標誌著的話，那麼，這裡首先我們必須討論的問題就是：做為特殊知

識份子的黑客們所具有的自由精神是不是這樣的一種自由的熱情天性？對

於這個問題，我們希望從釐清黑客文化的自由不是哪一種自由開始。 

 

    首先，它不能單純地被視為是對於技術使用之自由的渴求。當然，這

的確是它的重要訴求，但卻不是它最終的目的。這經常是會被人們所簡化

的一種形式，這樣的簡化或許是來自於對於技術、科技等事物之“工具性＂

認識。因為忽略了技術物以及科技革新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交互關係，所

以導致了對於黑客文化的片面認識。此外，這樣的簡化多少也是來自於一

種策略性妥協的後果。在這裡，我們所指的也就是開放原始碼運動在今天

所面臨的一些困境。當初，為了能夠在自由軟體的推動上打開一條道路，

黑客陣營採取了策略性的迂迴戰術，卸下了“自由＂的鎧甲，搬出了“開

放＂的商標。藉此，黑客們希望平息敵對陣營的緊張氣氛，並試圖拉攏那

些弱小的業者，以集中打擊主要的敵人，微軟。但是，這樣的做法卻在實

質上為自由與開放的事業埋下了未來可能一夕變天的“交換炸彈＂，也正

是看到開放原始碼的標誌已經成了濫用的局面，黑客陣營的大將之一

Perens 才會呼籲著我們應當重新張起自由軟體的旗幟。放棄了對於自由價

值的“意識形態＂之爭，開放原始碼運動在某一程度上將自身簡化成了某

種軟體技術的推廣，而不再是對於自由價值之堅持。對於 RMS 來說，開放

原始碼運動的確在策略上有所益處，但是吸引人接納自由軟體對於 RMS 來

說並不是整個事業的完結，而僅是此一事業的第一步而已。(Stallman, 

http://www.gnu.org/philosophy/free-software-for-freedom.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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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黑客文化的自由精神也不是毫無限制的絕對自由。這點我們從

自由軟體基金會對於自由軟體的定義中可以得知。在上面我們也已有提

及，自由軟體所倡導的資訊共享原則乃是建立在使用者的四種核心自由之

上，這四種核心自由原則既是使用者應有的權利，也是對於使用者的限制。

當我們必須完全地遵守這些自由的原則時，它意味著沒有人可以限制他人

享有作為使用者應有的自由，如此，使用者的自由也就不是絕對無限制的

自由。更確切地說，黑客的自由也就僅是為自己做決定進而對自身產生影

響的自由，而不是為他人做決定進而控制、影響他人的自由，後者在 Kuhn

與 RMS 看來實際上形成了一種權力。(Kuhn & Stallman, http://www.gnu.org 
/philosophy/freedom-or-power.html)因此，無論是藉控制原始碼而影響使用

者之自由的軟體業者，還是憑著高超的技術來控制、影響他人之使用自由

的“怪客＂們(crackers)，都違背了黑客文化所承載的自由精神。 

 

    那麼，黑客文化的自由精神是什麼樣的自由？在我們對於黑客文化的

歷史追尋當中，我們看到了黑客文化的 60 年代起源，黑客們實際上承襲了

那一時期的精神文化，並將這股能量轉至電腦與資訊科技的領域當中，在

Levy(2001)所定義的黑客倫理(the hacker ethic)之中，我們看到了這樣的痕

跡。包括了對於電腦使用、資訊流通自由的堅持以及對於中心化權威的排

斥，這些都顯示出了黑客們所承襲的反抗精神。對於黑客們來說，人們的

生活(包括了使用電腦)不應是由某一個權威來控制著的，應該是由其自身

獨立地創造的。他們充滿著對於生命的重視與熱愛，拒斥各種例行的、主

流的生活方式。這些價值觀反映在黑客們對於電腦的態度上，因而造就了

第一次的黑客戰鬥，並解放了電腦的使用自由。然而，個人電腦的普及所

造就的使用自由並不就此令黑客們心滿意足。當黑客們認識到今天軟體仍

然被束縛著，資訊始終不是全面地開放的時候，第二場戰鬥展開了，再一

次地他們為自由的火焰而戰。本文認為，這樣的戰鬥歷史反映出黑客文化

的本質，一種熱情地嚮往自由並且認真地看待自身當下生活的本質。黑客

們無疑地是充滿著熱情的，他們熱切地期望著電腦的魔力能為這世界帶來

更好的生活，同時，這樣的嚮往並不是建立在中心權威式的圖像上。個人

電腦的解放與自由軟體的運動之真義乃是在於個體所擁有的獨立與自我依

賴之可能的自由精神。換言之，黑客文化所宣揚的自由精神，乃是個體能

夠面對自身的當下並選擇使用，甚至創造適合之使用軟體的自由138。而這

                                                 
138 在這裡，我們要說的是，自由軟體運動的推行乃是因為黑客們認為人們應該有決定自

身使用軟體的方式的自由，人們應當能夠選擇或甚至在需要的時候創造適合於自身的軟

體的自由。這不僅是對於黑客這些精通電腦以及軟體的人們來說，保證這些自由的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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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自由精神，在本文看來也就是那得以標誌著逾越實踐之可能性的人類

天性，也就是那根植於個體與其自身當下的關係之獨立思考之上的自由之

熱情天性。 

 

    因此，面對著網路空間各種科技/權力的作用，黑客們的確具有著那種

可能促成逾越實踐的自由之熱情天性，但這是否意味著做為網路空間的特

殊知識份子的黑客們將能夠逾越其中的必然性界限，甚至促使更多逾越實

踐的產生？這似乎仍有待討論。 

  

4.3.2 黑客的戰鬥與逾越 

 

    在上文中，我們知道 Foucault 所謂的逾越必然性界限之實驗，乃是去

關注那些與我們自身獨立主體之建構相關的歷史事件；去分析那些形塑個

體主體性的真理與權力之機制；並去探問哪些必然性不再是必不可缺少的

部分，換言之，這樣的一種逾越實驗，這樣的一種戰鬥，必然同時涉及真

理、權力與主體三個方面，同時也是 Foucault 認為特殊知識份子應擔負的

政治任務。因此，用 Foucault 的話來描繪網路空間中的逾越實踐，則必須

要是那處於特殊戰略位置上的特殊知識份子，也就是黑客們，去詳細地拆

解網路空間各種科技/權力之作用如何形塑、建構主體之形貌，去探問看似

中性的資訊科技中，潛藏著什麼樣的權力機制。用我們先前所分析的內容

來說，則是必須關切網路空間的資訊科技嵌入了什麼樣的價值取向─譬如

說本文所舉的“確定性的控制＂，這些價值取向又如何在網路空間中發揮

著常規化的作用，進而引導著個體的意識與行為模式。總而言之，特殊知

識份子的逾越實踐乃是一種對其自身當下主體之形成的批判性關切態度與

任務，一方面這是對於自身當下歷史的分析，另一方面則是對於局部領域

中的權力機制運作之解析139。 

 

                                                                                                                                  
也提供了一般人得以如此選擇的可能。因此，本文認為黑客們所推動的自由價值，在某

一方面來說，我們必不能忽略的是，這是一種與個體自身當下之思索與重視相連的自由

精神。 
139 在這裡，我們的區分可以簡單地劃分為個人的與集體的事業，就如同 Foucault(1984b)

認為 Kant 的啟蒙事業一方面是個人的勇敢行為，另一方面同時也是人類集體的參與。

做為啟蒙的積極批判，逾越的問題在〈何謂啟蒙〉中，Foucault 晚年似乎傾向於將其視

為是一種哲學的態度，一種個人對於其自身生命的掌控；而在〈真理與權力〉的訪談稿

中，他又期盼著特殊知識份子們能夠藉由拆解真理的權力機制，進而探求另一種真理的

政治，在這裡，逾越的問題則變成了一種特殊知識份子參與其中的戰鬥、事業。故而，

本文認為同樣也就可以將逾越問題視為同時具有個人以及集體兩個層次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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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在黑客們的戰鬥歷史中卻尚未看到任何對於其當下主體的

關切，或是說對於形塑主體之種種權力機制的關切，這些 Foucault 期望特

殊知識份子從事的任務。黑客的戰鬥雖然同樣涉及了主體及權力面向，但

是連結這兩者的形式卻是一種外在的形式，而不是一種內在的關係。也就

是說，黑客們至今為此所關切的仍只是個體是否能夠擁有自由的權利(right)

此一問題─這主要可以從第一階段的戰鬥中，黑客們致力於解放電腦使用

的可能性中看到；以及是否能夠免於限制與剝削之權力(power)此一問題─

這則可以在至今仍持續進行著的第二階段戰鬥，黑客們對於軟體使用自由

的努力中看到。這些戰鬥的形式與目的跟探問主體構成的權力作用之問題

實際上是相去甚遠的。同時，就黑客目前的戰鬥歷史來看，也似乎尚未朝

向對於主體的關切之方向發展。身處於 Foucault 所謂的具戰略重要性位置

的特殊知識份子，黑客 RMS 的自由軟體運動從其宣言的內容中，我們可以

看到他所推動的的確不僅是單純的技術革新，而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社會運

動。他強調著這個社會中自由與共享價值之可貴，然而，也正是因為他的

宣言中堅持著“軟體不應有主＂之主張，使其走上了一條孤單的道路。反

觀開放原始碼陣營的 Torvalds，他的確將開放原始碼軟體成功地打入微軟大

軍的城邦之中，令其芒刺在背。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做為一個特殊的知識

份子，Torvalds 只欲將議題停留在技術層次而不願過於接近自由軟體陣營的

價值理念，這又顯得黑客們在權力問題上有所作為的可能性難以得見140。

如此看來，當代黑客文化的兩個重要陣營，要說他們符合了 Foucault 的期

望，似乎是仍未可及的。 

 

    但這些是否就意味著黑客們不具有逾越必然性界限之可能？是否就意

味著黑客不是我們所期待中的特殊知識份子？本文認為這樣的結論可能過

於草率。畢竟，一方面，黑客文化的自由精神的確就標誌著逾越之可能性；

另一方面，做為處於關鍵戰略位置上的特殊知識份子，黑客們的戰鬥尚未

完結，它正持續地發展、變化著。我們甚至可以看到黑客們的戰鬥乃是不

斷地因應其當下而修正前進的方向。在第一場戰鬥中，黑客們對抗著的是

少數獨占、壟斷著主機型電腦的企業或是政府機構，我們說這是為了解放

中心化的支配性權威；而現正熱烈的第二場戰鬥，敵對的陣營則是以微軟

為首的軟體業者，他們企圖藉由控制並佔有軟體的秘密而達到剝削使用者

的目的，黑客們戰鬥的目的則轉換為爭取使用者的使用自由，並推動對於

                                                 
140 此外，在今年初，Torvalds 宣稱不會將 Linux 的核心(Kernel)轉換為新一版的 GPL v3

授權模式，這似乎又使得 Linux 與自由軟體運動漸行漸遠。而黑客文化的兩個陣營會不

會因此產生分裂，這則是目前人們仍在觀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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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價值的重視。而這場戰鬥是否就是黑客們的最後戰役？本文不認為將

會如此，畢竟，黑客文化所承襲的是一股永恆的反抗精神，他們渴求創造

自身當下並拒絕任何形式權威的熱情必定會更往前一步地戰鬥著。 

 

譬如說，我們可以在一些更具有政治與社會意義的場景中，看到黑客

們的努力。這包括了黑客們主要重視的幾項議題，如網路空間言論自由141、

隱私問題等等。面對網路空間中各種無所不在的窺伺─無論是來自政府、

企業或是私人的，網路空間的隱私問題必須要藉由電腦加密技術(encryption)

才得以可能。在我們所要傳送的訊息上加密，這使得人們可以避免訊息接

收者以外的人窺探個人的隱私。但這種加密技術出現後，在所謂的密鑰(key)

的管理上一直有著很大的問題。也就是說，在早期，雖然訊息可以加密，

但是密鑰必定要以一個無法加密的模式由訊息傳送者給予接收者─例如寫

在另一封 e-mail 中或是直接打電話告知等等。如此一來，無論如何都有密

鑰都有可能洩漏，而訊息也就將不再隱密。直到 1977 年，才由兩位黑客提

出了所謂的公開密鑰加密的概念，解決了密鑰管理的問題，並進一步地促

進了網路空間的隱私權保障；1991 年，Phil Zimmermann 更是以此概念為基

礎發展出第一版的 PGP(pretty good privacy)加密技術142，(胡泳、范海燕, 1997)

成為重要的隱私防護技術，保障了網路空間中使用者的一個基本自由。對

於 Phil143來說，他認為在這個數位網路普及的社會中，在我們越來越依賴著

數位形式的訊息傳輸時，為了讓人們能夠掌握自身的隱私權，PGP 是必要

的，特別是當我們面對著國家日益強大的監控時144。 

 

除了 PGP 技術的發展外，一個由黑客們所創建的「電子邊境基金會

                                                 
141 Himanen(2002)在其書中談到了一科索沃案例，在此一案例中我們可以看到黑客們對於

言論自由的努力與重視，在其中電子邊境基金會協助設置了匿名伺服器的網站，讓那些

被政府當局強硬地箝制了言論與資訊自由的科索沃人民有機會將訊息傳出，而不被政府

當局所追蹤逮捕。 
142 以公開密鑰加密為基礎的 PGP 技術，其原理乃是以公開密鑰與私人密鑰形成一組鑰

匙，傳送資訊者必須先取得接收者的公開密鑰，然後在以此加密欲傳送的資訊，而這一

資訊也就只有擁有同一組的私人密鑰的接收者可以打開，如此一來，便確保了只有同時

擁有同一組的公開與私人密鑰的接收者可能接收到此一加密的資訊，。 
143 以下關於 Phil 的 PGP 的資料請參照，Phil Zimmermann，“Why I Wrote PGP?＂， 

http://www.philzimmermann.com/EN/essays/index.html 。 
144 在 Phil 的文章中，他同時也提到在發展 PGP 時的一些社會背景。在 1991 至 1994 年間，

美國國會持續地試圖去確立關於數位監控的相關法案，如 Phil 所提到的，1991 年的參

議院第 266 號法案中便包含了以下的條款，「美國國會要求電子通訊服務的提供與製造

廠商，應當確保美國政府在適切的法律授權下，得以取得通訊系統中各種聲音與資料等

訊息」，雖然此一法案爾後遭到民權組織的抗議而撤回，但也是此一法案促使了 Phil 決

心發放 PGP 的第一版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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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簡稱 EFF)」也同樣是以促進這些網路空間的

基本權利為宗旨。據 Himanen(2002：112)所言，此一基金會將自己定位為

一個非營利、無黨派的公益組織，致力於保護電腦和網際網路領域中的基

本民權。在其官方網站中，它更將其自身期許為「守護著網路世界之自由

的第一道防線」145。而在實際貢獻上，它們也協助推翻了多項危害人們隱

私權與言論自由的法案，以及協助其他個人或團體對抗政府相關的威脅。

譬如說，在我們先前所提到的 PGP 技術之發展時期，由於美國政府當局對

於這種強加密技術的控管，使得 Phil 及其友人受到了調查，根據 EFF 檔案

的記載，當局甚至要求他們將 PGP 相關技術登錄為軍用品─即便他們當時

根本無意將 PGP 當作商品販售─並禁止其輸出。EFF 認為在這其中已經涉

及了人們使用這些電腦技術上可能的隱私權利等基本問題，故開始積極地

介入其中，幫助 Phil 等人處理所遭遇的法律問題，並試圖推動相關法令限

定的修正。此外，近來，我們也可以看到的另一個切身相關之實例則是，

在今年年初，EFF 對於 Google 所推出的最新的跨電腦搜尋軟體中，可能潛

在的隱私風險提出批評與抗議，他們認為，存放在 Google 搜尋伺服器中的

個人紀錄，可能會被政府或可能的訴訟對手向 Google 提出檢閱的要求，如

此一來個人的隱私資訊恐將受到威脅，故他們發表申明建議使用者不要使

用這一功能146。 

 

無疑地，我們可以發現，對於這些問題的關注，不再只是技術的壟斷

與剝削的問題，而更是與權力的問題有關。這讓我們看到了黑客精神仍有

著更多地政治意義之自由的可能性，而下一次，或許當各種網路空間中的

資訊科技造成人們的“不自由＂147成為受關注的問題之時，或許也就是黑

客們尋求逾越科技/權力所佈下的必然性界限之時148。 

                                                 
145 在這裡，有關於電子邊境基金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相關資料，本文都是

參考其官方網站中所提供的資訊，詳可參見，http://www.eff.org/ 。 
146 資料來源為 Taiwan.CNET.com 新聞專區，

http://taiwan.cnet.com/news/software/0,2000064574,20104342,00.htm 。 
147 黑客們戰鬥的目的都在於個體之自由的追求上，因此，當早期少數壟斷與獨占的企業

與政府機構支配了人們使用電腦的自由時，黑客們對抗之；當今天的軟體業者藉由軟體

版權私有化以及封閉原始碼侷限了使用者的自由，並進而剝削使用者時，黑客對抗之。

倘若有一天，當電腦反過來控制、設限了人們的自由，當資訊科技造成人們的“不自由＂

時，或許黑客們就將會開始思考著資訊科技的科技/權力界限，並試圖逾越之。 
148 在註 37 中，我們曾提到 Foucault 在〈主體與權力〉中提到了歷史中的社會鬥爭可以區

分為三種形式：反對支配的形式、反對剝削的形式、反對使個人束縛於自身並以這種方

式屈從他人的權力形式。(Foucault, 1983：212)很巧地，我們可以看到，黑客的兩場戰

鬥分別可以說是對應到反對支配與反對剝削的形式上。當然，我們並不能藉由這樣的巧

合來證明說黑客下一次的戰鬥就會是那種對於主體之構成權力作用的反抗。只是，就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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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反過來說，我們是否就能夠如此樂觀地期待黑客們，做為具有

著自由之熱情天性的特殊知識份子，必定能夠逾越網路空間的必然性界

限？這也似乎不盡然如此。至少，我們知道在網路空間的一些科技基礎上，

某些價值理念的嵌入是難以撼動的，即便黑客能夠堅持著最嚴格的軟體使

用之自由，使人們得以在諸多被嵌入於軟體、程式的權力作用中，有所選

擇甚至是創造，進而掌握加諸於自身主體面貌之上的各種形塑，但在建構

網路空間的一些基礎技術上，則仍是無法任意改變的149。此外，回歸到逾

越的問題上，所謂的逾越在 Foucault 看來乃是個體對於其自身當下歷史的

批判性實驗，它試圖在當代的必然性界限之中找尋不必然如此的可能性；

也就是在構成個體之主體性的諸多歷史偶然事件中，探究真理的權力機

制，並尋求不那樣地被宰制的可能性。因此，做為 Kant 的啟蒙問題的積極

化，逾越的問題，在本文看來，同樣一方面是個體的行為，一方面也是一

種人類集體的事業。如此一來，黑客們做為特殊知識份子，要能夠逾越加

諸於自身主體之上的必然性界限或許可能，但要能將逾越的實踐做為一種

人類集體的事業，加以傳散、推廣開來，似乎就不是那麼容易。因此，換

言之，如 Foucault 般僅僅期待著少數的特殊知識份子將可能進行逾越的實

踐，或是希冀著他們能夠獨立地發揮著引導性的作用，現在看來似乎是不

足夠的，雖然，他們的確在局部的權力關係中佔據著重要的戰略位置。 

 

 

 

 

 

 

 

 

 

 

 

 

                                                                                                                                  
未完結的黑客歷史，以及尚未發展到極端的資訊科技兩者來說，這未來的一場戰鬥在本

文看來似乎多少是可以預見的。 
149 畢竟，網路空間的建構必須是立基在一些共通的技術規則之上的，這些規則不可能任

意改變，或許就如同一個社會的結構仍舊是有其基礎的權力法則，而這些權力持續地都

將存在於人們的社會關係之中，在網路空間領域中同樣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