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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探討傳播科技與生活韻律的關係，並作跨時代的對

照。過去有關時間與傳播科技的論述雖多，但實證研究很

少，本研究試圖從文獻資料考察，了解一九三零年代台灣的

生活韻律，並利用家戶觀察與日記法，瞭解當代生活與傳播

科技的關係，希望能從此鬆的對照，瞭解傳播科技與時間感

受的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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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科技與生活韻律：1930 與 2010 年代的台灣社會 
 
一、前言：關於時間的討論 

關於社會時間的討論，一直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緊密連結。從馬克斯(Karl 
Marx)視「時間」最常被視為勞動的單位，社會的加速也被等同為資本主義進
展帶來工作擴增。Mumford(1934)將資本主義對時間的規訓回溯至中古世紀
僧侶的作息紀律，Tompson(1967)指出隨著工業化的擴張，以時計酬的普遍
化，資本主義的時間工作紀律也逐漸內化至勞動者的價值裡，並塑造了當代生
活形態。Zerubeval(1976; 1982)承接Weber 認為時間理性化是資本主義基
本精神的看法，考察世界時間的標準化與資本主義的擴張、交通工具的延伸有
絕對關係。Thrift(1990)也考據，資本主義的發展伴隨著分工細化，生產時程
不斷縮短，時間紀律伴隨著學校等機構，已經內化成為現代人的時間韻律與生
活方式。  

以上學者對於時間討論，很明顯地將時間的標準化、以及加速的時間經
驗，與現代性特質相連結。Giddens(1990)將現代社會的時空關係稱為「時空
疏離（Time-space distanciation）」，因過去時間和空間是不可分割的，每
個地區的作息依其日出日落而定，現代社會的時間則脫離社會、具有自成一格
的計算方式。他並認為電子通訊科技形成密集網絡，更加徹底改變人的生活，
形成「高度現代性」的特色。對於八零年代後期以後的社會，Harvey(1989)
稱以「後現代（post-modern）(頁 39)」，並指出新一波更激烈的「時空壓
縮（time-space compression）(頁 147)是其主要特徵。藉著衛星通訊與便
宜交通，私人或公共的決策都可以立即傳送得更遠且更廣，這種彈性和行動力
使得跨國分工成為可能，其影響性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電子通訊使整個
空間像是『地球村』、整個地球像是經濟與生態互相依賴的『太空船』，……
時區縮短至只剩當下……我們因而必須學習對應當代時間與空間世界壓倒性地
壓縮。（頁 240）」 

與過去型態固定的現代性相區隔 ，Bauman（2000）提出「加速
（speed-up）」、「液態（liquid）」為晚期現代性的特徵，描繪人口、金
錢、資訊、商品、影像等事物的流動共同建構出全球的「液態」網路。 
Castells（2010, p. 491）指出，網際網路不僅擴大了「同時性」（
simultaneity）、提供前所未有的立即性，且打破時間序列的線性關係，帶來
「無時間性」（timeless time）。行動科技的普及讓這種空間與時間成為日常
生活的結構，無線通訊設施與其他的社會實踐共同演化，因而重構了現實的時
間經驗。 Urry（2004, p. 122）評論：「社會網絡為科技所支撐，而這些科
技建立在超越人類知覺的時間框架上。」Urry（2000a, p. 55）則以「瞬時
時間」（instantaneous time）來形容新資訊與傳播科技帶來的時間經驗，包
括：資訊與想法可以即時傳遞到幾乎全球各地，原本日夜或周日與周末的間隔
不再明顯，越來越多用過即丟的產品與現象，流行、產品、勞動過程變化無
常，即時的工作文化，縮短的勞動契約、每個人都必須培養多種技能，極端加
速的生活步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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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ry（2000a）指出，瞬時時間與現代前期的社會「時鐘時間」（clock-
time; p. 113）之間關鍵的差異，不僅是傳播科技的速度，更在於行動性
（mobility），因為「移動性是社會生活的核心」（Urry, 2000a, p. 
45）：工業社會早期是僵固、線性、標準化的紀律，當代則是流動（flows）
／液態（fluids）的，因為有著「人們、資訊、物質、金錢、影像、風險的流
動，這些流動是異質、不均、不可預期的，而且是以驚人的速度且意外的形
式跨區域混亂地移動」（Urry, 2000b, p. 194）。 

從 Giddens、Harvey、Bauman 對於現代性、後現代性、液態現代性特
質的描述，以及Castells 與 Urry 區別當代時間經驗與過去的差異來看，傳播
科技所帶來的時間經驗位居核心位置。傳播科技如手機、電子郵件等，的確提
供了橫向聯繫、細部協調等功能，而且在科技與社會共同演化的過程中，新的
文化、標準、需求也一起衍生。有鑑於多數關於時間與社會的討論特別著重於
經濟因素，Rosa (2003)認為，西方社會為首的加速現象不應只有經濟因素，
還有文化與結構面向：文化面向指的是現代社會的文化價值，追求「滿」的人
生，也因此帶來生活腳步的加速；結構面向則是因為社會以政治、科學、經
濟、法律等任務分工且高度複雜化，使得結構的更替更加快速並刺激了社會變
遷。  

Rosa 提出三個分析層次來討論西方社會的「加速」現象：第一是科技加速
（technological acceleration），交通與傳播科技的加速都歸此類。第二是
社會變遷加速（acceleration of social change），相對於第一類是社會內元
素的加速，第二類則是社會本身的加速，包括各種美學、政治、規範、科學或
認知，亦即文化與結構等各面向的更替。第三是生活步調加速（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life），指的是日常生活中行動和經驗的速度與
壓縮。 

Rosa 將加速現象概念化，並提出有助於實證研究的區分。若欲研究傳播科
技與生活韻律的關係，應從第三種加速，也就是生活步調的改變切入。Rosa
提出，常見的解讀認為是資本主義與科技的發展，帶來社會整體與時間經驗的
加速，也就是把第一種與第三種加速相連結。但若第一種加速帶來傳播與運輸
的省時，應該會帶來空閒時間的增加，何以反而導致匆忙的經驗？他主張應從
主觀和客觀面檢驗「生活步調」：主觀面是瞭解個人對於時間的經驗，包括時
間壓力、感覺緊張等，客觀面則是從實際的時間配置以及行動的壓縮或多工來
測量。 

Snow(1987)指出，媒體透過三種方式，形塑了個人與社會每天的韻律與
節奏：一、使用媒體並維繫規律的行為，每天行動韻律與節奏是透過與媒體間
有計畫且規律的互動來組成與標明的。第二、媒體退入背景，卻是維繫韻律與
節奏的依據。三、將媒體的韻律內化至日常活動當中而不自覺。前人的研究多
少可以與Snow的看法相呼應，如Hobson(1982)研究電視節目在特定時段
播出，成為人們日常的習慣與例行公事之一，與其他活動相交融與協調，形成
一種「時間帶(time band)（p.115）」，但各家庭都因其特定的情境與媒體
科技協調出不同的時間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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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singer 重視媒體的儀式性意義。人們常常不經意地選擇適當媒體作為
維繫韻律，例如洗車、園藝、用餐的時候都可能聽著廣播或開著電視，即使並
未專注於媒體的內容，還是習慣其陪伴。例如某些人一回家就打開電視，未必
認真看其內容 (Bausinger, 1984); 有人在下午茶休息時間一定打開廣播，廣
播內容並不重要，但是讓午茶時間更加有趣 (Silverstone, Hirsch, & Morley, 
1992)。這些都與第二種形塑有關。 

發表於 1987年，Snow的指涉對象以雜誌、廣播、電視等媒體科技為
主。但關於媒體韻律內化至日常生活的現象，在電腦時代可能更加明顯。例如
Rifkin(1987)指出，電腦時代來臨使西方文明對效率的追求達到新高峰。電腦
科技並改變了我們對時間的概念，也改變了思考自我與周遭世界的面向。網際
網路伺服器永遠開機，隨時隨地可以近用，任何時間都可交易，卻也使人們的
工作時間無限延長至每天廿四小時，打亂工作與休閒的界線(Lee & Liebenau, 
2000)。 

Snow給實證研究的啟發在於，欲討論傳播科技與生活韻律的關連，應該直
接切入日常生活中使用媒體與其他傳播科技的種種細節，包括有意識與無意識
的舉動。此研究方向在當代跨媒體、跨載具的時代更加具有挑戰性，正如
Tomlinson(2007: 102)所言，手機成為新式「終端機(terminals)」的發展，
正是為了與人們生活日益增加的移動性相結合。Bausinger 認為，日常生活中
不可能只用一種媒體，而是多種媒體交互使用。因此，瞭解日常生活中各種傳
播科技交織使用的情形，這些實踐與生活韻律的關連為何，是當前應該拓展的
研究方向。 
二、關於時間與生活的研究方法 

針對過去時代的媒體科技與生活韻律的研究，最常見以歷史分析、文獻整理
或口述歷史法。如Moores（2000）以口述歷史研究法，訪問居住在北英格
蘭的老年人，回溯 1920至 30年代，當廣播仍被視為新科技時，如何與日常
生活中的種種活動相融合。當時享有特許執照的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 
刻意地將節目配合家庭成員的作息，例如某位受訪者回憶：早晨是「家庭主婦
的選擇」、午餐時間播的是「與媽媽一起聽」、到了晚餐時刻才是適合全家一
起聽的 「周一七點」新聞節目。 

至於當代傳播科技與生活節奏的研究，常見方法包括電腦紀錄檔分析、時間
運用記錄、以及調查法等。使用電腦紀錄檔分析，可以精確掌握在電腦上的活
動時間，例如用臉書同時又上了哪些新聞網站、看影片，但無法瞭解除了電腦
以外的傳播科技交替使用的情形，也無法了解人們如何經驗或感受忙碌。時間
的質難以用量化方法探討，因此仍以質性方法為主流。已知文獻多採取觀察
法、紀錄法與訪談法等方式。 
• 訪談法：Southerton 作了一系列跟時間運用有關的研究，雖不針對資訊

傳播科技的影響，但討論忙碌感受的成因。例如Southerton(2007)訪問
英國Bristol 郊區的廿個家庭，包括單身、夫妻、有與沒有小孩等成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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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年齡介於 25-65 歲間，包括雙薪、專業與退休人士，約訪的方式是在
最貴與最窮的街上投遞信件，徵求訪談的對象。訪問題目包括「是否覺得
社會整體來說比過去壓力更大」，「是否覺得時間壓力大」，「上週是否
有覺得時間壓力大的時候，情況為何」，「請描述平常如何安排時間」。
在該研究中，受訪者指出難以協調的困難也是感覺忙亂的主因，而他們因
應的策略包括：固定家庭的慣例，列出任務清單、排出優先順序，與家人
分享日記或行程表等。 

• 觀察法：可以回溯到１９８０年代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進行家戶內傳播科技
的使用研究，由研究者到受訪家庭內觀察並記錄。此類的研究優勢在於可
瞭解傳播科技在日常生活情境下交替使用的情形，也可理解受訪者的想法
與感受，但限制在於外人進入家庭內扮演的角色，一來觀察者難以 24小
時持續觀察受訪家庭各成員的生活，受訪家庭成員也難以在外來觀察者的
凝視下自在活動。 

• 日記法：Gauntlett & Hill（1999）在 1991-1996 間蒐集 427位英國
人記錄自己每天收看電視的生活細節。這是一個大型研究計畫的經費支
援，其問題在於退出率很高，難以要求每位紀錄者都持之以恆如實地長期
記錄。Nansen 等作者(2009)採用自我紀錄法，記錄澳洲墨爾本地區五典
型家庭為期三年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資訊傳播科技的情形， 研究者交給他
們自我記錄的一套工具內包括：可標明來源和目的的地圖，可記錄科技的
使用者與頻率的彩色標籤，用來隨手拍下日常使用科技情況的照相機，每
位成員一本日記以及一本隨手記事與繪圖的素描本。研究者定期地訪談並
與受訪家庭成員討論，了解紀錄的內容。 
本研究計畫包括對一九三零年代以及當代台灣媒體科技與生活韻律的探

討，因應時代不同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以下分別討論。 
 
三、一九三零年代的台灣 

歷史上的時間除了以口述歷史回溯，只能從文獻檔案找出蛛絲馬跡。關於
一九三零年代台灣的媒體科技與生活韻律，本研究採取歷史研究法來探究。透
過文獻耙梳，瞭解日本社會在兩次大戰之間，有許多關於新科技與新生活的辯
論。約當同時期，歐洲思想家對於新傳播科技多傾向負面的解讀，例如文化工
業主義者對於大眾媒體生產意識型態與文化霸權的批評。此階段的日本，對於
傳播科技雖然有分歧的立場，但不乏以正面角度看待新傳播科技，並興奮地期
待新科技與人將有新的互動關係之學者。 

而且，在明治維新以來逐漸強化的女性教育，培養出一批受新式教育的女
性，這些女性未必都是來自富有家庭的掌上明珠，更多是藉著都市化機會，離
鄉到大城市工作的「摩登女孩」。處於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也經歷到傳播科
技、新女性與消費崛起的交織影響，組成屬於台灣自己的現代性體驗。由於女
性經驗更能凸顯時代的轉折，本研究側重描繪當時女性的生活韻律，並與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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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做一對照。 
 

（一）日本的女性、消費文化與都會風景 

十九世紀後半，英美在女權運動、新女性文學中逐漸形成新女性的形象，
這股風潮東傳日本，並在廿世紀初透過女性雜誌的介紹逐漸在日本國內形成論
述。這種帶有女權意識、女性主義的日本新女性雖然形象大於實質影響，但對
於父權勢力龐大的日本社會而言，仍可視為一項現代性的指標。新女性具有抗
爭、革命的色彩，摩登女孩具有奢侈、性、享樂等消費文化的特徵，飽受當時
輿論批評。但是也有文化學者認為摩登女性代表一種嶄新的文化的出現。在同
一時期，日本因甲午戰爭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日本政府在政治考量下視新女
性、摩登女孩為腐敗的象徵，因此在國家教育上亟欲根除這些文化，進而推廣
「良妻賢母」的女性形象(牟田和惠, 2010)。 

日本女性雜誌的出現最早出現於 1880年代。在內容呈現上有主張啟蒙與
女性意識抬頭的《女學雜誌》也有呈現傳統女性美德的《女鑑》，雖然內容極
端但是都已教育為目的。1897至 1907 年代（明治 30至 40年代）受到
「良妻賢母」教育的推廣與女學生的增加，帶來日本女性雜誌第一波的興起。
此時在雜誌的內容上已出現了轉變。過去關於女性如何作為女性存在／生存的
論述，逐漸從抽象概念（例如婦德、女德、女權與女學等）轉向具體的描寫。
此一時期較具有人氣的雜誌主要為：《婦人世界》、《女學世界》與《婦女
界》。 

第二波的女性雜誌風潮則發生在 1910至 1920 年代。 Frederick
（2006）回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背景下「改善生活」的聲音日漸高
漲，女性雜誌的內容也就更加豐富，舉凡家政、流行、教育等都被廣泛地納
入，與現在的女性雜誌非常相似。此時具有代表性的雜誌為《婦人公論》與
《婦人之友》。前者的內容較偏向現代女性意識的抬頭，後者則較與日常生活
緊密結合，但是兩者都確實地反映了大正時期的時代與文化。兩本雜誌的共同
點是將流行文化與流行思想介紹給大眾，同時都偏向中產階級文化。當時的社
會對女性雜誌有些微詞，有些雜誌就曾因為文章內容不適當而遭檢閱刪除，例
如大正 9年 7月號的《主婦之友》一篇女性投書談到隱瞞自己非處女與先生結
婚的心情。對女性雜誌的負面意見多半認為雜誌內容低俗，充滿與性相關的議
題、中產階級的消費慾望，閱讀此類內容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行為。其實同一時
期的女性雜誌讀了大型出版社出版的商業雜誌，也出現了許多草根性的獨立
（インディーズ／indie）雜誌。在社會改革意識下很多獨立雜誌都抱有虧損的
決心。除了以婦女解放為目的的雜誌，例如《世界婦人》、《家庭雜誌》與
《勞動婦人》，也出現了以職業婦女分類等專門性質的女性雜誌，如《女子教
育》（女性教師）、《婦人と子ども》（保母）、《助產の栞》（助產士）
等。 

摩登女孩為當時媒體討論的焦點，她們的外表通常有幾點共通性：穿著露
出腿部的洋裝、高跟鞋以及受到好萊塢女星影響的短髮，這與日本傳統的大和
撫子身著和服、蓄髮、內斂的形象相去深遠。至於對於這些女性的內涵的討論
則出現了高度爭議與分歧。這些女性的出現與大眾雜誌的出版息息相關。除了
出版社本身亟欲增加讀者群，識字率的提升也使得原先屬於上層階級女性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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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擴大至中產階級女性上。透過雜誌內容或讀者投書，新女性、大眾文化與消
費的概念被介紹給女性讀者。透過雜誌的討論女性除了關注於生活、愛情等私
人面向，也有機會接觸公共領域面向。雖然這些女性逐漸出現有別與傳統女性
的思想，但是在某些程度上仍然受到社會所制約。例如婦女雜誌雖然提供了現
代意識，婦女開始追求自由的愛情但是最終仍然是以結婚和進入家庭為最終目
的。 

當時絕大部分的學者認為這些女孩只是膚淺地擁抱西方流行。分析經歷過
摩登女孩時代的女性知識分子的論述，Sato(2003)發現，摩登女孩無法與新
女性畫上等號。這群女性知識份子認為，新女性是歷經歐洲啟蒙的一代，而摩
登女性則是接收美國媒體帶來的文化，後者是一種相當表面的模仿。但是也有
與此相反意見的學者，平塚雷鳥認為「摩登女孩是新女性的承繼」。北沢秀一
則指出摩登女孩是一種新的自我意識，她們的穿著的方式是為了自我表現與自
我實現。這是建立在她們把自己放在與男人平等的地位上，掙脫當時社會對女
性的道德約束。只是這樣的表現並非女性自覺的產生，而是發生在不知不覺
中。不過摩登女孩經濟自主、自由的自我這些展現確實是新女性所歡迎的。新
居格區分了社會女孩與摩登女孩，是前者為在體制內行為的女性，而後者則挑
戰了傳統(Sato, 2003)。 

摩登女孩引人注目的背景是當代消費文化的興起。Tarami(2006)認為百
貨公司的空間對女性而言是一個可以逃避男性監控、遠離日常生活的公共空
間。百貨公司空間的凝視所隱含的窺淫慾和娛樂的美學經驗，能促使女性對消
費、奢侈感的意識和新生活的想像。Sato（2003）認為，消費賦予女性權力
感。除了消費的過程需要作出決策，同時女性在公共空間中能夠大方的展示其
身體供男性凝視，並對這些凝視予以回應。這種性別的自我意識暗示了女性作
為行動者（agency）的出現。 

除了百貨空間，咖啡店也是女性開始進出公共場所之一。Tipton(2000)
肯定咖啡店作為現代性的表現，不僅是對城市人的解放也是對女性的解放。相
較於過去傳統的建築，咖啡店提供的西式空間對大眾（尤其女性）出門在外而
言一個相對舒適的用餐空間。日本關東大地震後咖啡店如雨後村筍般大量增
加，但是同時咖啡店的空間設計從承襲歐陸風格轉向美式風格並且多了娛樂性
質。女性透過百貨公司與咖啡店走出傳統家庭生活方式的同時也意味著女性開
始進入勞動市場。Sakura Heigoro 與 Chiba Kameo 指出，這些摩登女孩的
出現與職業婦女人口的增加彼此之間是相關的。但是男性對於這些女性的評價
往往認為這些女性僅具有性吸引力的能力，以性作為工具吸引顧客（Sato, 
2003）。例如在咖啡店工作的女給。 

日本料理亭有藝妓表演、陪酒的傳統，咖啡店的女給則是新時代的產物。
齋藤美奈子(2003)指出，女給與職業婦女同樣是摩登中具現代性的職業類型。
在關東大地震以前，日本的女給身穿和服並且外再加上白色圍裙，而他們從事
的工作多半與當今的服務生無異。較為不同的是，顧客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與女
給交談、聊天，多少使得用餐空間多了額外的服務。通常到咖啡店消費的顧客
屬於學生、單身上班族、新聞雜誌記者。這些人在經濟能力上沒有辦法負擔像
是藝妓、娼妓的費用。相較於傳統遊藝空間，咖啡店明亮開放的空間也使顧客
得以感到輕鬆自在。直到關東大地震之後，女給與色情的關聯才愈漸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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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女給在表面上看起來具有摩登氣息，只需要端茶水與客人聊天，看起來是
很輕鬆的工作；但是事實上在經濟蕭條時期日本的雇主並不給付工資，女給的
工資必須從小費取得。為了能夠平衡自身的消費支出，女給往往需要超時工作
來換取微薄的薪資。雖然女給的工作實際上與女工一樣吃力不討好，但是仍有
許多女性寧願投入這樣的工作。原因在於透過女給的工作女性能夠或的摩登的
氣息，同時齋藤美奈子（2003）也指出，比起藝妓、娼妓等在衣食上都受限
於雇主（近似賣身契約），女給的工作條件稍好，也較有機會真正獨立。 

村嶋歸之（2004）的《カフェー考現学》描寫大正昭和時期大阪的享樂
文化引領全國，當時消費文化的中心是道頓堀一帶，戲院、電影院、咖啡廳是
最受歡迎的娛樂場所。演奏並大聲播放象徵西方文化的爵士樂，是這些商店攬
客的方式： 

 
  「現在調查以『道頓堀』為中心的鬧區之十一間大咖啡廳(ユニオ
ン﹑美人座﹑道頓堀﹑日輪﹑赤玉﹑南地赤玉﹑フランス﹑バー﹑
アシベ﹑ヴヰナス﹑タイガー﹑高橋)，當中有七間有舞台，那裡有
爵士樂團演奏爵士狂想曲，剩下的四間都是用Victrola 蓄音機發出
銳利高聲。亦即是，十一間全部都在進行爵士樂的競賽。其他的小
咖啡廳﹑酒吧﹑茶舖也幾乎全部都有蓄音機或收音機，不分軒輊地
發起高音。若是去年沒有推行咖啡廳取締令，今日的道頓堀一帶可
能得摀著耳朵才能走了。」（頁 31） 
 

根據村嶋歸之的觀察，每天晚上在七點至九點左右，人潮就會湧現在大阪心
齋橋筋一代，躲避酷夏暑氣的人們會外出散步逛街，在活動看板前、棒球成績
告示前、以及在實物模型的櫥窗前駐足。村島歸之實地觀察了大阪鬧區的廿四
小時，每天清晨四點為餐廳採買魚貨的腳踏車就會不斷往河口魚岸前進，此後
送報、牛奶者漸次出現，從六點半到八點是從近郊搭火車在難波站出現男男女
女，他們多半是受僱於大丸、十合百貨公司。早上九點大丸百貨開始營業，正
午報時後，電影院就開始上映，下午三四點接近劇場營業時間，學生放學後集
結於此，道頓堀就準備好鬧區的姿態。 
晚上六點五分左右，大丸的首輪女僱員下班，道頓堀就開始了霓虹燈閃亮、爵
士樂大想的夢時代。晚上十點半是劇場散場時間，也是一整天最繽紛的時刻，
人流與車流擠得水泄不通，十一點左右，心齋橋筋的商店街都要關門送客。此
時仍營業的只剩下咖啡廳，但午夜十二點強迫歇店，到了一點道頓堀的咖啡廳
完全熄燈，變成徹底黑夜。接下來是女給朝著難波站或心齋橋加快腳步的身
影，往南海方向的末班車是午夜兩點出發。仔細觀察，搭乘末班車的女性人數
是男性兩倍以上，可說是「酒與咖啡廳女給的電車」。 

村嶋歸之當時的「考現」留下寶貴的資訊，讓後人得以一窺當時大阪都會風
景、生活韻律，想見消費文化的盛況。由於日治時期大阪與台北的商業往來非
常密集，深刻影響了台灣的商業模式，對於大阪的瞭解有助於得知一九三零年
代台北的都會生活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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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現代生活的改變 
 

新女性、新科技與新的消費風潮，應該放在當時的文化情境下來理解。日本
的現代生活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 年）和關東大地震（1923
年）後，有了改變(Harootunian, 2000a; Sato, 2003)；1910 至 1920 年
代，日本大正時期的社會有了文化轉變，因此也是消費文化興起，稱為「文化
時代」、「大眾的時代」，突顯了現代性的之於生活的發展(吉見俊哉, 
2002b)。這些文化現代性的特徵反映在衣著、建築、消費習慣、娛樂活動
上。在外觀和衣著上，婦女服裝洋化出現洋裝、斷髮、男士髮型洋化等；建築
則有西洋式的公寓在東京出現；咖啡店、餐館數量增加，而百貨店或劇場等處
也設置食堂，百貨店廣受歡迎，相對影響了小販業者的競爭。同時，電影作為
娛樂活動，透過螢幕而能看到外國的演出內容，這改變了傳統舞台劇的視覺觀
賞和節奏(平林初之輔, 1975a)。 

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大眾媒體，在普及的同時也型塑了「美好生活
」的樣貌（Harootunian, 2000:19）；這也是日常生活的美學化
(Featherstone, 1992)，因為平面媒體、廣播、電影院、廣告設計家促進了
消費文化和新產品的意義，尤其是藝術工作者、室內或商品設計師，他們成為
Bourdieu 論述中(1984)的「新文化中介者（new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形塑了大眾的品味風格。 
 大正時期（1912-1925），最重要的文化特徵便是眾多方便大眾近用
的新媒體，舉凡報紙、出版品、電影、唱片不再是少數菁英所擁有，而在大眾
的日常生活中得以消費(Sato, 2003; 吉見俊哉, 2002a)。其中，因為明治時
期教育普及，使民眾閱讀素養能力提升，適逢一次大戰後產業大量製造促進了
經濟繁榮，民眾消費力提升，加上放映機、錄音等技術引進，每日生活商品化
和消費文化成為特色。大正之後的昭和時代，延續大正文化的特色，從文明走
向文化。 

當時期歐洲學界對於新傳播科技抱持以懷疑的眼光，從葛蘭西（Adono 
Gramsci）對意識型態與文化霸權的批判，到法蘭克福學派質疑大眾媒體成為
文化工業的推手，電影、流行音樂成為資本主義的共犯，以消費麻醉人心。相
較之下，同時間的日本對於傳播科技的進展抱持著較正面且興奮的態度，認為
新傳播科技是現代性的代表。吉見俊哉(1995)在《聲の資本主義》一書中介紹
了當時日本媒體上對於廣播科技的論述（頁 212）： 

 
1925 年 10、11月號的中央公論中提到多篇文化人的廣播體驗
記。其中久米正雄與進松秋將對於能清楚聽見自己聲音感到滿足；
馬場孤蝶則是特別注意放送時聲音的發音和高低；九保田萬太郎對
於自己說話太快趕到後悔。荻原朔太提及廣播與文化的相關性，認
為隨著廣播普及，大眾聽音樂也就更加舒服方便。 
 

當時知名的文化評論家平林初之輔（Hirabayashi Hatsunosuke, 1892-
1931）在《現代生活是如何改變的》(平林初之輔, 1975a, pp. 333-338) 
一文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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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明就是所謂的電力的文明，現代生活的一切都由電力所支撐
著。……我們的現代生活因為電力展開了革命，生活中的空間時間
都受到了壓縮，變得更加豐富。….. 從明治到大正初期，日本處於
一個在制度上急速攝取西洋文明的時代。官廳、學校、醫院、公
司、銀行、工廠、火車、汽船、郵局、電信、其他等等制度移入了
這個時代的日本，改造了日本人的生活。但是，從大正末期到昭和
時代，西洋文明更加直接地深入到日常生活、趣味、好惡之中，可
謂是將日本世界化的時代。而我們現在正剛好處於這個過程之中。 

 
現代性科技和電力不但改變了生活的物質層面，也影響了文化內容。對平林

初之輔(1975b)而言，留聲機和廣播成為現代音樂的主要媒介，音樂也機械化
了；他引用德國音樂評論家 Edwin Faerber 的說法，指出電影代替了一般演
劇，廣播代替了音樂廳和劇場，留聲機成了保存現代音樂的主要媒介
（p.323）。當音樂獨立於舞台和音樂廳而轉移至廣播，儼然也出現了針對廣
播而特訂製作的音樂樂譜，機械音樂也可以成為創作；相較於留聲機和自動彈
奏的鋼琴，廣播所傳佈的機械音樂更廣泛普及（pp.324-325）。 

平林初之輔對於當時新媒體科技抱以正面樂觀的看法。他認為廣播和電影不
但促進傳播，更改變了藝術鑑賞形式，由傳統少數菁英欣賞轉為社會大眾皆可
以接觸，這和Walter Benjamin 的觀點相近(Harootunian, 2000b)。1920
年代，所有新文化都滲透了日常生活，也有著現代化生產的蹤影。不過，當日
常生活逐漸機械化和媒介科技力量滲透之時，平林初之輔予以肯定評價（整理
自Harootunian, 2000: 109-113），並提出日常生活機械化的三階段論：
(1) 服膺模仿西方的衣著、飲食、家庭觀、和大量生產，此時期核心推力是電
力的運用，諸如電話和電報；(2) 第二階段中，因為有了大眾傳播和交通運
輸，生活速度和節奏加快；(3) 第三階段，科技塑造了新社會秩序，例如理
性、進步、和科學氛圍已型塑了社會文化。簡言之，平林初之輔認為像廣播、
電影這類的新媒介科技所形塑出的新文化現象，更快速地進入大眾的日常生
活，這是平面印刷媒體所不能比擬的。 

 

（四）台灣新女性與摩登女孩 

日本在 1910-20 年代間的劇烈轉變，也影響到當時的殖民地。台灣在日治
時期經歷過兩次教育轉變，分別為 1919年與 1922年發布的教育令。這段期
間歷經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韓國獨立等事件，全球民族主義高
漲。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政策發生改變，為了要穩定殖民勢力，開始拉攏仕紳階
級。連帶過去不被重視的教育層面也被重視。1919年發布的教育令，主要是
將過去女性教育中所強調家政、烹飪等技藝的部分減弱，增加七科普通科目增
加。1922年的教育令是強化第一次的政令，並且增加了台日學生共學的部
分。（洪郁如，2001） 

1920 年代前後台灣知識分子對女性教育有抱持著兩種觀點：齊家興國與解
放。「齊家興國」論的特徵有二：第一，女性接受教育的受益者並非限於女性
本身，是以家庭能夠成為受益者，甚至若能擴大到國家層面會更好的想法作為
考量。在這種論述下，女性教育中的女性仍然不是一個完整的個體，是過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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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行「良妻賢母」的一種延續。其次，國家的概念是曖昧的。台灣作為殖民
地，在提倡齊家興國的時候會遇到論述中的國家到底是指中國還是日本的困
境。為了避免政治上的爭議，國家往往會被提高到抽象層次，作為一種理想的
對象。（洪郁如，2001） 

解放論的提倡者大多是留學歸國的本土知識份子。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
思潮與各種社會運動的影響，他們認為台灣女性的教育是處於不平等狀態，需
將女性從家庭中解放並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前者的論述通常伴隨著婚姻自由
的討論，這多半是男性學者的主張。而女性知識分子可能會較專注在各種傳統
家庭對女性的束縛，而不僅只在自由戀愛的層面。（洪郁如，2001） 

1920 年代開始台灣出現了一批女學生，他們被稱作「新女性」與過去未受
教育的女性或、者只受過傳統漢人教育的女性有所區別。與日本實施的義務教
育不同，在台灣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才能負擔初等教育的費用，繼續升學。
而且，相較於日本女性，台灣女性就算入學後取得學位畢業的比率相對困難。
在升學路上往往也受家庭的開明程度影響。因此能夠接受教育的通常屬於社會
中上階層的女性。（洪郁如，2001） 

到了近代都市文化開始興盛的 1930年代，在台北開始興起所謂「モダン
ガール」（modern girl 現象），當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大家對於
modern girl 的說法並不是用日文的「モダンガール」，而是習慣說「黑貓」
(台語)，台灣民眾其實也知道「モダンガール」，只是在用法上還不如日本那
麼普遍、通用。黑貓時代的台灣興起了空前的跳舞風潮，同聲、羽衣、第一等
等的跳舞場相繼開業，年輕男女也陶醉在音樂中並跳起舞來。此外，以戀愛為
主的台語歌，當時也在古倫美亞唱片（Columbia Record）等地開始販售。
(洪郁如, 2010)  

過去台灣的女性很少在公開場所露臉，但自 1920年代以降，蓄著短
髮、穿著西式洋裝或女高學生制服的年輕女孩，已經成為都市街景的一部
分，由於女性的就學與就業，在過去難以一見的女性身影，化為日常街頭
上風景的一部份。如洪郁如在近代台灣女性史中引用一篇 1923年的報紙
投書：「過去的女性總是藏身於角落之中，然而如今卻能夠在往來頻繁的
街上昂首闊步。這兩三年來的女性們，和以前相比真的是完全改變了，不
論是精神或是外貌。」這樣的景象到了 1930年代更加普遍。在 1931年
（昭和六年）10月 2日出版的台灣日日新報刊有畫家黃土水夫人、黃廖氏
秋桂所寫的「衣裝文化與『黑貓』--本島摩登女孩生活解析」一文，顯示
摩登女孩或黑貓在 1930年代初期已是台北街頭常見的街景： 

 
時值涼秋，本島也吹起了現代化的風潮。穿著長筒白靴展露出腳部美麗
曲線，和彷彿可以透見美人肌膚的洋裝或長衫，這樣的女性們三三兩兩
地抱著手臂沒有任何矜持也沒有任何限制更沒有任何膽怯，往來活躍於
各個地方。這些美少女的真實面目究竟為何？她們是台灣的摩登女孩
（又稱黑貓）。..... 和日本風行的摩登女孩一樣，台灣的黑貓乃至最近
在美國被稱為遊樂廳粉絲的美嬌娘等，他們都是現代社會之下的產物，
共通點是她們喜歡追求自由、快樂、放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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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相同，台灣的摩登女孩是在政府施行新式女性教育，女性開始進
入職場，消費主義興盛的背景下所產生的文化現象。電影、流行歌曲等大
眾文化也在咖啡廳、跳舞場等地快速流轉，而摩登女孩正是流行文化的擁
戴也是大力推動者。而這群反映現代文化的摩登女孩，也是 1930年代最
積極近用雜誌、報紙、電影、蓄音機、廣播等傳播科技的女性族群。 
 
（五）1930年代台灣的媒體環境 

在 1930 年代，臺灣都會地區已成為一個初具大眾消費社會雛形的年代，
在 1937年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前，廣播、唱片、電影等傳播媒體經歷一段蓬勃
發展的時期，台北街頭有電影院、咖啡座、跳舞場、喫茶店、百貨公司等現代
化娛樂場所，而且消費者非侷限於極少數菁英階級。臺灣人愛光顧的永樂座經
常播放來自中國上海的電影，跳舞場也大受歡迎，人們伴隨著蓄音器（留聲
機）中的舞曲，踏著摩登的舞步。娛樂場所也提供女性新的就業機會，原本穿
旗袍、唱戲曲的藝旦穿起洋裝、留起短髮、唱流行歌、學跳交際舞，甚至改行
到咖啡座當女侍(王櫻芬，2008)。1936 年台北的電話簿上，以咖啡店起頭的
店名超過二十家，裡面的女侍不止端送食物和飲料，更免費陪客人同席，另有
經營形式較單純的喫茶店，它們同樣都代表時髦的氣氛(陳柔縉，2005)。 

我曾撰文(Wang, 2010)指出，媒體內容匯流在 1930年代的臺灣已非常
普遍。經常一部電影上映前，報紙會先撰文報導，由於當時以默片為多，發行
公司邀請作曲家針對劇情創作宣傳曲，這些歌曲常被製成曲盤，或在咖啡店等
公開場合播放、或在廣播節目中介紹。報上也常見到唱片公司刊載廣告，一九
三○年代唱片行競爭激烈，「於是各公司刊登廣告，大多是一首一枚的新歌或
電影主題曲為多，有還配合圖片刊出，講求唱片的特色效果」(葉龍彥，1999: 
64)。因蓄音器蔚為風潮，報上有許多相關報導，包括蓄音器被偷1、新竹州公
告使用蓄音器、收音機時應注意播放時機與音量等報導。2 

1930 年代的媒體蓬勃現象，是在之前就奠立基礎。西元 1898 年日人
守屋善兵衛併購《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而成《台灣日日新報》3，後來被
臺灣總督府作為官報。據官方 1924年的調查，《台灣日日新報》約有
18,970 份發行量，而由於報紙常在圖書館、醫院候診室、公所、車站等地張
貼，估計台灣人讀者數目應遠超過報紙一半的發行量，因而在報紙廣告欄中半
數是台灣人所刊載的商業廣告(孫秀蕙、陳儀芬，2009)。除了《台灣日日新
報》、《臺灣新聞》與《臺南新報》「御用三紙」，日本的兩大報紙《大阪朝
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也跨海至臺灣發行(李承機，2006)，此外還有
《台灣新民報》、《三六九小報》、《風月報》等具影響力的刊物，顯示在日
治中期平面媒體蓬勃且競爭激烈的景象。 

1925 年日本國內剛設立廣播電台；同年 6月，台灣立即進行十天實驗播
                                                
1	  「留聲器曲盤被人竊去」，刊載於 臺灣日日新報, 1931.4.13, 頁 8。 
2	  「蓄音器の取扱ひと手入 靜かに叮嚀に扱ふこと」，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 1936.09.17,頁
5。 
3	  《臺灣日日新報》創刊初期有六個版面，1901年 11月以後增為八版，其中漢文版通常佔有
兩個版面。自西元 1905年 7月 1日以後，報社將漢文版擴充，獨	  立發行《漢文臺灣日日新
報》，每日六個版面，一時幾可與日文版等量齊觀。於西元 1911年 11月 30日，恢復以往於
日文版中添加兩頁漢文版面的作法，直到	  西元 1937年 4月 1日因應時局全面廢除。（漢珍數
位圖書，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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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41928 年 12月 22日，台灣由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正式推動成立廣播電
台「台北放送局」(葉龍彥，1997)；同時，仿照日本國內模式，要民眾申請收
聽執照、徵收收聽費「聽取料」(周兆良，2003)，並設立服務站招募收聽戶
(何義麟，2000)。1931 年 2月 1日，「台灣放送協會」正式成立，1934年
九月以短波設備進行和日本國內的國際轉播，從此，台灣可跨海收聽日本的廣
播節目。「台灣放送協會」以半官半民的社團法人身分，接受台灣總督府委
託，經營台灣五大廣播電台的節目企畫製作與營運角色。5 自該協會成立後，
廣播節目編排，可分為以下四個時期（日本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 ，
1998）：第一階段為協會成立至一九三四年九月以短波轉播內地、台灣間的
節目止；第二階段為 1934年 9月至 1937年 7月中日戰爭發生；第三階段
為 1937 年 7月至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戰爭開始；第四階段為 1941 年 12
月至 1945年 8月戰爭結束為止。本研究側重第一、二階段下的台灣社會。 

台灣放送協會成立時，台灣人口總數為 500萬，其中包含日本人 27萬。
相較之下，廣播收聽者的總數僅僅只有 4000人，其中台灣人約僅佔五分之
一，因此節目編排多為日本人取向。台灣放送協會史料中提及，這階段的廣播
內地節目主要接收熊本放送局的電波並於島內轉播，隨電波接收的狀況不同，
有時也會轉播來自大阪與廣島的節目。然而，夏季受到強烈的大氣電波干擾，
轉播狀態常嚴重地惡化。因此，每年十月至隔年三月以編排內地轉播的節目為
主，四月至九月則以本地節目為中心。唯有內地的經濟新聞在一年四季均有轉
播。此外，亦會轉播春秋季的六大學棒球賽、夏季的中等學校棒球賽，以及東
京.大阪的相撲等受歡迎的運動賽事。一九三四年六月起，東京與台北間可透過
短波收發節目。藉由這項改變，轉播內地節目的狀況受到改善。不但一整年皆
可收聽，且音質與本地播送的節目相比，幾乎無法察覺之間的差異。 

雖然當時高舉「非常時期」的旗幟，為了「達成國民思想統一與提高國家
意識」，在台北的放送局都盡可能轉播內地節目。然而，在考量節目類型與內
容上，一般節目亦常有適時中斷內地轉播，而播送本地節目的情形。轉播內地
所有運動實況的同時，亦盡可能地轉播本地的運動實況。此外，內地轉播自然
以東京轉播為主，但因應台灣經濟界的要求，僅有經濟情勢會接收來自熊本放
送局的內容。這是因為台灣的證券交易業者，一向以在大阪擁有總店或交易店
者佔多數，就播出次數與即時性來說，熊本轉播比起東京轉播更為方便。從這
些紀錄看來，更可印證日治時期台灣與大阪地區經濟貿易往來的密切關係。 
 
（六）仕紳生活中的媒體科技 

當時居住台中豐原，身為前保正的中產階級張麗俊寫下《水竹居主人日
記》，內容體現台灣 1930年代民眾的日常生活。從張麗俊接觸的演藝活動，
包含戲劇和戲曲、當時的媒體（廣播、留聲機、看電影等）、藝妓歌唱等，勾
勒出一幅台灣當時庶民生活的輪廓。有別於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由林氏
紳商家族較好的消費力、文化鑑賞力和學習才藝的資本，或者接受新式教育的

                                                
4	  廣播出現在一九二○年代，美國 KDKA電台，為世界上第一個正式對外廣播的電台，接著蘇
聯、英國、中國和日本急起直追，對此新媒介的傳播、宣傳效果印象深刻（周兆良，2003）。 
5	  台灣放送協會下設立台北放送局(JFKA)、台南放送局(JFBK)、台中放送局(JFCK)、嘉義放送
局(JFDK)、花蓮放送局(JFEK)等五大廣播電台（周兆良，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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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呂赫若日記》，張麗俊較貼近日誌時期庶民生活的視野（許書惠，
2009: 4）。以下簡述張麗俊接觸當時新媒體和眼意活動的日常生活經驗。 
 
1. 看電影 
 看電影在當時也稱為「活動寫真」、「映画」。張麗俊第一次於 1908
年看電影以「其間幻術精妙難以言語形容者」（張麗俊，2000a：314-
315；轉引自許書惠，2009），一直到昭和 10年（1935）他作〈觀電影〉
一詩（張麗俊，2004d：24-25；轉引自許書惠，2009），仍是強調電影在
科學和技術上的特色，而不是討論電影內容（許書惠，2009: 103）；只有在
昭和 4年（1929）於豐原座觀看演《金玉緣》時，他提到演員演技精湛，並
和舞臺劇相比較，認為電影能演出更真實的效果（張麗俊，2004b：34；轉
引自許書惠，2009）。 
 此外，日記中還記載著有一種非免費的活動寫真放映活動，也非依循一
般商業的模式進行，而是經由區長、役場對保甲民強迫分派（許書惠，2009: 
104）。 
 
2. 蓄音機 
 張麗俊首次聽蓄音機，是在 1908年路上發現正在喧奏的「大蓄音
具」，內容估計是和戲曲錄音有關。第二次是明治 43 年（1910），此次確
定是正音戲的錄音唱片，他的內容中提到蓄音機可以在私人室內空間聆聽，即
便室外是雨天也能進行活動（張麗俊，2000b：407：轉引自許書惠，2009: 
107）。 

從日記中的脈絡也可推敲，張俊麗家中可能有蓄音機。他提到昭和 6年
（1931）女兒來家，「晚飯後唱留機至十一時方各就寢」（張麗俊，
2004b：392-393）；昭和 7年（1932），張麗俊家裡招待四十位來賓晚
飯，有十七人留宿，隔天還有兩個賓客「尚住此絞蓄音机」（張麗俊，
2004c：70-71；轉引自許書惠，2009: 108）。 

但是，張麗俊的接觸經驗中並沒有寫其在蓄音機中聽到的內容類型，因此
「聽蓄音機」的行為本身，係「正在進行一種時髦活動」的意義，比聽了什麼
內容的唱片，似乎更為重要。同時，聽蓄音機還揭示「共享」的特質，都是在
有朋友或一群人的場合，而不曾獨自一個人使用（許書惠，2009: 107）。 
 
3. 廣播 

在張麗俊的日記中，有兩次接觸廣播經驗；一是在大正 14年
（1925）、另一次在昭和 7年（1932）。第一次大正 14 年（1925）時是
在學校放送，張麗俊評為「但男女雜呇〔沓〕聽不清楚，亦無甚見奇，遂歸」
（張麗俊，2002b：425）。但是其日記和報刊所載的感受不盡相同，可能是
當代科技品質仍不穩定之故（許書惠，2009）。放送品質相較於同年 2月基
隆青年會舉辦收聽廣播的活動，他們協調基隆無線電信局，接收當時大阪正進
行無線展覽會所放送的電波，而《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其效果不錯。 

張麗俊第二次收聽經驗在昭和 7年（1932），此次收聽廣播經驗比第一
次來得好。張俊麗認為此次狀況是「口饜嘉肴，而耳聆佳音」（張麗俊，
2004c：33），且在私人宴會中聆聽；此次收聽經驗品質提升以及擴展至私
人空間聆聽，可能和昭和 6年（1931）2月 18日臺北放送局落成有關，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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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廣播品質提昇（許書惠，2009: 109）。 
 
4. 其他活動 
 在張麗俊日記中，還可見觀看戲劇、藝妓唱曲，例如 1931年時，他觀
賞西螺共樂社、彰化振興社、鳳樂社等的戲劇，當時臺灣內臺戲班強調舞臺美
術在布景、電光、機關上展現的情景，在戲劇之前也安排有女優跳舞等流行娛
樂節目，這反映了昭和時期臺灣觀眾追求觀賞多樣化內容的特性（許書惠，
2009: 80-81）。另外，日記中也有逛百貨店的經驗，居住台中的張麗俊，曾
在 1933年為了參加宜蘭組合大會，先在臺北下車逛菊元百貨店，再轉往宜蘭
（張麗俊，2004c：295-297）。 
 
（七）小結 

藉由文獻回顧，本研究已經對 1930年代的社會文化背景有所掌握。當時
的女性受到新式教育、西方思想影響，加以日本社會對於傳播科技的正面態
度，都影響了當時身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從傳記中也可略微瞭解當時仕紳階
級對於新傳播科技的體驗，以及黑貓作為摩登女孩的新興社會現象。不過，對
於一般女性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媒體科技，且媒體科技如何影響其生活韻律
這個面向，仍有待從眾多資料中捕捉。 
 

四、當代台灣科技與生活的研究設計 

有關台灣社會 2010年代的部分，本研究採取多種方法，探討網際網路及
其他資訊傳播科技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與時間韻律的關連性。第一階段
先招募年齡介於 18-25 歲的女大學生或研究生擔任受訪者兼訪員。受訪者先
經過初步面談，瞭解其家庭成員、居住地點以及家中是否使用網路，以及暑假
能否至少與媽媽共住一週。由於女性在台灣常被賦予不善使用科技的刻板印
象，聚焦在女性使用者可望一探此現象。 

訓練訪員時，我們先分批為受訪者講解記錄的方法，先以自己與室友為對
象試作紀錄，寒暑假時再記錄自己跟媽媽的生活。受訪者不僅需記錄自己的作
息與使用網路的時機、場合等，也需記錄家中其他成員使用傳播科技的情況與
生活作息，並順手拍下使用傳播科技的照片。記錄的主題不限於某一種傳播科
技，因為我們認為傳播科技在日常生活中是交互使用，且與其他活動密切交
織。若只側重特定科技，恐有見樹不見林之慮。訪員記錄期間需長達一週，至
少需完成自己與母親平日、假日各兩份記錄，一共八份。此設計避免了陌生觀
察員在家的尷尬，由於紀錄者受過訓練，可提高回收資料的品質。 

訪員除了做文字的紀錄，還需填作息表格。此表格乃從BBC Daily Life
調查的表格簡化而來，側重日常網路與手機的使用，並容許記錄者新增項目。
BBC Daily Life 是針對成年女性、男性、4歲以上未成年人設計不同的表格。
以 2002/3 年調查為例，5212份回收資料中七成來自PDA記錄資料，其餘
來自傳統紙本，表格為 24小時制、每 30分鐘劃一欄位。有鑑於研究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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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化統計出大眾的普遍作息，且BBC所設計的活動項目也不適合臺灣，因
此大幅地簡化並改造其內容。 

日常生活記錄表格是由研究者與多位研究助理共同試作、討論而後定案。
三位研究助理為受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的碩士生，他們試著記錄由研究者
草擬的記錄表，指出可能有的疑問、難以歸類之處，再予以修正。另外，記錄
表不限定某種傳播科技，也包含其他活動，以期探討生活中活動相互交織的情
形。橫向欄位為時間欄，從早上七點到隔天早上六點；縱向欄位為活動欄，分
ICT媒體與工作、休閒、通訊、家中活動、運動、外出活動等六大項，除了所
列細項外，每一大項都附有「其他」欄，方便記錄者說明。 

此研究獲得大量的實證資料，包括日常生活記錄表、日常生活記錄以及照
片等三大部分。在此小節，研究者將針對此研究方法提出反思。 

（一）徵選訪員 

研究者先透過任教的單位、一所位於台北市郊區之國立大學的公告系統徵
求訪員。公告中寫明：「需要徵求 18-25 歲之間的女學生擔任觀察員，記錄
自己與母親的日常生活，幫助我們了解當代社會中，女性與資訊傳播科技的關
係。」我們原先認為學生們就讀同一所大學方便集體訓練，暑假時學生回到各
自家鄉，如此得到的生活經驗就不僅限於台北市以及大學校園。  

然而，可能因為徵求途徑、主題、數位落差等關係，多數應徵的訪員都來
自臺灣西部都會區中上家庭，於是又循管道請師長介紹藍領背景或家居東部的
原住民學生協助。 徵求報名表中，除了要求訪員填上個人聯絡資料，也包括
父母親年齡、職業、學歷以及家庭經濟情況等欄位。統計收到的 30份報名表
中，8位住在台北市，13位自認家庭經濟情況從是「低收入」「普通」「小
康」到「富裕」中的「小康」。母親年齡最輕者為 43歲，最年長者 61歲，
約八成集中在 45至 53歲之間。有填母親學歷者分佈情形如下： 

學歷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博士 

人數 1 9 8 7 2 
 

為避免資料過度集中於都會中產階級，再透過師長尋找認識的學生來擔任
記錄者，特別是藍領背景或是臺灣東部的原住民家庭，以期使資料能夠反應更
多元社經與文化族群的經驗。但是有些訪員回家跟媽媽解釋這份工讀的目的以
及內容時，就發現這份表格的內容難以描述被記錄者的生活，「這是適合都市
上班族的、這些活動跟我的生活都沒關係」。 

這也凸顯了研究的限制，其一，關於傳播科技無所不在的印象，是否過度
集中某些族群。Couldry 在 Theorizing media and practice 中曾提及，勿太
把媒體視為社會中心。當研究者將視角完全集中在媒體身上，容易忽略其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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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擴大了媒體的重要性，例如衍生出媒體科技進展帶領生活步調的歸因。將
媒體使用回歸到日常生活的脈絡中，才是最接近現實的狀態。 

其二，承襲英國文化研究傳統，Silverstone 的馴化理論強調，同樣一種
科技在不同社會、個人會有不同用法，即使是同一人在不同生命階段、使用情
境下，也有不同用法。我們一方面不希望資料來源過度集中於都會區中產家
庭，但是也發現所設計表格未必適用於非都會區使用者。這樣的限制可能需再
細分不同的生活形態，設計出相符活動的表格，以更多的實證研究來彌補缺
憾。 

（二）時間記錄 

Prof. Kajsa Ellegard and Dr. Matthew Cooper (2003) 指出，「每日
生活看起來非常簡單且每人都有經驗，但是當學者想要從某個角度進行有系統
地探索時，卻發現日常生活的複雜性難以處理。個人、家庭和社會經濟群體在
興趣和活動類型上的差異超級巨大。因此許多嘗試分析的方式，最後都流於過
度簡化。」 

這也是所有時間運用研究所遇到的難題。在文獻中提到，過去時間運用資
料被批評的過於簡化，無法窺得日常生活的全貌，尤其若研究焦點聚於特定媒
體科技上時，便無法理解該科技在生活中的位置，以及與其他活動的相互關
係。但是擴大視角可能會使得資料過於雜亂而難以分析，例如在本研究收集到
的日常生活記錄表中，包含 ICTs 使用，以及生活中的其他活動，照片以及示
意圖呈現家庭中使用科技的空間分布，觀察日記則有使用的細節和心得，提供
使用的脈絡。如何將這些資料有系統地分析是一大挑戰。 

Lauer(1981:28ff, 引自 Fine 1990) 提出五個有用概念來探討工作場合
的時間條理：韻律（或週期性）、節奏、同步（時機）、歷時與順序
（rhythm or periodicity, tempo, synchronicity or timing, duration and 
sequence）。Fine (1990)以餐廳為實例來衍伸：韻律指的是行動週期性，例
如餐廳工作以用餐時間最忙；節奏討論行動速度的快慢；時機是看相互協調以
同時進行，例如這程序與哪個並行最適宜；歷時指的是完成某行動需時長短，
例如完成烹飪菜餚的時間；順序則討論適當的先後秩序。 

若把上述時間概念運用到傳播科技與生活韻律的主題中，我們可試著從實
證資料挖掘以下問題： 

• 韻律：使用傳播科技的韻律週期，例如，工作日、假日的使用方式是否
有差別？什麼時候是使用的尖峰時間？ 

• 節奏：使用傳播科技的節奏感是否有差異？如：同樣是聯繫管道，發
email 或網上留言可能都比不上打手機迅速。等待電視播出某則新聞，
跟上網直接搜尋，其節奏感也有所不同。  

• 同步：使用傳播科技時通常與哪些行動一起發生？例如資料中顯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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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事時長伴隨著廣播，用餐時開著電視，邊上網邊與人聊天也是常
見的情形。而且使用者經常同時使用多種科技。 

• 歷時：不同科技的歷時性為何？例如手機簡訊每傳一通費時很短，但使
用者可能花好幾個小時專注在與朋友間的簡訊往返。 

• 順序：傳播科技的使用通常是整合實踐，是否能從資料中拆解實踐細節
中的先後順序？ 

本研究中的日常生活記錄表並未著眼於很精確的時間記錄，但從中確實可以獲
取使用傳播科技與時間之韻律、節奏、同步、歷時與順序的線索。佐以日記資
料，便可更進一步了解使用內容與使用者的心情、環境、個人背景、家人互動
等重要情境因素的關係。 

 

（三）數位落差 

時間是文化的，時間感受因生命階段、社會角色等有所差異，除此外，傳
播科技對於生活韻律的影響還須考量物質條件，畢竟舉凡廣播、電視、網路、
手機等，背後涉及複雜的支援系統。Silverstone（2004）認為傳播科技構連
私人與公共領域，能藉著科技納入現代社會能獲得更多機會，若無法透過傳播
科技參與網絡，可能形成社會排除。從所蒐集的實證資料中，還可朝以下方向
來思考數位落差問題： 

• 地理：約三分之一訪員來自台北市家庭，這些訪員在居家、通勤、
上學時，都處於高密度的無線網路服務中。其他來自非大台北都會
區，包括位於西部都市、鄉鎮以及東部如宜蘭、台東等地的家庭，
其傳播科技與時間韻律的關係，理應受到城鄉科技條件與生活型態
差異的影響，研究者可試圖從實證資料中比對。 

• 階級：從日記中可以了解訪員家庭中成員的生活作息，互動關係，
從照片中可以了解科技的空間分布，由誰使用，以及被賦予的任
務。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生活風格與品味區辨研究
中，階級是分析消費與實踐的關鍵。生活韻律與職業、階級也密切
相關，研究者可從經濟面向切入，了解階級因素之於傳播科技使用
的影響，包含使用者對於科技之物質與象徵意義的詮釋。  

• 世代：研究設計邀請女兒觀察他們的母親，即著眼在世代比較。從
資料中可以看出學生與主婦/職業婦女的生活情況不同，使用傳播科
技的習慣與韻律也有差異，年齡與科技技能是關鍵影響因素，但也
有不少精於使用傳播科技的母親。 

五、結論 

如前所述，學界關於時間與科技的討論非常豐富，尤其對於當代社會所運
用的科技，是否導致生活風貌與過去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吸引了各種論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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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家們嘗試描述新科技的特質，並擴及現象面的分類與概念化。不過，也因為
時間難以捉摸的特質，以量化大型調查難以得知經驗的細節，以質化觀察記錄
則有對象的數量限制，並且難以做跨世代的資料比對。進一步而言，欲瞭解當
代的時間感受又與之前世代有何差異，與傳播科技演變的密切關係為何，仍是
待探索的課題。本研究計劃執行期間雖已結束，但豐富的資料仍有待仔細思
索、分析，可望再為此主題提出有用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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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
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移地研究過程	 

本計畫主題為研究傳播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希望對照一九三零

年代與當代台灣的差異。在提出申請案時，希望能赴日本東京的NHK放

送博物館收集日治時期廣播的資料，為期五至六天，並獲得國科會審核

許可、同意撥予經費。	 

移地研究原本計畫在多年期計畫的第一年進行，也就是2012年2月學校

放寒假之際。但因懷孕生產，原本預定的時間不能成行，故變更於計畫

第二年執行。本次執行期間為2013年6月17-21日，過程如下：	 

六月十七日為星期一，NHK放送博物館休館日。本日拜訪於日本政策

研究大學院大學任教的Minchung	 Hsu助理教授。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學

生來自亞洲各地政府官員，提供碩士與博士班的訓練，Minchung	 Hsu自

UCLA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於2007年起任教至今。	 

六月十八日赴NHK放送博物館查資料。裡面豐富的有館藏包括當時的

照片、廣播器材、播音與收音設備、日常生活中使用廣播的情形等，以

及日本廣播電視發展的過程。不過博物館位於愛宕神社山上，從平面地

圖上看不出來，因此在找尋現址的過程中花了很多時間。	 

六月十九日拜訪日本法政大學Miki	 Sugiura教授，她是東京大學博士，

之前在東京國際大學任教，今年起改制法政大學教書，專攻歐洲經濟

史。主持人於2009年參加於香港大學舉辦的研討會，論文收錄在Routlege

出版的專書中，Sugiura教授是編輯之一。本次拜訪也意在了解出版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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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度。	 

六月廿日再赴NHK放送博物館圖書館查閱書籍。因不准拍照、影印，

只能手抄資料，進度緩慢。離館時獲館員告知，本次查閱重點「台灣放

送協會」一書國立國會圖書館也有館藏，且可影印資料。	 

六月廿一日赴國立國會圖書館辦手續，調閱書籍與論文，申請複印資

料。	 

	 

二、研究成果	 

在東京短短五天的移地研究也有豐富的收穫。首先拜訪了兩位在東京

任教的學者，了解在日本學術界的要求、內容、工作策略，對於日本高

等教育的現況有進一步了解，也進一步掌握出版計畫現在的動態與進

展。Sugiura教授表示我們的合輯已經與出版社簽約，但去年十一月有兩

位作者撤回稿件，因此出版時程又有所延誤。	 

在找資料的部分，研究申請時審查委員曾提醒：日本放送博物館其實

資料不多。不過本次親自探訪，發現對研究很有幫助。首先該館藏有許

多廣播推動早期的設備與照片，對於了解當時實際使用廣播情況有很大

的幫助。之前閱讀文獻、剪報資料時，常見鑛石式收音機，四球、六球

等描述，但即使書中有圖，沒見到實體仍很難想像。看到收藏品後可實

際了解該科技的尺寸，在家庭中可能有的位置。從收藏的照片也可了解

當時人們在室內、戶外各如何使用廣播，以及廣播節目錄製的情形。	 

NHK放送博物館的圖書館不准照片、複印資料很令人驚訝。日文不慎

靈光的我查閱了廿世紀放送史、日本放送史、台灣放送協會等資料，所

幸三零年代的日文書籍有大量的漢字，足以了解大意，之後再請學生翻

譯。因館員告知不能拍照影印，當天很努力用手抄寫可能的引用來源，

包括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等，以便日後可查閱原典。	 

在離開圖書館時，英文不靈光的館員以日文問我是否能讀資料？並問

哪一些資料對我最有幫助？她主動查詢國立國會圖書館館藏，並告知可

赴該處影印。我的日文口語退步難以表達，但完全可理解她的意思，也

很感激她的熱心。之後立刻上網查詢國立國會圖書館的相關規定，另經

網路查詢後，發現放送文化研究所20世紀放送史編集室出版的「台灣放

送協會」一書是日本放送協會的內部出版品，台灣並無藏書，更加確認

前往國會圖書館影印資料的必要性。	 

外國人進入國立國會圖書館必須先以護照辦理圖書證，並填寫住址、

任職單位於申請表，等候約半小時至四十分鐘後，憑該證進入圖書館。



大於	 B5尺寸的所有物品必須寄放於投幣置物櫃。我雖然不懂日文輸入，

但在館員的協助下，將卡片至於電腦旁的讀卡機上，順利登錄後、送出

調閱書籍資料的申請。線上申請送出後，必須等候半小時，待館員找到

書，電腦上會顯示調閱書已到，這時可取書。欲影印資料的話，也是由

館方人員代為執行，且同一作者名下的著作只能印一半頁數，每張A4尺

寸的影印索價是25日圓。	 

在本次查得的資料中，關於在台灣首度試行廣告播送制度，台灣證券

交易業者總部或交易點多在大阪，從熊本轉播遠比東京便宜，有轉播日

本當地節目的高度需求等等資訊，關於傳播科技與日常生活資訊的運

用，對於研究主題特別有幫助。	 

	 

三、建議	 

在此次旅行之前，預先在東京大學圖書館的目錄系統搜尋可能有用的

書目，計劃前往查閱。後來發現東大的圖書館分散各地，規定不一，且

許多圖書在台灣已經有，只是分散在各校圖書館。因此這次行程就專注

在NHK放送博物館。館內收藏所有關於日本廣播的書籍資料，建議未來

研究者仍可前往查詢翻閱，如有需要再前往國立國會圖書館調閱複印。	 

	 

四、其他	 

之前有兩次在大阪參加研討會的經驗，對於日本的電車系統各屬不同

公司，計價複雜的情況有所瞭解。這次在東京找路、找地點的情況好很

多，但仍有幾次在電車系統中迷路、以及電車跳電導致停駛的意外，大

致尚稱順利。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主持人提出研究計劃申請時，原本欲參加在英國舉行的英國社

會學年會或歐洲文化研究年會，但因執行計劃期間懷孕生產，考

量需照顧幼兒不適合長途旅行，改參加於日本大阪舉行的亞洲媒

體研討會 MediAsia２０１２：The Asian Conference on Media and 

Mass Communication。於２０１２年 7 月２３日送出摘要，八月

１４日接獲錄取通知函。 

另因閱讀文獻得知大阪是咖啡廳女給服務的發源地，而且大阪

與日治時期台灣的經濟活動密切。由於咖啡廳等公共場所的媒體

科技運用，以及當時女給作為新興女性職業，是本研究的重點之

一，可趁赴大阪參加研討會同時，瞭解１９２０－３０年代大阪

商圈的發展，以及當時的女給文化。 

基於以上考量，主持人申請計劃變更，經執行機構同意，改變

研討會地點並趁會議之便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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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這是主持人第二次參加相同主辦單位籌劃的國際研討會，會議

地點在同一飯店，因此較為熟悉，也獲主辦單位指定為發表場次

主席。我的發表場次為１１月３日，同一場研討會發表者有來自

台灣的三位中國科技大學老師合寫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motivation and advertisement effect on Facebook”，他們的研究用調

查法瞭解臉書使用者對於臉書上廣告的閱讀與購買意願。一般人

都自認為不受廣告影響，但這篇研究卻發現某些臉書使用者特別

會點選廣告並且主動購買，這些類型的使用者通常希望在臉書上

得到社交注目。 

另一位發表者為馬來西亞 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的講師

Karen Sabina Freeman 女士發表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Face-

to-Face Communication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他利用授課機會

發問卷給上課學生，調查使用臉書以及與親朋好友面對面溝通的

時間是否排擠。不過這研究方法有明顯問題，是無法處理一心多

用的面相。 

我的發表 “Relations, Revelations and Recreations in IM 

communication” 是討論科技如何融入生活作息韻律當中，這在生

命階段轉變時又產生什麼變化。馴化理論的各階段若應用在軟體

服務上時，各階段可能同時發生，因此在時序上難以區辨。發表

之後有數位在場者提出問題，雖然他們明顯是量化取向的研究

者，但也對此主題感到興趣。會後有與會者上前致意，說「it 

was a good presentation」。 

另外也聆聽文化大學江淑琳老師的發表 “Disaster and Mass 

Media – Media construction of victims’ images in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 由於主題與日本相關，在場的聽眾很多並且給他積

極的回饋。 

會後我與江淑琳老師討論，在日本停留期間恰好發生日本遊客

至中國登山遇到暴風雪被困舊長城段的新聞，日本ＮＨＫ新聞以

動畫呈現災害形成，包括地球自轉、季風、季節性風雪的成形都

有詳細介紹，除了事件本身也陳述科學知識，很值得台灣參考。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除了研討會活動之外，也瞭解大阪市街的都會脈動，以及參觀

大阪今昔博物館。在會議期間恰逢蘋果 mini Ipad 上市，在住處

附近的蘋果專賣店一早就有長龍等待進入，電車上以往看著小說



的人們也都改持手機，都市風景可以看出現代生活與傳播科技的

密切關係。 

從心斉橋到難波車站的商店街，維持了百年以上的繁榮，對照

文獻「村島歸之著作選集－カフェー考現学」所描寫的情況相去

不遠，道頓堀兩旁在大正昭和時代是咖啡廳最多的地方，至今仍

是餐廳的集中處，也留有許多歷史悠久的老店以及古建築。置身

其中可理解文獻中提到的食堂、咖啡館文化，遙想當時座敷、喫

茶店、美人座、大丸百貨極盛的情景。 
大阪街道核心部分幾乎維持了當年的結構，因此對應文獻的描

述很有深刻感受。大阪今昔博物館則介紹大阪城數百年來的歷

史，對於大阪如何成為商業繁盛的都市，現代化的進程，早年大

阪居民的都會生活的理解很有幫助。 
 
四、建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議程、論文集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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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 質 化 說

明：如數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列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論文 0 2 100% 
研究論文仍在撰

寫，其中一篇已經
投稿審查中。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1 1 100% 
完成國科會研究

報告一份。 

研討會論文 2 2 100% 

篇 
已參加２０１３

中華傳播學會以
及投稿２０１４
文化研究年會獲
得錄取。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6 6 100% 
共有六位碩士級
研究助理參與計
劃 

博士生 1 1 100% 
共有一位博士生
助理參與計劃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參與計畫人力 

（本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期刊論文 0 2 100% 
研 究 論 文 撰 寫
中。希望可以完成
兩篇英文論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論文 2 2 100% 

篇 參 與 ２ ０ １ ２
MediAsia 研討會
並 已 投 稿 The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Japan 
２０１４研討會。

論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數 0 0 100%  

國外 

專利 
已獲得件數 0 0 100% 

件 
 



件數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利金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參與計畫人力 

（外國籍） 

專任助理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量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理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無 

 成果項目 量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研究成果已完成一篇論文在中華傳播學會上發表，並投稿傳播與實踐期刊，審查中。其他

論文初稿也在國際會議上發表，並陸續寫作中。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計劃討論傳播科技與生活韻律的關係，並作跨時代的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