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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 文獻回顧 

 
延續第一章的論述，研究者認為，衝突在電腦中介傳播中相當普遍，歷來

文獻指出原因來自於：在電腦中介傳播中，非口語溝通元素被簡化，只剩下文

本可以表意；對話順序被打亂，溝通者的訊息掌握出了問題；心理與社會規範

能力因使用者享有高度的匿名性而直接降低。雖然如此，但是仍然有些版面，

如「站崗的女人」版，能呈現出跟這個現象完全相反的情況，有效處理了可能

影響網路社群存續的人際衝突，或說是社會難題。 

 

這是個有趣且不應該被忽視的現象，為什麼這個社群的使用者會這麼處理

衝突，以及她們如何看待衝突是本研究的重點，本研究也特別關注「站崗的女

人」版使用者與版面（或稱環境）的關係與她們處理衝突的方式之間有何關

係。 

 

第一章已提到，本研究期待能解決以下的問題： 

1. 「站崗的女人」版成員 如何看衝突？   

2. 「站崗的女人」版成員 如何處理衝突？或者說她們如何處理社會難題

（social dilemma）？ 

3.  為什麼這麼處理？是因為版面氣氛嗎？可能還有別的原因嗎？  

4. 那麼做成這個解決或處理的思考過程是怎麼樣的？ 

 

承以上，本章的文獻回顧將從幾個角度去討論本研究的研究問題。首先，

第一節與第二節將從傳統溝通理論勾勒「溝通」的概念，第二節中特別用溝通

哲學大師Grice經典的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s），先討論理想的溝通或

對話應該是什麼樣子，再由相關研究對合作原則的理論增補，總結出幾個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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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相關的概念： 

 

1. 溝通是相互的，或者稱作互惠的（reciprocal）。 

2. 傳統溝通理論認為溝通各方存在共同的溝通目標，也認為溝通是協力合作的

過程，但並沒有解釋當這個協力合作過程無法進行，或者說是因衝突而被破

壞時，溝通會如何進行。此時，「協商式」的溝通是較適宜拿來解釋這種情

形的概念。 

3. 在「協商式」溝通的過程中，一般的溝通理論通常只注意互動者做出了什麼

行為，但是實際的溝通行為中，如果只討論互動者，會像是把互動者放在一

個真空的狀態下來討論，這十分不符合實際情況，因此，比較恰當的做法是

兼而討論「環境」在這個溝通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說比須把互動者

放在其身處的環境下來討論她們如何看待與處理衝突。 

 

      承以上的第三點，本章的第三節將帶入生態心理學家Gibson的符擔性 

（affordance）理論，原因是因為符擔性理論致力於討論人與環境的關係。在這

部分，本研究會先敘述Gibson如何看待對於人與環境間的關係，以及他如何看

待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凸顯符擔性（affordance）的概念在本研究中的重要性，

並引用Gibson對於感知文字的看法，以及其他理論家的觀察，敘述研究者為什

麼認為符擔性的概念可以從描述物理環境，進而延伸到虛擬的純文字介面的人

我互動研究上。 

 

第一節  「談話」的概念 

 

壹、 談話是社會互動，具有普遍的機制；談話展現人我相互了

解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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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話（talk-in-interaction）是每日生活作息的中心，歷史上任一情境中發生

的人類事務幾乎都是由談話所構成，對話分析學者，如Schegloff，認為巨觀的

社會結構由日常生活談話內的小組織組成，透過了解特定情境對話（situated 

talk）中的一些細微的現象（small phenomenon），就能了解人類是如何從事某

些事情的，而在某一情境下呈現的談話樣貌也能反映出一個相對而言普遍的互

動機制在該情境是如何被人所應用（Zimmerman & Boden，1991）。 

 

因此，談話的重要性遠超過談話本身，它是社會互動、社會活動，也可稱

做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不管是雙方或多方的談話都經由最基本的次序

感（turn-by-turn basis），運用談話機制中已有資訊（如話題等），表達出人我

相互了解的相互主體性（architecture of intersubjectivity）（Heritage，1984a，轉

引自Zimmerman & Boden，1991）。 

 

貳、談話機制隨情境不同而被形塑 

 

對話分析學者看待談話的觀點其實很清楚，他們認為在不同的情境下，談

話中存在的普遍機制（general mechanism）被人依照情境中存在的變項而有選

擇地形塑，各情境下的社會結構就是由這些變項與用以因應這些變項的談話機

制所組成。這些情境中的談話都包含了一些重複出現的情節，並在有限的情況

下，這些情節可能展現出一些類似的結構，但不同情境存在不同的變數，談話

被形塑出來的樣子也會隨之改變。形塑出來的談話更進一步調備（prepare）與

塑造它們所出現的情境，並對這情境中會發生的活動造成影響（Zimmerman & 

Boden，1991）。 

 

以119緊急電話為例，打電話進來的人與接電話人之間都像普通的電話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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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存在著一組入題——擴題（insertion/expansion sequence）的毗鄰組合19

（adjacency pair），但是這個組合所展現的次序（turn）在這個情境下又是非常

嚴格的（austere），因為有危機感存在，事情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被處理好，

因此對話通常是一來一往的問與答，談的話題範圍很有限，像是發生了什麼問

題、地點在哪裡，以及其他與警方有關的工作，比方說警察多久時間內會抵

達，這類的對話是非常單一性的（monotopical），一旦該完成的事項完成了，

就象徵對話終止（Zimmerman & Boden，1991）。在這樣的情境下，對話雙方

無法僅是依循簡單普遍的對話機制，他們必須要適應（oriented to）情境而改變

這普遍機制，以讓他們的相關活動得已進行（Wilson，1991）。 

 

      本節只是稍稍點出談話是社會互動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對本研究尤其重

要，因為本研究把主要觀察場域放在BBS的女性網路社群，在一切皆由文字

構成的BBS上面，文字的意義就在於它們代表的不僅是文字，而是藉由文

字所做的社會互動。談話是社會互動這個概念是這個研究進行的基礎，接下

來的幾節才能以理論討論研究者看到的現象。 

 

第二節  Grice’s 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s）  

 

壹、「合作」在「談話」中的概念 

 

      語言哲學家Grice（1989(1975)）在他的一篇文章〈Logic and Conversation〉

中首度提出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s）的概念。他認為，我們日常生活

的對話並非由一連串不相關的話語所組成，它們某些程度上反而是互動雙方努

                                                
19 毗鄰組合指的是一組通常會相伴出現的對話結構，比方說問與答通常會一起出現，

當某個人問了問題，另一個人通常會提供答案，此時問與答就稱為毗鄰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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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作促成的話語交換（exchange）： 

 

「我們的談話（talk exchanges）在正常情況下並非由一組彼此沒有 

關連的話語所組成，就算真有這樣的組合，也不是合理的情形。它們 

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典型的合作的成果（cooperative efforts）」 

(1989: 26) 

 

        為解釋努力合作是怎麼一回事，Grice先為成功的溝通列出四個準則： 

1. 資訊量要適量（maxim of quantity）：貢獻恰到好處的資訊，不說對方不  

   需要的資訊。 

2. 品質要恰當（maxim of quality）：資訊準確度要高，不給不正確的資訊

或說出明知證據不足的話。 

3. 相關性（maxim of relevance）：維持與當下主題的關聯性，不說不相干

的事。 

4. 態度清楚（maxim of manner）：避免模糊不清與模稜兩可；話語要簡短

並有次序。 

 

簡而言之，就是互動者在對話中做出會預期做出合時、合理、合乎談

話方向的溝通行為。 

 

      合作原則所依循的預設是，說話者在訊息交換間都能意識到彼此擁有一套

共享的目標（shared goals）或目的，而該目標可能一開始已定下，或在互動過

程由彼此挪移，決定目標的方向：「……某些程度上，每一個參與者在其中都

認知到存在著一個或一組共同的目的，或至少是能相互接受的對話方向」 

(Grice，19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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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合作原則一開始所描繪的僅是對話訊息層面的人我合作，Grice所提出

的四個準則卻展現出下面的兩個預設： 

1. 談話是理性行為：Grice自己也說，他把談話視為是具有不同目的但非常理

性（rational）的行為，且他認為一般人從小就在社會中學習到何謂正確的

（adequate）行為，已經習慣做出合乎社會標準的行為，因此，要悖離所謂

正常的談話，需要做出極端的偏離（radical departure）行為才行。 

2. 談話展現出合作的脈絡（cooperative transaction）：互動者間存有當下

共同的目標，為了達成目標，彼此做出的貢獻就像榫頭一樣，牢牢相互密

合，而且彼此有共識要將對話帶向適宜的方向。 

 

  雖然Grice承認這四個準則並非窮盡了所有控制對話進行的原則，在合作原 

則外還可能有遵守禮貌或諷刺等其他守則，但他認為遵從他所觀察到的合作原

則絕對是合理（理性）的（reasonable (rational)），因為任何關心某個對話目標

的人必定會有興趣參與這個對話，並且觀察到合作原則的存在，做出貢獻以達

成該對話目標。因此，簡而言之，合作原則所描述的是一個經過長時間學

習，談話者對於彼此共有的目標都能盡力在對話中達成，如跳華爾滋一

般，你我相互配合的話語交換（talk exchange）。  

 

         Allwood（1976:40）認為Grice的合作原則植基於人性良善（human 

benevolence）的前提，存在於一種理想正常的（ideal normative）溝通情況

下，互動者都是「正常、理性的行動者（normal rational agent）」，而Mey

（1987）稱這樣的溝通概念為謎一般虛無的合作意識型態20： 

 

                                                
20 Mey（1987）認為，Grice的合作原則仍然存在於一個非常抽象的位置，但一個準則
或規則的應用是必須與社會情境息息相關的，它的價值來自於它被使用的社會與語用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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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傳播理論家與語言學家都認為溝通是一種合作的行為， 

我們信服這個基本的哲學，因為它聽起來很正確：我們都有些個人 

經驗（或認為我們有）像捐助別人、拔河的拉鋸戰或團隊合作等等 

⋯⋯合作作為一種意識型態一直在不同的謎一般的民俗故事中被傳 

頌，並可被用在至少任一情境下（但這麼一來不得不讓我們開始謹 

慎）⋯⋯所以，站在一起與一起合作本身變成了一種價值，一種跟 

個人、經濟、社會或政治關係無關的價值⋯⋯如果社會是由許多不 

同的群體所組成的（divided against itself），任何關於順利的、 

毫無阻礙的語言使用只不過是跟不同社會階層間都會合作的假設一 

樣地虛無（vacuous）」(1987: 287-288) 

 

        Sarangi & Slembrouck（1992:123）更進一步分析合作原則的預設，他們引

述Grice所言，認為合作原則極度強調「正常（normalcy）」的概念，而合作的

概念在合作原則中被視為最終的價值，不管什麼人、為了什麼目的、在什麼地

方互動，只要是「正常人」，就會意識到應該要合作： 

 

「我想要能夠把標準的對話實踐視為不僅是全部的人或大多數的人實 

際上（IN FACT）會遵循的，也想認為遵循它是合理的 

（REASONABLE），我們不應該（SHOULD NOT）揚棄的⋯⋯人真 

的會（DO）依此行事」(Grice，1989: 29。英文大寫字體為Sarangi  

& Slembrouck自加，Grice原文並無。) 

 

        Leech（1983）也解釋，合作原則使得互動雙方假設彼此之間存在著合作的

關係，合作原則並有著規範對話朝向共同論述目標前進的功用。 

 

        Allwood（2001:9；1976:42）順著Grice的預設發展，但他認為所謂合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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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全有或全無（all or nothing）」的現象，而應該是一種程度上的問題（a 

matter of degree）。他整理出四個跟Grice的準則很類似的必要條件來說明「理

想合作（ideal cooperation）」的內涵： 

 

1. 認為相互都有認知的能力； 

2. 雙方都自動努力要達成彼此共同具有的共同目的（joint purpose）； 

3. 雙方都用極道德的觀點在看待對方，認為對方跟自己一樣都想達到這些目

標； 

4. 信任對方會用以上三點來對待自己 

 

  他解釋，以上四點都代表對話參與者會對彼此做出貢獻以達成合作，比方 

說，第一項代表著互動中的A方必須要感知（perceive）並了解B方在做些什

麼，這是合作溝通最基本的必須原則；第二項則代表雙方都有一個共同的目

標，不管是巨觀的目標，如師生間的教育目的，或微觀的目標，如問問題與回

答問題這樣的溝通往來，互動雙方會在對話中評估相互的目標而共同朝向此目

標努力；第三項則意味著A方必須考量並試圖讓B方能繼續以一個理性參與者的

角色互動下去；最後一項則指的是當A方確認自己做到前三項時，也能信任B方

會跟自己一樣。 

 

        Allwood（1976，1997，2001）並認為，正常的雙向對話必定是合作的，因

為它需要1)彼此認知與2)相互了解。此外，溝通還必須在1)雙方試圖不要傷害彼

此、2)雙方試圖不要逼迫對方與3)雙方試圖不要讓對方無法保持理性的情況下

進行。這個相互（mutual）的概念使得Allwood的溝通是雙重的（double），也

就是說，個人要成為理想的合作者（cooperator），他必須也有義務要是個好的

訊息傳送者或接收者，同時也在對話中扮演該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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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提到，既然合作是程度多寡的問題，以上這四個必要條件可能不會完

全被遵守，而互動者所展現的是「比較合作」或「比較不合作」的狀態，而非

所謂的「合作」或「不合作」的黑白二分（Allwood，2001:9）。當然，最理想

的對話還是必須在1)相互認知（joint perception and awareness）、2)相互了解

（joint understanding）、3)合作達到共同目標（cooperative achievement of 

evocative intentions）與4)持續互動直到雙方同意停止（continued interaction until 

both parties agree to halt）等四個情況下進行。 

 

         Allwood（1976:42）在其論文中還針對「理想合作」的情境一一簡述，他

除了一再強調社會人的理性、正常、道德與體貼面，同時也提到合作行為是自

發的（voluntary），而非被迫的，雙方會合作追求擴大共同的愉悅（pleasure）

與減低痛苦；當兩方追求共享目的時，會以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進行，且雙

方都只會在該行為可能做得到的情況下進行。而完整極致（full-blown）的合作

溝通除了有以上特點，最重要的是，雙方彼此信任，除非有明顯的徵兆證明對

方並非如此。 

 

        社會常規在此情形下會加強合作溝通，或者說是對話的可能性。既然合作

的元素存在於大多數社會互動中，不同的合作原則會有更強的約束力，並且試

圖約束（sanction）不遵守（not adhere to）該原則的人。 

 

小結：對話與合作的關係  

        Grice（1989 ，1975）所提出的合作原則立基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下，認為人

是正常、理性的行動者，人與人的談話存在著相互合作的脈絡，是非常理性

的行為，只要是正常人就會努力遵守適量、品質適當、相關與態度清楚四個準

則，會相互認知與信任對方也會遵守道德，兩者朝向一個共享的目標前進，且

社會常規加強了合作溝通的進行，違反四個準則的互動者將會受到約束。因



 37 

此，能夠說Grice視合作為最終價值，人非不得已，不會違反合作原則

（Allwood，1976，1997，2001；Sarangi & Slembrouck，1992；Leech，

1983）。 

 

         Allwood發展出和Grice類似的原則，他也強調談話是相互考量的活動，談

話雙方用極道德的眼光看待彼此，互動時存在著共同的目的（joint purpose），

但跟Grice不同的是，Allwood認為合作與否是程度多寡的問題，他清楚知道自

己描述的仍然是「理想的合作情境（ideal cooperation）」（Allwood，

1976:42）。 

 

        那麼，合作原則跟本研究的關係是什麼呢？把研究者在「站崗的女人」版

看到的情形拿來跟Grice與Allwood的預設比較一下，首先，衝突本身會發生就

意味著溝通者並沒有像合作原則所提一樣，彼此相互合作朝同一個溝通目標前

進，同樣地，衝突的發生也代表溝通者之間缺乏如Allwood所說的相互考量、信

任對方、追求共同最大的愉悅的思考。 

 

        實際上，衝突的發生對於溝通行為能否繼續下去有著很關鍵的影響，對於

同一網路社群的使用者，如「站崗的女人」版友來說，勢必需要採取一些處理

方式以因應衝突事件的存在。再者，溝通者如何處理衝突必然與他們如何看待

衝突事件有關，所以下面的文獻探討將討論傳統溝通理論是怎麼看待與合作溝

通行為相反的衝突事件。 

 

 

貳、衝突V.S.合作 

 

      Grice認為，談話者有以下幾種可能無法履行（fail to fulfill）合作原則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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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 

1. 他可能會不聲張地（quietly and unostentatiously）違反（violate）一個原則，

因此而可能會欺騙、誤導（mislead）聽者。例如，當男女朋友在吵架時，

任一方都可能會不動聲色地想辦法轉移不想談的話題，當一方巧妙地這麼做

時，另一方的注意力就會不自覺被帶開，此時暗暗逃避話題的一方就違反了

關聯準則（Maxim of Relations）。 

2. 他可能會選擇退用(opt out)合作原則，並老實說他不願依原則規定的方向行

動。比方說，當政府機關發言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可能就會明說「我不能

再多說了，我的嘴巴要緊一點」，但如此一來，他就退用了適量準則，因為

他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資訊給記者。 

3. 他可能會面臨原則與原則的衝突(clash)，比方說，一個人可能因為沒有足夠

的證據而不能發表足量的意見，此時，適量與品質恰當兩個原則就相互衝突

了。 

4. 他可能會藐視（flout）合作原則，並公然（blatantly）違反之，比方說，他

並非不願或不能遵從任一原則或故意要誤導對方，但他所說與所指偏不相

同，例如，當A指出某人似乎沒有女朋友時，B可能會以「他這陣子還蠻常

去台北的」作為回應，B並非不願或不能遵從合作原則，也沒有要欺騙A的

意思，但他所說的話的確藐視了關聯準則，因而產生言外之意

（conversation implicature），此時Grice稱其為藐視合作原則。 

 

  前段談過合作原則預設只要是正常人就會觀察並遵守合作原則，因此以 

這樣的觀點去看以上Grice所說的違反、退出、衝突、藐視情形，不得不令人注

意到這些詞彙背後所帶有的價值判斷。如Sarangi & Slembrouck（1992）所說，

合作這個詞本身就是個評價色彩濃厚的字，合作原則牽涉的並不是社會中性的

概念（1992:124），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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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ngi & Slembrouck（1992:124）進一步解釋，Grice的合作原則有個但

書，也就是合作原則應用在正常的情況下。這個但書使得「非合作行為（un-CP 

like behavior）」落入了「不正常（abnormality）」的範疇，而「不合作

（uncooperative）」的概念就等同了「不理智（unreasonable）」、「與我們的

社會化相反（contrary to how we have been brought up）」以及「我們所不該做

的事」。這兩人認為Grice使用了「違反準則（violating maxims）」、「秘密行

動（acting in secrecy）」、「誤導（misleading）」與「退出（opting out）」等

字彙來描述沒有遵守合作原則的行為，從這也可看出他所賦予合作原則隱而不

見的價值觀。 

 

        Sarangi & Slembrouck（1992）更認為，發展出禮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的Brown & Levinson（1987）也同樣將理性（rational）與效率

（efficient）的概念投射在合作原則上，也間接地暗示了不遵守合作原則就是不

理性、沒效率。 

 

Leech（1983）也同意，不可否認地，合作原則帶出了溝通的價值觀（例如

溝通應該要真誠等），但他認為既然大部份人都認可這些價值觀，也想要這些

價值觀存在，我們就沒有理由去對合作原則的這個預設加以批評。他對於人做

出不合作行為抱持著較樂觀的態度，他提到雖然說話者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退

用合作原則，但每個人無時無刻都在欺騙或誤導的情形是不會發生的，如果是

這樣的話，我們就再也無法用語言溝通了。 

 

小結：合作原則與價值觀  

        研究者在這個部份要強調的就是合作原則預設的「價值觀」這個概念，既

然合作這個辭彙本身並不是中性的，這就代表了溝通者看待違反合作原則的行

為時，也不是用中性的概念在看。而既然衝突在概念上本就與「合作」的概念



 40 

有互斥的關係，也自然預設了衝突的溝通行為是不符合合作原則的。 

 

        這麼一來，溝通者處理衝突的行為時，就如同 Sarangi & Slembrouck

（1992）、 Brown & Levinson（1987）及 Leech（1983）所言，溝通者可能會

受到合作的價值觀影響，而以某種方式看待及處理衝突行為。這部份研究者會

在第四章訪談紀錄分析的地方多加著墨，在此僅就第二節第二段落重要概念整

理與討論。 

  

 

參、  人性、反常的社會、禮貌與合作、威脅面子的行為與合作 

 

一、關於人性良善、理性、正常等概念 

      Allwood（1976）承續Grice對於溝通的看法，重新定義人類之間的合作必 

須存在於人性光明的前提下，互動者都必須是理性主體，因此他們會自動自發

地去達成一些目標，並在過程中會體諒並信任他人（轉引自Sarangi & 

Slembrouck，1992）。 

 

      Leech & Thomas（1988）則不認同Allwood的看法，他們認為合作原則只是

Grice用來解釋人如何創造意義的工具，但兩人並未對Grice認為所有人都會遵從

合作原則這點提出討論。Brown & Levinson（1987）提到，合作原則定義了一

個「純潔、社會中性（socially neutral）」的架構，它的基本假設是，人若要悖

離理性跟效率，必定有其原因（轉引自Sarangi & Slembrouck，1992:121）。 

 

與Leech & Thomas相同，Leech（1983）並沒有處理為何人會遵從合作原

則，但他認為合作原則的假設是隨情況而定的，也就是說，人必須在建立友善

關係上投入很多，才能支持合作原則的假設（轉引自Sarangi & Slembro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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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諸位理論家都認為，合作原則有太過理想化的危險，用Sarangi & 

Slembrouck的話來說，合作原則被描繪成理想天真的情境（ideal naïve speaker 

situational context）， Levinson（1992）在這點上尤其堅持，他們認為只有兩種

方式能抒解合作原則為何不能適用於所有活動或情境的矛盾之處，亦即深化合

作原則，如此合作原則就不會失之簡單輕率，也才能通用於各種情況，或者根

本就接受人們普遍會在溝通時遵守合作原則，而把違反合作原則的情形視為是

特例，雖然它們可能時常出現： 

 

「有兩種方式能抒解Grice關於對話的普遍原則的看法與我們對特定 

活動期待之間的衝突，第一是尋求一個更好的描述方式，讓不同準 

則都能有不同程度的應用，第二個是接受合作原則描述的是一個一 

般的、普遍的溝通情境（basic unmarked communication  

context），因此即便違反這些準則的情形可能常常發生，仍把它 

們當成是特例 。」(Levinson，1992:78) 

 

二、合作原則描述的是一個反常的（atypical）社會 

        有些研究者反對每個人都會遵守合作原則的說法，Fairclough（1985）曾提

到，合作原則要能通用，必須在互動者具有同等論述與語用權力義務的情況

下。Pratt（1981）更觀察到，只有某些情況下談話者間才有共同目標，多半時

候目標是不同的（轉引自Sarangi & Slembrouck，1992）。Mey（1987）則認

為，「合作」的概念在許多民俗故事裡被傳頌，因而它變成了太過理所當然。 

 

這也正是Sarangi & Slembrouck（1992）在其研究中所要論證的。用申請醫

療補助的例子為例，他們假設有一名叫做Patrick的男子想為他與妻子申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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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福利部門的免費醫療處方，在申請表中Patrick說明了他和妻子目前靠向

親人借貸為生，數週後，他們收到了福利部的拒絕信，因為對福利部門來說，

借貸來的錢仍是Patrick的收入之一，不符合該部門的無收入標準。Patrick試圖

和福利部的社工接觸並解釋這並不能算是他的收入，明顯地，在溝通過程中，

社工的溝通目的是要維持福利機構的立場，而此目標與Patrick欲獲得免費處方

的目的衝突。此外，在協商這件事上，握有決定權的是機構社工，因此在權力

位階上，他比Patrick高出許多，Patrick能讓社工認同他的目標的籌碼並不多。 

 

        Sarangi & Slembrouck（1992）的論點是，正常溝通情況下，雙方的目標很

少會一致，而要往哪個溝通方向邁進往往視彼此的權力差別而定，並不如Grice

所說，是一個理想的合作過程，或者應該說，合作與否、真誠與否、足夠與

否、模糊與否、相關與否是與當下彼此的社會利益與權力緊密相關的，因此，

兩人認為應該拋棄合作原則中關於共享目標的預設，與其用合作來描述溝通行

為，不如用不同權力位階彼此協商（negotiation）的結果來描述實際的溝通，也

沒有必要將合作原則看做是強調理性、效率的理論: 

 

「一個能適當解釋人們如何生產意義的理論無法存在，除非它把 

語言使用者的社會位置（social positioning）以及社會對情境的 

影響（societal bearings on the situational context）帶到前台 

來。」(Sarangi & Slembrouck，1992:142) 

         

       套句Mey（1987:286）的話，「人與人的活動只能放在社會脈絡下來理 

解」，Kasher（1976:211）也認為要好好了解話語的意義就意味著必須「建構 

一個可在情境中解釋說者的語言表現的理論」，因此，溝通並非與情境無關， 

溝通應該是「社會的事（a matter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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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貌與合作 

        Leech（1983）在發展理論彌補合作原則之不足時曾提到，我們需要合作原

則來解釋語言意義（sense）與功能（force）間的關係，但合作原則本身無法解

釋1.為什麼人要表達心意時總是這麼不直接；2.且當人用不同的非直述句型來表

達同一意向時，不同的語言形式之間些微的功能（force）差異為何。 

 

        Leech認為，他用禮貌原則來補足合作原則所無法解釋的溝通現象是必須

的，且禮貌原則相較於四個合作準則有著更高的規範力量。他的假設是，禮貌

原則讓社會平等與友善的關係被維持，因此我們能判定互動另一端是合作的，

打個比方，「除非你對你的鄰居有禮貌，不然你們兩個之間的溝通管道就會關

閉，那麼你就永遠借不到他的割草機了」（Leech，1983:82） 

 

        檢視Leech的例子： 

A: We’ll all miss Bill and Agatha, won’t we? 

B: Well, we’ll all miss Bill. 

 

        在這個例子裡，明顯地B違反了Grice的適量原則，有意地忽略A訊息中有

關Agatha的部分，Leech的解釋是，B是可以提供更多有關他怎麼看Agatha的訊

息，但如此一來就會對第三人（Agatha）不禮貌，因此他選擇壓抑訊息，遵守

禮貌原則，對不在場第三人有禮貌。從Leech的例子可看出，有趣的是，當人

在互動時，並不僅止於對互動當下的他人禮貌，還會對互動情境所包含

在內的第三人維持禮貌關係，Leech雖沒有對人這麼做的原因多加闡釋，研究

者推論此也許可解釋為維持禮貌也是社會集體的事(a matter of society)，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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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1987）對合作概念的看法一般21。 

 

        Leech認為，必須要注意到的是，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間存在著交換 

（trade-off）的關係，當兩者衝突時，互動者必須選擇要犧牲合作原則以換取禮 

貌原則，或是反之。比方說，當我們必須要拒絕別人的邀約時，為了維持禮 

貌，我們通常會說善意的謊言，告訴對方我們已經有約，在此時，禮貌原則被 

帶到前台，而合作原則則不被遵守；而當某人太過表達對他人的讚美，可能會 

被認為不真誠，因此合作原則中的適量原則就會避免某人太過謙遜。Leech雖並 

沒有明確指出兩個原則間互相交換的時機，但從他的著作中隱微可看出交換的 

時機與談話情境有關22。 

 

        Leech 考慮到有些行為的本質就是無禮的，如命令或質詢，而有些是有禮

的，如提供援助，他將絕對的禮貌分為正向（positive）與負向（negative），前

者指的是將有禮的行為最大化23，而後者則將無禮行為最小化24。用此處的最大

化（maximization）與最小化（minimization）為基本概念，Leech發展出六個在

禮貌原則之下的準則（sub-maxim）： 

 

1. 圓滑（tact maxim）：減低對方要付出的代價並將對方得益最大化。 

2. 寬容（generosity maxim）：減低自我得益並將自己要付出的代價最大

化。 

3. 讚許（approbation maxim）：減低對對方的貶損，最大化給予對方的讚

美。 

                                                
21 見註腳19 
22 「我們必須考慮這兩個原則普遍的社會功能以及它們之間的交換關係。」
（1983:82） 
23 「如果你有機會恭賀某人生日快樂，你就應該這麼做。」（1983:105） 
24 「負向的禮貌包含了將不禮貌行為的影響最小化。」（19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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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謙遜（modesty maxim）：減低對自己的讚美，最大化給予自己的貶

損。 

5. 同意（agreement maxim）：盡可能避面人我之間的意見相左。 

6. 同情（sympathy maxim）：減低人我之間的嫌惡。 

   

 

         Leech所列出的這六個準則之中，都存在著強烈的尺度（scale）概念，也

隱藏了計算與衡量的概念，換言之，在溝通過程中，個人會自己斟酌說出的話

或做出的事是不是夠得體、是不是展現了對對方最大的讚美、是不是夠謙虛

等，而在這個計算過程中說者往往是將聽者的感受置於自己的感受之前的。如

同Leech（1983:133）所言： 「這反映出了一個普遍的通則：禮貌通常是比較著

重在他人而非自我身上的。」 

 

        既然Leech提到了合作原則與禮貌原則間的交換（trade-off）關係，再檢視

他認為禮貌原則總是置於合作原則之上的宣稱就有點不合理。說明合作原則與

禮貌原則的交換關係應強調情境變項如何影響這個交換關係，比方說，在國會

質詢的情境中，立法委員與行政官員間劍拔弩張，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在溝通

時，禮貌原則還較合作原則更可能被懸之不用25，這時國會殿堂的質詢情境怎

麼影響了兩個原則之間的交換關係，反而是重要而有趣的。再者，Leech因為要

避免多重變項的干擾，用絕對性的觀點來討論禮貌的概念，卻過於強調有禮貌

與無禮貌行為的本質性（inherency），而忽略了說者與聽者間相對的社會地位

會對不同的溝通事件帶來不同的（不）禮貌價值（Mey，1993），Culpeper

（1996:351）就這點提出，「任何在理論家真空狀態外測量的禮貌概念都應該

                                                
25 試想台灣立法院施政質詢的情景，立委們問話的方式很明顯地是沒有遵守禮貌原則
的，但在質詢過程中，委員及官員的對話卻反而一定是遵守合作原則中的關聯性原則

（Maxim of Relation）而不會離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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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情境（context）的因素列入考量」，比方說，在對聽者有利的情況下所用的

命命句，如在飯桌上對別人說「繼續吃」，其實是合乎禮貌的。他引述 

Fraser & Nolan（1981）的名言為佐證： 

 

「沒有一句話語本質上是有禮的或無禮的。我們常將某些話當作是 

無禮的，但並非是這句話本身決定了它是不是有禮，真正的決定因 

素是這句話被使用的情況才對。」（ Fraser & Nolan，1981:96， 

轉引自Culpeper，1996:351） 

 

四、面子、威脅面子的行為（face-threatening act）與合作 

        Goffman（1967）認為，一個團體之所以能形成，必定是因其成員之間有

共同的人性價值，在團體中，社會行為若要被認可為合理，人就必須修正自身

以符合社群規範，當個人同意在互動中遵守自我規範，就能成為社會互動者

（interactant）。在他的定義中，「面子」是「個人在互動中因他人對自己的假

設而因此為自己有效率地宣稱自己正面社會價值的一種行為」（1967: 5），

Bargiela-Chippini（2003）解釋Goffman這樣的看法是將個人看成了「面對面溝

通的守護者」（2003: 1459），在互動中自動散發出社會正面的價值。因此，對

Goffman來說，理想的社會人在溝通行為會因外在社會道德的規範而進行許多

面子工作（face-work）以維持彼此的面子，比方說，當個人工作的組織價值與

個人信仰衝突時，個人可能會犧牲自我認同以維護社會整體的面子與自我的面

子，而避免在兩者的遭逢中出現任何令人困窘的局面。若人做出威脅面子的行

為（face-threatening acts, FTA）則被Goffman視為「不和諧（dissonance）」

（1967: 99）或不禮貌，研究不和諧的社會互動使社會學家能研究互動為何會失

敗，也能因此看出規範社會互動的規則有哪些（Goffman，1967，轉引自

Bargiela-Chippini，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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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n & Levinson（1987）兩人在首篇談禮貌的論文裡指出，禮貌是個非

常抽象的概念，並且隨文化詮釋而不同。與Goffman相同的是，兩人也將社會

人看作是理性的行動者，也認同社會人一般會維持雙方面子以讓互動順利進

行，除非有不得已的情況才會做出不禮貌行為，並且，他們也提到，若禮貌原

則被忽略到某程度，互動就會失敗。 

 

        兩人的論點是，面子是種情緒積累的東西，能夠被失去、維持或增加，而

且在互動中一定要時常被關照到，人們就在互動中理性合作維持彼此的面子，

而這樣的行為植基於面子的相互脆弱性（mutual vulnerability of face）。 

 

        Brown & Levinson（1987）不將面子當作社會上的常規，而視其為一種需

求（want），一種你我都知道對方都想要擁有的東西。Brown & Levinson這裡

提到的關鍵字，如知道與互相，與Allwood所說的感知（perceive）與相互

（mutual）有雷同之處，而兩篇論文也十分強調溝通進行時的理性體諒。在

Brown & Levinson的架構裡，理性的社會人都試圖避免做出太過明目張膽的威

脅面子行為（FTA）；就算做了，也會加以修補，將對面子的傷害減到最低。 

 

        整體而言，Brown & Levinson的理論表達了一種理性計算的溝通過程，說

者與聽者兩方都會在互動時針對己我的面子需求與面子損失做估量，然後進行

溝通，這一點呼應前述Allwood與Leech對於人我溝通過程所提到的相互考量、

尺度與衡量的概念。 

 

與Brown & Levinson相同的是，施玉惠（1986）也從面子來研究人際溝

通，她認為做出禮貌行為的動機來自於考慮到面子與面子需求，任一社會人

（social being）都會想被有尊嚴地、親密地對待，此需求使得人傾向維持自己

的面子。當人際互動有可能對彼此的面子需求造成衝突時，就會出現威脅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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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行為（face-threatening acts），反之則出現維繫面子的行為（face-satisfying 

acts）。 

 

        施玉惠也因此提出禮貌規則（the Rules of Politeness）： 

R1: 真誠地做出維繫面子的行為。 

R2: 不做威脅到面子的行為。 

R3: 如果個人非得要做出威脅到面子的行為，則用些具有補償的行動來減

低傷害。 

 

雖然Leech、Goffman、Brown & Levinson與施玉惠都用面子的概念與禮貌

原則試圖解釋人我互動，但他們的理論有個不足處：他們都太過專注在禮貌的

概念上，以致於他們對不禮貌（或說不合作）行為的描述都不足，也可能概念

上有偏頗（conceptually biased），因此無法完全解釋這類型的互動（Culpeper & 

Bousfield & Wichmann，2003） 

 

小結：彼此計算的溝通過程與協商式的合作溝通 

      本段落主要是要點出幾個概念，第一是合作原則可能會有太過強調人性良 

善的危險，第二則是當下社會情境對於互動者溝通過程的影響，第三是維持禮 

貌與滿足相互的面子需求是一種社會集體的行為，第四是人我溝通過程存在著

一種計算與衡量。 

 

研究者尤其認同 Sarangi & Slembrouck（1992）所提到的協商概念，也就是

溝通的方向會因著互動雙方憑社會情境所賦予他們的權力或資源而挪移。研究

者認為他們對合作原則做了適當的修補，也正好點出Gibson的符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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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ordance）理論與本研究及合作原則的關聯性26，但由於本章文獻回顧尚未

對符擔性理論加以描述，一切有關符擔性概念容後詳述。 

 

Leech、Goffman、Brown & Levinson也點出了幾個有趣的方向，包括互動

者行為前經過一番計算，以及面子與威脅面子的行為的定義受到社會文化因素

影響等，但是否本研究的受訪者也會展現出相同的理性計算過程呢？這一點留

待第四章及第五章以訪談結果佐證。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 1. 「站崗的女人」版成員 如何看待衝突？ 2. 她們 

如何處理衝突？或者說她們如何處理社會難題（social dilemma）？3. 為什麼這

麼處理？是因為版面氣氛嗎？可能還有別的原因嗎？ 4. 那麼做成這個解決或處

理的過程是怎麼樣的？研究者認為以上這些與合作原則相關的理論都提供了本

研究訪談與分析時的一些重要切入點。 

 

五、合作原則與相關理論總結 

 依照前面幾個段落，研究者以下先就各個理論的預設、其如何看待衝突

與其如何描述社會情境怎麼影響互動者如何合作或如何處理衝突： 

 

 

 

 

 

 

                                                
26 Gibson以符擔性（affordance）的概念來解釋環境對於動物（在本研究則是以網路社
群使用者為主）與動物如何生存互動，符擔性理論尤其關注當下情境中環境對於動物

提供了溝通行為的可能性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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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相關理論整理比較  

理論 對「談話（溝

通）」的預設 

對談話（溝通）中 

「不合作」（衝突） 

行為的看法 

對context27 

的看法 

Grice的合作原

則 

1. 談話是理性的行

為，立足於人性

良善之上。 

2. 談話顯現出合作

的脈絡，對話雙

方有著共享的目

的(shared 

purpose)。 

1. 個人可能會「違反

(violate)」、「退

用(opt out)」、

「衝突(conflict)」

或「無視」合作原

則的存在。 

2. 只要是正常人就會

遵守合作原則，

「合作」是最終價

值，因此對不合作

的互動帶有「不正

常」、「不理

性」、「不理

智」、「與社會化

方向相反」與「不

該做的事」的價值

判斷。 

1. Grice的互動

情境像是架空在

真空的情境下來

研究，對於情境

對人遵守合作原

則與否的影響並

無多所著墨，但

他的確有提到社

會規範會加強人

遵守合作原則這

一點。 

Allwood’s 理

想合作 

1. 正常的對話是

「相互合作

的」，溝通是雙

重的，建立在互

動雙方都是理性

1. 雖然強調理想的對

話狀態，卻不否認

合作與不合作並非

兩極化，而是程度

多寡的問題。 

1. 行為的合作與

否視社會情境而

定。 

2. 社會規範加強

了人做出合作的

                                                
27 此處的context，在各個語用學與語言哲學研究上，還未延伸到科技介面的層面，但
或許可為本文之後用符擔性（affordance）觀點來討論使用者如何看待並處理衝突提供
立論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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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的基礎上。 

2. 社會人是理性、

正常、道德與體

貼的，因此合作

行為是自發的，

雙方會共同追求

最大的愉悅。 

2. 社會規範會加強合

作溝通行為，並對

不遵守原則的人加

以制裁。 

溝通行為。 

Saragi & 

Slembrouck 

1. 大部分時候，對

話雙方並沒有所謂

的「共享的目

標」，兩邊的目標

可能會衝突，而此

時對話結果會往哪

方移動就要看雙方

的權利位階差別。

因此，對話是「協

商」的結果。 

1. 「合作與否」與互

動當下的社會權力關

係有關。 

1. 社會情境（權

力關係）影響一

個行為合作與

否。因此，合作

應視為協商的結

果。 

Leech的禮貌

概念 

1. 有許多原則規範

人的行為，而禮

貌原則的地位在

合作原則之上，

人不一定遵守合

作原則，但通常

會遵守禮貌原

則。合作原則和

禮貌原則間存在

著交換（trade-

off）的關係。 

2. 禮貌原則讓社會

1. 人有可能為了遵守

禮貌原則而悖離合作

原則。 

1. 人會依不同情

境選擇遵守合作

原則或禮貌原

則。 

2. 情境為聽者與

說者互享的背景

知識，情境也影

響聽者如何解讀

說者的話語

（19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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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與友善的關

係被維持。 

3. 互動者的心中有

幾把尺規以衡量

互動時該選擇什

麼做出什麼行

為。 

Goffman的禮

貌概念 

1. 人是面對面溝通

的守護者，在互

動中散發出社會

正面價值。 

2. 理想的社會人在

溝通中進行許多

面子維持的行為

以順應社會規

範。 

1. 做出「威脅面子的

行為(face-threatening 

act)」則是「不和諧」

或「不禮貌」的。 

1. 人在團體中會

修正自身的價值

以符合社群規

範，擴大來說，

社會團體情境仍

規約、決定了人

必須做出維持面

子的行為。 

Brown & 

Levinson的禮

貌概念 

1. 社會人是理性的

行動者，一般會

維持雙方的面子

使互動順利進

行，非不得已不

做出威脅面子的

行為。 

2. 面子是一種雙方

都想要的需求。

互動過程，雙方

都在理性地計算

對彼此的面子威

脅程度。 

1. 非不得已，威脅面

子的行為不會出現。

人還是在理性合作的

前提下溝通維持彼此

的面子。 

1. 面子與威脅面

子的行為的定義

是受到社會文化

因素影響的。 

2. 禮貌行為的策

略的使用是與社

會變項緊密相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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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玉惠的禮貌

規則 

1. 任何一個社會人

都會想被尊重，因

此人傾向維持自己

的面子。 

2. 人會真誠地做出

維護面子的行為。 

1. 人我的面子需求衝

突時，就會出現威脅

面子的行為。 

2. 不得已做出威脅面

子的行為時，人會做

出補償。 

1. 並沒有仔細點

出情境對禮貌行

為的影響，但提

到了「當人際互

動有可能對彼此

的面子需求造成

衝突時，就會出

現『威脅到面子

的行為』」，稍

微點出了衝突的

時間點與情境對

人做出維護或威

脅面子行為是具

有影響的。 

 

  每個理論都有其獨到之處，但並不一定所有的概念都適合本研究使用，回

顧合作原則相關理論至此，研究者認同並強調Allwood所言， 溝通是相互的，

或者稱作互惠的（reciprocal），也同意Sarangi & Slembrouck的看法，認為溝通

者會根據當下社會情境因素協商其溝通目標與過程，也贊同Leech、Brown & 

Levinson等人點出的溝通過程人我之間的計算，雖然這過程不見得如他們所說

是理性的。 

 

當網路社群出現衝突事件，溝通如何能繼續是社群成員共同的課題，從這

一節的文獻回顧已可看出溝通並非Grice所言，僅僅是相互合作朝向共享目標前

進這麼簡單。當然，社群溝通要能持續進行，合作是必須的，只是這個合作的

過程應是協商完成的，互動者彼此在朝向合作的過程中同時計算衡量著彼此的

溝通目標。研究者預設「站崗的女人」版成員選擇某種方式處理版上衝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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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維持集體合作狀態的過程恰好也展現這樣的協商式合作溝通特點，也力求在

訪談題目與資料呈現部份切入這個角度。 

 

  Allwood、Sarangi & Slembrouck、Leech、Brown & Levinson等人雖然是語

言學或溝通領域的學者，但是他們的想法卻和本章第三節即將討論的生態心理

學家Gibson的符擔性（affordance）理論有相通之處，但是他們關注的焦點還是

偏著重在互動者的角色上，而符擔性理論則是更致力於討論人與環境的關係。

帶入符擔性理論的概念正可以補充這些溝通理論對於「環境」這個因素（不論

是抽象的社群概念或具體的介面概念）在人際溝通過程的關係描繪不足或不具

體的地方。 

 

第三節   Gibson’s affordance theory 

 

壹﹑affordance的基本概念：從要求性的特質到可被感知的特性  

 

affordance這個字源於完形心理學家（gestalt psychologist） Lewin所創的

Aufforderungscharakter，意思是物體具有的一種「要求性的特質（demand 

character）」，引完形心理學家Koffka曾說的話來解釋：「水果說著『吃我』；

水說著『喝我』，雷聲說著『畏懼我』；而女人說著『愛我』」，事物如前述

一般「告訴並邀請我們該用它們來做些什麼」。完形心理學稱這種要求性質為

數價（valence）（轉引自Gibson，1986: 138）。 

 

一個物體的數價會隨著觀視者的需求不同而變，Koffka舉了郵筒的例子，

他認為郵筒只有在看到它的人有寄信的需求時才具有邀請人來投信的特質，反

之則否，一言以蔽之，「某物的價值必定會隨著觀察者的需求不同而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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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Gibson，1986: 138)。 

 

雖然Gibson從完形心理學的理論創出affordance的概念，卻明確地在其書中

舉出affordance與valence的不同。取動詞afford原意，affordance有許多中文翻

譯，本文譯成「符擔性」28，強調其是「環境提供或配給（furnish）給有感知能

力29動物的『價值』與『意義』，也許是有利的，也許是有害的」，比方說，如

果一個地面有著水平、平坦、並往外延伸、組成物質是堅硬的等特質，那麼這

個表面就具有「支持」的符擔性（Gibson，1986: 127）；如果一個具有前述性

質的支撐性表面剛好是膝蓋的高度，那它就提供了「可坐」的符擔性

（Gibson，1986: 128）；空氣支持了呼吸這件事；水提供了可飲用、游泳、沐

浴的符擔性；固體物質則供給可削、塑形等符擔性（Gibson，1986: 131）。符

擔性與數價的不同在於符擔性先於使用者的需求存在，它總是存在在那裡等著

被感知，因此它並不會隨著觀看者的要求不同而變化，所以相同的郵筒例子對

Gibson來說，郵筒一直都提供了生存在具有郵務系統又寫了信想寄信的使用者

可投遞信件的符擔性。 

 

Gibson的符擔性意義幾經修正，他在最早期的作品裡稍稍提到類似符擔性

的概念，他認為動物的行為能經由自身與環境相應的特性而控制： 

 

「通常，最近需開始踩煞車的區域的邊界會在安全行駛邊界的後 

                                                
28 Affordance在中文學術文章中有多個不同的中文翻譯，台灣大學的人與環境關係學會
曾在其電子報復刊第一號（2003.3.1）將其翻成「可利用性」；曹家榮（2008）在《資
訊社會研究》一篇文章中研究MSN Messenger的媒介訊息，他也使用這個概念，並將之
翻譯成「符擔性」；另還有「供給」、「承擔特質」等翻譯（陳力豪，2003）。本文
選用「符擔性」一詞以強調affordance理論中，人與環境之間彼此相符相成的觀點。 
29 Gibson在書中明確指出他的符擔性理論只應用在具有感知能力的動物與環境的關係

或動物與動物間，至於沒有感知能力的物件與周遭環境的關係則不是他理論涵蓋的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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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行車速度會一直增加，直到當停車的區域與安全行駛的範圍越 

來越靠近時，駕駛會開始感覺到危險性。對有經驗的駕駛來說，他 

的車子某種程度上是被駕駛投射到這個區域的前面，因此，當車子 

超出安全行駛的範圍，駕駛會因應停車最小距離與安全駕駛距離越 

來越重疊而減速。」(1938: 457) 

 

在他1966年的著作中，他認為，感知環境的特質（property），動物就能感

知到環境的符擔性（Gibson，1966）： 

 

「當恆常物件的恆常特質被感知（形狀、大小、顏色、紋理、成 

分、動作、活著的樣子，以及跟其他物體的相對位置）觀視者就可 

以繼續去察覺它們的符擔性。」 (1966: 285) 

 

但在他最後一本著作《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中，

他明確地指出，感知環境的特質與感知符擔性是相當不同的，動物看著環境或

物體，先感知到的必是物的符擔性（轉引自Jones，2003）： 

 

「心裡學家假設物件由它們的特質所組成，但現在我提出的是， 

當我們看著物體，所感知到的是它們的符擔性，而非特質。」 

(Gibson，1979， 1986: 134) 

 

Gibson另外用利基（niche）的概念來說明符擔性，他認為利基是一組符擔

性的組合，是一組「對某一動物來說剛剛好適合的環境特質（environmental 

features）」，讓某一動物剛好過著某種生活，利基與動物種類恰好互補

（complementarity）。環境提供的這些符擔性既非主觀也非客觀，它們分別指

向兩面：環境與觀察者（observer）（Gibson，1986: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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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Gibson所談的符擔性更了解，姑且用Gibson描述符擔性時的用字來

試圖抓住它的定義。Gibson最常使用的是afford、offer、permit等字，對照前述

Gibson劃分完形心理學的數價與他的符擔性的說法，可明確看出符擔性先於動

物認知而存在，此外，Gibson用permit、allow、prevent等字，更說明了符擔性

之於動物具有限制的作用，如果某個環境沒有可供直立、有足的動物行走的符

擔性，這些動物就不可能在環境沒有變遷、沒能產生新符擔性的情況下行走。 

 

雖然同時Gibson也用了possibility這個字，卻不是要跟他使用afford或permit

等字的情境相違背，他所要表達的是在限制中摸索不同的可利用性的感覺： 

 

「總結剛才所提有關物質的部分，它們在化學與物理組成上不同， 

它們由極度複雜的方式複合而成，因此並像中介物一樣傾向於同 

質，它們是由蜂巢式的單位高低層級形構而成，而這些不同的成分 

對於動物的行為，例如對進食、對抵抗移動、對操控與製造，都提 

供了非常不同的可能性。」(Gibson，1986: 22) 

 

有了符擔性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動物才能適應（orient to）、利用（take 

advantage of）、使用（exploit）、探索（explore）周遭的環境或試圖改變

（alter）自然環境地貌。 但是符擔性並不僅是提供可利用性，同時也提供了不

利於某些行為的限制性。以下研究者會以表三呈現研究者從Gibson的1986年著

作《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中所整理出來的一些文句，

在這些文句中可以看到Gibson在描述符擔性時通常使用的字有「促使

（afford）」、「提供（offer）」、「允許（allow、permit）」、「能夠（can 

be）」、「影響（have effect on）」、「支撐（be buoyed、support）」、「適

應（orient to）」、「可能性（possibilities）」、「利用（take advant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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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探索（explore）」、「幫助（facilitate）」、「避免

（prevent）」、「排除（obviate）」、「限制（limit）」等。這些字詞可以更

進一步被區分為兩類（詳見表四）， 凸顯「可能性」與「限制」兩大概念與符

擔性的直接關聯。 

 

表3： Gibson（1986）著作中與符擔性直接相關的字與概念  

Gibson的用字 原句 

Air is “insubstantial” and so is water, more or less. It thus affords 

locomotion to an animate body. (p.16) 

A homogeneous medium thus affords vision. (p,16) 

In this way, the medium affords “smelling” of the source, by 

which I mean detecting of the substance at a distance. (p.17) 

Both the air and the water afford breathing. (p.18) 

Obviously, differently shaped enclosures afford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of inhabiting them.  And differently shaped solids 

afford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for behavior and manipulation. (p.29) 

An open environment affords locomotion in any direction over 

the ground, whereas a cluttered environment affords locomotion 

only at openings. (p.36) 

A path affords pedestrian locomotion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between the terrain features that prevent locomotion. (p.36) 

afford 

A hut has a site on the ground, and it is an attached object from 

the outside.  But it also has an inside.  Its usual features are, first, a 

roof that is “get-underneath-able” and thus affords protection 

from rain or snow and direct sunlight. (p.37) 

Air is a better medium for locomotion than water because it offers 

less resistance. (p.16) 

All these offerings of nature, these possibilities or opportunities, 

these affordances as I will call them, are invariant. (p.18) 

offer 

An understanding of life with one’s fellow creatures depends on a 

adequate description of what these creatures offer and then o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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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is of how these offerings are perceived. (p.42) 

allow A fourth characteristic is the fact that a medium of air or water 

allows rapid chemical diffusion whereas the earth does not. (p.17) 

Specifically, it permits molecules of a foreign substance to 

diffuse or dissolve outward from a source whenever it is volatile 

or soluble. (p.17) 

Another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a medium, it should now be 

noted, is that it contains oxygen and permits breathing. (p.18) 

This homogeneity is crucial.  It is what permits light waves and 

sound waves to travel outward from a source in spherical wave 

fronts. (p.18) 

Consider next the por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at does not freely 

transmit light or odor and that does not permit the motion of 

bodies and the locomotion of animals. (p.19) 

permit 

The medium permits unimpeded locomotion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it also permits the seeing, smelling, and hearing of the 

substance at all places. (p.32) 

can be It can be filled with illumination so as to permit vision. (p.18) 

have effects on Why animals need to distinguish among the different substances 

of the environment is obvious.  The substances have different 

biochemical, 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effects on the animal. 

(p.20) 

be buoyed up The fish is buoyed up by its medium and needs so surface for 

support. (p.21) 

orient to All animals—in the water, on the ground, or in the air—must 

orient to gravity in order to behave, that is, they must keep right 

side up, but this basic orienting activity is different in the fish, the 

quadruped, and the bird. (p.21) 

possibilities To summarize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substances, they differ in 

both chemical and physical composition.  They are compounded 

and aggregated in extremely complicated ways and thus do not 

tend toward homogeneity, as the medium does.  They are 

structured in a hierarchy of nested units.  And thes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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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s have very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for the behavior of 

animals, for eating, for resisting locomotion, for manipulation, and 

for manufacture. (p.22) 

support A surface can be laid out parallel to gravity as well as 

perpendicular to it, so that surfaces can surround them as well as 

support them. (p.24) 

take advantage 

of 

The human infant explores these possibilities with great zest; the 

adult artisan has learned to perceive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m. 

(p.25)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The human infant explores these possibilities with great zest; the 

adult artisan has learned to perceive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m. 

(p.25) 

exploit Man, the great manipulator, exploits these latter possibilities to 

the utmost degree. (p.29) 

A path affords pedestrian locomotion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between the terrain features that prevent locomotion. (p.36) 

prevent 

A barrier usually prevents looking-through as well as going 

through but not always; a sheet a glass and a wire fence are 

barriers, but they can be seen through.  A cloud, on the other hand, 

may prevent looking-through but not going-through. (p.36) 

alter Humans have been altering the natural features of the terrai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constructing paths, roads, stairways, and 

bridges over gorges and streams. (p.37) 

facilitate Paths, roads, stairways, and bridges facilitate human locomotion 

and obviate climbing. (p.37) 

obviate Paths, roads, stairways, and bridges facilitate human locomotion 

and obviate climbing. (p.37) 

limit Users of such tools must keep within certain limits of 

manipulation, since they themselves may be struck or cut or 

pierced. (p.41) 

feature In ecology, a niche is a setting of environmental features that are 

suitable for an animal, into which it fits metaphorically. (p.129) 

資料來源：Gibson（1986），粗體字為研究者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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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Gibson所使用的文字概念分類  

概念 可能性 限制 

文字 「促使（afford）」、「提供

（offer）」、「允許

（allow、permit）」、「能

夠（can be）」）」、「支撐

（be buoyed、support）」、

「適應（orient to）」、「可

能性（possibilities）」、

「利用（take advantage of、

exploit）」、「探索

（explore）」、「幫助

（facilitate） 

「影響（have effect on）」、「避

免（prevent）」、「排除

（obviate）」、「限制（limit）」 

資料來源：Gibson（1986） 

 

        Gibson所建構的符擔性是一種先於觀視者（或如Gibson所稱的動物）而存

在的環境特性，提供了許多行為的可能性，比方說行走或躺臥，但也同時也限

制了觀視者從事某些行為，但這個環境特性並非僅僅存在於物理環境之中，某

些行為之所以能夠發生或不能發生，與觀視者本身的能力，及其與其他存在同

一環境中的觀視者之間的符擔關係也有關連。以下將以Gibson的著作來討論他

所認為的學習適應能力與符擔性之間的關係，以及有感知能力的動物之間的社

會互動與符擔性之間的關係。 

 

貳﹑理論中環境與動物間的符擔關係 

 

一、媒介（medium） V.S. 物質（sub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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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ibson的認知中，能稱作媒介（medium）的必能提供相對應的生物能來

去自如移動的性質，所以對魚來說，水是種媒介，但對陸地行走的生物來說，

它是物質（substance），而非媒介，而對陸上動物來說，土地是媒介，而非物

質（Gibson，1986: 21）。 

 

二、生物的學習與適應（adaptation ）——環境符擔性與變色龍的隱喻  

        Gibson在書中談液體表面的特性時提到，液體表面可以是多形態的，它們

可以被傾倒、被濺起、被溢出，也可以被塗抹、漆上與浸泡，小孩子會摸索這

些不同的可能性，而大人則自小已從摸索中學習如何感知（perceive）並利用

（take advantage of）它們（Gibson，1986:25）。以變色龍為喻，牠所經過的每

個環境都有不同的顏色，而牠並非視顏色若無睹，而是每到一個新環境就改變

自己的顏色與之相同以躲避天敵，用Gibson的理論來說，不同的環境色彩提供

了不同的符擔性讓適合的生物生存，變色龍所做的是順應不同環境的顏色符擔

性並使自己和其融合，如此才能減低被獵食的可能。 

 

人的學習與適應環境就像是變色龍利用環境顏色的符擔性而改變自身顏色

以存活一樣，環境有可能改變外形、顏色等或提供不同的符擔性，而人類則在

成長過程中學習如何感知它們的價值（value）或用處（utility）（Gibson，1986: 

97），再使用它們以為己用，而達到生存之目的。 

 

      人類也有可能改變外在的世界，改變原本環境對其提供的符擔性，為的是

使環境對其生存更有利而無害，但在重塑的同時，也使得環境對其他動物生存

更不易（Gibson，1986: 130）。 

 

三、動物與動物之間的符擔關係 

        Gibson認為，一個動物對另一動物具有的符擔性因其永久的特性與暫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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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而有不同，一個動物可能提供了獵食或被食用的符擔性、交配或衝突的符

擔性等（Gibson，1986:42）。 

 

對進行感知的動物來說，其他動物的符擔性並非僅止於影響其行為，更重

要的是提供了社會互動樣貌的可能性。比方說，當A動物移動了，B動物可能會

跟著動，彼此的動作會相稱（suited），進而形成一個「行為的迴圈

（behavioral loop）」（Gibson，1986:42）。要了解你我的生活就必須仔細描述

其他動物提供了些什麼符擔性，以及這些符擔性是如何被感知的（Gibson，

1986:42）。 

 

      其他動物的符擔性使複雜、豐富的互動可能發生，如兩性的、掠奪的、培

育的（nurturing）、互鬥的、合作的與溝通的，簡而言之，其他人的符擔性為

人類構成了整個社會互動的意義場域（Gibson，1986: 128）。 

 

小結：提供行為可能性與限制的環境特性  

        Gibson認為環境與動物之間，以及動物與動物之間的生存互動關鍵在於符

擔性（affordance），但對於符擔性的描述其實非常地抽象，他既認為符擔性並

非環境或動物本身的特質，但又認為利基是一組「對某一動物來說剛剛好適合

的環境特質（environmental features）」，這兩個論點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如果

不談環境或動物的特質，如何能知道環境或動物能提供給跟其互動的動物什麼

樣的可能性與限制。因此，研究者認為環境與動物的特質是應該先被描繪的，

而下一步則是去討論可能性與限制。至於如何準確抓住符擔性是什麼，研究者

認為下一段落的文獻回顧提供了思考的起點。 

 

參、繼起的符擔性（affordance）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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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vey（1992）承Gibson的理論而來，是首位為符擔性下正式定義的理論

家（Stoffregen，2003），Turvey認為，符擔性是環境的特質（property），或者

說是一種氣質（disposition），感知符擔性就是感知這個氣質能被作用的可能性

（could be），Turvey用這樣的說法捕捉到Gibson在1986年著作中所提到的環境

與動物之間行為的互補關係（complementarity）（轉引自Stoffregen，2003）。 

 

        Turvey（1992）用簡單的類方程式解釋環境與動物之間符擔性的運作，承

上段所提的互補關係，他解釋，當環境的氣質（符擔性）遇到動物的能力

（effectivity），就會相應產生行動（action）： 

 

「當氣質（dispositionals）與適當的環境相遇，就會產生相應的實 

踐（to be actualized），因此，氣質加上環境就等於實踐 

（actuality）。 (Turvey，1992: 178) 

 

        Turvey雖然試圖描繪從符擔性到行為的過程，卻在行為總會發生（never 

fail to be actualized）這一點上太過武斷。Stoffregen（2003）認為，雖然在任一

情況下，所有的行動都可能發生，但它們並非每一個都會被實踐，動物往往是

選擇性地做有限的動作而已，再者，符擔性代表的是動物能做(can do)的事，而

非必須(must)或一定會做的事。 

 

        Stoffregen（2003）對符擔性定義所要做的修正是，雖然Turvey認知到在環

境—動物系統之間存在一些關係性的特質，但他並沒有討論這部分，反而，他

定義中的符擔性是環境的特質。但Stoffregen認為環境—動物系統有些特質並非

存在於環境或動物本身，這讓符擔性可能該被定義為環境—動物系統的特質而

非僅是環境的特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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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ero（2003）也持相同的看法，認為符擔性指的應該是環境特質跟動

物能力之間的關係（relations），可用方程式略為表示：Affords-action (feature, 

ability)（Chemero，2003）。他指出，動物在這情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

動物在其中就不會只感知到環境的特質，而完完全全跟自己本身呈斷裂的狀

態，牠們感知到的符擔性是整體情況的特質（features of whole situations），這

就像是用A與B兩人來比較身高，兩人之間存在著一人比另一人高的關係，但這

個關係並不先存在任一人身上，而是兩人一起比較身高才會出現的，符擔性恰

恰就像是這個比喻一般： 

  

「當然，動物通常是這整體情形重要的部分，因此感知到整體情形的

某樣東西絕不只是單單關於環境而已，而與動物無關。」

(Chemero，2003: 185) 

 

        但這麼說並非稱感知的動物不存在時，符擔性就不存在。事實上，

Chemero提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如果在動物園居住了一隻可能可愛的（might be 

lovely）雌河馬，即使從來沒有雄性河馬看過牠。牠會變得真的是可愛的(is 

lovely)只有在有隻雄性河馬可能會有機會看到牠而可能認為牠可愛。這個從

might be到is的過程關鍵在於有個潛在的觀察者（observer），所以雌河馬可愛

的符擔性會因此而存在，即使這個感知的動作從未發生（Chemero，2003）。

Michaels（2003）也有類似的論點，她認為符擔性外於感知動作而存在是簡單

而顯而易見的，它並不是心智運作後的結果。 

 

        用Stoffregen跟Chemero的觀點來解釋符擔性的好處是，它回應了Gibson在

最後一本著作中一提再提的可能性的概念，因為這個定義強調的是當下的

（emergent）關係，並不涉及行為會不會發生。用爬樓梯的例子來說明，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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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有些特質，樓梯也有，但當這個動物爬樓梯的時候，牠的行動受到的是腳

踏在樓梯平面上面的支撐力或反作用力的影響，但這個支撐力或反作用力並不

是先存於動物或環境本身的，它必要透過動物—樓梯這個系統才會展現影響爬

樓梯動作的可能性，對Stoffregen來說，這當下的特質才是符擔性展現的地方。 

 

        Stfforegen與Chemero都注意到了，環境與動物之間的整體關係影響了動物

能否有什麼樣的行為，Chemero（2003: 191）說 ：「符擔性並不只是單純的

動物的特質或單純環境的特質，而是動物的能力與一個整體情形間的關

係。」要描繪符擔性的作用，就應該描繪這層整體關係（包括動物與環境或動

物與動物間的關係） 。 

 

小結：符擔性代表的是環境與動物、以及動物與動物間的整體關係  

        要具體化符擔性（affordance）的概念本就非容易之事，不論是符擔性創始

者Gibson，或第一個為符擔性下正式定義的理論家Turvey，所描述的符擔性都

偏向一種感覺，一種互動者能夠感知到的感覺，這也是為什麼Turvey用氣質

（disposition）這個辭彙來描述符擔性的概念，如果以Chemero跟Stoffregen的角

度出發，以描繪互動中的整體關係來代替指出互動中單一的符擔性為何，在研

究具體操作上比較實際，藉由描述互動的細節以彰顯符擔性在之中的運作，唯

研究者仍須在描繪的同時，謹記符擔性在這互動過程中發揮了供給互動者行為

的可能性與限制。 

 

        研究者試著用簡易圖示來比較affordance概念的演變，首先圖一是最初的符

擔性理論，強調觀視者感知與學習環境或其他環境中的互動者的符擔性。圖二

則是Turvey對符擔性的看法，強調環境的氣質以及觀視者本身的能力，在觀視

者感知環境的氣質後，必然會產生某些行為。圖三則是Stfforegen與Chemero的

看法，但強調的是觀視者、環境以及其他互動者間的整體關係，透過感知這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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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觀視者在他意識到能做的事項之中選擇做某些事： 

 

1. Gibson's 

 

                                            affordance 

                                                                                   perceive & learn 

                                         environment 

                                           or animals 

                                           affordance 

圖1：  Gibson的符擔性概念  

 

2. Turvey's 

                    disposition (affordance)                                     effectivity  

                                                                                                                  definitely 

 

                                       environment                    perceive                          actions   

disposition 

圖2：  Turvey的符擔性概念  

                         

3. Stoffregen's; Chemero's                      relations: affordance 

                                        properties                                    effectivity 

                                                                                                                       selectively 

                                      environment 

                                                                                                                          actions      

                                                                       perceive 

圖3：  Stoffregen/ Chemero的符擔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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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環境的特質與動物的能力起碼是動作發生的起點（point of origin of 

the action），置之不理就像鴕鳥把頭埋在沙子裡一般，遲早有一天還是要處理

它們。因此，因此研究者的想法是先描述互動者的能力與環境（社群）的特

質，再來描述 Stoffregen與Chemero所著重的所謂的整體關係。 

 

用這樣的方式，雖然不見得能百分之百抓住符擔性在互動者與環境或互動

者與互動者間如何作用，亦即互動者是如何因為感知氣質似的符擔性而有選擇

性地做出某種互動溝通，研究者認為這樣的描述方式起碼能夠十分貼近反映出

這個溝通過程。以本研究關心的問題來看，研究者想探究「站崗的女人」版友

如何看待與處理衝突，以及她們為什麼會如此處理，這幾個研究問題的設計恰

好依循了研究者在符擔性理論回顧這部份所寫的脈絡。 

 

肆、視覺作為符擔性作用的起點——從物理環境到虛擬環境  

 

不論是Gibson（1986）、Turvey（1992）或是Stoffregen（2003）與Chemero

（2003）所描述的動物（人）與環境的互動或是動物與動物（人與人）的互

動，其實都強調了視覺在這之間的作用，也就是說這些互動都是在看見了環

境、看見了他方之後才開始的。這些強調視覺的理論雖然一開始立足於真實

的、可觸及的物質世界，卻正好提供了電腦中介傳播研究一個很好的思考點，

亦即，當使用者身處在一個純粹以文字組成的BBS環境，視覺是唯一憑藉的感

官，眼前所及除了用以上網的電腦之外均為文字，使用者看著文字，看見了環

境與他人，直到決定如何互動，這過程中，符擔性是怎麼發揮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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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從Gibson所描述的物理環境到本研究的BBS純文字環境

之間仍有很大的差距，因為純文字環境不似物理環境具有實體具象。Gibson的

確沒有在他的理論中多花心力試圖去解釋這一個環節，部份的原因可能來自於

在他寫作的年代（1986）電腦中介傳播仍未普及，但Gibson在他的書中曾經為

感知文本、圖畫與語言留了伏筆： 

 

「在環境中其他的動物或個體提供了一種相當複雜的行為層次 

的相互或互惠的符擔性，符擔性在最複雜的層次上，當發聲變 

成了語言，人造的東西變成意象、圖片或文字，人類行為的符 

擔性是十分驚人的（staggering）。不過在這個階段作者並不 

會討論這一點，但還是要指出話語、圖畫與文字還是必須要被 

感知的。」（Gibson，1986:137） 

 

        透過感知話語、圖畫與文字，或者說透過話語、圖畫與文字所「接收到訊

息（pick up information）」（Gibson，1986：258），符擔性在人類行為過程的

作用更加驚人。Gibson認為這種知覺的能力是自小培養的，亦即這些項目在我

們成長的過程中都扮演感知「輔助（aids）」的角色，從觀看它們之中，人得

到關於周遭環境的訊息： 

 

「知覺是感知的延伸，小孩子藉由環視四周、聽四方、感覺、嗅聞 

與品嘗，感知到這個世界，但她也同時會被促使著去認知這個世 

界，她會拿到一些物件、被告知一些事情、拿到一些模型與照片、 

器具與書籍，最後還得知一些規則與探索更多事物的捷徑。玩具、 

圖畫與文字都是感知的輔助⋯⋯學習者必須要去聽言語，或藉由觀 

看模型、圖畫或是文字，取得訊息。」（Gibson，198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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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字的知覺使知覺過程變得很明確而非不明，語言可以用 

來進行描述，也將我們祖先對環境的一些觀察集結起來；藉由圖 

畫知覺外界也延伸了感知的能力並強化了感知得到的訊息。」 

（Gibson，1986:263） 

 

        Reid（1995）提到電腦中介傳播中的文字時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文字

並非毫無作用，參與溝通者能夠透過文字而和其他人互動有無、心聲相通並產

生一種知覺上的幻覺（consensual hallucination）。Bricken（1990，下載於 

http://www.hitl.washington.edu/publications/m-90-1）討論網路上的文本時，也認

為當人在閱讀文本時，會在心中產生一些意象，進而體驗到自己存在於一個空

間、一個環境之中，而不僅僅是看著電腦螢幕： 

 

「虛擬真實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一種被包圍、被某個環境環繞 

的感覺⋯⋯當我們的感覺從觀視圖像到存在一個環境裡，伴 

隨而來的是種情緒反應，似乎我們的符號體驗過程與我們的 

視覺合而為一，創造出一種整體感，一種被賦予權力的感 

覺，我們從外部使用者（行使權力）變成了在其中的參與者 

（背負責任），從純觀視者變成了體驗者，從使用介面變成 

存在一個環境裡。」 

 

從研究者本身在田野長期觀察也有跟Bricken所描述的相同的直覺，面對螢

幕時的確能感受到這個社群的立體空間感以及人際互動的動態，研究者的直觀

與這些文獻在在都點出了符擔性的概念在純文字環境的網路社群溝通研究中是

可以被應用、被探討的。研究者將在下一節把網路社群作為溝通場域這個因素

帶進來討論，回顧目前已有的電腦中介傳播研究如何從經濟角度、禮貌角度，

一直到符擔性角度看待衝突這件事，更彰顯符擔性概念在本研究中存在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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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第四節   衝突與電腦中介傳播 

 

      一般認為，網路因其匿名性、社會規範鬆綁與缺乏非口語信號（nonverbal 

cue），使得使用者對於人我的真誠、身份查證與情緒不易第一手判定，而成為

不合作行為或衝突容易發生的環境（Donath，1999；Yano&Seo，2003），其比

前述面對面溝通產生的不合作現象產生的原因更多了複雜的介面機制因素。傳

統電腦中介傳播在看衝突的現象往往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出發： 

  

壹、經濟角度  

 

與網路上的偏向（deviation）或不合作行為有關的研究多從經濟角度下手

30。Kollock & Smith（1996）的文章裡曾提到網路的資源有限，有賴使用者珍惜

使用，並共同維持這樣的思維，因此，在網路上的行為必須是最符合經濟效益

的，也就是說不能有零碎的、重複的文章發表造成頻寬（bandwidth）浪費，也

不能挑起別人進行一連串不具生產意義的討論；社群間的界線必須很明確；規

範公共財使用的規則被嚴格執行與遵守；受這些規則影響的個人可以參與修改

之，這個社群自己制訂的規則也被外在的有權者尊重；社群中存在著成員自我

行為的監控（self-monitoring），並有著處罰的系統；成員並有管道能進行花費

成本小的衝突解決。 

 

McLaughlin & Osborne & Smith(1995)分析了五個網路社群上的文章串，他

                                                
30 經濟角度的思維是這麼一回事的：網路被當成了稀有的公共財，頻寬與容量等資源
有限，因此社會必須尋求最有效的共同利用資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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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發現有數種行為在社群上往往會遭到公開糾正，比方說，新手發表文章時忘

了寫內文；或者回覆他人文章時，保留太多原作者的文字，自己又寫了長篇大

論；發表廣告型的文章；惡作劇、公布個人隱私；對特定個人發表文章攻擊

等。他們認為其他使用者之所以會出面糾正這些行為是因為使用者普遍都意識

到他們所使用的網路資源很有可能還是會被某些機關（如政府）收回，也有可

能是因為使用者了解傳送及儲存網路社群的文章都必須耗費一些資源（比方說

硬碟空間），使用者也在意這些過長的或一再重複的文章串最終可能會讓社群

失去它的吸引力。 

 

      以上的經濟觀點研究重視的是如何能讓所有使用者將網路資源做最善盡利

用，但似乎只能解釋網路規範與管理的部分，對於使用者溝通不合作或衝突的

面向，除了定義其為不正確的行為，並沒有多加深入探討。 

 

貳、禮貌角度 

 

張嘉華（1999）則採取較似本章第一節所描述面對面溝通理論，以禮貌角 

度（禮貌原則）研究網路上的溝通行為，她蒐集聊天室互動，認為有四個因素

決定了使用者表現禮貌行為：1.權力（power）；2.人我距離（distance）；3.雙 

方不平等的程度（rank of imposition）與4.網路提供的匿名性（mask）。 

 

張嘉華所要傳達的概念較簡單：滿意平衡的溝通關係來自於雙方對於與其

關係相關變項持有相近的期待。也就是說，當使用者對於這四個因素中的權力

與人我距離，持較一致的期待時，衝突則不易發生，反之則否。比方說，當使

用者都認為彼此關係較為緊密，也認為彼此在權力位階上的位置相近，此時聽

者比較容易認為說者的態度是有禮貌的；但是若是任一方的權力大過另一方，

雙方也有著極大的距離感，加上在雙方互動的電腦中介傳播環境中，任何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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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化名進行溝通，並且不必害怕自己的真實身份被查出，聽者就容易認為

說者的言論不禮貌，進而產生衝突。張嘉華（1999）認為，電腦中介傳播中的

溝通問題來自於參與者對於這幾個變項的期待有差距，這個概念就像是在

Scollon & Scollon的跨文化溝通研究中，他們發現族群間的衝突可以歸因至這些

群體間對於同一事件擁有不同的價值觀（轉引自張嘉華，1999）。 

 

張嘉華的論文偏向於寫出人我衝突的方程式，重視的是說者在網路上應該

怎麼如何維持禮貌，但是她的研究並缺乏對環境（社群／介面）因素的關照，

也缺乏描繪使用者本身處理衝突時是如何思考的。 

 

參、從符擔性（affordance）角度看網路社群中的不合作或衝突

現象 

 

除了以經濟角度與禮貌因素討論網路上的溝通行為，另也有學者採本文前

面回顧的符擔性脈絡進行研究（Barnes，2000；Billett，2001；Dickey，2003； 

Weger Jr. & Aakhus ，2003），但是這些理論往往都只把焦點放在介面上，而沒

有帶入人際的觀點。 

 

Weger Jr. & Aakhus（2003）同樣探究發生在聊天室的辯論，卻是以生態學

家Gibson的符擔性理論視之。如同前述，Gibson（1979）認為，環境與生物的

互動是相互的特質互動的結果，例如，一塊具有平坦、堅硬特質的平面，就能

提供有足類生物支撐的功能，但無法提供具有鰓的生物游動的功能。Gibson用

利基（niche）的概念來解釋符擔性，生態學中的利基是一組適合某一生物生存

的環境特性，此概念強調的是並非該生物在何處生存，而指的是如何知覺

（perceive）並因應這些特性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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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樣的觀點思考人在網路上的互動，Weger Jr. & Aakhus（2003）試圖描

繪美國線上（AOL）聊天室物理機制對其中辯論樣貌的影響，他們發現，1.捲

軸式頁面、2.單一訊息的字數限制與3.流動的成員身份為聊天室理性溝通帶來挑

戰。所有的使用者能在任何時間加入聊天陣容，使用的文字不必合乎文法或拼

字，但因為訊息累積的速度太快，辯論與回應常已是相隔數行，所有參與者需

要上下捲頁來瀏覽相關訊息，這使得原存在面對面溝通的順序配置（turn 

allocation）出了問題。 

 

至於訊息的字數限制可能使得論點無法被完整抒發，比方說，在MSN上，

包含字與字中間的間隔，一個訊息最多只有428個字母的空間，在Weger Jr. & 

Aakhus研究的美國線上聊天室每次使用者最多只能打出85個字，若要發展比此

更長的論點，就必須放到下一個說話順序（speaker turn），因此能否寫出理性

並完整的論述受到很大限制。 

 

為了適應上述的介面特性，使用者發展出特有的溝通形式，比方說，既然

物理介面無法讓其詳細表明自己的論據，使用者便只敘述或一再提及部分的理

由，而不談他們推論的過程；有些使用者更在尚未詳盡討論前一論點時，快速

丟下另一論點（drop and shift），使得雙方的辯論無法被好好理性地解決

（Weger Jr.&Aakhus，2003）。 

 

Weger Jr.&Aakhus所要說明的是，媒介介面設計提供的符擔性影響了使用

者理性、詳盡地述說自己論點的能力，而我們目前能觀察到的現象與其認為其

是理性溝通的失敗，不如看作是使用者使用可得資源、適應環境發展出來的溝

通方式。 

 

Carnevale & Probst (1997:233)也有類似的看法，在研究網路衝突文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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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們曾經這麼說：「有時科技會改變衝突的量，比方說有武器的人們較可

能受到攻擊時起身對抗，而有時科技則轉變衝突的特質，如馬鐙的發明與流傳

到歐洲大大提高了馬匹被使用在戰爭中的功效與頻率。」簡而言之，科技發展

使得環境的面貌不同，而人們則因應環境提供的符擔性而有不同的社會行動。 

 

      Yano & Seo (2003)用「文化」的概念來分析訊息版面的衝突文章串，而這

裡所謂的「文化」指的是個人所屬線上團體共享的價值觀。經由一來一往的溝

通，Usenet社群發展出共享的論述歷史與成文或不成文規範（Baym，1996）。

Yano & Seo (2003)認為，仔細分析線上的衝突文本能夠提供對電腦中介傳播中

的社會互動本質更清楚的了解。 

 

        兩人的研究顯示，一個訊息的好壞與否應該視其是否緊密遵從該社群發表

訊息的規範，比方說，對某些社群來說，訊息版（message board）應該是個與

其他使用者培養友誼關係的場域，因此在回應時，應要考慮對方感受才是最理

想的回文，大多數該社群使用者也會朝向維繫這樣的文化努力。 

 

        Baym（1996） 認為，從研究使用者如何適應（adapt）媒介的限制與可能

性，我們將能學習到更多我們對於溝通視為理所當然的事；而McAteer et al.認

為，系統特性、使用規則與對規則的期待會影響CMC使用的樣貌，某一線上可

得的資源會幫助某種訊息交換進行，但也可能會讓其他種訊息交換較不可能發

生，因此，使用者的活動直接地受到系統的型塑。雖然如此，使用者也有可能

因對互動規則期待不同，因而改變系統上的生態（轉引自Briton & Taylor，

2001）。 

 

        與Weger Jr. & Aakhus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以上等人的研究其實都點明了

一個有趣的點，那就是，社群成員的行為，不論是合作溝通還是不合作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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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順應了媒介介面以及社群共享價值等的符擔性而運作，就如同Gibson的理論

一般，可看出生物與環境間的相互適應。以研究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e）的學者Chen & Cegala (1994)的觀點來看，這正顯示溝通行動者行

為的彈性（flexibility），可看出他們在腦中處理（process）關於所處環境的訊

息並採取策略因應之的過程。因此，在觀察某些特定版面的溝通現象時，我所

採取的假設是類似以上四位研究者的，也似乎的確在本研究選擇的「站崗的女

人」版面發現了印證。 

 

小結：延伸符擔性概念到純文字的BBS介面上，強調使用者與環境的整體

關係  

        不管是從經濟角度或從禮貌角度研究電腦中介傳播上的衝突現象，其實都

是把符擔性的概念放在不同的包裝下來描述，研究者的想法是把要從網路社群

成員的觀點來分析她們如何看待並處理衝突，而在這個過程以符擔性的概念去

訪談使用者如何與環境以及其他使用者互動。詳細的訪談問題將在本研究下一

章研究方法詳述。 

 

        如同研究者之前所述，要百分之百抓住使用者如何感知社群的符擔性並不

容易，因此本研究力求的是貼近描繪出她們在這個社群處理衝突的溝通過程，

如同本章第三節最末所說，以強調她們與環境以及他人之間的整體關係，同時

也測試如何把Gibson的符擔性概念延伸到純文字BBS介面上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