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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影音科技於日常生活的消費使用影音科技於日常生活的消費使用影音科技於日常生活的消費使用影音科技於日常生活的消費使用 

 

（（（（一一一一））））個人依其資源個人依其資源個人依其資源個人依其資源、、、、時間與空間條件時間與空間條件時間與空間條件時間與空間條件，，，，於生活組成適合的影音科技使用網絡於生活組成適合的影音科技使用網絡於生活組成適合的影音科技使用網絡於生活組成適合的影音科技使用網絡，，，，

媒介使用的調整是不斷變動的媒介使用的調整是不斷變動的媒介使用的調整是不斷變動的媒介使用的調整是不斷變動的。。。。 

 

行動者因擁有不同的資源與時間空間，透過每日媒介使用將科技融入生活

中。不論是偏重某種科技或互補使用，皆反映出各自社會性或個人性的不同需

求。儘管影音光碟的觀賞越來越個人性，但作為一社會性的共享因素仍然重要。

由於數位光碟與電腦相容，使原本電視觀賞的樣貌越來越多樣，觀賞影視文本的

空間與時間可能從固定而完整變成流動而片段。反映出閱聽人越來越習慣運用數

位化科技，以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 

 

（（（（二二二二））））影音產品的消費文化形成影音產品的消費文化形成影音產品的消費文化形成影音產品的消費文化形成，，，，卻由於載體數位化卻由於載體數位化卻由於載體數位化卻由於載體數位化，，，，使電腦使電腦使電腦使電腦成成成成為影音觀賞為影音觀賞為影音觀賞為影音觀賞、、、、搜搜搜搜

尋尋尋尋、、、、複製的媒介複製的媒介複製的媒介複製的媒介，，，，進而對影視觀賞與消費造成影響進而對影視觀賞與消費造成影響進而對影視觀賞與消費造成影響進而對影視觀賞與消費造成影響。。。。 

 

此外，影音產品的消費文化形成，重複觀賞成為收藏影音產品的主要原因，

同時象徵閱聽人對電視節目的不滿與時間安排的渴望。儘管如此，燒錄複製也成

為另一種廉價的影視收藏方式，以製造一個備份達到類似錄影的功能，以選擇時

間重複播放觀賞，同時創造新的分享方式。影音檔案下載成為另一個新的燒錄來

源，其消費要素與原有的燒錄收藏者不同，較強調即時的流行。不過反而讓某些

原本少看電視或不看電影者，透過網路接觸影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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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從載體談數位光碟使用與錄影帶的關係從載體談數位光碟使用與錄影帶的關係從載體談數位光碟使用與錄影帶的關係從載體談數位光碟使用與錄影帶的關係 

 

一一一一、、、、從錄影帶到數位光碟的轉變從錄影帶到數位光碟的轉變從錄影帶到數位光碟的轉變從錄影帶到數位光碟的轉變 

 

以台灣的媒介發展歷史來看，錄影機這個「新」科技的興盛期處於在有線電

視發展之前，扮演了電視三台以外媒介解禁的角色，仍附屬於電視的錄影與播

放；而多頻道電視的現在，影音光碟是多元娛樂的一種選擇與管道，不但脫離電

視播放，由於影視內容的數位化使電腦亦為另一播放終端。 

 

載體從錄影帶到現在 VCD、DVD 光碟的變化，其間有兩種環境條件使台灣

閱聽人對於錄影帶的使用提早淘汰，一是電視重播率的提高使電視錄影的時間平

移需求降低，因未有普及、簡易的數位錄影提供電視錄影的功能，故燒錄成為最

接近錄影的方式（閱聽人燒錄租借的電視劇，或是網路下載電視節目，因為錄影

的需求仍在）。其次，影視工業為追求低成本而推動新的載體，錄影帶出租業採

用 VCD 的比率高，迫使閱聽人必需以電腦或 VCD、DVD 播放機觀賞影音內容，

而新格式載體 DVD 的出現，替片商或電視台開發出新的消費市場。 

 

載體格式使影音複製有所限制也有其機會，因 VCD 播放機缺乏錄影的功

能，反而強化了載體承載固定內容的特徵，意外地成為節目性的科技使用(Davis& 

Yeh, 2004)。由於影音科技從類比到數位化間的斷裂，使燒錄成為一個簡易複製

而便宜的保存方式，燒錄成為替代錄影機作為錄影的方式。 

 

是故，電視錄影因電視頻道增多、重播率高而式微；錄影帶因 VCD 載體普

及而式微，但閱聽人對 VCD 的慣於使用卻讓燒錄更為興盛，再加上近年來閱聽

人處於網路寬頻與分享軟體的有利條件下，燒錄或分享下載兩種數位複製方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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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約打擊影視工業，促使影視相關業者需加速以 DVD 取代 VCD。  

 

二二二二、、、、不同時序與載體使用的差異不同時序與載體使用的差異不同時序與載體使用的差異不同時序與載體使用的差異 

 

首先，從時序來看各種不同的影視來源。儘管網路下載的內容較多元、新穎，

卻仍反映現存媒介的流行為何。網路下載燒錄與原版影片燒錄主要的不同在於

「時序的差異」。之前原版的燒錄屬於複製，但無論如何燒錄必定有「原版」的

存在。在尚未有網路這個管道出現之前，影片的複製需先從出租店或購買的原版

才能燒錄，因此儘管燒錄的複製版已脫離商業市場，但直到獲得原版之前都需通

過商業市場的規劃與發行，至少需付費出租或購買影片。因此這種燒錄是按照發

行時序下，在商品消費後行動者自行創造的附帶功能、回收利用式的消費。 

 

圖 5-1 是以電影為例，說明銷售版、燒錄版與數位影音檔等三種不同的影音

光碟在商業時序關係與來源上的差異。網路檔案下載以畫質優劣區別為網路數位

影音檔 1 與 2，也就是 BT 論壇上有畫質好壞與新舊的影片差別。其中，網路數

位影音檔 1 的來源是來自原版的 VCD 或 DVD 轉檔，因此具有較好的畫音質，

但相對地出現於網路的時間也較晚；而網路數位影音檔 2 的品質不一定，多半是

品質差的側錄版，偶有其他國家外流的影帶原版，卻一定比光碟發行來得早，有

時甚至比電影上映早，主要是因為全球電影的輪映時間差異所造成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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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電視播出 

三個月 

電影上映        發行出租版        燒錄版 VCD       

VCD、DVD         DVD         網路數位影音檔 1 

（銷售版稍晚發行）           （轉檔成畫質好的版本） 

  

        商業體制商業體制商業體制商業體制                 行動者的回收再利用行動者的回收再利用行動者的回收再利用行動者的回收再利用（（（（按照時序按照時序按照時序按照時序）））） 

                      

網路數位影音檔 2 

（外國上映外流版/偷拍版） 

 

網路論壇抄捷徑式的下載網路論壇抄捷徑式的下載網路論壇抄捷徑式的下載網路論壇抄捷徑式的下載（（（（干擾時序干擾時序干擾時序干擾時序）））） 

     

圖圖圖圖 6-1 電影為例說明三種影音光碟來源的商業時序關係電影為例說明三種影音光碟來源的商業時序關係電影為例說明三種影音光碟來源的商業時序關係電影為例說明三種影音光碟來源的商業時序關係 

 

是故網路下載所獲得的影音檔案，完全脫離市場的規劃，以超越原版的姿態

出現，有時甚至比電影映演業或電視台播放的速度更早，因此成為干擾時序的違

規者，可能零星地干擾商業體制消費的原則。此時的燒錄片不再是附屬原版的再

利用，卻變成未上市的母片，它的價值在於出現的時間，而不在於與原版有同樣

的品質。 

 

這便是為何仍有行動者選擇原版影片燒錄而非下載燒錄（即原版燒錄收藏與

下載檔案收藏的差別），因為原版燒錄才能確保影片品質。下載燒錄在商業機制

的定義下成為潛在傷害利益的盜版，儘管品質不一定好，但確實跨過影音產品市

場的時間規劃，這種下載近乎是抄捷徑的方法。等不及市場發行或電視播放，沒

有原版的品質卻仍被接受，成為更需要在短時間內被消費掉的保鮮品。 

 

其次，以載體使用的差異來看其意義。燒錄的意義在於反映閱聽人對電視錄

影的功能的需要，同時也是對 DVD 高售價的應變策略。隨著影音光碟原版到燒

錄下載的變化，出現下列表 6-1 三種不同片源、四種光碟消費類型，其著重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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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各有不同。雖然原版燒錄片是銷售原版的複製品，但這需在商業的時序計

畫底下方可消費與複製，燒錄的行動者注重影片品質的元素，為了反覆觀賞的可

能而收藏。 

 

表表表表 6-1 影音光碟消費的種類及其影音光碟消費的種類及其影音光碟消費的種類及其影音光碟消費的種類及其注注注注重元素重元素重元素重元素 

 

片源片源片源片源／／／／    

光碟種類光碟種類光碟種類光碟種類    

影音光碟影音光碟影音光碟影音光碟

消費類型消費類型消費類型消費類型 

內容種類內容種類內容種類內容種類 載體意義載體意義載體意義載體意義 注重元素注重元素注重元素注重元素 

銷售的原版      影片典藏家 依個人喜好而

定 

收藏為主 反覆觀賞、注重影

片品質、視為經典 

燒錄自原版的燒

錄片（回收利用

式的燒錄） 

平民複製者 

 

觀賞過或打算

收藏的內容 

廉價收藏或分享 ●注重影片品質、

以廉價方式收藏

如原版的內容 

●複製便於與他人

分享 

網路尋寶者 

 

畫質好、小眾

電影、卡通、

電視劇等 

難得的收藏或分

享（燒錄的收藏

模式） 

●免費、時間超前

獲取 

●另類來源的收藏

方式 

自網路下載檔案 

（超捷徑式的下

載） 

網路過客型 最新盜版電影 不需載體，看完

即刪，如需燒錄

是為了傳布分享

（錄影的時間平

移模式） 

●免費、消費時間

超前的流行性 

●不重檔案品質 

 

而網路檔案的下載情況依檔案畫質好壞，分成兩種類型：一是流行性高的盜

版電影，為了搶快的流行，對影音產品的品質要求較低。這種畫質不佳的盜版電

影，通常只為了在短時間內消費觀賞完畢，不需燒錄保存。二是較小眾的電影、

卡通及電視劇，畫質較佳。小眾的電影是為了收藏，而卡通與電視劇則有極強的

流行性，這是因為正式管道的限制造成其獨特性。這種接近保存性質的燒錄，屬

於畫質較佳的影音內容，往往是當時獲得此類影音內容的唯一來源。 

 

從上述不重時效的收藏與急著消費的下載觀賞，可以發現同樣的影音產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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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兩種極端的消費。前者等待發行原版，納入收藏後影片，流行時間並不重要，

反而著重於科技與載體（如 DVD 的特效畫質）；後者則是搶在發行前面，成為

追求、創造流行的先行者，載體的有無已不重要，因為消費完即丟，通常只是因

為分享流通才使用載體，分享到最後燒錄片不見也無關緊要。 

 

三三三三、、、、燒錄與下載的載體使用是延續錄影帶的使用概念燒錄與下載的載體使用是延續錄影帶的使用概念燒錄與下載的載體使用是延續錄影帶的使用概念燒錄與下載的載體使用是延續錄影帶的使用概念 

 

首先，燒錄或下載都意味著複製的需求。而閱聽人想要複製的慾望，其原形

究竟來自於哪裡？從多數受訪者談到燒錄用「拷貝」一詞，甚至「像錄影一樣」

的說法，光碟燒錄應該是接近錄影帶錄影的性質。雖然並非每位受訪者清楚地指

涉燒錄為錄影，但複製為主的科技使用是無庸置疑的。數位影音產品轉向銷售，

反映了閱聽人對錄影與保存影視內容的需求，同時也是片商掌握了電影與電視錄

影（甚至把廣告去掉）的權力。以前錄影帶的錄影到現在 VCD、DVD 的燒錄變

化，燒錄機變成了光碟錄影機，成為 DVD 錄放影機普及之前的數位錄影方式。

預錄影片的燒錄有如錄影帶對拷，將原版影片加以回收利用的複製保存；而下載

影音檔對於電腦使用者來說，就像「新式的電視錄影」般，只是可重複錄影的錄

影帶變成了電腦硬碟。如此一來，聚集了網路影音檔案的論壇，就像是不斷流動

變化的出租店，與實體出租店不同的是內容更多元、更新，提供了現存的電影、

電視及出租店等以外的管道。 

 

其次，下載與燒錄間凸顯了有無載體的差異，尤其是需載體的燒錄與錄影帶

使用習慣有關。行動者影音複製載體運用的差異，透露其為了「時間平移觀賞」

或「保存影視內容」的目的，顯示閱聽人對於影音內容不同的需求。行動者早期

挪用光碟燒錄時的不加選擇，是重拾錄影功能的表徵；但隨著行動者對燒錄的普

及甚至氾濫，行動者逐漸發展出他們燒錄的法則，即觀賞後燒片是偏向「會重複

觀賞」的買片收藏心態，而傾向觀賞後不燒片或刪除檔案，則近似「看過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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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片觀賞。載體的使用差異與租售制度連結出一種關係，也就是早期閱聽人錄

影帶使用偏向看過即可的出租制度（rental / timeshift），正如現在下載檔案卻不

一定燒錄的現象，有如時間平移觀賞、錄下看過即洗掉的錄影帶。雖然光碟不能

重複燒錄，但成本低廉到可以用過即丟，就像選擇租而不會買的錄影帶一般。另

一種保存的燒錄片，則反映出重複觀賞與購買收藏（purchase/ library building）

的消費，就像購買會反覆觀賞的影帶，燒錄便成為行動者自行數位錄影的收藏方

式。 

 

儘管目前光碟載體使用多少延續了錄影帶的使用習慣，但未來可能的轉變是

走向無需載體。尤其某些片商甚至想藉由載體發展諸如觀賞後 48 小時後會「自

動毀滅的 DVD」（self-destructing DVD）科技來控制閱聽人觀賞行為（Economist, 

2003），恐怕是緣木求魚。數位影音科技使電腦與電視成為可互通的平台，尤其

是電腦逐漸成為年輕世代慣於使用的媒介，影音內容的數位化使網路成為提供電

視節目的新來源。隨著寬頻與硬碟設備的普及，未來對載體的依賴或許會降低許

多。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複製的恆久話題複製的恆久話題複製的恆久話題複製的恆久話題—論燒錄與盜版論燒錄與盜版論燒錄與盜版論燒錄與盜版 

 

一一一一、、、、燒錄是行動者運用科技的生活策略燒錄是行動者運用科技的生活策略燒錄是行動者運用科技的生活策略燒錄是行動者運用科技的生活策略 

 

燒錄作為合理備份的複製工具，後來被挪用作為尋回錄影的能力。行動者著

眼於數位化產品的載體成本逐漸降低，原版並沒有跟著降價的情況，選擇在租片

時以自行複製的方式，將物品的價值運用到極致。通常燒錄不過是種順便的動

作，還隱含了一種「回收利用」的感覺，在觀賞後以複製行為來達到「物盡其用」

的目的—自己留存還可與他人分享。行動者藉由自己擁有的複製品，為燒錄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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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了新循環的可能，這種消費沒有報償，沒有一定的通路，這種潛在反而成為價

值。  

  

台灣長期以來是全球生產 CD-R 市佔率最大的生產國，甚至目前 DVD 光碟

片亦為全球第二大廠（李國彥, 2002；黃欣怡, 2004），對於行動者來說消費空白

光碟片就如隨手利用身邊便宜的資源。實質上多數行動者消費燒錄片，並非具有

積極對抗商品或資本家的目的或計畫，或許只是消極的省錢，卻在重複實踐下成

為一種共同的生活策略。因而面對變化快速的流行文化，燒錄以便宜成本即可達

到回收再利用的流通，行動者能依照個人的生活去創造屬於他的意義。 

 

二二二二、、、、數位數位數位數位複製與盜版的爭論複製與盜版的爭論複製與盜版的爭論複製與盜版的爭論 

 

燒錄的合理使用一旦與網路傳布結合，即形成對商業市場的反擊。這種盜版

其實凸顯了需求，可能因為影視產品上市的時間太晚，或者獲得內容的代價過

高。日常生活裡有許多不同種類型的影視盜版，如：長期存在為獲利而賣的電影

盜版、早已習慣的日劇盜版，現在還有網路自行下載，呈現盜版日常生活化的趨

勢，顯示出現在多數人與盜版或燒錄脫離不了關係。台灣的電腦資訊發展初期若

是沒有非法的燒錄光碟負載電腦軟體，學習成本需付出更高昂的代價，而燒錄、

下載對於無力消費或追求最新的影視流行文化者來說，無異是另一個機會。 

 

然而，長期以來美國一直以維護智慧財產權為由，以特別 301 名單優先觀察

國對台灣施壓，甚至影響了錄影帶、有線電視以及光碟管理法的立法（鍾起惠, 

1995; 王維菁, 1999; 丁萬鳴, 2001）。雖然支持正版的觀念普及，但從台灣電影盜

版率在 2004 年仍維持 44%居高不下的現象來看，經濟結構確實無法解釋台灣習

慣的盜版現象（宋漢崴, 2004），著作權需依附政治力才能發揮作用，以道德勸說

方式自然效果有限。尤其是學校團體亦基於知識分享的原則提出「反反盜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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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許峻彬, 陳香蘭, 2002），希望將非營利侵權除罪化。當燒錄、網路傳輸實

踐者成為分散、非營利的個人時，以前具有中心的「盜版工廠」現在變成去中心

的「家庭網路盜版」，足見受惠於此實踐者不盡其數，成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份，需以文化的角度看待現在的數位複製行為，才能理解這種生活實踐的意義。 

 

（（（（一一一一））））片源的去中心化是一種趨勢與需求片源的去中心化是一種趨勢與需求片源的去中心化是一種趨勢與需求片源的去中心化是一種趨勢與需求 

 

網路下載影音檔案讓燒錄現象起了變化，趁電影在全球不同國家上映時間的

裂縫，以高明或粗劣的複製產生干擾；電視劇或卡通則是跳過授權進口的關卡，

行動者的複製行為透過網路變成了搶先時間的盜版。可見片源的去中心化是一種

趨勢。尤其在影音產品數位化後，原本在電視播放的光碟轉向與電腦使用結合用

網路傳送，使數位的影視檔案變得更為流動，管道變得去中心化。下載影音檔為

一種無須金錢交易的違規者，它無關盜版業者的獲利，傳布過程不再需要交易的

物體與空間，成為每個檔案下載者房間的個人檔案與秘密，這成為影視數位化後

所需面臨的境況。 

 

另一方面，下載燒錄反映管道多元化，各自消費不同的元素。從上述下載行

動者的特徵與後來轉變的消費特質，雖然有部分原在商業機制的消費者轉向網路

下載，但也有因網路下載管道，使某些原不屬於影視消費範圍的一群人，進而利

用科技投入影視消費。行動者甚至在這些相異的管道間，形成一套選擇邏輯，以

消費哪種內容、重視什麼特質來決定獲取管道。到電影院看電影所消費的是流行

與臨場感；錄影帶或正版 VCD、DVD 是可時間平移觀賞、確保畫質的媒介；而

正版光碟燒錄是便宜的保存與分享方式；但下載盜版影片是為了求快，甚至是不

求畫質的消費。這些管道之間是有差別的，因此，反過來說盜版的獲利並非等於

廠商的損失，正是因為上述不同管道所消費的元素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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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下載複製是一種無形的反擊下載複製是一種無形的反擊下載複製是一種無形的反擊下載複製是一種無形的反擊 

 

影視產品盜版造成商業市場的擾亂，是將流行的時間賣點轉為可攻擊的缺

陷，尤其在流行文化的時序裡更是一種違規的快感，大眾媒介所宣傳炒作的流行

文化先被時序錯亂地消費掉了。不如說是行動者抓到流行的精髓，以燒錄的廉

價、便利以及流行短暫的性質，加速燒錄片的產製、流通及消費，隨著時間過去，

燒錄片的價值亦逐漸降低。 

 

行動者藉由燒錄的挪用成為影視文化的消費策略。從影視消費市場逃脫而自

行生產消費的行動者，就像 de Certeau 所提到日常生活中運用戰術的生活實踐，

以手邊廉價的光碟與燒錄機，透過網路分享零星地從事燒錄複製的消費戰術

(tactics)。但這種反抗卻不是對立，而是一種「在不違抗主流社會秩序的情況下

遁逃」（de Certeau, 1984：xiii）。影視工業（尤其是電影工業）以輪映與時序規

劃做為掌握利益的策略（strategy），大量資源投入影片宣傳精心規劃市場、改進

防盜技術，企圖以更新科技載體（格式或加密）創造並鞏固市場，掌握資源以維

護利益，但行動者則在這些既有環境架構中，以無形的活動、低成本的數位科技

轉變戰術來運作。 

 

因此，正如反對智慧財產權觀點的拷貝左派（copyleft）1聲稱，強調拷貝為

資本主義以大量標準化生產的最大動力，再以智慧財產權作為掌控權力的武器，

限制其傳布獲得利益。在資訊時代亦然，拷貝成為部份市民生存、逃避、反抗的

力量，目前資訊環境實為龐大的「地下經濟」所支撐（如盜版軟體、燒錄 CD、

MP3 流通）即是最好的證明，若沒有燒錄機與拷貝實踐，資訊的流通與創新將

                                                 
1
 人稱 Lawrence Lessig 為拷貝左派的領軍人物，另反對著作權者代表人物有 Richard Stallman，

Zapatista 等人（觀點見 http://www.inter-asia.org/critical-server/issue1/frontpage.htm, 

http://www.free-culture.cc, http://www.phutyleinternational.com/acright/acrigh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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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現在發展。 

 

在電影工業運用新載體（如 DVD）控制全球票房甚至開拓影音產品的銷售

市場時，原本在市場規劃下的消費者運用商品數位化與網路傳輸的機會，轉化手

邊的電腦網路資源（無論屬於個人的或公司公用的），以去中心、不固定的方式，

挪用了數位複製工具，並創造屬於行動者的消費意義，就像持續突破重圍的游擊

戰一般。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一一一、、、、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採取民族誌取向的方式，在有限的時間內必然面對進入家庭訪談的困

難性。本研究的 20 個訪談者中，實際到家中訪談者有 7 位，有 3 位是到受訪者

平時生活的場域（多為下班後的工作場所）。由於受訪者所運用的媒介範圍擴及

電視、錄影機及電腦，這種生活中多種媒介的交互使用情況仍相當依賴深度訪

談。因此，若能進入受訪者的家庭，不但能觀察到實際活動的空間以及與家人的

互動，透過與部分家庭成員的對話，對於某些訪談時的矛盾與困惑才能得以確

認、釐清。然而，隨著閱聽人日常生活媒介使用空間的移動性與媒介科技的去中

心化，媒介使用與空間的可能性眾多，哪裡是閱聽人媒介使用的田野變得越來越

失去界線。而研究基於有限時間與資源，著重在閱聽人影音科技使用的層面，對

於科技或產業市場方面多以文獻資料解釋，或許有強化閱聽人主動性的可能。 

儘管本研究著重在閱聽人使用科技的脈絡上，然而在研究過程中仍發現文本

可能存在的影響性，因此加入跨媒介文本的考量是值得參考的角度。隨著閱聽人

頻繁地採用數位科技，新的消費方式與內容形式不斷產生，未來研究可能必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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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再定義傳統生產與文類的概念。 

 

此外，尤其在台灣錄影帶如此無形而迅速地被汰換，更顯示出人們不斷追求

新科技，在媒體解禁後電視台快速膨脹的環境之下，錄影機與具社區意涵的傳統

錄影帶店一起被淡忘。在追求數位化的此刻，影音內容的下載燒錄不但是科技狂

熱的徵兆，也凸顯出閱聽人想要複製的慾望。也許因為研究裡多數受訪者經歷錄

影機時期不久，而真正經歷錄影帶時代者對於數位科技的使用不擅長，而無法清

楚釐清其關係，卻也顯示世代的科技使用斷層。究竟數位燒錄的觀念與影帶錄影

如出一轍，或數位複製發展出其特有的概念，仍是個饒富興味的議題，本研究可

作為後續研究一個起點。 

 

二二二二、、、、研究者的省思研究者的省思研究者的省思研究者的省思 

 

由於影音科技的消費相當生活化，研究者與受訪者共同之處即在於對影音產

品有相當的興趣。幸而這種生活實踐的性質，將研究者的外衣轉換成一分享者，

得以傾聽理解受訪者訴說他的自身生活，如何將媒介融入生活，並與他人建立關

係。另一方面慶幸之前在錄影帶店工作的經驗，使研究者得以從容面對這些訪談

者各式各樣類型的影音產品內容，在訪談期間能獲得共鳴。隨著不同訪談者的媒

介體驗，使研究原在電視與電影範圍的關注，進而延伸到網路論壇上以理解受訪

者下載、消費的影視內容為何，從不同受訪者身上獲得新的體驗，逐漸組合出媒

介的生活拼圖。  

 

此外，作為研究者也是學習者。尤其自身與慣於電腦科技者在科技使用上的

差異，研究者也體認到自己與他們的不同，從察覺科技對不同主體的意義差異開

始，將這種日常生活的理所當重新檢視，學習存而不論。尤其是學生受訪者樂於

分享電腦使用的歷程、或迷戀電腦或藉由電腦與他人聯繫的經歷，都顯得感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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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禁令人省思，除了使用者科技操作的表面，在這些興趣與生活重心背後，

主體所追尋的意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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