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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貢獻為，透過面具脈絡與技術的結合，重新

探討「以面具為技術」產生的經驗品質，並詮釋出的四

種關係「佔領關係－人格衝突」、「介入關係－人格衝

突」、「合作關係－新的存在」、「隱藏關係－感官延

伸」，更進一步展開在四種關係之下，了解面具這樣技

術是與人有更親密融合，觀看者對「人－技術」之間的

賽伯格關係，	提出新的三種架構「植入、增量、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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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及研究目的	

面具文化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包含了宗教、族群與文

化等多重的範疇，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面具的社會功能

隨著文化環境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形成多義性的存在。

在互動技術快速發展的時代，面具除了原本固定的、單

一的表達形式之外，會有什麼樣新的表現形式？又會出

現什麼樣的意義？	

人機互動領域近年來，引進現象學派海德格提出「上手

經驗」與「在手經驗」的觀點，James	Pierce	[6]以此探

索「人」與「機器」之間的連結，並引用後現學者 Ihde

定義的「人－技術－世界」之間的關係，分析設計物。

因此本研究將探討「面具視為技術」在現今的社會脈絡

下創造出什麼樣的「經驗品質（experiential	

quality）」，在過去的研究中，以面具為技術的案例有

Kana	Misawa 與 Jun	Rekimoto 製作出

ChameleonMaskm[3,4]，他利用面具結合現代直播的技

術，運用在遠距社交的情境中，包含遠方使用者

(Remote	user)、代理人(Surrogate)和觀看者(Participant)，

遠方的使用者可以透過網路連線，讓代理人直播當下的

情境傳遞給遠方使用者觀看，並且可以透過代理人再現

使用者與觀看者互動，了解這樣的技術進行遠距接觸

(remote	haptics)時的感受，並且針對觀看者的感受為主

要實驗對象。此案也引起本研究很大的興趣，Kana	

Misawa 與 Jun	Rekimoto	[3,4]針對觀看者是否認識代理

人與遠方使用者做測試。本研究延續其結果，針對三者

都是陌生的情況下，觀看、穿戴和使用這樣的技術會有

什麼樣新的體驗，從案例發現其結果主要是針對現存面

具的可能性，而本研究將針對面具的表達形式重新設

計，發掘對於遠方使用者、代理人和觀看者可能產生的

特殊意義。	

本研究將「面具視為技術」，探討面具的覆蓋面積與表

現的符號，加上現今科技技術的運作模式，讓參與者參

與探索活動，並透過現象學式的研究更能夠萃取出親身

經驗（felt	experience）與進一步的分析、詮釋。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為，以「透過設計做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	[13]」的精神，來探討「面具視為技

術」，人們體驗到的經驗，並詮釋出四種遠方使用者、

代理人與觀看者之間的的關係性[1]，進一步以觀看者的

角度，界定出賽伯格的「人－技術」關係。	

	
Figure	1	觀看者與遠方使用者透過代理人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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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文獻探討 

2-1. 從符號學初探面具 
人類歷史發展下為何會有面具的出現？追溯至面具的脈

絡，最早原始信仰有密切的關係。中國四川三星祭祀坑

發現黃金面具，可能與先民鬼靈信仰有關，斯里蘭卡僧

伽羅人的驅魔舞，對疾病與古老信仰認為透過面具可以

吸引古代靈魂將疾病祛除。因此透過符號學符徵和符旨

的概念對面具進行文化現象的解析，將面具的型視同為

符徵為「物質層」，在不同時空脈絡下便產生不同的符

旨，也就是關係性為「意義層」，在僧伽羅人驅魔舞的

面具在第一秩序的符號系統裡形成「面具」這樣的符

徵，在第二秩序的符號系統裡對應著「古代靈魂」的符

旨，而在第三秩序的符號系統衍生出「祛除疾病」的符

旨，所以面具並不只是一種物質，它所代表的是隨著社

會脈絡的轉變下形成的多義性[16]，Urban、Hendricks	

[5]等人將面具列出四大功能，再現

（representational）、情感（emotive）、指標

（indexical）、假扮（disguise），針對物質面進行探

討。	

再現（representational） 
在西非的幾內亞海岸居民，通常以形象逼真的祖先行為為面

具的符徵，當人們帶起面具時，猶如祖先的道德規範再現，

同時也是上位者統治的符旨。 

情感（emotive） 
現今表演藝術使用的中性面具，他有個白色的全臉面

具，這樣的面具代表著中性與身體平靜的狀態，進而也

是對外界情感的投入。	

指標（indexical） 
中國古代王朝年度盛事，利用獸身與銅頭鐵額的符徵，

代表透過面具已達天聽，可使君權合法神授，進而對王

權的象徵，也影響後續社會階級的發展。	

假扮（disguise） 
在古希臘宗教活動中上演悲劇戲碼，透過面具扮演酒

神，漸漸地也形成人們帶著各種面具舉行狂歡節代表著

角色轉換的機制。	

2-2. 「面具」視為一種技術 
以面具作為技術，在現今的脈絡中可能帶來的意義，本

研究將透過人機互動領域中，了解以面具作為形式的互

動作品，進一步探索人機關係。	

Kana	Misawa	與 Jun	Rekimoto	[3,4]對於在遠距離社交提

出新的互動模式，結合現在科技直播的技術製作出

ChameleonMaskm，此裝置可讓遠方使用者透過代理人

穿戴遠距離直播面具，將自己的臉顯示於代理人的面具

上，在遠方使用者可操控並與觀看者互動，遠方使用者

也可以透過代理人的身體與觀看者握手，利用這樣的互

動模式了解代理人給予觀看者的感受，了解在怎樣的情

境模式下觀看者是最能夠感到遠方使用者的再現，在實

驗裡他們將遠方使用者、代理人與觀看者三者以觀看者

為基礎之下，分別從是否認識的情境下進行探索，發現

在遠方使用者與代理人不認識的情境之下，是最能夠舒

服的將遠方使用者再現，而在三者都是不認識的情境觀

看者的舒適程度是則是最低的。	

在中國因為環境問題人們出門都會戴口罩保護，所以在

街道都會看到人們戴著口罩；相對的在日本也有部分的

人會戴口罩，但他們是因為個性較害羞，將自已躲藏在

口罩之下。Simone	Rebaudengo	[8]的 UnMask 針對保護

作用的口罩重新設計。透過在口罩外加上 LED 顯示

燈，當使用者微笑的時候口罩外的 LED 顯示燈就會呈

現一個微笑的嘴吧，不僅不再讓人們覺得口罩是隔開人

與人之間的距離，反而是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2-3.賽伯格關係（Cyborg Relations） 

	
Figure	2	賽伯格關係圖	

Ihde	[6]用後現象學派的觀點提出「人－技術－世界」之

間的四種關係：體現關係（embodiment	relation）、詮

釋關係（hermeneutic	relation）、類它關係（alterity	

relation）和背景關係（background	relation），而

Verbeek	[8,10]認為人與技術結合的關係不只是體現，在

這之前應該有更加親密的可能性，而這些關係通常被視

為「仿生（bionic）」生物或「賽伯格（cyborg）」有

機體與機械的混合，進而提出以下三種賽伯格關係結

構：	

融入關係（Fusion Relationship） 
科技作為體內器官的一部分，以更加親密的方式與人類

融合，就像是：大腦植入晶片，以侵入性的方式加入進

人類的身體裡。	

沉浸關係（Immersion Relationship） 
技術與環境融合，並不是為了人本體上，而是為了與環

境互動的關係，所以這樣關係作較為平靜的背景，像是

能夠檢查身體狀況的智能廁所。	

增量關係（Augmentation Relationship） 
與技術的實體物結合的關係，達到延伸增強人的技能，

像是 Google	Glass 讓人能更快速的獲得資訊。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架構  
以面具作為遠距操作人類的技術，由於面具是在多種歷

史脈絡之下所創造出來，為了能夠探索面具複雜的多義

性產生新的意義，因此本研究使用 Dourish	提出的「現

象學式探索」。現象學研究探索大多使用在「第三派典

人機互動（The	Third	Paradigms	of	HCI）[9]」針對

「人」因為「機」所相互影響之下，對於過去經驗、當

下情緒這些個人主觀體驗到的所產生的經驗品質，也因

如此第三派典最主要的著重於這些極端者的獨特經驗，

這樣的研究主要貢獻在於透過萃取獨特經驗下，找到獨



特的切入點，也因為這些極端的經驗展開了人機互動領

域的視野。在做現象學式探索的研究有兩個重點：第一

「存而不論」針對整個實驗做現象還原，研究者必須以

客觀還原當下的現象，讓事後能夠反覆回顧當下；第二

「詮釋現象」透過第一點的現象還原，投以研究者主觀

的詮釋，重新給予不同的意義[17]。	

本研究以「透過設計做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13]」的精神，作為互動設計師，我們從設計

實作中體現互動中體驗的經驗品質[1]，本研究步驟主要

步驟：一、面具物質層的設計，以面具視為技術之下，

結合現今環境對於臉部的象徵轉化為面具設計，二、探

索活動：設計十分鐘的社交活動，探索觀看者、代理人

與遠方使用者對面具的體驗，在活動過程中設有簡易量

表、焦點團體訪談、錄影與錄音記錄等。	

3-1.設計探索道具 
從古至今「面具」一直作為臉部的聯想與延伸，從全臉

設計到部分遮蓋幾何圖像的面具，都有代表的意義，在

每個社會脈絡下的面具的表現形式都不一樣。人們對於

圖像表情：例如，兩個點與下面有一條直線等幾何圖

形，即可迅速聯想到臉的形象與情緒，從傳播學的理論

下我們可以理解，人都是別人臉的觀看者，對於別人的

臉特別的清楚鮮明，可是人看不到自己的臉對於自己表

情反而只有大概念的印象，而當人希望自己的臉微笑

時，並不是因為感受到臉部肌肉的改變而是大腦想像出

微笑的動作，在無法看到自己臉的情況下，只能用感知

的方式察覺自己的現在表情，所以大部分人們對於自己

的臉都是模糊的概念印象，也因為如此人很容易將這樣

的概念投射到人類生活之中，就像看到天空的雲人可以

很快感覺雲彷彿呈現一張臉，又或是將車頭燈聯想至各

種人類的表情，甚至科技發展之下「XD」這樣的符號

人們也可以很快的連結到是大笑的表情。	

透過第一版的實驗，快速探索代理人的角色，透過全罩

式頭部遮蓋，且即時呈現遠方使用者的完整臉部，面具

本身會傳出遠方使用者的聲音，從探索活動中發現，對

於面具遮蓋的範圍與臉部的顯示都會影響觀看者對於面

具的感受，例如對於露出頭髮可能瞭解性別，又或代理

人是否想與參與者有眼神的接觸，	

因此本研究第二版保留了面具輸出遠方使用者聲音的機

制，針對這面具遮蓋範圍與臉部呈現方式延伸出不同的

搭配形式，並且運用電腦、手機和平板簡單快速的探索

道具，讓遠方使用者透過電腦做畫面的即時傳遞，再利

用瓦愣紙板將設計過的面具做外型的製作，且能放置手

機或平板，穿戴在代理人身上。	

	
Figure	3	第一版將設計物進入場域觀察	

3-2.面具認知探索 
延續上述，第二版的探索將保留遠方使用者聲音即時地

從面具傳出，而針對面具遮蓋範圍與現今科技發展之下

設計臉部的呈現方式，是否因面具為技術介入且面具物

質形式上的變化而刺激三者之間產生新的體驗。	

Table	1	四種面具表現的設計	

Face1	

直播技術快速發展之下，空間的即時畫面傳遞越來

越普及，以此面具將真實的即時畫面的特點做結

合，遮蓋住整個頭部，代理人的臉部則是即時呈現

的遠方使用者的完整臉部，而代理人可以透過面具

的洞口觀看外在環境。	

	
Face2	

網際網路的普及，在虛擬世界裡開始創造出屬於他

們的符號，藉由這些符號作為面具的發想，此面具

只覆蓋代理人的臉部，而面具則呈現遠方使用者所

控制的表情符號，而遠方使用者能夠呈現的表情符

號有「XD」、「：)」「：｜」、「：Ｏ」，並且代

理人能夠透過面具上方洞口反射進來的畫面看到外

在環境。	

	
Face3	

對於平面媒體，像是漫畫這樣所虛擬出來二次元角

色，對於臉部符號象徵的設計，此面具只覆蓋代理

人的眼睛部分，並顯示出較為平面媒體二次元角色

的眼睛符號，眼睛會隨機札眼，並且代理人可以透

過面具上方的洞口反射進來的畫面觀看到外在環

境。	



	
Face4	

技術的提高下，呈現高度擬真的畫面也逐漸普及，

因此面具設計將覆蓋著代理人的嘴巴部分，顯示擬

真的嘴巴，當遠方使用者發出聲音，顯示的嘴巴就

會開合動作，當遠方使用者沒有發出聲音，則嘴巴

呈現閉上的顯示。	

	

3-3. 探索活動的設計：十分鐘面具社交體驗 

	
Figure	4	探索活動流程圖	

本研究邀請七位參與者，一位擔任遠方使用者，一位則

擔任代理人，其他四位則是觀看者，遠方使用者、代理

人都與觀看者皆為陌生人，並且遠方使用者與代理人皆

為女性。遠方使用者與代理人為一組，體驗四項不同的

面具，而每位觀看者輪流觀看一項面具。在參與者進行

「十分鐘面具社交體驗」前簡單說明代理人的模式——

「遠方的人可以透過另外一個人去執行想要達成的事

情，像是與另一人互動。」讓參與者能夠快速融入情

境。並且給予觀看者、代理人與遠方使用者不同的活動

說明，遠方使用者了解他需要攜帶的面具形式與社交活

動；代理人了解面具的形式不知道有社交活動；觀看者

只了解參與面具社交活動。在活動開始前各自填寫不同

的問卷，針對代理人填寫一份自我意識量表、遠方使用

者與觀看者填寫一份沉浸度傾向量表，七位參與者也分

別在不同的空間進行活動，遠方的使用者獨立在一個空

間，而代理人則在另一個單獨的空間，而觀看者則是依

序進入代理人所在空間進行十分鐘面具社交。活動進行

時，觀看者會先進入到一個設置好的聊天空間，並且代

理人已經穿戴著遠方人使用者的裝置，進而自然進行初

次見面的社交活動。每一項面具的活動結束後，觀看者

會在另一個空間填寫一份臨場感體驗問卷與進行個別訪

談，遠方使用者與代理人在每一項面具結束後，個別分

別填寫問卷，遠方使用者填寫臨場感體驗問卷、代理人

填寫一份自我意識量表，四項社交活動體驗結束後，針

對遠方使用者與代理人進行焦點團體的訪談。	

	
Figure	5	

探索活動的空間設置，左圖為遠方使用者的空間，右圖為代

理人和觀看者的空間	

3-4. 探索活動量表設計 
針對三份問卷的設計，代理人的量表參照 Scheier,	M.	F.,	

&	Carver,	C.	S	[7]所提出的自我意識量表(Self-Conscious-

ness	Scale,SCS)三大面向私人自我意識(private)、外在自

我意識(public)與社會焦慮(social	anxiety)針對探索活動

重新設計出 14 題的問卷。遠方使用者與觀看者實驗前

填寫的量表，參考 Witmer	&	Singer	[11,14]在 1998 年提

出的沉浸度傾向量表(Immersive	Tendency	

Questionnaire,ITQ)，從三大面向選出兩大面向投入

(involvement)、專注(focus)做問卷設計出 15 題的問卷，

而在各項面具的社交體驗結束後，填寫的量表則是參照

Witmer,	Jerome	&	Singer	[12,14]在 2005 年提出的臨場感

體驗量表(Presence	Questionnaire,PQ)中的四大面向選出

兩大面向投入(involvement)、適應/沉浸	

(adaptation/immersion)重新設計出 9 題的問卷，透過這

些問卷可以即時收集參與者對於面具的體驗回饋。	

四、研究成果 

	
Figure	6	遠方使用者、代理人和觀看者的關係	

整理訪談、問卷回饋與影像紀錄，本研究將以四個面向

去討論：1.先針對參與者的問卷回饋做分析 2.比對到各

項面具三位參與者的描述與整理 3.	再根據遠方使用



者、代理人和觀看者三個位置總體的感受 4.進一步針對

每項面具的關係進行詮釋。	

	 P_ITQ	 P_PQ	 R_PQ	 S_SCS 內	 S_SC 外	 S_SCS 焦慮	

Face1	 91	 38	 40	 12	 3	 3	

Face2	 83	 35	 44	 12	 5	 5	

Face3	 59	 36	 44	 14	 4	 4	

Face4	 64	 40	 43	 12	 7	 3	

Table	2	各項探索面具社交體驗的量表資訊	

	P：觀看者，R：遠方使用者，S：代理人	

遠方使用者的沉浸度傾向為63，	

活動前代理人自我意識分別為，內：9，外：5，焦慮：3	

參與者問卷回饋分析 
針對參與者收集到問卷回饋中，比對觀看者的沉浸度傾

向與臨場感體驗，發現沉浸度傾向高的參與者並沒有比

較融入透過代理人與遠方使用者社交的情境，反而觀看

者 4 的沉浸度傾向偏低的情況下，他的臨場感體驗卻有

40，是最能夠融入面具社交的情境中，因此我們能夠了

解沉浸度傾向與臨場感體驗對於觀看者來說並沒有直接

的關係。在遠方使用者的沉浸度傾向偏低(63)的狀況

下，比起觀看者四項的臨場感體驗都相對高，所以在面

具社交活動中，遠方使用者相對的比觀看者更能夠融入

透過面具社交的情境。對代理者來說，內在自我意識明

顯地看到，代理人對於戴上面具後的內在自我意識都是

提升的，而且在 Face3 的時候比起其他項，又有更明顯

的提高(14)，由此可知在 Face3 的時候代理人的自我意

識是最強烈的，反之，在外在自我意識的部分，雖然在

戴上面具前後並沒有特別的差異，卻可以看到在 Face4

卻是最高的，所以在 face4 的時候代理人是最能夠感受

到外在自我意識的，在社會焦慮的部分也沒有因為戴上

面具而有所差異。	

 各項面具三種角色的體驗 
透過上述對於參與者問卷回饋的分析，我們將結果對比

到參與者的訪談體驗，能夠更近一步的了解背後可能的

現象。以下為針對每項中遠方使用者、參與者和觀看者

的經驗還原：	

Face1： 

遠方使用者：實體空間的體現 
部分的自己將自己拉進真實情境裡，感受到遠方情境的

強烈存在感，就像遠方使用者表示「因為他看得到我，

我比較裸露在他的面前，比較參與在其中。」也與過往

社交經驗相符「我覺得比較好去聊天，我知道他看得到

我，我可以想像他可能如何解讀我的想法。」	

代理人：意識的侵占 
與外界環境的隔絕較大，反而讓代理人花費更多心思在

活動體驗中，表示更能融入其中「可以更專心聊天，聊

天內容我都很清楚」，感覺到自己的外在身體一部分被

佔據，強烈感受到觀看者看不見自己，進一步覺得自己

轉變成遠方使用者「因為我知道螢幕面前是他，他（觀

看者）看不到我，更有自己變成了別人」	

觀看者：人格衝突 
觀看者 1 對於代理人開始說話的舉動衝突感放大提出，

並且強烈感受到遠方使用者的存在「代理螢幕中的人…

…不能講話畢竟是代理人，可是他有自我意識」，進一

步地將彼此的責任切開「是不是他們沒有協調好主副關

係？」想要達到形象或是身份的一致性「所以他是受委

託，應該盡量不能動，遠方的人開心他才表現出開

心。」	

Face2： 

遠方使用者：出其不意的介入 
雖然較不融入真實的情境，不過可以透過表情符號，適

時的介入遠方的社交情境「我會想要一直玩，他們對表

情的想法」，也因為注意力的分散，導致較無法融入在

社交情境之中，在這樣的模式下社交感到放鬆有趣「感

覺如果他問我叫什麼名字，我可以不要講真名」	

代理人：自我意識自治區 
代理人表示這樣的方式可以刺激社交的進行，像是透過

表情符號出其不意的變化，視為開啟話題的方式「不用

專注聊天、多一點點娛樂」，可是因為這樣屬於自身的

意外，感受到另外一個意識的存在並保有尊重「他就像

心中的天使惡魔，雖然天使惡魔可以選擇，可是他卻是

我必須保有尊重的存在？」	

觀看者：人格切換 
明確的感受到人格的切換，觀看者 2 表示「前段我覺得

是遠方的人，後面感覺是近的人多一點，就是有點交

換」，因為社交過程中感知資訊的不平等感到恐懼不安

「他們都看得到我，只有我看不到他們」過於簡單符號

的呈現方式產生不信任「我沒辦法感受到他真實的反

應，我沒辦法放寬心。」	

Face3： 

遠方使用者：情境的間接互動 
對於社交情境的介入參與度降低之下，感受到對於代理

人產生新的操作方式「他是我的代理人，有冷場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並且延伸出較為客觀且多種選擇的社交方

式，像是遠方使用者舉出「透過他（代理人）在那邊講

話，我大概可以了解他（觀看者）的個性或興趣等等，

我可決定要怎樣之類的……」	

代理人：自我意識的互助合作 
感知方式最強的視覺被遮蓋住後，自我意識開始的提

高，代理人也表示比較不介意外人的眼光「不太在意對

方怎樣看我，我覺得有趣成分多一點」，可以較為清楚

如何與遠方使用者做搭配像是「如果比較尷尬我就希望

有裝置來輔助我，team 的概念，對付那個陌生人」。	



觀看者：全新的人格 
感受到戴上面具的代理人整體的強烈存在「他帶著裝置

很吸引我特別是那個眼睛」，在部分的資訊不平等下產

生的舒適感「我覺得不出現臉我更加自然一點，可以把

對人的外在忽略」，對於代理人有另類的架構「我覺得

他就一個人，就只是有兩個聲音，一個聲音是從很遠的

地方傳來的」，強調有別於遠方使用者與代理人本身的

個體「在結束後我有想過代理人本人是怎樣子的……」	

Face4： 

遠方使用者：情境裡的旁觀者 
強烈的對於現場情境的抽離感「其實我到最後就慢慢的

變成觀眾」，開始對於身份的隱藏消失於整個社交場合

之中，「我就像個記錄者，在整場的活動當中……」。	

代理人：回到經驗自我 
回到過去經驗的自我感受「因為露出了眼睛……稍微有

點赤裸」，接近原有的社交經驗「接近平常聊天，因為

眼神比較能接收我的訊息吧……」，透過自我意識量表

中也可以發現在這部分的代理人對外在的自己有明顯的

提升。	

觀看者：消失的人格 
對於面具形式的不適應「跟我原本想像的不太一樣、沒

有想到用這樣呈現」，代理人的存在感過於強烈「我就

是看到代理人，很直覺聊天對象就是他」，進而壓過遠

方人的存在，甚至可以直接忽視適應面具裝置的存在，

回到過往的社交經驗中「我就直接把他（遠方使用者）

忽略掉了，久而久之可以把裝置視為自然。」而在臨場

感的體驗也較高，觀看者較能夠對應到過往的生活經驗

當中。	

整體對於探索體驗的想法 

遠方使用者：空間的抽離 
對於遠方使用者來說整個探索活動，他並沒有很明確地

的感受到進入遠方的環境中，大多數的時間都還是感受

到自己是個遠方的使用者，甚至是不認為代理人是同一

個人，可以明確的切分開來「他不是我啊，如果誤會我

可以自己解釋啊」，唯獨在探索過程中代理人不預期的

大力搖晃了面具，遠方使用者瞬間體現到遠方的環境

中，甚至身體的沉浸表示「我怎麼會在地上！？」	

代理人：代理人的責任 
對於代理人來說相較於遠方使用者他還是最直接感受到

當下環境發生的情境，也因為情境的直接衝擊，讓代理

人形成社會焦慮下的自我意識反應「因為我想說很尷

尬，我就講話了」，對於代理人的責任感強烈「我想說

我替他（遠方使用者）可以把溫度傳給他」，甚至是促

使遠方使用者達成目標「我想說是他（遠方使用者）要

社交，所以我就想說介紹一下他」，透過大量的肢體與

動作表現自我意識或是對應遠方使用者的心境。	

觀看者：對代理人的想像 
在這次的探索活動中對於觀看者來說有許多體驗上的突

破，觀看者 4 表示超出自己視覺的想像「我對這代理人

的想像大多從科幻電影中，可是在我所知的範圍內很不

一樣」，甚至是對於代理人的互動形式的突破觀看者 1

想像中的形式為「他怎麼會講話，他應該站在那邊…

…」，所以透過量表可以發現就算是沉浸度傾向較高的

人也不一定能夠融入到這樣的情境之中，也因為無法用

過往經驗去對照使得在臨場感體驗中的得分也沒有很高

（PQ 量表的滿分為 63），也因為無法用過往經驗感受

也刺激了觀看者的想像，觀看者 1 想像「遠方使得人可

以讓代理人穿他想穿的樣子」、觀看者 4「如果是不一

樣性別的代理人說不定會很有趣」	

對於四項面具現象詮釋 
透過上述的研究成果我們進一步的了解遠方使用者、代

理人與觀看者三者之間體驗到的經驗比對之下，進行三

者關係的現象詮釋與主體的轉移。	

Face1:「佔領關係－人格衝突」 

	
Figure	7	「佔領關係－人格衝突」關係圖，	

紅色區塊：遠方使用者為主體	

透過面具的形式直接將遠方使用者的身體的部分移植到

代理人身上，讓代理人在過程中感知到完整的揭露，在

代理人本身也知覺到外在的強烈改變，在互動過程中，

觀看者對遠方使用者的直接互動，在這樣的過程中遠方

使用者就像是從外在的取代，延伸到意識的侵占。當遠

方的使用者與代理人產生「佔領的關係」，並且面具顯

示人類真實形象，讓觀看者產生一個物質身體擁有兩個

人格的衝突感。在這樣的關係之下，面具直接將遠方使

用者的部分拉致現場，遠方使用者強烈的存在產生的不

協調，對於觀看者互動的主體與表達的意識，還是以遠

方的使用者為主。	



Face2：「介入關係－人格切換」 

	
Figure	8	「介入關係－人格切換」關係圖，	

紅色區塊：遠方使用者為主體；綠色區塊：部分代理人主體	

面具的互動對於遠方使用者有較高的操控性，讓遠方使

用者可以適時的介入到情境之中，這樣的模式讓代理人

因為無法清楚的知道外在呈現，而有天外飛來一筆的介

入，讓代理人對於意外必須保有外在意識的空間，這樣

的「介入關係」讓觀看者對於現在聊天的對象感受非常

明確，卻也因為大量的感知失去連結像是視覺、過於間

接隱晦的符號意義，造成極大的不舒適。此關係下，代

理人有可能出現的時間比遠方使用者還長，可是遠方使

用者可以透過操作控制整個社交情境，在遠方使用者具

有較高的主導性之下，對於觀看者的互動對象還是以遠

方使用者為主的意識切換。	

Face3：「合作關係－新的存在」 

	
Figure	9	「合作關係－新的存在」關係圖，	

漸層色塊：形成新的主體	

對於遠方使用者來說在情境下的揭露只剩下聲音，漸漸

的可以先觀察再決定社交的形式，也因為多了觀察的行

為，讓代理人可以清楚的感受到遠方使用者話題的開始

與結束，而因應情境做介入，這樣的互相搭配下形成的

「合作關係」，讓觀看者產生有別於現在人類的存在方

式，對於觀看者來說都已不是遠方使用者與代理人的意

識，而是兩者合作之下產生的新主體，並且像是背景關

係（background	relation）能夠融入社交情境，也能輕

鬆地與之互動。	

Face4：「隱藏關係－感官延伸」 

	
Figure	10	「隱藏關係－感官延伸」關係圖，	

綠色區塊：代理人為主體	

遠方的使用者相對於代理人在裝置上的存在感又降的更

低，反之代理人因為多了眼神感知的交流，瞬間提高現

在的存在感，這樣讓遠方的使用者選擇隱藏自己當一個

旁觀者了解情境，代理人也回到過去社交的經驗，這樣

幾乎完全體驗現場的「隱藏關係」，讓觀看者可以很快

熟悉代理人作為遠方使用者溝通的延伸與裝置的形式，

進而可以比對過去以往的經驗。	

五、研究發現與討論 

展開「人－技術」的關係探索 

	
Figure	11	四種關係主體轉換	

在本研究下，遠方使用者透過面具與代理人穿戴後成為

完整的「技術」，透過上述詮釋出的關係重新了解「人

（觀看者）」與「技術（完整的面具）」，了解完整的

面具技術介入，觀看者感知四種關係主體的轉換中，了

解前兩種關係「佔領關係－人格衝突」與「介入關係－

人格切換」的主體為遠方使用者，「合作關係－新的存

在」的主體不是遠方使用者，也不是代理人，而是合作

之下全新的主體，而「隱藏關係－感官延伸」的主體則

為代理人，透過主體的轉換是否可以重新界定出面具作

為技術，與人之間不可分割的親密關係之下的關係？	

Verbeek	[2]提出對於有機物與機械技術親密融合的賽伯

格關係，本研究將以此為基礎延伸，對於「完整的面具

技術」的關係下，觀看者產生主體的轉換，提出新的賽

伯格關係。Verbeek	[10]同時也指出使用晶片提升視障

者的視力，與透過藥物改變人類的情緒這樣的案例，實

際上，都是較為單純人與技術的聯繫，而在賽伯格關係

應該不只是單一人與技術的聯繫，而是「人－技術」形

成新的形體「人/技術」（entity），因此本研究進而重

新將賽伯格關係定為下列三種結構：植入（jack	in）、

增量（augmentation）和融入（fusion），並作進一步的

說明定義：	



植入（Jack in） 
植入也就在一個現存的物質裡，加入外來的物質，而

「Jack	in」一說是從著名的科幻小說家 William	Gibson	

[15]所著作的「神經喚術士（Neuromancer）」裡描寫一

段對於連上網路空間（cyberspace）所用的詞，也就是

當人們連結到已存在的龐大網路空間中，進而延伸到人

的意識或身體，就像外來的物質佔領或介入已經存在的

意識或身體，由此定義了解 face1 和 face2 所產生的

「佔領關係」和「介入關係」都是現存的物質受到外來

物質的「植入」，可是在這有些微的程度不同，佔領為

長時間的擁有與操控，而介入為短時間或間歇性的的刺

激，在不同時間上的的植入也會產生不一樣的體驗。	

增量（Augmentation） 
增量也就是在保有個人意識的身體延伸，將身體某個部

份做功能上的增加，就像是穿戴裝置，在物質個體上做

機械或技術上的改造，如 faec4，對比到「隱藏關係」

在場人的代理人存在感強烈，觀看者就像是把整個面具

視為個人嘴巴的延伸。	

融合（Fusion） 
在這裡的賽伯格不只是有機物種與電子物件的混合體，

他所代表的是一種新的表現形式，並且有別於現存意識

的存在，就像「合作關係」裡觀看者對於整個完整技

術，產生新的人格也接受這樣很混合方式的存在，如

face3，作為一種環境上的技術，能夠讓人們快速地適

應，並且可以輕鬆自然的互動。	

六、結論 
面具從古至今普存在於人類生活中，隨著社會脈絡融入

了更加豐富的意義，被視為身份想像、轉化、投射或是

修改的各種表現。現今的科技快速發展的脈絡中，以

「面具視為技術」的觀點，讓我們能夠突破對舊有面具

表現與意義，打破對於許多參與者的想像，更能刺激參

與者對於面具的極端經驗，讓我們在面具技術下有更多

不一樣的觀點。然而面具視為代理人的技術的關係極為

複雜，本研究目前聚焦於三者是陌生的關係、代理人與

遠方使用者為同性別和種族的關係，並且參與者對於探

索活動的感受，遠方使用的抽離感、代理人的責任和觀

看者對代理人的想像，都可作為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為：	

1. 提出四種針對「以面具為技術」，三者之間產生的

的獨特經驗品質。	

2. 提出對於上述的四種關係下，以觀看者的角度對於

「人－技術」賽伯格關係的三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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