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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技術發展，日常生活的載體越來越數據化，這些日

常資料可同時記錄現實也可以表徵藝術化的現實。以數

位資料位基底，記憶經驗也可以在回想、懷舊的基礎上

拓展。本論文從記憶經驗出發，探索音樂和錄音作為聲

音資料，如何表徵「日常資料的可能世界」，並發現

「虛談（confabulation）」是一種可行的方式連結「資

料的可能世界」與記憶經驗。接著以「虛談收音機」為

例，進一步討論日常資料作為獨立的「數位存在」，是

數位化的「自我副本」，應從自身的主體性展開敘述的

必要性和內涵。本研究認為主體性意義來源於設計層面，

是由資料的素材特性出發去創造敘事，有助益處理「未

知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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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及研究目的 

自傳式回憶往往是非理性的，甚至當內容出現扭曲時，

大腦也不易察覺，這就導致了記錄（客觀事實）與回憶

經驗（無法避免的主觀事實）的分歧。我們開始思考，

既然主觀無法避免，那麼對「客觀事實」的追求，是否

真的需要那麼嚴格？對紀念物來說，「客觀」記錄是否

是恰當的標準？如果我們嘗試用「不客觀」的方式建構

的數據事實，這是一種怎樣的事實，它是否毫無規則？

「不客觀」的記錄與人的關係為何，怎樣與人產生有意

義的互動？在本論文中，我們將以「反事實物件

(counterfactual artifact) 」與「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作為理解物件建構「不客觀事實」的進路，以

「虛談症(confabulation)」與「感實性(felt rightness)」作

為理解經驗「主觀性」的進路展開。 

我們希望設計作為記錄與記憶的連結橋樑，給刻板的數

據以富有意義的表達，讓數位物更加融入生活脈絡。也

希望探索人們的記憶經驗，在數據化的背景下會有何種

新的形式。為了把數位化生活作為探索回憶經驗的前提，

為了更好的理解技術對經驗的反作用，我們需要暫時拓

展回憶現象範圍，不把懷舊感(reminiscence)作為主要的

回憶形式，而是從記憶經驗(remembering experience)的

可能性出發，展開探索。 

我們從記憶載體的日常資料可以創造怎樣的合理表達出

發，從素材性來嘗試新的設計形式。這意味著日常數位

資料，需要作為表現主體建構敘事，因此我們把這些不

按原事實場景表達的資料為「反事實的日常資料」，以

及這些資料創造的非事實情節為「可能世界 (possible 

world)」。這兩個概念來自於Wakkary在 2015年把「可

能世界理論(possible world theory) [1][6]」與「反事實條

件句（counterfactual statement）」介紹到 HCI。相對於

「反事實條件句」，Wakkary 提出「反事實物件

(counterfactual artifact) 」作為連結哲學上「可能世界」

與現實世界的橋樑，用物件來作為「反事實條件句」的

物質體現形式。這樣的物件，其脈絡可以不依附現實世

界的邏輯，而是表達反事實的邏輯，旨在表徵可被想像

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 

另外，我們如何經驗「可能世界」，除了概念上的想像

之外我們發現活動現象更接近「物質想像[11]」，一種

知 覺 性 的 想 像 。 這 種 物 質 想 像 類 似 「 虛 談

(confabulation)[7]」。「虛談」是指行動是可在意識之

外發生的(outside of awareness)，意識可以只是從行動結

果「解釋」行為，而非自上而下地產生行動[10]。這種

由結果往原因的解釋，是一套自認為「覺得真實」的說

辭，進而觸發「虛談」。這種「覺得真實」又被稱為

「感實性(felt rightness)[10]」，用來形容感覺上為真實

的特質，它不揭示事實，只揭示「覺得真」的主觀內容。

當我們用參與者的日常資料重新表達敘事後，這些熟悉

又反常的場景讓參與者一瞬間陷入困境、暫停思考，當

他們為這些反事實的場景講出脈絡時，類似「虛談」的

現象就會發生。 

本研究選擇從聽覺經驗入手，使用可作為記憶載體的聲

音，例如生活錄音、懷舊歌曲、語音節目等進行素材探

索。把幾種聲音互相混合來渲染戲劇化的反事實效果，

以探索新的記憶經驗、聆聽經驗。 

本研究活動分為三個階段。活動一主要試驗了各種聲音

的混合是否有意義。在活動二中我們鎖定了混合的方式，

並發現美感的「虛談」與幻想的「虛談」。由此主張從

日常資料的主體性來理解資料表達的反事實敘事。我們

認為日常資料是獨立的「數位存在」，是數位化的「自

Paste the appropriate copyright/license statement here. ACM now supports 

three different publication options: 

• ACM copyright: ACM holds the copyright on the work. This is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 License: The author(s) retain copyright, but ACM receives an 

exclusive publication license. 

• Open Access: The author(s) wish to pay for the work to be open 

access. The additional fee must be paid to ACM. 
This text field is large enough to hold the appropriate release statement 

assuming it is single-spaced in Times New Roman 8-point font. Please do 

not change or modify the size of this text box. 

Each submission will be assigned a DOI string to be included here. 

http://acm.org/about/class/1998


我副本」。這些反事實敘事所表徵的「可能世界」，是

從資料自身的素材性出發，發揮其主體能動來表徵的

「數位自我的可能世界」。「虛談」是人經驗化某些

「數位自我的可能世界」的一種能力，它讓邏輯的可能

性轉化為體現的可能性。 

在活動三中我們進一步澄清，資料表徵的「可能世界」

的含義和必要性。從活動現象中，我們討論「不可預知」

感，這個感覺的重點在於互動物擁有超出使用者預期的

表達，在使用者基本了解的基礎上，同時又有無法被人

完全掌握的地帶。如此所創造出的經驗，通常意味著使

用者放棄明確的控制感，翻轉主體性成為必要的前提。

我們認為從日常資料的素材性出發，創造反事實敘事，

呈現「資料的可能世界」，有助與打破框架，創造新的

記憶經驗、聆聽經驗。 

 

Figure 1.  虛談收音機 Confabulation Radio 

二、相關文獻探討 

2-1. 「反事實物件」與「可能世界」 

「可能世界理論(possible world theory) [1][6]」主要來自

分析哲學，在分析哲學中是對「反事實條件句

（counterfactual statement）」的語義解釋，在 2015年被

介紹到 HCI。舉例來說，反事實條件句「如果我七點鐘

出門，我就不會錯過火車」用可能世界語義解釋為，若

且唯若存在一個十分相似於我們的世界，其中我的對應

體在七點鐘就出門了，而不是像現實世界中的那樣八點

鐘出門，在這個世界中，我的對應體趕上了火車。反之，

如果在這個世界中，我的對應體仍然錯過了火車，那麼

該反事實條件句為假[12]。 

劉易斯形容「反事實條件句」就是一種「如果…那麼…」

的算子，它為「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的存在創造

了條件模式[2][6]。根據此概念，Wakkary 在 2015 年在

HCI 領域，提出了「反事實物件(counterfactual artifact) 

[9] 」 。 思 考 「 可 能 世 界 」 或 「 反 事 實 陳 述

(counterfactual) 」時，在哲學或文學中以邏輯或文本為

對象，在設計和 HCI中關心的是素材化的設計物，「反

事實陳述」可以轉化為實體物或虛擬系統呈現，也就是

「反事實物件」。哲學定義中的「可能世界」是與現實

世界無任何交集的[3]，但在Wakkary看來，在真實與虛

構的邊界，存在充滿創造性的空間，使得「反事實物件」

可以跨越分際，讓「可能世界」與真實世界產生交集。

在這裡「反事實物件」，就是體現性的「反事實條件

句」，當與參與者發生關係後，「可能世界」即可被創

造[9]。 

2-2. 「虛談」、「感實」與「可能世界」  

Wakkary認為「可能世界」並非寄宿在「反事實物件」

上，而是在與人互動中被經驗到的，但沒有進一步說明

這種經驗的特徵。本論文認為「感實性(felt rightness) 

[10]」是「可能世界」被人經驗的方式之一。「感實

性」用來形容感覺上為真實的特質，2008年被 Thalia 

Wheatley用以解釋「虛談症(confabulation) [7]」的現

象。「虛談症」分有臨床類和非臨床類，在非臨床類

中，發現在人意識到自己做的決定之前（幾百毫秒），

大腦會先出現一種可以藉由儀器探測到的活動(readiness 

potential) [4]。這說明行為是可以在意識之外的(outside 

of awareness)，意識只能由結果「解釋」行為，這種由

後往前的解釋就有可能說出一套「覺得真實」的解釋，

就會觸發「虛談」[10]。在正常與病態間，「虛談」有

一道人為的分野。Thalia Wheatley認為所謂正常的「虛

談」也就是「感實」，只是對行為的詮釋落於文化規範

與共同信念之中，比如泛靈現象中我們會把日常徵兆解

釋成故去親人的感應，且不認為這是病態的。在「感

實」的分際裡，存在很多現實之外的、合情的虛構，是

經驗化的「可能世界」。「虛談」就是體驗這種「可能

世界」的一種方式，它一邊連結著體驗/行動，一邊連

結著意識/解釋。在行動的那端，「反事實物件」可以

成為發起者，在一開始就朝向「感實性的可能世界」的

開顯。在反事實的行動中，意識有可能展開一場「虛

談」的體驗，從常識之網中解放，讓「可能世界」從邏

輯想像延伸下來，更加於日常中體現。 

2-3 反事實的日常資料 

Wakkary認為「反事實物件」可以在真實與「可能世

界」中開創出討論的空間，並把「反事實物件」稱之為

「素材推測(material speculation)」，提出一種新的框

架，來理解推測設計(speculative design)中的「可能性

(possibility)」與批判設計(critical design)的「另一種選

擇(alternative)」[9]。 

不同於電影、文學、裝置藝術，在對素材的選擇上，設

計界重視物件的日常脈絡化，以及在日常經驗中的想像、

反思等。由此，設計大量討論了生活用品在批判以及推

測上的表現形式。在眾多生活化的素材中，人們的日常

資料（照片、錄音、訊息），是本論文的關注對象。這

些視覺的、文字的、聽覺的素材與文學中的文字，或電

影裡的視聽素材不同，因其與使用者的親身關係，它們

表現的是「反身性(reflexive)」而不是移情式的想像。

因此從素材性來說，他們兼具「日常體現性」和文字、

視聽藝術的表現力，值得被設計關注。 

The Quantum Parallelograph [8] 是一個以平行世界為概念

出發的裝置。它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模仿了楊式雙閘

實驗，從試管裡射出的光線在縫隙上經過後，光子的選

擇就分裂出數個可能世界。這些可能世界我們無法感知，

於是第二部分就會列印出一段文字，以使用者的名字為

主角，描述使用者其他世界的故事。The Quantum 

Parallelograph 使用了置換的手法，把使用者的名字（親



身資料）置入不屬於現在世界的故事中，產生一種誤讀、

幻像，在似是而非的誤讀中，從感知上感受平行時空的

自己。 

 

Figure 2. The Quantum Parallelograph[8] 

The solution printer [6]是一個試圖探測夢境的裝置。參

與者需要先在裝置上做一些測試，並讓他們把裝置帶回

家放在床邊睡一晚。之後給他們看照片，聲稱圖片就是

裝置探測到的夢境。當然並不存在這樣的技術，但圖片

裡的場景都來自參與者的生活區域，在反饋中有 43 位

認為這就是技術預言，22 位說是神聖的啟示，15 位認

為是政治陰謀，只有 20 位認為這沒有意義，或只是欺

騙人的伎倆。 

 

Figure 3.4. The solution printer [6] 

使用者的名字、長期居所的風景都是日常資料的一種。

它們不但起到記錄的作用，身為文字或圖像本身也具有

自身的素材編輯性，拓展現實生活的經驗。若學習「反

事實物件」的精神，這些日常資料不曾出現過的組合也

就是「反事實的日常資料」，它們是否也揭露一種「可

能世界」？與沒有「反身性」素材創造的可能世界有何

差別？人們又會怎樣理解這些反常的敘述內容？與我們

原本的記憶會產生怎樣的關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

論文選擇從聲音出發，請參與者提供與自己有關的、不

同形式的聲音，並進行多聲軌的混合，來組合出聽覺上

反事實的場景。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架構  

本論文以聲音為例展開素材探索，從日常錄音入手，在

日常錄音中混入音樂來渲染戲劇化的效果。我們的設計

探索活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請參與者一邊聽

他們選擇的音樂（對曲目沒有規定），一邊錄製日常對

話或環境音。並記錄下所聽的曲目。一個星期後，我們

把所有錄音與參與者聆聽的曲目相混合，請參與者來實

驗室聆聽自己的混合內容。我們設定間隔的原因在於希

望參與者可以稍稍遺忘過去的細節，模糊性會讓參與者

更容易進入想像的狀態。製造遺忘的模糊性，時間間隔

至少需要一週，活動中有些間隔可達 1個月。 

 

Figure 5.6  參與者錄音， 活動一/二在電腦上完成 

第二階段，我們請參與者提供曾經非常喜愛的歌曲，分

以下三類 1.懷舊流行音樂。2.熟悉的影視劇歌曲。3.生

活中常見的聲音，比如電視廣告、垃圾車音樂。接著我

們把第一階段混音裡面的音樂，換成這些記憶感比較強

烈的曲目，錄音保持不變，再次邀請參與者聆聽。我們

發現懷舊感的聲音與現在日常錄音的混合，讓參與者的

回憶產生了明顯的重組。過去與更過去的場景開始模糊、

疊加、置換，甚至可以根據聲效想像出不存在的場景，

如同自我演繹的廣播劇，我們認為參與者捏造的，就是

一種「感實性的可能世界」。 

在上述活動中，參與者是面對混音軟件聆聽的，因此第

三階段，為了進一步探索這種資料敘事方式怎樣融入日

常生活，我們需要把混音的功能作為一個獨立的設計物

實現。我們設計了「虛談收音機(confabulation radio)」，

一個以收音機為外型的播放器，主要特點為同時播放兩

個音軌，樂曲和日常錄音。我們著重探索了兩個音軌的

選擇方式，哪些由收音機隨機決定，哪些由使用者自己

選擇。其次，我們希望知道實體化的設計是否是必要的

形式，因此請參與者比較了在電腦上用播放軟體與「虛

談機」的經驗差異。 

參與者人數為，活動一 10 位，活動二 7 位，活動三 7

位，來自設計系和建築系碩士班學生，共 5 位男生。活

動三中有 4位體驗過活動二，有 3 位第一次參加研究，

活動三有 2位男生，5位女生，均來自設計系。 

 

Figure 7.8.9  虛談收音機 Confabulation Radio 

四、活動一/二發現 —— 三類「虛談」 

4-1. 活動一發現 

第一階段樂曲由參與者任意選擇。音樂與錄音的混合非

常和諧，參與者大多都可以非常流暢地同時聆聽。他們

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錄音上，按部就班地沿著聲音回想

錄音時的場景、人物等。音樂只有微小的渲染，對錄音

中的情緒有影響或畫面的顏色上有濾鏡效果。 



因反事實的效果不強，所以我們另外嘗試過以下幾種方

式。1.讓參與者聽別人的錄音，與自己音樂混合。2.讓

參與者聽別人的音樂，與自己的錄音混合。3.混合參與

者自己的音樂參與者不同時間段的錄音，總音軌數在 3

到 5軌左右。4.不加入音樂只混合錄音。 

當錄音不是自己時，參與者會好奇並猜測是怎樣的內

容，但好奇持續的時間因人而異，因內容而異。最後大

多會把注意力轉向專心聽音樂。這時錄音與音樂是分離

的，互相干擾。 

當音樂不是自己的時，兩個軌道同樣會有分離的現象。

要麼好奇聽音樂，要麼就是在回想錄音的場景。 

當軌道數超過 2後，不同時空的聲音信息太多同樣有分

離感，參與者無法同時處理，且容易顯得嘈雜。 

當沒有音樂時，錄音普遍顯得分離，每個聲音就像單獨

的事件切換。連續性的旋律在聽覺上有統整感，語音廣

播也有統整的效果。 

4-2. 活動二發現 

經過第一階段的嘗試，我們認為依然要混入音樂或語音

廣播，不然錄音是分離的，對聽者來說只是不同聲音的

同時播放而已。但音樂或語音廣播不能只發揮旋律性，

還要發揮它們記憶性，讓旋律有更多場景、與聽者相關

的內容。因此第二階段，我們要求參與者提供自己記憶

深刻的聲音，比如曾經喜愛的懷舊歌曲、常聽的電台

等。取代之後，這些喚回感強烈的旋律對錄音的扭曲效

果大大增加了，不同記憶的場景會互相干擾，原本的脈

絡逐漸鬆動，按部就班回想事實的視角開始瓦解。音樂

與錄音在聲效上有一種聽覺的和諧感，但同時不同回憶

被統整又有一種反事實的矛盾感，這種和諧與衝突的對

撞，刺激聽者放棄「還原事實」的視角，以接受的心態

來體驗並解釋腦中被重組的內容。我們把第二階段的現

象分成三類： 

令人信服的假相 

有些旋律對參與者來說有很強的場景感，比如曾經常看

的影視劇。當片中音樂響起，參與者會不由自主地映出

過去的畫面，當時自己幾歲，天氣如何，家具如何擺放

都會非常具象地出現在腦海。但同時另一個音軌，放映

著不同時空中的場景，和諧地與過去融合在一起。有時

參與者就可以在混亂中經驗到兩個場景的融合，類似夢

境般的無厘頭想像。 

例如，參與者 1提供了一段獨白與一段電視節目的聲

音。節目是參與者兒時與家人一起吃晚餐時常常收看的

節目，獨白是為了這次活動特意錄製的，在獨白中她描

述了大學時看的一部電影，那是一部情色電影。當兩個

聲音同時響起後，參與者似乎回到了兒時的餐桌前，與

家中長輩共進晚餐的同時自己又抱著大學時的電腦，在

偷偷看情色電影。理智上覺得荒謬，可聽覺有一種迷惑

的可信感，讓她感到非常新奇。 

有時這種虛假的情景甚至讓參與者著迷。參與者 2提供

了一首搖滾樂的現場版，另一個是她兩週前與朋友的日

常聊天。混合後，聲音效果非常類似他們在演唱會聊天

的景象，她好像真的來到了現場。畢竟樂隊主唱在她 1

歲時就自殺了，她永遠也沒有機會參加他的演唱會，即

使是聽覺上的沈浸，都讓她很享受其中不願戳穿假象。 

兩種場景的組合，打破現實的邏輯，呈現出一幕怪誕的

過去。與聆聽廣播劇的移請體驗不同，聲音不是在表徵

什麼，而本身就是歷歷在目的切身體驗。參與者不是在

帶入聲音場景，聲音和旋律一出現他們就已身處其中。

他們做的是把已經身體化後的經驗打散，並按著聲音提

供的線索重新捏造自己的過去。 

比如身處演唱會的參與者 2，讓她感動的不是我們提供

一個假設讓她想像自己來到現場，而是在聆聽的三分鐘

裡她感到自己親身來到了舞台之下，抬頭望著那位她不

曾面對面見過的歌手。在起初的十幾秒內，她更多的是

被聲音欺騙，但因非常喜歡那個假想的場所，在其後三

分鐘的時間內她開始主動說服自己沈浸其中。參與者 1

則比較被動，在開始的十幾秒內感到害羞和緊張到快從

椅子上跳起來，大聲重複著「這不可能？！」「這太奇

怪了？！」，這個反事實場景的持續時間不如參與者 2

來得久。 

因為捏造的素材來自切身體驗，即使是不可能的場景也

有非常強烈的說服性和自我指涉感。這些反事實場景裡

的「我」不是概念上的想像，而就是那個真實的、有著

確定時間或場景節點的自我，正在發生一些反常的事

件。他們清楚地知道這只是聽覺上「詭計」，不是真正

的事實，但有時仍無法抵抗聲音的自我指涉，被浸入某

個反常的「可能世界」中，是一種清醒的「虛談」。 

過去總是美好的 

有些旋律對參與者來說有很強的情感意義，是對某段時

光的意義表徵，參與者會全力投入到那段情感的意象中

去，忽略不相干的錄音。有時錄音的場景會出現相似的

聲音，比如相似的公車聲、街景聲，這些元素會被扭曲

對應到過去的意象裡，不會刻意追究。 

參與者 1完全進入了初中時喜歡的歌曲的時空。環境音

中搭公車的聲音，讓她會想到初中時，在家鄉上學時搭

車的景象。雖然她知道那不過是兩週前錄製的，而且公

車的細節聲也不相同，但初中上學的回憶完全佔據了她

的大腦，她主動把一切不合理的聲音都過濾了，好像沒

有聽到一樣。錄音中不存在的，過去的人和景一一閃

現。她說並沒有想起具體的哪個事件，而是回想起那種

意氣風發、無憂無慮的青春，不像現在都是世俗煩惱。 

參與者並非在回放某個事件，一些具體的場景以意象的

方式鬆散地浮現，迴盪在無憂無慮的年少感裡。而這情

緒被如今的生活渲染得更加讓人留戀，是成年人對年少

的重新想像。這類現象比較類似懷舊經驗，重於事實的

審美化。對於審美需求來說，主觀事實比客觀事實更重

要，創造一個「感實」的、美化的過去比回放一個「真

實」的過去更令人著迷，是一種為了美感的「虛談」。 

與前一種現象不同的是，這類藝術化的處理常常出現在

自我反思中，可被察覺和整理，因此雖然聲音表徵了一



個「可能世界」，但參與者感受到的是熟悉感。而第一

種現象類似夢境，是難以在日常中察覺或有意為之的臆

想，需要外部刺激才能發生。 

跨越時空的對話 

有時混音並不會對兩個情景產生內容扭曲，而是穿插回

放兩個不同時空的事實，隨著聲音大小的起伏，在兩個

情境中來回切換。但時空的對照也會產生了意義。參與

者 3提供了一段高中時學校裡常放的音樂，另一段為兩

週前在街上的聲音。這讓她同時看到兩個不同面貌的自

己，她說高中時她非常自卑，沒想到現在離開家鄉，在

台讀研究所，感慨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不同時期的回

憶，可以不發生直接干擾，但對照的形式依然可以產生

對話，讓人找出內在相關性，是一種對話式的反思。 

五、活動二討論 

5-1.日常資料的主體差異  

「時空對話」比較接近事件回想，參與者非常注意聲音

的具體場景，每個音軌都需要回憶起正確的內容。聲音

的和諧感，讓過去和過去的過去有一種關聯性，啟發參

與者對關聯的詮釋。「美化過去」比較接近懷舊感，音

樂與錄音的搭配，促進了音樂作品表達自我的二次創

作，以審美為目標，這類記憶的往往以「情感意象」而

非「事實」的形式被處理。這是一種常見的「虛談」，

但不常被歸為虛構的範疇。 

「可信的假相」類似幻想，但不是有意為之的設想，而

是被動的、由下（感知）而上（理解）的想像。若沒資

料的演繹，參與者不容易自發地產生這類違反事實的臆

想，且身臨其境地體驗。雖然「美化過去」同樣是被混

音啟發，但即使沒有，參與者也可以自我反思，資料的

表達只是讓這些捉摸不定的經驗有了固定的所在。而在

第三類經驗中，若沒有混音的啟發，參與者不容易獨自

觸及相似的體驗。比較三類，混音對回憶的影響逐步增

強。「時空對話」，比較接近事實回放，「美化過去」

就開始對人產生藝術化的引導。在幻想式的「虛談」

裡，想像已經不全來自參與者自身的主觀能動性，聲音

的敘事就是參與者想像的支點，起到共同作者的作用。 

5-2.由外到內的啟發 

通過活動我們發現，記憶經驗不只有懷舊感，它還可以

是充滿冒險、充滿新奇幻想的遊樂。這種遊樂不是強制

想像，它是被動的、由外部刺激啟發的，比努力打破現

實規則的想像要輕鬆自然。以往的觀點認為，無論記憶

的可靠程度如何，它都是意識管轄的對象。即使存在無

法察覺的扭曲，也不代表回憶超過意識的管理，只不過

是潛意識在後台演繹的情節沒有浮上水面。但活動現象

使我們發現，我們對過去的印象可以不全由意識決定。

如果我們把回憶抽離來看，它就是一個個場景、情節、

意象，通常由各種感官經驗建構起來。而如今，因為數

位資料的很容易在視覺和聽覺上建構獨立的外部刺激，

經驗的發起方可以不是現實裡某個不期而遇的媒介引發

的感官碰撞，而是資料建構的媒介引起的上身體驗，再

由體驗到意識的過程。 

5-3.「資料的可能世界」與「感實性的可能世界」 

在這樣的理解下，互動的主體就被翻轉了，數位資料是

否也具有獨立的敘事能力，無論是美感的「虛談」還是

臆想式「虛談」的，是在資料能動的範圍內，記憶經驗

的幾種現象。也許每段資料不再只是真人的註腳，而是

獨立的「數位存在」。作為獨立的、數位化的「自我副

本」，擁有自身素材性的敘述能力，而不僅僅是現實的

負片。它們可以脫離現實邏輯去表徵「資料的可能世

界」，讓人成為第二步的接受端。用這種先體驗後解釋

的過程，想像就更容易擺脫常軌路徑的枷鎖，「感實性

的可能世界」就更容易被創造。 

六、活動三發現 

為了進一步探索這種資料敘事方式怎樣融入日常生活，

我們需要把混音的功能作為一個獨立的設計物實現。我

們設計了「虛談收音機」，一個以收音機為外型的播放

器，主要特點為同時播放兩個音軌，樂曲和日常錄音，

每個軌道分別存入十段音檔，內容由參與者提供。我們

著重探索了兩個音軌的操作方式，哪些由程式隨機決

定，哪些由使用者自己選擇。其次，我們希望知道實體

化的設計是否是必要的形式，因此請參與者比較了在電

腦上用播放軟體與「虛談機」的經驗差異。 

 

 

Figure 10.  虛談收音機的互動方式嘗試。(a) 按鍵控制程

序隨機播放, 旋轉每轉一格換一首、指針動一格。(b)橫



向放置與縱向方式，旋鈕和按鍵的控制內容對調。起初

的設計裡指針面板上的刻度與音檔對應。錄音以時間遠

近按面板排列，音樂按風格排列。兩個刻度標尺，共用

一個指針，因此橫向與縱向的放置，旋鈕分別控制其中

一列刻度對應的音檔，另一組由程式隨機。（c）模式

A，每次更新需兩首重新開始。模式 B，更新一軌，另

個一軌不變。試用發現模式 B最佳，模式 1/2區別不

大，模式 A斷裂感太嚴重 

活動 3，我們請 6位參與者試用虛談收音機，虛談式記

憶體驗在收音機上依然成立，每位參與者在具體的想像

方式上有著自己獨特的偏好。參與者（3，4）需要專注

回憶起正確的場景，在串連中感受不同時空的對話。

「錄音是我前幾週去看籃球比賽的錄的，跟一個偶像劇
的片尾，看偶像劇的時候是國小，關於籃球的故事，國
小時也是籃球隊的，當時還有想當籃球員…那個球場的
聲音又想到那個曾經想當籃球員的我 (P.4)」參與者
（5，6）喜歡就感覺捏造景象，創造身臨另一個時空的

體驗。「三十六計是我國小聽的，可其他聲音是去超市
買東西，你會不知道現在到底在哪裡…國小有女生喜歡
我，她問我聽什麼歌我就隨便講了三十六計，好像這個
時空裡，那個女生又在對話中跑出來…是国小的我，去
超市买东西，就好像从现在的你变成国小的你，但还在
现在的这个时空，有点混乱，可是蛮有感觉的。好像你

的感觉会被放大重叠一样。(P.5)」參與者（1，7）喜歡

懷舊感式的解讀，不按照聲音具體的內容，就自己的直

覺回到某個熟悉的情境裡去。「這種就比較像，我在車
水馬龍的街上吃，晚餐，地上濕濕的，不在台北。我是
我，其他人不知道是誰，對話我不想聽，是誰不重要，
反正就跟人在吃飯，不知道是誰。反正在吃飯，在街
上，地面溼漉漉的，78點。(P.1)」（但錄音時是天氣
晴朗的上午，地點在台北，音樂是台北的垃圾車） 

脫離了「真實性」的結構後，人的創造力反而被資料啟

發了，得以通過想像切身體驗「感實性」的「可能世

界」。在活動一和二中，我們主要探索了聲音的素材特

性創造「可能世界」的方式。活動三進一步完善，探索

作為一個單獨的設計物，「感實性」還需要怎樣的脈絡

建構，我們在參與者的試用中得到以下建議。 

6-1.感知的介面 

顛倒的設計沒有必要，參與者在聆聽時，大多是被動的

感知，並非由目標導向操作的認知心智模型。因此無論

是按照風格安排歌曲還是按照時間安排錄音(Figure 

10b)，都是在給使用者以邏輯的結構，試圖讓使用者操

作、控制，與虛談矛盾的。 

面板上的時間刻度沒必要的，但是指針很有必要的。刻

度沒有意義同樣是因為整個體驗參與者不希望控制自己

在聽什麼內容。但每次調整新的錄音，僅靠耳朵辨識是

否切換成功，聽覺反應時間較長，會讓人茫然等待。因

此指針可以產生即時反饋的輔助，但不需要告知切換內

容。(Figure 10b) 

電腦播放器可選擇的控件很多，由音量、進度條、上/

下一首、音檔名稱，這樣的操作介面迫使參與者進入編

輯模式，這種引導性不容易靠意志力屏蔽。而混音的體

驗是很直覺的，需要遊玩的心態而不是完成功能。因此

雖然在操作上更直觀易控制，但就體驗來說反而是一種

干擾。(Figure 11) 

6-2.聲音的持續感 

兩種播放選擇上，參與者傾向聲音連續性較高的模式

B。音樂或語音節目是組織過的聲音，在聽覺上有較強

的結構、主題，作為基調需要連續播放才可以讓不同的

錄音片段形成整體。(Figure 10c) 

6-3.感官的限制與不可知感 

就像盲人的觸覺比一般人的敏銳，當視覺感官被限制

後，聽覺感官會更加敏銳。在收音機上，參與者的視覺

是不被佔用的，聽覺感受被突出。且視覺被屏蔽，全靠

耳朵辨識和回憶，延長了反應時間，增加了時間感的覺

知，減少了可控感，增加了神秘感、未知感。在電腦

上，每個文檔的名稱是被顯示的，視覺的反應非常快，

即使我們沒有給參與者提供播放列表，每次點按下一首

同樣是隨機的，但所有的參與者都認為失去了隨機感

受，因為視覺對文件名的反應很快且很確定。 

6-4.Tangible的物質想像 

相比虛擬介面，實體的旋鈕、按鍵，收音機盒，讓感知

與操作過程統一起來，充滿了物質想像。有參與者形容

「轉動旋鈕，就像扭轉時空。(P.6)」(Figure 10a)，「一
定要用我的手轉到那，感覺真的是自己觸發的。 

(P.3)」(Figure 10a)，「感覺很像收音機，聲音好像由很
遠的電波處傳來，不在此地。 (P.6)」。 

 

Figure 10  虛談機與電腦介面比較 Figure 11  虛談機試用 

七、討論 

7-1. 不可預知的「可能世界」 

操作中，參與者反覆提及了「不可預知」的重要性。他

們喜歡指針反饋，但不希望得知換到的曲目為何。使用

電腦時，音檔名稱可以在瞬間讓參與者大致想像到接下

來的內容，無論是新的組合還是一組聲音持續聆聽，都

在預料之中。因為可預料，所以可根據推測主動做出選

擇。這種主導感，讓混音好壞的責任回到使用者自身，

一場回憶的體驗似乎就變成了怎樣混音更有趣的考題。 

而只用耳朵辨識聲音時間長得多，每次重新組合，需要

花十幾秒去聽出來播的是什麼，這段時間的不可知感，

讓整個體驗性質發生變化。因為看不到、反應慢，怎樣

組合才有意義不再成為使用者的責任，人更接近遊樂的

心態，也就是參與者提到的「玩玩看」。「我會是在一



個比較舒服的情景下，咖啡廳啊，睡前，你不會想花很
多腦筋在上面，去注意什麼，讓他播播看，玩玩的那種
情景，用介面會太累。(P.7)」 

達到「玩玩看」效果，要把使用者對結果好壞的責任分

化開，讓人處於「不可預知」中，類似一種漫遊的狀態

裡。這並非是要讓設計師去設計毫無規則的表達，「不

可預知」的重點在於互動物擁有超出使用者預期的表

達，建構在使用者基本了解的基礎上，同時有人們無法

完全掌握的地帶。 

從使用者的反應來看，使用電腦一樣可以聽到同樣的混

音，但幾乎沒有產生讓人沈浸其中的狀態。「有意義的

聲音」和「虛談」建立在整個體驗「玩玩看」的基礎

上，也就是「無法完全掌握」的「不可預知」感上。這

種不可預知，有介面的引導，需要限制人「主導的能

力」。在這裡的具體表現為，不可視化聲音內容，用更

慢更不可靠的聽覺而不是視覺（無法掌握），但也給出

指針移動的即時反饋（基本了解）。也有內容本身無法

被一眼看透，不容易明確化。每段聲音參與者都很熟悉

（基本了解），但稍一切換就會不同（無法掌握）。參

與者對「不可預知」這樣評價「現在的東西太被框住
了，就是水杯就是喝水，有一個明確的功能，可是這有
一點突破原本的框架，你定義它是什麼就是什麼，看你
怎麼使用它。如果我用這個東西的話我會有很久很久，

它不會是，昂它就是這樣，好像用一下就用完了，有新
的我就買新的東西。它可以陪很久。(P.5)」 

7-2. 經驗的自由、微妙、與「不可預知」 

事實上在「虛談機」的使用中，經驗是無法清楚得被分

成「有意義」或「無意義」的，更多的時候在兩者之

間。參與者形容出來的場景，有時連他自己也不知為何

如此想像，甚至更多時候他們形容不出確定的畫面，但

心裡也不是毫無波瀾，這從表情中可以觀察得到。在經

驗到的、與可描述的之間，存在很多模糊的、不確定、

似有似無的「感覺」。參與者的「不可預知」感，本身

也來自混音表達形式裡，總體感覺的微妙性、不定性與

豐富性。 

在「虛談機」中，不僅是不同配對導致了不同，甚至來

自錄音的前後順序，比如在同一首歌下，我先聽到一段

課堂錄音，再轉到一段日常對話，這個順序間就能創造

有意義體驗。「那是種照片牆的感覺，好像很多很多的
過去一下子向你湧來。跟看相冊不一樣，這是很多的瞬
間一起湧來，雖然我還是一段一段聽的，但就好像能連
成一片。(P.3」動作上也有聯想，比如「轉動旋鈕，就
像扭轉時空。(P.6)」「我好像包圍在水中，按鍵的聲音
好像在水裡投入一顆顆石子，撲通，撲通。(P.6)」還會
與參與者 7當下的心態發生關聯，比如有參與者聽到一

組混音感覺回到了家裡，與父母閒聊，又想很久沒回家

了，讓她感慨良多。也就有參與者認為，同樣的組合，

他今天感受的與日後再聽可能都會不同。參與者 6則完

全沒有進入任何一段錄音的具體場景，她只是聽聲響，

感受自己的聲音，感到一種被熟悉的經驗包圍的，好像

沈浸在水底的，溫暖的獨處感受。 

由此我們看到，每一次旋轉或按下按鍵，經驗的生長方

向非常自由、多樣、不確定。我們嘗試過用「虛談機」

只播放錄音，那也會在聽過幾段後就定下「反正就是回

到以前錄音的那個時候」的輪廓，而混音的經驗就很難

被概括，並不是功能難被概括，而是經驗豐富難以被

「一言以蔽之」。會有參與者相信再過幾年後，一樣的

內容還會有不一樣的感受。這就像「虛談機」建構了一

個故事樂園而不是建構了一個故事，邀請參與者身處其

中，不帶地圖隨意遊玩。因而參與者會評價「它不會
是，好像用一下就用完了。(P.5)」 

7-3. 日常資料的「主體性」 

人對內容感受上的「基本了解」與「無法掌握」，怎樣

同時達成。如果從明確需求出發，在設計上全力達成需

求的形式，那麼我們就一直在試圖讓設計變得清晰與確

定，設計承載的內容在需求的規劃中總是有限，這達到

了「基本了解」，但遠沒有「無法掌握」。而且這種設

計思路，需求必須非常明確，不然接下來的步驟都無法

開展，這會讓在一開始確定需求時，就規避了「無法掌

握的模糊經驗」。「虛談機」提供了另一種方式，不先

明確經驗，不以經驗為依據安排日常資料，而是把資料

看成是獨立的「自我副本」，以資料的素材性為依據探

索合理的形式。用「可能世界」來描述資料敘事的整體

集合，是為了把資料抬升至設計的主體位置，把人的經

驗看成是這個集合裡湧現的有意義的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日常資料的可能世界」不是讓人去想

像一個「虛談機」的「內心世界」，是強調日常資料的

獨立性，與所屬者是兩種存在，有符合自身素材性的、

反事實的敘事空間。錄音作為的「數位的自我副本」，

這個「自我」是一段數據、可被儲存、沒有體積、不會

變質、可被聲音軟體編輯、記錄一段信息關於一個人、

反身性、對某些人有特別意義對其他人完全不重要等，

與肉身的「自我」是不同的存在。以獨立性來認識日常

資料，對使用者只是一個概念的認識而已。而對設計者

而言，是在提出新的，以素材為主體的設計取徑。 

7-4. 如何實踐資料的「主體性」 

所謂給日常資料以「主體性」，探索「資料的可能世

界」，重要的是日常資料被允許由資料的素材特性出發

去創造敘事，而不是在訂好的經驗劇本下完成表演。我

們做如下設想來說明。 

上段中提到「資料的可能世界」在「虛談機」中主要體

現在設計層面，並沒有讓人感受到「物的內心世界」。

但既然存在對「物的自我意識」的爭論，這就表示「物

的自我意識」是可在想像中經驗的，是「感實的可能世

界」。在素材取徑中這就可以作為敘事方向的開端展開

設計。我們試著設想，「錄音」這種素材可以作為「數

位自我」，這個自我一般指代的是主動按下錄音鍵試圖

記錄自己周遭聲音的主體，那麼這個主體可以是「虛談



機」自己嗎？我們還可以設想，「虛談機」作為一個長

得類似收音機的聲音播放器，這個形式素材意味著什

麼，需要對準某個方位接受信號？會「轉台」轉到未知

的頻道？如果我們把這些「有自我感的」素材屬性連結

起來「虛談機」就變成了，會在平時偷偷錄音，在我使

用的時候，如果對準某些方位會突然轉到不是我錄的而

是「虛談機」錄的聲音。很可能有自己或家人的講話，

但從音量聽起來就是旁觀者偷聽的視角。 

雖然這句話並不強調物的自我意識，但以素材為主體的

設計取徑可以處理這類無法被釐清的經驗。物被想像成

什麼樣因脈絡而異難以「一言以蔽之」，是一片混沌，

我們無法給出一個標準化的經驗透視圖。因此，我們關

心的不是釐清感受的樣貌，而是用設計引導人自己進入

到「物自我」的想像之境。至於想像的內容為何，這是

做出合適表達出來之後要去觀察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

說，我們不去釐清經驗，而是給予引導讓經驗自由生

長，反而更接近最真實的經驗。 

從素材主體性建構素材的「可能世界」，它允許經驗的

混沌不清，就有機會達到「基本了解」但又「無法掌

控」的地方。諸如「虛談」、「在回憶中漫遊」或「感

受物的自我意識」這類經驗劇本就有可能被發現。 

7-5.「可能世界」描繪可能未來 

以此為取徑，我們在「虛談機」中沒有試圖釐清經驗的

心理脈絡，只是羅列和簡單的解釋，甚至希望它繼續保

持未被窮盡。我們關心的是「虛談機」怎樣用日常聲音

資料的素材性建構「可能世界」來引導人自己進入不同

的「記憶之境」，生長出哪些個性化的經驗。 

在研究伊始，我們主要從不同的、帶有回憶性質的聲

音，從聽覺上的和諧感出發做素材探索。在日常資料

上，我們主要發揮了（1）音樂和錄音作為回憶線索的

反身性。（2）零散的環境音與旋律性、語言表演類聲

音，在聽覺上的融合感。（3）聲音容易啟發人在腦內

建構場景，且身臨其境。（4）聽覺的合理感，其寬容

度大於內容的合理感。（5）聽覺容易啟發非理性，尤

其是音樂。對素材的探索當然還未結束，本論文只是挖

掘到了其中一部分，得以讓日常資料揭露了不同於現實

的、模稜兩可的、但仍然是描繪使用者過去的一組敘

事。且人們也確實在這種，看似反常識的、解放資料的

表現力中，出乎意料地被啟發了新的記憶體驗——「虛

談」，讓人得以脫離現實的桎梏，短暫的經驗未曾發生

的場景。 

我們可以透過「虛談機」想像，日後的文化也許對記憶

的準確性越來越不重視，隨著整個社會的數位化，錄下

事實這件事變得越來越容易。可是每一時刻，每個人自

己的現象世界是私密的，是獨一無二的，是無法複製

的，面對可以無限複製的記錄，它們真的還能帶給我們

等同的價值感嗎？對紀念品來說，保存我一生的每一分

每一秒，也許未來的人們會變得毫不在乎，也許「虛

談」就會變成懷舊最有價值的體驗方式。 

我們為何一定要用「可能世界」來稱呼「程式組合日常

資料編一組故事」的這個功能？因為除了功能，我們還

要強調何以觸及此類功能的設計態度。以資料為主體，

從解放資料表現性入手，以拓展未來經驗的設計態度。

它給我們以啟示，照片、文字、語音、量化自我，這些

越來越多的日常資料是否還有其他的敘事能力？是否有

懷舊以外的領域？是否有「虛談」之外的經驗？這種設

計取經得以讓人避免用新的日常設計舊的觀念，引導我

們用充滿想像的眼光看待技術，也用充滿想像的眼光看

待人的可能。 

八、結論 

隨著技術對日常的滲透，每個人都有大量關於自己的日

常資料。他們完成當下的工作後就只剩一個任務，保存、

維持那個當下的表徵。然而這些日常資料從技術上來說，

方便的編輯性以及複製能力，可以記錄現實的同時也表

現一種藝術化的、被詮釋的現實。我們希望打破舊有框

架，解放日常資料的技術能力。由此出發，本文以記憶

經驗為切入，探索音樂和錄音這種聲音素材如何表徵記

憶世界。在活動中發現混音的形式可以建構一個豐富的

「可能世界」，它可以創造令人信服的假相，刺激人超

越日常去身臨其境地體驗自己虛構的過去，類似「虛

談」。接著以「虛談收音機」為例，參與者提出「不可

預知」感在體驗「虛談回憶」的重要性，讓我們進一步

理解了用「可能世界」來理解日常資料的主體性的內涵。 

「不可預知」的含義是，設計物在使用者基本了解的基

礎上，總還存在無法掌握的地帶。「不可預知」來自兩

個層面的建構，一是介面上對使用者「主導能力」的限

制，用感知代替認知更適合。另一層來自經驗的「未知

性」，即參與者很難對經驗「一言以蔽之」。 

「未知經驗」的特點是難以被解釋，這就導致以經驗為

進路的設計思維很難在第一步做到需求明確。而以素材

主體的取徑，可以用與某個未知經驗相關的素材屬性，

構成一個合理的流程，引導人進入該主題下體驗，讓這

個主題下的經驗自然發生。 

由此我們認為「日常資料的可能世界」包含以下含義，

日常資料是獨立的「數位存在」，是數位化的「自我副

本」，應從其素材特性出發去創造符合某個經驗主題的

敘事，而不是在確定的一個經驗模式裡創造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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