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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60 年代麥克魯漢主張媒介即訊息，強調媒介形式對訊息內容及人類文明
的影響。1990 年代繼之而起的德國媒介理論家基德勒，以更激進的態度，主張
技術先行的媒介決定人類處境。本文從兩位理論家相近的媒介史分斷為起點，分
析兩人究竟如何判定媒介的主導性力量、媒介的主導性力量又產生那些影響。最
後以技術決定論對兩位理論家的批評，思索媒介理論與媒介史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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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可能受施蘭姆（Everett M. Schramm, 1988）《人類傳播史》的影響，隨意翻
開一本傳播史或大眾傳播的入門書，免不了以洞穴壁畫作為人類傳播活動的起
源，接續論述不同媒介發展及對社會組織產生的影響。若將範圍限制在特定的新
聞史，分期邏輯依舊雷同：從奧德塞、伊里亞德的荷馬口傳史詩、謠言八卦到手
抄新聞的傳遞，及至古騰堡活字印刷術的興盛、蒸氣印刷機促成大眾報業普及，
再因電訊傳播技術的發明，依次敘述廣播、電視與網路對新聞事業及民主體制的
衝擊。
這種主流敘述被凱利（James. W. Carey）稱為「傳播的傳遞觀」，缺陷在重
視效果而忽略社會脈絡與文化意義。凱利 (Carey, 1989) 遂以 19 世紀的新媒介：
電報為例，強調電報不但讓資訊得以脫離實體物理空間而傳輸位移，電報的普及
和制度化也與壟斷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易密不可分。在電報出現前，貿易商的獲利
來自於各地不同的商品價差，亦即貨品在空間的運輸移動而套利。但電報出現
後，美國形成單一市場，貿易商難再利用空間距離而獲利，商品貿易成為現在與
未來時間交易的期貨。沿著鐵路鋪設的電報線纜，不但替標準化時間奠定穩固的
物質基礎，也讓空間得以轉化為時間，成為投機資本主義的獲利來源。
凱利更斷言電報在美國的廣泛實踐與宗教思想相關，推動者相信透過唯有上
帝方能掌握的「閃電線」（lightning lines）傳遞福音，讓世人共融於基督國度。
「電汽」（electricity）既是凝聚共同體的手段，也是象徵文明的表徵；它允諾帶
來新秩序以脫離美國內戰帶來的混亂，也被描寫成是無階級差異、適合新大陸的
傳播工具。這些具體發展的電子傳播工具，刺激美國烏托邦社會理論的興起。例
如：Lewis Mumford 即相信電子技術能夠將人類從機械工業的破壞性傷害中解放，
回歸原初的社群生活；而電子技術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資訊、權力與資源不再
壟斷於少數人和大城市手中。Mumford 對電子技術產生的去中心化效果，相信電
汽時代將帶人重回有機連結的觀點，啟發許多學者思考媒介在人類文明發展上的
角色 (Carey, 2005)。
同樣地，麥克魯漢也認為需至電報出現後，訊息移動的速度才快過信差，
電報出現之後，資訊脫離固態物質而以電的形式存在。電報也如其他作為傳
輸形式的媒介一樣，不只載送訊息，同時也迻譯（translate）、轉變訊息發送
者、訊息接收者與訊息本身 （McLuhan, 1964 ／鄭明萱譯，2006：125）。無論
是 Mumford、凱利，或者是以尹尼斯（Harold A. Innis）和麥克魯漢（Mar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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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uhan）為首，重視媒介如何影響人類感知的多倫多學派，這些學者皆以宏觀
的歷史格局，把傳播與溝通的形式，以及傳媒技術視作推動歷史進程的趨力（唐
士哲，2014：4）。傳播史所以根據媒介之不同，依時序分為口語、文字、電子
等不同發展階段，即承認傳遞訊息之不同媒介，深刻影響傳播活動的形式與效
應。無論對口語或技術的關注，反映研究者已意識到傳播的物質性，即媒介對傳
播活動的影響，並且需要積極評估傳播媒介對心理與社會秩序的影響。
這 些 關 切 傳 播 的 物 質 性 的 理 論 家 包 括： 尹 尼 斯、 麥 克 魯 漢、 凱 利、L.
Mumford、André Leroi-Gourhan、Bruno Latour、基德勒（Friedrich A. Kittler）等人。
相對於傳播效果與行為研究，以及批判媒體作為宰制與抵抗的主流研究傳統，這
些理論家代表視「媒介即存有」（media as mode of being）的媒介理論。持此立
場的理論家雖並非全然以媒介作為研究主題，但至少不把媒介當成文本做內容解
讀，或視為工業體制而批判分析。共同之處在將媒介視為文明的歷史性構成，或
者就是存有本身 (Peters, 2015: 17-18)。
在這當中顯以麥克魯漢最為亮眼。1960 年代電視普及時，麥克魯漢以「媒
介即訊息」成為北美文化巨星，身後一度寂寥。但當 1990 年代全球村如其所料
成真，麥克魯漢被奉為先知；21 世紀各種新媒體、虛擬實境等技術逐一成熟，
證實「媒介是人體的延伸」所言不虛，麥克魯漢再度成為理論焦點。德國媒介理
論家基德勒 (Kittler, 2002/2010: 31) 曾言：「如果不是麥克魯漢做出『媒介即訊息』
的陳述，媒介研究將持續原有的研究主題，阻礙我們去看到隱藏在技術性操作介
面背後的因素」。
麥克魯漢開啟以形式主義理解媒介的方式，關注的不是大眾媒介的內容（這
是傳統傳播研究的領域），而是媒介的閾下訊息（subliminal message）(Ernst,
2014: 42)。也就是媒介對人類感知、經驗世界的衝擊，使人浸潤在媒介所構成的
生態環境中深度麻痺而不自知。但基德勒 (Kittler, 2002/2010: 31-34) 認為「媒介
即訊息」之所以有意義，在於透過技術結構而改變媒介本身的意義，媒介的技術
邏輯，只是偶然地與人類感知同步，媒介科學必須將人抽離，重新轉向分析論述
與技術的基礎結構。
媒介分析視角的差異，自 1980 年代以來漸次區分為英美的人類中心主義，
及德國媒介理論的技術哲學，近年興起的文化技術（cultural technique）研究，
以更細緻的方式探索歷史上不同文化技術：索引卡、閱讀術、郵政系統等與時代
的關連及發展中的無意識過程 (Geoghegan, 2013)；將研究焦點從再現的意義轉移
到再現的條件，將內部的意義呈現轉到外部的物質條件，主張外部物質條件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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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Ernst, 2014)。在德國媒介理論的發展上，基德勒佔有關鍵地位，以繼承又
批判的方式，一方面延續麥克魯漢的形式主義分析，另一方面以「技術先行」
（technical a priori）而非感官比例上的轉變，探討媒介技術所產生的效應。
儘管立論有別，但無論麥克魯漢或基德勒的理論，常被論者質疑是否為
「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Hansen,2006; Peters, 2002/2010; van
Loon, 2008; Winthrop-Young, 2011)。本文即以此為出發，首先從媒介史論述的差
異，分析兩人如何區辨決定媒介史發展方向的關鍵要素。接著依序根據兩人主要
著作，探討作為關鍵要素的媒介技術，究竟如何決定不同的文化社會形態，又決
定人類社會的那些層面。之後討論兩人的理論立場究竟是否適合以媒介決定論定
位，並追問此一立場對理解掌握媒介技術乃至媒介史的意義。

貳、媒介史的斷裂
Meyrowitz（2003 ／唐士哲譯，2013b：213）認為，雖然麥克魯漢的世界觀
是非線性的，但仍舊可以將他對媒介史的觀點以傳統的敘事方式予以歸納。麥克
魯漢將歷史區分為三個時期，每個時期皆由一種傳播形式主導，分別是口語、書
寫／印刷與電子媒介。各時期皆有其特性，以獨特的方式促成感知互動的調和，
並有其特定的思考或溝通形式。在《古騰堡星系》中，麥克魯漢延續尹尼斯的基
本立場，以傳播技術的角度重寫西方文明史。
但麥克魯漢認為尹尼斯未能結構性地分析視覺與聽覺的各種型態，於是加入
感官平衡的概念予以重新詮釋。主張每個媒介都是一或多種人類感官的延伸，不
同媒介技術的使用，都會影響人類感官的組織方式與文化結構。特別是在文藝復
興時期，西方文化經歷一個重大轉移：理解掌握現實時，西方人從聽覺轉向視覺，
這轉變的載體就是印刷術（Marchand, 1998 ／何道寬譯，2003：68）。
最初因表音文字（phonetic writing）的發明，讓部落人從感官平衡進入視覺
主導的時代。古騰堡活字印刷術加速此過程，因為線性排版給視覺強加統一與
連續性、創造中心與邊陲的組織型態，促成眼耳分離的現代印刷人誕生。但當
1844 年摩斯（Samuel Morse）發出「上帝為他行了何等大事」的第一則電報後，
西方世界正式進入電子時代：
活字印刷給西方帶來的催眠麻醉一直延續到今天，而電子媒介現
在終於開始讓我們從這催眠中覺醒過來。古騰堡星系現在正被馬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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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座（Marconi constellation） 所 毀 蝕。（McLuhan, 1997 ／ 汪 益 譯，
1999：42）
《認識媒介》1 接續《古騰堡星系》未竟之處，論述電子革命對人類文明的
衝擊。麥克魯漢認為電子時代的來臨對以讀寫為主、線性思考的西方人帶來的影
響，如同造紙術給羅馬人的轉變相同。電子時代的加速，不是緩慢的、從中心到
邊緣的外爆，而是瞬間內爆，將專門化、支離化的文明，重新組合成一個有機的
整體（McLuhan, 1964 ／鄭明萱譯，2006：128）。電子時代讓人重回印刷術發明
之前，不再獨尊視覺與線性空間的部落社會，與最初口語文化透過聽覺給人類感
官上帶來的統合性經驗相仿。
電報與無線電廣播中和了國族主義，可是又喚回古老的部落幽
靈，而且是活力最旺的一型。這正是眼與耳的相逢，外爆與內爆的遇
合……。無線電廣播竟然與我們那原始的中樞神經系統延伸如此相調？
也就是原始人的大眾媒介―地方語言？這兩項最親密、有力的人類
科技相遇交配，必定為人類經驗提供某些不尋常的新型態。（McLuhan,
1964 ／鄭明萱譯，2006：348-349）
對麥克魯漢而言，媒介史的斷裂就在新媒介對舊媒介的替代中出現：第一次
出現在古騰堡取代手稿書寫的壟斷，第二次出現在摩斯與馬可尼的電子革命鬆動
活字印刷的壟斷地位，每次斷裂都改變人類感官經驗的平衡。和麥克魯漢強調媒
介轉換對經驗感官的衝擊不同，基德勒注意的是媒介技術上的轉變，帶來資訊處
理方式的差異。
基德勒因此標定媒介史中兩個決定性的斷裂：口語進入文字書寫後導致直
接互動與傳播的脫鉤；文字書寫進入技術性媒介後，則出現傳播與資訊的脫鉤
(Hansen, 2004:76)。如此一來，媒介史即可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處理書寫史，
當中包括手稿與印刷；第二部分則與技術媒介有關，包含以電報為代表的類比媒
介和以電腦為終結的數位媒介。基德勒所以從技術角度探索傳播媒介，是因他
極力避免從觀念、意義乃至與人類相關的任何指涉出發。尤其當夏儂（Claude E.
1 本文對 McLuhan 著作之引用皆依據臺灣譯本，但引用時將根據筆者之理解而調整。故以「媒介」
翻譯 medium/media，以《認識媒介》、《媒介即馬殺雞》作為 Understanding Media、與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之中譯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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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non）發表《傳播的數學理論》後更使研究者得以無須理會意義，僅以資訊
技術的視角分析傳播過程。
最嚴格的資訊系統就是訊息的儲存（storage）、處理（processing）
與傳輸（transmission）過程的最佳化（optimised）……。如果資料的
儲存、位址（address）的傳輸、指令（command） 的處理皆為可能，
則每個傳播系統，即構成一個資訊系統。(Kittler, 1996: 1-2)
基德勒對媒介史的分析，也就沿著資訊系統的發展探究所有的傳播形式。首
先在手稿與印刷的年代裡，所有的書寫都與象徵界（symbolic universe）有關，
人只能把所見之物寫下，所載之物是事物本身即賦予的自然印記，紀錄早已存在
於象徵世界中的諸要素。但技術媒介（technical media）出現後，人得以選擇、
儲存、生產物理實體本身，從而打破手稿、書寫的壟斷，帶來經驗上根本性的轉
變 (Winthrop-Young & Gane, 2006: 11)。
不同於麥克魯漢突出表音文字，而接近尹尼斯對字母表（alphabet）的重
視，字母表在基德勒的理論中佔有顯著地位。因為作為媒介的字母表，決定什麼
資料能夠被儲存和傳輸，但字母表所能表述的僅限於日常語言所能表述的形式
(Heilmann, 2016: 103)。而古騰堡活字印刷的發明讓字母可以依照字母表排序，但
也可拆開獨立運用。而且「印刷術作為技術史上的第一條生產線」，更賦予書籍
處理資料的功能。因為相對於手抄本，印刷書有著固定一致的文本；印刷書的頁
碼、標題，以及由萊布尼茲（Gottfried W. Leibniz）建立的圖書目錄，發揮著資
料定址的功能，使學者得以透過以字母順序排列的索引表檢索資料 (Kittler, 1996:
6)。但技術媒介出現後就打破書寫媒介的壟斷，人開始能夠紀錄且超越象徵界的
事物。
技術媒介與日常書寫不同，技術媒介不使用日常語言，而是運用
比人類感知更快，且只能以現代數學符碼而表述的物理過程。(Kittler,
1996: 8)
基德勒 (Kittler, 1986/1999: 15-16) 沿用拉岡（Jacques Lacan）區分符號的不
同界域：真實、想像、象徵（real, imaginary, symbolic），以指涉不同形式的技術
媒介。自 19 世紀以降電報與打字機等媒介的出現，使得和語言、無意識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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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界由語言符號的物質性與技術性所環繞，字母、密碼能夠以有限的組合構成
無限的哲學幻夢。想像界則指鏡像階段中的嬰孩，透過鏡子看見比現實中能夠更
完善控制身體的自我，實現鏡中所呈現的光學幻象，而這也是早期電影技術發展
中所關注的。而精神分析利用留聲機進行的對話分析，則洩露出真實界的面貌。
技 術 媒 介 的 關 鍵 在 不 使 用 日 常 語 言， 而 且 能 夠 模 擬 乃 至 塑 造 符 號 學
（semiotic）的過程而進行傳播。具體地說，在書寫年代裡作為媒介的手稿、活
字印刷，僅能紀錄與傳輸資料，這是自然語言之所限。但技術媒介由於不以自然
語言處理資料，而是以類比的方式將聲音與視像以點與線、波形等轉換方式予以
處理，擴大資料的儲存和傳輸能力。於是技術媒介所處理的資料不再侷限於象徵
界，而能夠達到真實界乃至想像界。
例如電報是以點、線與空格，以電流上的開與關所組成的代碼系統而轉換
文字；電話是利用人聲在空氣中所形成的震波，透過話筒轉化成電波傳遞聲音訊
息；電視則是將圖像置於圓盤上掃描，根據圖像的明暗所產生的電流，再由光感
應器紀錄傳輸而投射在電子管上成像。但電報與後兩者不同，電報是不連續的，
電報有意義的振幅只有開和關。一旦將電報訊號視為波脈衝，不但能加快傳送速
度，將多則訊號放入一條電路，更可以和聲頻結合。通訊工程師於是將電話、電
視等連續波分段取樣，把波變成可數的片段，將連續波轉成不連續的資料，也就
是數位的（digital）資料，擴大資訊處理能力（Gleick, 2010 ／賴盈滿譯，2011：
187）
技術媒介的發明同時要求特定論述裝置（discursive apparatus），藉此使現
象問題化而轉變既定的技術與理論，成為具體的發明。技術媒介在 19 世紀發展，
是心理學與生理學研究的成果，但一切所以會出現是因為此一論述網絡生產出人
類身體是經驗性的身體，而非先驗主體的概念。另一方面，技術媒介也非如麥克
魯漢所想像基於人類感官而分化，在技術媒介主導的時代裡，中樞神經系統對媒
介化已是多餘，人分解成生理學和資訊技術的客體，成為裝置 (Monea & Packer,
2016: 3147)。
因此基德勒的作品專注追溯特定技術媒介的源起，這一切都和論述規則、治
理性、生產性身體的策略，以及當時候的生理學、解剖學、心理測量等自我技術
相關。正如心理分析的認識論基礎在於經驗性的觀察，而這樣的認識型又是基於
特定技術：留聲機、膠卷、打字機等所產生的，於是 1800 論述網絡的崩壞，實
際上是以心理分析為論述裝置所導致的結果，基德勒因而將不同的媒介對應上真
實界、想像界與象徵界 (Kittler, 1985/1990: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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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如基德勒本人與許多評論者 (Peters, 2002/2010; Winthrop-Young,
2011; Siegert, 2013; Sale & Salisbury, 2015) 所提示的，對技術媒介乃至媒介史的分
析，不可忽視作為訊息傳播的媒介之所以增生演化，實與軍事需求密切相關。基
德勒 (1996:8) 認為人類歷史上一直存在著技術媒介，只要是運用聲覺（acoustic）
與視覺（visual）手段而傳播訊息（如狼煙、烽火臺、旗語）都可算是技術媒介。
但直到電報出現前，這些技術媒介僅以日常語言的次系統而存在。無論如何，這
些技術媒介都與軍事需求有關。資訊傳播的速度所以超越日常語言的傳輸速度，
就是為了滿足戰爭時期大規模的軍事調度及標準化的武器投放程序。
法國大革命時期為國民議會所採用，由 Claude Chappe 所發明的光學電報
（optical telegraph）系統，後由拿破崙壟斷專供軍事調度之用，使戰爭脫離石器
時代而現代化，將領因而能於戰場上同時多線調度。美國南北戰爭時，北軍以摩
斯密碼而快速傳遞軍令、調遣兵力，以時間差而勝出。人類史第一次總體戰的一
戰，也因無線電話（wireless telephony）之故，得以調動盲眼般的坦克，更遑論
二戰時發明的雷達與立體聲無線電，以及由圖靈（Alan Turing）所破解而致勝的
密碼戰 (Kittler, 2013/2013)。
圖靈於 1936 年構思的通用離散機（universal discrete machine），陳述了數
位技術的原則。圖靈機將資料儲存於無止盡的紙帶上，在這臺為了資料儲存的紙
機器上，提供讀、寫、刪除的資料處理設備，能夠以二進位方式寫下 0 與 1 的符
號；負責提供資料位址的傳輸設備，則能存取左右相鄰的信號。基德勒因而認為
圖靈機的出現，總結過去所有關於儲存、檢索與處理字母及數字資料的技術發展
(Kittler, 1996: 11)。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字母表和電腦似乎是兩種極端對立的技術，但基德勒
認為：「數位技術的功能就如同字母表，但是是在數字的基礎上」(Kittler, 1996:
10)。之後受圖靈機啟發的數位電腦，實際上是將字母表的 26 個字母，簡化或純
粹化成為最基本、可切換的狀態（開／關）。電腦能夠透過對技術媒介的數學描
述、操作而模仿，有能力將所有技術媒介都化約為數學功能，而這正是所有媒介
資訊邏輯的核心，使傳播成為演算法 (Scott, 2016: 240)。於是乎，媒介史始於字
母表，逐步升級由技術媒介主宰，直至圖靈機而到達媒介史的終點。
基德勒將資訊處理視為傳播活動的根本問題，認為由字母表的排列組合演變
至數位時代 0 與 1 的開關切換，已將技術媒介的資訊處理工作精鍊化到極致而無
以復加，此後任何改版升級均不再有新意，認定媒介史已然終結。此說固然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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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比麥克魯漢熱情擁抱電子時代，斷言人類重回五感俱全、浸潤全身的全球電
子部落，也不過只是冷熱之別的千禧至福預言。

參、媒介如何決定
仔細觀察麥克魯漢所以主張媒介能夠決定人類文明，是因為他認定不同形
式的媒介，皆對人類中樞神經系統產生影響，進而刺激人類經驗感知的不同區域
（左右腦）由此決定文化型態。「媒介即訊息」不是反人文的機械主義論斷，
相反地，從麥克魯漢的思想淵源及其推論理據來看，更當是十足的人文主義傳
統，更不用說麥克魯漢此一論斷是反對無視媒介形式，由夏儂所提倡的資訊理論
(Sterne, 2014)。而就基德勒而論，儘管認為「媒介即訊息」論斷是正確的，但卻
反對麥克魯漢主張媒介決定性的力量在於中樞神經系統所引發感覺經驗的轉換。
基德勒認為媒介所傳遞的訊息在於技術結構能夠改變媒介的結構與意義，媒介的
技術邏輯只是偶然地與人類經驗感知同步。麥克魯漢的論斷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幻
象，媒介科學必須將人抽離，重新轉向分析先於論述存在的技術結構。

一、媒介即訊息：義肢延伸
「媒介即訊息」，這話不過是在說，任何媒介―也就是我們本
身的任何延伸―對個人、社會造成的影響後果，都來自於我們或技
術每有延伸發展，便為人事物導入新的規模層級所致……。電燈光是
純資訊，是沒有訊息的媒介，除非用來拼寫文字廣告或名稱。這個事
實是所有媒介的典型特徵，即：「任何媒介的內容其實是另一種媒介」。
（McLuhan, 1964 ／鄭明萱譯，2006：36-37）
「媒介即訊息」這句醒世警言，替麥克魯漢的媒介理論豎起顯著的旗幟，
他將媒介視為具有形塑訊息內容與意義的形式。就媒介能夠創造、改變人事物的
規模、速度與型態等層面而言，作為形式的媒介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對象。由於
麥克魯漢將訊息定義為媒介本身，於是帶來分析概念的轉移，就是從訊息內容轉
移到技術形式的分析 (Hansen, 2006: 298)。從方法上來說，麥克魯漢將社會視為
文本，但卻是一個由聲音、姿勢與詞語所構成的文本。如此一來，技術不再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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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純粹的物理力量，技術也成為文本。不同的技術都帶有智識上的影響力，參與
者的心智與思想因此受到形塑。任何技術形式都是心智的延伸也是意義的具體化
(Carey, 2005: 34)。
換言之，麥克魯漢賦予媒介一個生態學基礎，即包含有機體與技術生態的模
控系統，並且將媒介與人類經驗予以連結，強調與技術的關連性：「媒介做為我
們感官的延伸，設立了新的比率，不只我們私感官之間的比率變了，媒介本身一
有互動，它們之間的比率也因此而改變」（McLuhan, 1964 ／鄭明萱譯，2006：
88）。例如在《古騰堡星系》中，麥克魯漢認為中世紀所有偉大的文化形式與創
新，都來自印刷的心理狀態及其物質效果，由此誕生的活版印刷人截然不同於部
落人，也有別於馬可尼電子人。
另一方面，感官經驗與技術的聯繫在於麥克魯漢認為媒介是人類經驗的替
代義肢（prosthesis），例如身體的移動能力委由交通器具如：腳踏車、自動車、
飛行器而外部化。由於麥克魯漢視媒介為技術，媒介的擴張延伸同時也發展人類
身體的能力，當身體的能力外部化之際，人類卻把身體的存在給移除而產生「自
我切除」（auto-amputation）的效果。1969 年接受《花花公子》訪問時麥克魯漢
重申強調，媒介的延伸對於人類器官而言是一種強化、放大作用，每次延伸都
會使個人或社會的中樞神經系統啟動自我保護措施，將受到影響的區域予以麻痺
（numbness）並隔絕，使之無法意識到發生何事。
納西瑟斯（Narcissus）誤以為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是別人，但這
其實是納西瑟斯自身延伸的倒影，麻痺了納西瑟斯的感知，最後使納
西瑟斯變成自己這個延伸複製形象的伺服機體（servomechanism）。
（McLuhan, 1964 ／鄭明萱譯，2006：41）
自我切除因此是解除中樞神經系統壓力的手段，媒介技術的發展就是透過切
除身體能力，委託給媒介的持續性轉變過程。這種特別的自我催眠被麥克魯漢稱
之為「自戀麻醉」（narcissus narcosis），「使人無法察覺新技術所產生的各種效
應，如同魚在水裡而不知四周是水」（McLuhan, 1997 ／汪益譯，1999：32）。
簡單地說，麥克魯漢認為媒介是身體（機械媒介）和神經系統（電子媒介）的替
代義肢延伸。電子媒介延伸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全面性地影響個人的生命、社
會組織與政治結構：「媒介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是全面性的。媒介是如此地無所不
在地影響到人、政治、經濟、美學、心理、道德、倫理以及社會後果。媒介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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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替我們留下無法接觸、無法影響、無法轉變的餘地」（McLuhan, 1964 ／鄭明
萱譯，2006：36-37）。
麥克魯漢聲言「媒介即訊息」，於是研究者多從形式決定內容探討不同媒
介類型對內容的影響，1980 年代討論的「媒介邏輯」即為一例。麥克魯漢於 21
世紀在國際傳播學界的復歸，和各種行動裝置及虛擬實境、擴增實境等媒介技
術的成熟，衍生出媒介化（mediatization）的問題意識更是息息相關（唐士哲，
2014）。但此時麥克魯漢的金句名言已非「媒介即訊息」，而是當年轟動一時，
幾近褻瀆而被遺忘的：
「媒介就是馬殺雞」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McLuhan
& Fiore, 1967 ／楊惠君譯，2009）。
因為媒介不只如同能夠讓魚兒優遊自在的水，更由於媒介無時無刻刺激著人
類感官，將身體從頭到尾徹底地搓揉、按壓，使中樞神經歷經飽和、麻木、反轉
等不同經驗感受。媒介能把經驗迻譯（translation）成新的形式，將感官經驗轉
換成形於外的象徵符號。媒介對人類感官經驗的按摩和迻譯，讓人類從仰仗口耳
相傳的聽覺時代，因被大量生產與複製的活字印刷術取代而成為視覺主導的活版
印刷人，當下無所不在的電子技術則讓人進入五感俱全的全球部落觸覺時代。

二、媒介決定情境：技術先行
以下的歷史與分析的基本概念在從技術意義上掌握媒介，這個概
念由麥克魯漢、尹尼斯的加拿大學派所構成。麥克魯漢認為媒介是技
術與身體的介面，以身體的角度考察技術……，根據麥克魯漢的意見，
媒介分析應著重「感覺器官的技術性替代」……。必須先思考麥克魯
漢與佛洛伊德尚未被質疑的預設：「所有媒介的主題在本質上都是人」
的詭異方法論。當所有媒介次系統的發展被放在歷史的範圍裡去分析
時，就會發現這些進步徹底地獨立於人或以人為名的集體。(Kittler,
2002/2010: 29-30)
在《留聲機、膠卷、打字機》（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的前言裡，
基德勒寫下：「媒介決定我們的處境，故而值得一書」，以更堅決的立場延續麥
克魯漢的論斷。但就在隔頁基德勒又立刻寫道：「理解媒介，這個麥克魯漢所提
的想法，依舊是不可能的，因為當前宰制性的資訊技術控制所有的理解與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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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tler, 1986/1999: xxxix-xl)。在基德勒所書寫的媒介考古學裡，從書寫裝置到新
的機械儲存技術，帶來的不是人類經驗的震撼轉換，而是媒介技術特別是資訊處
理的革命。
基德勒認為麥克魯漢《理解媒介》一書的基礎是人類中心主義，對感官比例
的轉換、麻痺、替代義肢，是從媒介形式對人類感官帶來不同感覺、意義的討論。
但基德勒認為意義不是內在或先於技術的，而是因技術方為可能。拉岡所以能夠
區分符號的三個不同界域，正是媒介技術的歷史效果。而受基德勒啟發的德國文
化技術研究，也強調人文學者所依賴的紙、筆、索引卡、檔案等，都是進行研究
時所仰賴的技術，人文學者是在這些技術基礎上生產、傳遞及解釋知識。換言之，
人文學者進行研究時受到物質性與媒介的影響，並不下於自然科學研究。
於是，基德勒媒介分析的對象是由媒介技術所構成之論述網絡的探討，但基
德勒所要做的不僅是理解媒介技術，而是更深入地探尋先於媒介技術出現的歷史
結構條件，並理解使之可能的後續發展。是技術先行地（technological a priori）
定義何為媒介，因而必須關注技術的在地實踐及文化型構如何安置媒介技術
(Geoghegan, 2013; Sale & Salisbury, 2015; Siegert, 2013)。
在 基 德 勒 的 第 一 本 著 作：《 論 述 網 絡，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Kittler, 1985/1990) 中，認為傅科（Michel Foucault）知識考古學所
分析的認識型（episteme），無論是建立於相似性基礎的文藝復興時期，或現代
基於差異而誕生的人文科學，所處理的對象不外乎手稿、書籍、檔案，無法面對
1850 年後技術媒介在資訊處理上的轉變：「圖書館是主要的論述網絡，但並非
所有的論述網絡都由書籍構成。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後，隨著資訊流的自動化，論
述分析尚未被知識與權力所窮盡。當前對技術媒介的考古學必須同時考慮資料的
儲存、傳輸與計算」(Kittler, 1985/1990: 369)。
問題不在於如何以論述分析為方法，處理聲音媒介、光學媒介等不同媒材檔
案內容的方法論問題，而是基德勒強調因媒介形式之不同，對資料之揀選、刪除、
紀錄儲存成為檔案的過程，已經起根本性的變化。從基德勒的觀點而言，當不以
日常語言並以超出人類感官速度而紀錄符碼的技術媒介出現後，打破過去手稿、
書寫等文本媒介對檔案紀錄的壟斷，知識考古不再由論述分析為之，必須以技術
媒介分析代之。從古騰堡星系到馬可尼星系，及至光纖網路等數位技術的出現，
使所有媒介在原則上皆可化約為數位格式，不只媒介本身不具意義，意義也只能
透過數位機械生成。
由於媒介不再與符號、傳播甚至資訊相關，而與資料亦即和資訊的物質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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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相關，此後媒介分析的核心在媒介技術的轉變。基德勒逆轉麥克魯漢從身體、
人類中心的角度思考感知問題的立場，是技術而非身體，佔據媒介發展的主導
力量。麥克魯漢經常被基德勒引用的名言：「任何媒介的內容其實是另一種媒
介」，指涉的是當下的媒介技術是建立在之前的媒介技術上。在數位媒介時代，
傳統對內容／型式的區分不再適用，因為在數位時代裡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化約
為 0 與 1 的編碼，既是形式也是內容，媒介技術的演化帶來的是媒介概念的消逝
(MacDonald, 2006: 513)。
如此一來，媒介史的斷裂（口語、書寫／印刷、電子）僅僅是表面的、形
式的，內部技術結構與資訊處理方式，才是斷裂的根源。夏儂的《傳播的數學裡
輪》，以精簡的公式化語言，表述資訊處理的過程，實足以作為媒介技術分析的
參考。
傳播的物質性是現代之謎，或許這謎題就是現代性本身。只要將
兩件事講清楚就能理解：首先，如果沒有物理性載具，就不存在那些
哲學、詮釋學所孜孜以求的意義；其次，不存在物質性，傳播的物質
性就是資訊，或說就是資訊創造了傳播。(Kittler, 2013/2013: 165)
夏儂的傳播理論構築在：訊源（information source）、傳輸者（transmitter）、
頻道（channel）、接收者（receiver）、目的地（destination）等五個元素上。對
這位貝爾電話公司的工程師而言，訊息傳播是機率而非符號學問題，需要以數學
或統計學的方式解釋。因為資訊是在一定範圍內的可能訊息中的選擇，這是由機
率所決定的 (Hansen, 2004: 77)。基德勒認為由於夏儂的模型不探究訊息的意義，
目的是為釐清傳播的內在機制，乍看下這似乎是種缺失，但夏儂的模型反而讓訊
息獨立於意義與脈絡，使技術傳播得以從日常語言中解放出來 (Kittler, 2002/2010:
44)。
透過夏儂的資訊理論，基德勒得以主張傳播的技術性優先於符號的有效性，
個別訊息的正確性影響訊息的意義及行動能力 (Gane, 2005: 27)。但基德勒與夏
儂的分歧在他更注意媒介的技術要素，在《留聲機、膠卷、打字機》書中即可看
到基德勒關於傳輸者的細緻分析，企圖分辨技術媒介發展過程中從類比到數位媒
介的轉換；對頻道的討論也區分為在空間上的傳輸頻道，以及作為儲存資訊的頻
道之不同。尤其是在時間儲存的問題上，基德勒認為人類存在最基本的經驗就是
時間的不可逆：「在口語文化裡，人的一切感覺都在時間中發生，聲音和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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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特殊，不像其他感覺那般地能夠被時間紀錄下來。聲音的存在僅僅體現在它
走向不存在的過程，聲音不僅會消亡，從本質上說，聲音是轉瞬即逝的」（Ong,
1982 ／何道寬譯，2008：23）。
正是口語資訊既無法儲存也無法傳輸的困境，使尹尼斯在《帝國與傳播》
中主張主權者需憑藉媒介操縱時間的儲存，也必須克服空間帶來的傳輸障礙
(Kittler, 2013/2013: 156)。但無論是手稿、書寫，僅能對訊息從事儲存與傳輸的
工作，當技術媒介出現後，媒介才能三合一地將儲存、傳輸和資訊處理的功能集
於一身。在《留聲機、膠卷、打字機》與《光學媒介》（Optical Media）(Kittler,
2002/2010) 兩本書中，基德勒以時間軸為基礎研究媒介發展，分析技術如何被用
以編輯時間的流動，創造出可逆時間的序列事件 (Peters, 2002/2010)，亦即以空間
方式所儲存的資訊在媒介傳輸時改變時間框架 (Niekerk, 2015: 145)。
依據 Krämer (2006) 對基德勒「操縱時間軸」（time axis manipulation）概念
的詮釋，手稿與印刷等文本媒介，是人類史上第一種能夠操縱時間的技術。傳
統上時間流的秩序如 Ong 所言，是稍縱即逝、聽過即忘、不可逆的訊息傳播。
但透過字母表書寫（alphabetical writing）能夠將口說的時間序列分配給每一個元
素，以線性的句法結構在空間中固定下來，成為可重複、移動的訊息。但由於技
術媒介不再使用日常語言，而是將訊息轉變為可操作的符碼，言說更進一步地不
再被固定於句法結構中，並得以儲存真實時間，時間也不再是不可逆的。
在 19 世紀類比媒介出現之前，也就是傅科知識考古學結束之處，文本與樂
譜是儲存時間的主要工具，所有的意義都必須通過對象徵界的參照而書寫紀錄。
但類比技術如留聲機、攝影機出現後，不但能夠紀錄真實時間與事件，更將類比
資訊以單一的、物質的事件以數學化的程序而被轉變為數字。文本媒介挑選、儲
存與生產正確的資訊，都是在表意過程、符碼形式中完成。但在技術媒介的發展
下，資訊生產不需要參照象徵界，所依恃的是物質世界。基德勒的媒介分析，可
以視為由機械、制度、工具、數學所構成的論述網絡，真正的媒介科學必須將人
抽離，轉向分析論述與技術的基礎結構，質問技術如何形塑文化、歷史乃至人：
資訊是技術性而非哲學性的概念。比起傳播的奇蹟性設計，它
更適合於分析資料流。問題不在於社會如何被勸誘去發展以理性為基
礎的認同，問題在特定的資訊網絡如何被貼上理性的標籤。(Kittler,
1987/2016: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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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科知識考古學的分析所以終止於 1850 年，是因為傳統手稿、書寫為媒介
的知識生產開始崩壞，基德勒的媒介史分析始於傅科結束之處，因為代之而起的
是由留聲機、膠卷等技術媒介，擔負起知識與資訊的儲存、傳輸及處理。此後媒
介不再直接與符號、實體世界相關，論述構成不再由檔案文件主宰，而是由技術
媒介所組織的資訊流所構成的資訊網路指導文明的走向。

肆、媒介決定什麼
以上可以看到基德勒與麥克魯漢對媒介主導性力量究竟為何的基本差異。在
《古騰堡星系》中，麥克魯漢（McLuhan, 1962 ／賴盈滿譯，2008：18）開宗明
義寫道：「表音字母和印刷術的興起，影響了人類經驗和心理表徵的形式，《古
騰堡星系》旨在追溯期間的遷易。」麥克魯漢認為表音字母的力量在於將意義從
聲音中抽象出來，迻譯為視覺符碼，表音字母激盪聽覺文化中的感官比例，使人
進入視覺文化。但對基德勒而言，不是表音文字的視覺化效應，而是字母表書寫
的技術邏輯，在日後逐一地將資料的儲存、傳輸及處理實現乃至合而為一。

一、以替代義肢重塑感覺世界
在傳播理論中通常認為麥克魯漢的理論是無視人類主體性的技術決定論，但
Sterne (2014) 認為「媒介即訊息」並非來自機械主義的反人文傳統，實際上就麥
克魯漢的學術歷程與改宗天主教信仰的經驗來說，其理論關懷其實更貼近人文主
義。不知基德勒是自嘲或嘲諷，認為由於麥克魯漢出身文學批評的學術養成，對
於人類感知的理解甚過於電子，於是只能強調感官比例的轉換與延伸，而無法處
理電子迴路的技術過程 (Kittler, 2002/2010: 29)。
英語世界中基德勒的重要詮釋者與譯者 Winthrop-Young (2011)，擴大基德勒
的觀點認為麥克魯漢是將活體解剖（vivisection）的方法運用到媒介分析的文化
生理學家（cultural physiologist），Peters (2011) 則認為麥克魯漢的「文法神學」
（grammatical theology）才是關鍵，經由文法神學掌握媒介的特殊性，認為媒介
內容是以多元媒介為管道而承載意義。Peters 認為在這意義上麥克魯漢是反夏儂
的資訊理論 2。因為對麥克魯漢而言，沒有不存在形式的資訊，任何經驗都由感
覺器官形塑。夏儂認為傳播頻道（媒介）不會影響訊息，但對麥克魯漢來說媒介
2 另一個麥克魯漢明顯反對夏儂之處是夏儂所稱之為噪音、副作用或者未預期的後果，亦即所有傳
播過程中欲先除之而後快的現象，在麥克魯漢眼中是充滿意義的媒介 (Cavell, 200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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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感覺的非中立性，才是文化分析的起點。「環境不止是容器而已，而是徹底改
變內容的加工法。每種新媒介都是一種新環境，這就是為什麼媒介就是訊息的道
理」（McLuhan, 1997 ／汪益譯，1999：85）。
從「媒介即訊息」到「媒介即環境」，麥可魯漢對做為環境的媒介所產生的
結構性模式與效果感到興趣，也就是媒介如何所形塑、延伸擴張與納入的現象。
但要解釋這些現象，就非得徹底地研究人類感知以及所衍生的心理與社會的效應
(Guins, 2014)。口語、書寫／印刷與電子媒介因不同的主導媒介所區分的媒介史，
也就決定了不同的人類感官經驗。麥克魯漢一貫的假設是前古騰堡星系的部落社
會，才是人類感官經驗平衡的狀態。在這個沒有文字，依靠口語為媒介而傳遞
訊息的部落狀態中，人所仰賴的是聽覺。與麥克魯漢亦師亦友且彼此影響的 Ong
（1982 ／何道寬譯，2008：54），這樣形容聽覺：「視覺起孤離的作用，聽覺
起合併的作用……。當人聆聽時，聲音從四面八方向人傳來，人處在這個聲覺世
界的中心，把人包裹起來，使人成為感知和存在的核心……。人可以沈浸到聽覺
裡、聲音裡；相反地，沈浸到視覺裡的方法並不存在」。
但自拼音文字發明後，西方文明的平衡狀態就被打破，古騰堡活字印刷術帶
給西方人心理深刻變化，導致對視覺的依賴並連帶產生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資
本主義、國族主義等。這個由視覺器官所主導的空間，被稱之為視覺空間（visual
space）。視覺空間是唯一對邏輯適用的空間，也是連續性的景觀空間，麥克
魯漢將這個觀念用以描寫拼音文字出現之後、電力媒介出現前幾乎所有的東西
（Marchand, 1998 ／何道寬譯，2003：136-137）。因感官不同而構造有別的空間，
麥克魯漢曾做出清楚的對比：
音響空間（acoustic space）是沒有中心、沒有邊際的空間，不像純
粹的視覺空間是眼睛的延伸與強化。音響空間是有機的、整合的、經
過所有感官的同時交互作用而感知的；而理性的、也就是圖像化的空
間，是劃一的、序列性的、連續的，並創造出一個封閉的空間。而部
落回聲世界裡的那些豐富共鳴，在這裡一概闕如。（McLuhan, 1997 ／
汪益譯，1999：36）
當電報發明後資訊以立即的速度移動，視覺社會中獨有的功能分工、官僚層
級、空間區分等等逐漸消融。電如同社會的賀爾蒙，刺激人類的中央神經系統，
使中樞神經系統成為統合感覺的區域不再有區隔；無線電廣播的出現，則以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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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耳邊呢喃的私密型態，召喚人類重回部落的有機親暱；電視則是這一系列電科
技中最大規模的擴張延伸並涉及所有感官，更可謂之是觸覺（tactile）的延伸：
對觸覺而言，所有事情都屬驟然（sudden）、相對（counter）、
原創（original）、稀少（spare）而奇異（strange）……。它全面（total）、
交感（synesthetic）、涉入（involving）所有感官。被馬賽克電視形象
滲透充滿的電視兒童，便是以與讀寫完全背道而馳的精神來面對世界。
（McLuhan, 1964 ／鄭明萱譯，2006：348-349）
麥克魯漢所以高度讚賞的電力時代，是因為電力時代的傳播會讓人類的經
驗形式更為多樣化，將人的思想、形式、經驗以各種不同方式散播出去，也就
是創造出全新的知識與意識形態，使人重回五感俱全的部落社會。感覺空間的
轉變皆源自新舊媒介技術的碰撞，同時產生混種（hybrid）與邊界崩潰（break
boundary）的現象。
兩種媒體混種、相會，乃是真理與啟示的一刻，從中誕生了新的
形式。因為兩種媒介得以並置，使我們進入不同形式相交的邊界地帶，
從水仙花式的自戀麻痺之中彈醒過來。媒介令我們感官陷入昏睡、麻
痺，可是媒介相會的剎那，卻是自由的剎那，是我們重獲釋放的剎那。
（McLuhan, 1964 ／鄭明萱譯，2006：91）
由於人以媒介為義肢而自我延伸於是深度麻痺而不自知，及至能量超載無
法承載形成爆炸，媒介最初的效果被逆轉，媒介成為環境的一部分而重新定義
感知以及社會關係 (Angus, 2005: 12)。這樣的立場與方法，直到麥克魯漢晚年也
未曾更改：「《媒介律》（Law of Media）一書，是對人造物（human artefacts）
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與效應的觀察。因為人造物不僅是作為某種工作的器具
（implement），而是我們身體的延伸，是人為地增加我們的器官所造成的，我
們的文明多少皆源出於此」(McLuhan & McLuhan, 1988: 94)。

二、由媒介技術構築論述網絡
前文提及相對於主流傳播研究對媒體內容、再現意義的分析，以基德勒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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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國媒介理論則將研究重點轉移到分析再現的物質條件，認為是外部物質條件
構成意義，將傅科知識考古學中對構成論述的歷史先驗條件的分析，反轉為對技
術先行的媒介物質條件的探索 (Siegert, 2013: 50)。因此基德勒透過論述網絡的概
念，擴大延伸傅科的考古學方法。在論述網絡的概念下，傅科所分析的檔案僅僅
是制度性網路的個案 (Sale & Salisbury, 2015: xvi)：
論述網絡是一種技術網路和制度，藉由論述網絡使特定的文化得
以揀選、儲存與生產相關資料。書籍印刷的技術以及相關連的制度攜
手並進（例如文學與大學），構成歷史上強而有力的型構，提供了歐
洲在歌德時期文學批評的可能條件。(Kittler, 1985/1990: 369)
對基德勒乃至德國媒介理論來說，文化不是由思想、理念、知識價值所構
成而是文化技術。是論述網絡讓言說得以構連文化與社會型構，更重要的是論述
網絡是由具體化的行動者如母職、教師、醫生等、文化處理的計算程序如教育
政策與精神病學、以及技術媒介如書寫與留聲機等文化技術所影響 (Peters, 2015:
24)。從《論述網絡，1800/1900》到《留聲機、膠卷、打字機》，及由課堂演講
匯集而成的《光學媒介》，清楚看到基德勒正是在技術先行的基礎上，分析由傳
播的物質性而構成不同時期的論述網絡，可以約略地區分為，1800 年之前的文
人共和國（文藝復興、古典時期認識型）、1800 ~ 1900 的現代，以及 1900 之後
的後現代三個論述網絡 (Winthrop-Young & Wutz, 1999: xxiii)。
在《論述網絡，1800/1900》中，基德勒認為在 1800 年時原以通信為基礎所
構成的文人共和國中出現變化，此前知識體系是以權威與博學而定義，傳播模式
與社會階層的界線一致。但是隨著一個以字母表化（alphabetization）為基礎、
更為開放的閱讀與書寫系統出現後，書籍成為普遍化的媒介，因為只有書籍提供
資料儲存手段，但「意義是詮釋學的基本概念，如同勞動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但社會學、詮釋學都跳過將書寫視為一種資訊頻道及相關制度的研究」(Kittler,
1985/1990: 370)。
基德勒認為書籍是更為廣泛的資訊網絡的一部分，而且首要問題並非書的內
容，而是資料處理的過程。於此同時 19 世紀出現教育的再組織，在教育方法上
由逐字逐字地向博學之人的學習，轉變為對字詞的教導，流暢的閱讀與書寫能力
被發展出來。而創新性的教育測量被引進，主要目的是自然化和個別化字母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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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性，以致書寫文本徹底地由字母表實現。語言並不指涉任何技術本質，而與
自然、意義等直接相關 (Bickenbach , 2011:40)。這樣的狀況在 1900 時受到類比媒
介的競爭壓力，如攝影術、留聲機、膠卷等技術的挑戰。這些媒介可以記錄動作，
而不是以文字而將自然象徵化，取代書籍作為首要儲存資料工具的地位。
基德勒在《留聲機、膠卷、打字機》裡，挖掘許多詭異的文本與軼事，無論
是附耳傾聽海螺之聲而亡，或潛入荒墓竊取骨骸重建歌德之聲，其目的不外乎在
強調技術媒介於 19 世紀的發展，是心理學與生理學研究的結果。
在人類的感覺頻道已能被心理學測量且能被技術性的替換後，隨
之而來的是多媒介系統的創造，而所有的媒介皆源自於那時。能夠觸
及人類多重感官頻道，如今被稱為模擬和虛擬實境的技術，也在此時
成為可能。(Kittler, 2002/2010: 163)
例如留聲機除作為訊息儲存技術同時也是揭露真實的技術，被用以紀錄、分
析罪犯、精神病患的話語，並作為偵察佐證也藉此揭露謊言與真實。這些新的類
比技術捕捉先前不能被書寫的資料，身體的聲音如今能被錄製；電影技術的發展，
使得記憶與夢境、死亡與鬼魂都成為技術性的再現，就如經歷瀕死經驗之人的證
言，此生所有歷程宛如一幕幕的走馬燈，瞬間輪轉放映。一切所以可能是因為存
在著將訊息資訊化的特定技術能力，於是伴隨相關的論述網絡，生產出人類身體
即科學客體，一種經驗性的身體而非先驗主體。
《論述網絡，1800/1900》與《留聲機、膠卷、打字機》兩本書，主要探索
論述或說書寫技術已經被新的媒介技術挑戰，當中特別是自宗教改革以降的光學
技術帶來的衝擊。在《光學媒介》中，基德勒分析《留聲機、膠卷、打字機》中
未說明的其他類比媒介，特別著重創造圖像的技術能力。這些不同的技術能力就
是儲存、傳輸圖像的功能，從媒介史的演進來看電腦是唯一具備這三合一功能的
媒介。如此一來，就意味著是特定技術有能力去形塑傳播的內容，而非人類去生
產、使用或操縱這些技術 (Gane & Hansen-Magnusson, 2006: 318)。
《光學媒介》從歐基里德的《光學》談起，說明希臘乃至中世紀哲學如何
將視覺與幾何學串連解釋，並發展出透視法的線性透視觀點。這些對於光學、線
性透視的探索，在文藝復興時期刺激了攝影暗箱（camera obscure）與魔幻燈箱
（magic lantern）的發明。前者是史上第一種儲存圖像的媒介，後者則是史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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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傳送圖像的媒介。到 19 世紀攝影術發明之後，人類才能夠儲存圖像 (Kittler,
2002/2010: 118)。之後陸續看到新興的類比技術與先前的媒介技術：攝影術與繪
畫、電影院與劇場彼此間的競爭，最後由膠卷終結文本媒介對書寫壟斷。
一戰前後由於軍事的需求，促使 19 世紀中即出現關於電視的理論獲得實
現的機會。相對於膠卷，電視雖然可以看但電視不是光學媒介。基德勒 (Kittler,
2002/2010: 316) 解釋，人可以將膠卷對著光源看到一格格個別獨立存在的圖像；
人雖可以攔截電視訊號但無法從訊號中觀看電視，因為電視以電子訊號的方式存
在。只有當人在電視訊號傳輸的輸送與接收兩端，在攝影棚或螢幕前才看得到電
視。電視是技術媒介將圖像轉化為數位訊息的案例之一，在《留聲機、膠卷、打
字機》或對圖靈及電腦技術的書寫中，可以清楚看到技術媒介將訊息以數位化方
式處理後，訊息的傳輸不但不需要物質，連帶地媒介這概念也成為疑問。
因為一旦電影、音樂、電話以及文本，都可經由光纖網路傳送到消費者手上，
之前個別媒介（電視、留聲機、電影、收音機）的差異，都已經由傳輸頻道與規
格而標準化 (Kittler, 1986/1999: 1)。於是媒介史到達其發展終點，這個過程不是
因為圖靈機、電腦的出現，而是當所有傳播系統的運作已經被機械化，機械也不
再只是處理位址與資料儲存的傳輸，能夠透過數學演算去控制指令處理，媒介技
術再也無法更精鍊純粹。
基德勒對於論述網絡的分析，主要在於將註記系統（notation sytem）視為論
述網絡的核心，而註記系統必須以媒介技術讓文化能夠被選擇、儲存與處理相關
資料。早期基德勒主要關切語言的物質性，試圖指認 1800 年後關於論述的生產、
流通與消費的主導性原則。透過教學方式的改變，創新的教育、心理測量方式而
將字母表予以技術化，書寫文本能以字母表的方式表述。1900 年後，技術媒介
如類比與數位技術出現後，註記系統的物質基礎在數位化，文學從作為雕塑靈魂
的技術，轉變為由技術媒介「決定我們的情境」(Winthrop-Young & Gane, 2006:
10)。
新的論述網絡完全獨立於與人相關的介面，但又同時具備銘刻書寫真實的
能力。即便在浪漫主義的文學中是以字母表書寫的方式儲存、傳輸及處理文學文
本，但其處理資料的方式和電腦資料的處理運算，實際上具有同樣的技術意義
(Kittler, 1985/1990: 370)。基德勒之所以極力讚揚電腦的發展，認為如此便替以媒
介作為人類感官延伸的媒介史研究劃上句號。基德勒對媒介（如電腦）如何應用
從不敢興趣，所感興趣的是不存在人的媒介研究 (Couldry, 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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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末後語
本文從一般視為理所當然的傳播史為起點，說明既定論述既忽略隱藏其中的
文化脈絡，也被批評無視深埋之下的媒介技術性。延續尹尼斯所開啟因媒介差異
引起時空不同偏向的研究，麥克魯漢主張媒介分析的重點不在意義內容，而在傳
播技術作為人體的延伸，徹底改變人類的感知經驗。媒介的技術性影響人的態度
如感覺比率，因此轉變人的感知。古騰堡革命將表音文字轉變為活字印刷，不僅
造成空間偏向，更促成人類感知的視覺中心主義，以及抽離、客觀化、個體化等
傾向。隨著佔據主導地位的印刷文化的發展，人類感官日益分化與碎裂化，時間
與空間的平衡協調逐漸消失。但繼之而起的馬可尼星座，卻將古騰堡所引發的外
爆轉向內爆。電技術攪亂活字印刷後對視覺空間的倚重，使人重回早先部落口語
社會中更為整體性、感官平衡的觸覺時代。
基德勒認為麥克魯漢提出「媒介即訊息」確有一刀封喉之效，但這刀砍錯地
方，也無法一刀斃命。媒介所以有意義不在感官延伸，或如性器般地交媾產生新
物種。麥克魯漢的根本問題在仍舊站在人類中心的立場，期待媒介技術的轉換能
夠釋放人類。不只社會科學、傳播研究，甚至文學批評所仰賴的詮釋學，皆以人
的立場出發尋找意義，從未注意到是技術先行地讓文本得以書寫、紀錄與傳輸。
意義不是內在或先於技術，根本是由技術本身讓意義成為可能。
兩人對媒介史的斷裂皆以口語媒介為源起而至文字、印刷書寫，後因電子／
技術媒介而另啟新天新地，然分歧亦由此而生。麥克魯漢所以區分口語、書寫／
印刷、電子，所依據的是官能感知的替換：聽覺、視覺到觸覺，因為媒介對麥克
魯漢而言是身體器官的替代義肢。但基德勒所觀察到媒介史的不連續性，肇因於
資訊處理技術上的轉換，使人得以處理肉體之外的資料訊息，斷裂的意義不在人
的官能感知而是人成為技術介面。兩人在切分媒介史斷裂上的差異，也就反映在
兩人如何構思媒介所產生的效應上。
基德勒早期分析歌德已降德國浪漫主義傳統，所要呈現的是做為媒介的手
稿，是連結上作者主體的聲音連結，當打字機及之後更先進能夠從事資訊處理的
技術媒介出現後，媒介技術讓位由訊號處理接手。數位媒介的電腦能夠透過對技
術媒介的數學描述而模仿，也有能力將技術媒介化約為數學功能 (Scott, 2016)。
在《光學媒介》的結尾基德勒認為電腦「清算了此前所有關於媒介的幻想」，替
以此為人的感官延伸的媒介史研究劃上句號：「技術不只顛覆了寫作，連帶地將
人一併吞噬，對所謂人的描述也不再可能。資訊流日益地被限制在書本、唱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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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卷之中，再消失於黑洞也就是人工智慧之中，迫使我們向人告別並屈從於無以
名之的高階指令」(Kittler, 1986/1999: xxxix)。
在基德勒未能完成的《音樂與數學》（Musik und Mathematik）中，認為希
臘文明對人類的貢獻不在詩學、哲學、戲劇，而在音樂與數學。因為這兩者是
革命性的註記系統，是所有數學關係的前提。基德勒晚年轉向「資料處理的資
訊典範」（informational paradigm of data processing），可以從生前訪談依舊關切
量子電腦的發展，以及發表關於何謂軟體、所謂保護模式的論文略知一二。資訊
處理的能力所以獲得關注，在於基德勒認為無論是文字文本或視覺文本，都將逐
漸為數位典範所抹平，如此一來字詞與圖像的差異似乎就不再重要 (Fliethmann,
2011:55)。
關鍵在電腦的數學演算取代人的自由意志，是電腦或機械在說話而非人，透
過軟體設計讓人誤以為是人給出指令、操縱電腦。基德勒強調正是這種軟體之後
不可見的程式語言，才發揮真正的書寫能力。如同基德勒著作中提醒世人必須注
意媒介技術與軍工產業曖昧又緊密的關連，是這套背後的機制影響著我們如何思
考、如何溝通，乃至如何思索自己成為一個人，對電腦、數位技術的思考也有同
樣的意義。這樣的憂慮似乎可以反駁外界給基德勒所貼上技術決定論的標籤，麻
煩之處是基德勒又不斷地呼籲遺忘人類、拋棄感官經驗。因為在基德勒著作中看
到的是和許多後人類主義相同的主張，例如身體與機械的難以區分、又或即便身
體依舊存在，但身體的建構與效應卻多為技術所貢獻而非人。
相對地，麥克魯漢強調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將因能量混種而產生邊界崩潰，
促成身體與文明的型態轉換。就此而言，麥克魯漢對人類感知能力與美學經驗的
重視，是截然不同於基德勒欲將人類主體除之而後快的立場。麥克魯漢的媒介理
論包含大量的文化同化作用，特別是透過替代義肢做為人體的延伸，以具體化的
方式形成人類經驗上的積極主動性。換言之，棋局未殘，勝負仍在未定之天。縱
使兩者有別，但基德勒與麥克魯漢都因為將媒介視為文明變遷的「因」，於是被
冠以技術決定論之名。
技術決定論通常包含三個要素：「首先，技術作為純粹科學的庶出旁支，
本身是一個自主的力量；其二，在社會均衡的發展前提下，技術是促成人類處境
改變的主要來源；其三，同樣基於社會均衡發展，新技術帶動的改變產生的效
果將遍及社會，且能改變社會的風貌」（Blondheim, 2003 ／唐士哲譯，2013a：
191）。Hansen (2006) 與 van Loon (2008) 認為，就此而言其實從不存在簡單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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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決定論：不是技術不能決定人類的情境，而是沒有任何事物是外在於文化的；
同樣的也沒有所謂的文化建構論，亦即不存在不依賴技術的文化，以此替兩人辯
駁，認為基德勒與麥克魯漢的媒介理論，是以媒介作為「必要之惡」的前提而開
展。畢竟傳播理論或詮釋學，幾乎壓根不在意「筆者」與「鍵人」對文本書寫的
影響。
Peters (2002/2010) 進一步替基德勒辯解，認為倘若論者是質問在當前充斥
媒介科技的情勢前，人是否有主體性？基德勒是可以被貼上技術決定論的標籤，
但這並非基德勒認定技術決定一切，而是基德勒根本對所謂的人類不敢興趣。
換言之，技術決定論根本不構成基德勒的問題意識。Krämer（2006，轉引自
Heilmann, 2016: 108）則認為在這種技術決定論的兩難中，基德勒屬於其所分類
的媒介生發論（media generativism），認定媒介是自主性力量而能編織與形塑其
溝通方式。基德勒晚年對希臘字母表的重視即在於，字母表可以再製任何口語文
字而得以處理語言、音樂與數學。希臘前蘇格拉底時期的詩、數學與音樂並非彼
此區隔，而是由相同符碼（字母表）所構成之認識型的不同面向，希臘人正是透
過字母表而創造意義。
基德勒 (Kittler, 2013/2013: 153) 引用尼采在《輕盈的科學》（Gay Science）
中對古代希臘詩歌的分析，認同古希臘的韻文詩歌總是搭配著帶有韻律節奏的步
伐，因為當時並未有其他裝置設備得以儲存資料，於是人的身體成為連結起環境
的媒介。這種由血肉實踐的資料儲存與傳遞，在字母表發明後就已不再需要。可
以這樣說，媒介不只是必要之惡，根本就是人類存在的必然，德國學界近年在文
化技術研究上的拓展，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延伸擴張地分析文化型構與論述網絡
的物質性與媒介性。
這兩位善用傳聞軼事的理論家，不約而同的提到留聲機的發明者愛迪生自幼
半聾，這項發明的原始目的是為了保存臨終之人的遺言，如此詭異的組合卻實現
古往今來所有作者無法迄及使言說不朽的壯志。麥克魯漢在《理解媒介》中談論
語言巴別塔（Tower of Babel）的段落，被基德勒在《光學媒介》中引用 (Kittler,
2002/2010: 30)：
語言作為人類的延伸，具有分化和分離之能，對此我們知之甚詳，
也許它就是「巴別塔」。藉著語言，人類試圖攀登上天堂。今天電腦
給了我們希望，可以將任何符碼或語言立即迻譯成任何符碼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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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電腦藉著技術應許了如五旬節聖靈降臨的那種普世共通的理
解與合一。接下去合乎邏輯的發展似乎是不必迻譯，繞過語言，朝向
普遍性的宇宙意識。（McLuhan, 1964 ／鄭明萱譯，2006：116）
言說的不朽、普世的共融、無礙的溝通，長久來一直是傳播乃至媒介理論的
企盼。無論是麥克魯漢的天真樂觀或基德勒的末世悲觀，電腦程式在兩人的理論
中無疑都扮演歷史終結者的角色，此後媒介史已是多餘。但在引言中提到凱利的
電報史研究指明電報技術，接楯上基督教傳遞福音的雄心而普及。如〈約伯記〉
所言：「你能發出閃電，叫它行去，使它對你說：我們在這裡」，因為對時人而
言，如閃電般的電報是只有上帝方能掌握的神器，對電報的想像與使用只能從聖
經的神喻理解（Czitrom, 1983 ／陳世敏譯，1996）。
基德勒 (Kittler, 1993/2006) 也注意到對希臘人而言，事件（event）是不表明
自身、在人感覺到前就已消失，如同宙斯化身為稍縱即逝的閃電。但伴隨新的傳
播與戰爭技術被引進現代文化後，事件被當作新穎、高度人為力量的結果。希臘
人從未妄想指揮閃電，現代社會卻由於技術和人而取代宙斯，此後事件可以被模
擬，身體與機械可以延伸互換。對基德勒或麥克魯漢而言，技術的決定與否從來
都不是問題，重點在於媒介研究如果要有意義，就得聚焦在媒介如何製造感官、
創造感受，做為媒介的字母表、古騰堡活字印刷術都具有這樣的意義。倘若兩位
理論家對傳播研究的啟示僅止於此，不但重蹈技術決定與否的爭論，更無法彰顯
引言所提：「媒介即存有」，將媒介視為文明的歷史性構成，或根本媒介即存有
的理論意涵。
麥克魯漢在論述邊界崩潰時引用《莊子》〈天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道之所不載也。無非不知，羞而不為也」（McLuhan, 1964 ／鄭明萱譯，2006：
100）。麥克魯漢引用莊子的目的在強調技術變遷改變的不只人的生活習慣，同
時也改變思想與價值判斷。面對無所不在的媒介技術與媒介化現象，必須擺脫視
覺文化中偏狹的線性觀點，以藝術家、美學的視角觀諸全局。
類似地，基德勒 (Kittler, 1986/1999: 199) 論述打字機所引致的轉變時提及，
打字機出現後不但使書寫依賴機械，更撕裂人藉由手、書寫而揭露人與存有的關
係。但基德勒認為在技術先行的環境下，這些不同的媒介技術都構連起人與存有
的關係，成為本體論的轉變者（ontological shifter）(Peters, 2015: 25)。於是乎，
問題不在譴責技術的無所不在或對文明的衝擊，而是在這樣的技術條件與媒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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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提問，媒介技術究竟揭露何種往昔希臘詩人所頌讚聖靈復活的狂歡；數位化
技術又如何能夠詩意、美學般地顯露傳播、溝通的終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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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60s, media scholar Marshall McLuhan claimed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emphasizing the influence of media on civilization. McLuhan understood
that media are not simply mechanical objects but profoundly human responses to
sensory. Thirty years later, the German media theorist Friedrich Kittler adopted a radical
“technological a priori” attitude, and asserted that “media determine our situation.” In
Kittler’s archaeology of media, the passage from writing to new “mechanical storage
technologies” -- in other words, from the Gutenberg galaxy to the Marconi constellation
-- is not simply a mut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but a revolution in the mass
media as technologies of power. Beginning with the somewhat similar propositions of
these two theorists regard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edia, this article examines
media history, focusing on how McLuhan and Kittler discussed media domina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media power. Finally, drawing on critiques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this article discussed and reflect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McLuhan and
Kittler for media theories and research on media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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