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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鏡像是一種自我投射的映像，主要是為了反映自身的主體。身處後現代

的今天，人們一直不確定自己主體的獨立性，大多數的人們都是活在別

人或是他者的虛擬場而失去了自我。鏡像是一種對自己形象的依託處，

任何一種媒介都可以反映到自身的主體。主體的不確定，跟著連自身的

形象也分裂了，而現在大部分的人，都身處在網際網路與科技發達的今

天，我們對於現實與虛擬產生了混淆，以致於我們生活在虛實之間的拉

扯當中，產生極度異化的現象。 超現實手法詮釋在現今網路虛擬世界中

的鏡像，後現代的生活裡，人們看到的鏡像不僅來自於鏡中、一段詩

詞、或是一幅畫，當前我們要面臨虛擬的電子記號之林，在真實與虛擬



中的文本觀，才是作為當代最重要的議題。  

摘要

(英) 

The mirror image is one kind of self- projection image ,mainly is for reflect own 

object. Most people live in postmodern age, who indefinite oneself object 

independence.The majority people all were live in the others perhaps they 

hypothesized field have lost oneself.Mirror image reflects ourself. Any kind of 

medium all may reflect to own object.The main object is indefinite, also was 

splitting with continually own image.But the present majority of people, all the 

body occupies the Internet and technical developed today.We regarding were 

realistic and hypothesized have had the confusion,Down to we live in the middle 

of actual situation pulling, has the extreme alienation. This research dicusses that 

we must face forest of the hypothesized electronic symbol.such as a section of 

poetry, a picture. In real and hypothesized parting line, takes the contemporary 

most important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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