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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這本論文有一部分的名字，來自都柏林的小說家艾瑞斯．梅鐸（Iris 

Murdoch）的第一本書《網之下》（Under the Net, 1954）。我借用這個名

字，作為我思考現實生活中各類科技與網路所帶來種種一切便利、麻煩與

連結的起點。 我企圖以自己生命經驗為例，說明一位教育現場實務工作者

如何在工商業社會到資訊社會的結構性轉變中，成為一位網路(科技)勞動

者，並且承受著因勞動性質的轉變所造成新的型態的痛苦。 這種適應科技

的演變所帶來的痛苦散佈於我的工作之中，卻如此隱微，大部分甚至還沒

有名字。我在這篇論文中嘗試著辨認，這種在工作中，疲倦、耗散、虛幻

與失落的個人狀態，是否源自於現今勞動性質變化的最新狀態(我暫時稱

為:網路勞動)。另一個面向的思考則是，我之所以對這樣的痛苦如此陌生

而無以名之，多少反映出，我的與父母的生活內容、工作經驗之間，近似

斷裂的巨大差異，無法對比的窘境。我透過書寫個人成長經歷與描述心理

系學生自主團體:846 實驗室的故事，試著去理解，我做為一個 1970 世代

的教育工作者，在現今的大學教育環境中，因為科技世界與文化的衝擊，

我所經驗到的，人的勞動經驗和人與社會關係的斷裂。 而最終，透過漫長

的論文書寫行動，對我個人的意義則是：我如何藉由指認勞動痛苦的過

程，尋求安身立命的方法。  

摘

要

(英) 
 

論

文

目

次 

目 錄 第一章 網之下 第一節 背

景............................................................................................1 第二節 相關文獻閱

讀............................................................................5 第三節 研究取徑和方

法........................................................................6 第二章 移動求生存 第一節 併

發症...................................................................................... 8 第二節 在城的兩端

移民......................................................................15 第三節 看不見的

家..............................................................................19 第四節 看不見的家

庭..........................................................................22 第五節 他人的死

亡..............................................................................24 第六節 自己的死

亡..............................................................................31 第七節 默

存..........................................................................................32 第三章 網之下的工

作 第一節 複合的人.................................................................................38 第二節 

工作現場速寫 入行...........................................................................................40 助

教工作...................................................................................41 實驗

室.......................................................................................48 採購、盤點、報廢和

報告.......................................................50 硬體：技術物之複

雜...............................................................54 生活中的ｅ化與工作中的ｅ化及其

所帶給我的...................56 



TA..............................................................................................57 北京一週---中式

濃縮的工作方式...........................................60 因此我的電腦永不關

機...........................................................63 第四章 網之下的學習 第一節 遙遠而

令人懷念的手作品.....................................................65 第二節 主體性論

壇............................................................................67 第三節 846 的故事 又

彰..........................................................................................68 大

雄...........................................................................................73 空

間...........................................................................................79 第五章 網之下的感

官世界 第一節 網路中的身體.........................................................................86 第

二節 看不見的倦容.........................................................................95 參考書

目............................................................................................................99  

參

考

文

獻 

參考書目 碩士論文: 陳玉瓊(2002):電子報新聞工作者勞動過程的研究-以

《中時電子報》個案為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方德琳

(1996):專業科技僱員的勞動體制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李嘉文(2002) 數位落差的反思─從日常生活與資訊科技談起，國立臺灣

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偉傑(1998):台灣資訊產業發展的全球化與在

地條件，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國基(1990):全球化的台灣資訊

產業發展，南華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碩士碩士論文 唐瑛蔓(1990):我把我

的靈魂賣給了工作」--竹科半導體產業工程師生活風格探討 ，國立清華大

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惠君(1995):工業技術對勞動者疏離影響之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金娟(1990):情緒勞動者的工作生活品

質、工作滿足與離職意願關係之研究─以中華電信公司櫃檯人員為例，國

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期刊 劉昌德(2004)，〈科技與文

化工作者：網路與相關數位科技對台灣漫畫家勞動過程的影響〉。傳播管

理研究，4(1)，頁 69-96。 葉桂珍、汪美香(2003). "資訊管理專業人員之專

案團隊認同與其工作壓力及工作滿足之關係." 臺大管理論叢 14(1): 79-117. 

吳明隆、紀有田(2004). "學校行政人員工作壓力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學

校行政 29: 170-181.林佩芬、黃辰瑋、鄭俊宏(2007). "高科技產業工作壓力

的形成與因應方式之探討研究." 蘭陽學報(6): 66-76. 張晏蓉 等(2007). "台灣

受僱者疲勞的分布狀況與相關因素." 台灣衛誌 26(1): 75-87. 林東清、周德

光(1993). "MIS 部門主管的工作性質與工作情境－集群分析法之應用." 人力

資源學報(3): 73-94. 汤超颖、辛蕾 (2007). "IT 企業員工工作壓力與離職意向

關係的實證研究." 管理評論 19(9): 30-34. 石林 等(2003). "大學教職員工的工

作壓力研究."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 65-71. 韩雪、曾垂凯、时

勘(2007). "電信人員工作特徵與工作倦怠的關係." 人類功效學 13(1): 10. 许

小东(2004). "知識型員工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感狀況及其關係研究." 應用心

理學 10(3): 41-46. 谢义忠、曾垂凯、时勘(2007). "工作家庭衝突對電訊人員

工作倦怠和心理健康的影響." 心理科學 30(4): 940-943. 書籍: 夏林清譯

(2000) Chris Argyris,Robert Putnam,& Diana Mclain Smith(1985),Action science；

中譯本 “行動科學”，台北：遠流 夏林清譯(2004)，Donald 

A.Schön(1983),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中譯本 “反映的實踐者－專業工

作者如何在行動中思考”，台北：遠流，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 夏

林清、鄭村棋等譯(2006) Donald A.Schön,Chris Argyris(1996)，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I；中譯本 “組織學習－理論、方法與實踐”。台北：遠流 方



生、朱基俊等譯(1978) Harry Braverman 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

退化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 1974。商务印书

馆 :北京 鄭泰丞(著)(2000) 科技理性與自由：現代及後現代狀況。台北：桂

冠 林宗德(譯) 希斯蒙郡 Sergio Sismondo(著)(2007) 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台

北：群學 孫憶南(譯) 彼得．史蒂芬(著)(2006) 全球媒體時代：霸權與抵

抗。台北：書林 李英明(著)(2000) 網路社會學。台北：揚智文化 周曉琪

(譯) 約翰 . 甘茨(John Gantz),傑克. 羅徹斯特(Jack B. Rochester)(著)數位海盜

的正義: 智財權戰爭如何危害個人自由. 工作權與世界經濟 (2006)台北：商

周 孫智綺(譯) 皮耶．布赫迪厄(Patrice Bonnewitz) (著) 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

一課(2002)。台北：麥田 鄭明萱(譯) 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著) 

認識媒體：人的延伸 (2006) 。台北：貓頭鷹 張君玫譯 齊格蒙‧包曼 

(Zygmunt Bauman)(著)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2003)。台北：群學 宋偉

航(譯) 保羅．李文森(Paul Levinson)(著) 數位麥克魯漢 (2000)。台北：貓頭

鷹 呂錦珍、洪毓瑛(譯) 許華茲 Evan I. Schwartz(著)(1999) Webonomics:一個

新名詞背後的無限商機。台北：天下文化 孫智綺(譯) 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2002) 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台北：麥田 王星拱

(譯) 羅素 B. A. William(著)(1995) 哲學中的科學方法。台北：台灣商務 劉瓊

云(譯) 海莫能 Pekka Himanene (著)(2002) 駭客倫理與資訊時代精神。台北：

大塊文化 陳建勳(編譯) 丹‧吉墨爾 Dan Gillmor(著)(2005) 草根媒體。台

北：歐萊禮 葉啟政(著)(2005) 現代人的天命。台北：群學 杜默(譯) 尼可拉

斯‧卡爾 Nicholas G. Carr(著)(2004) IT 有什麼明天？。台北：大塊文化 達

娃(譯) 隆納‧萊特 Ronald Wright(著)(2007) 失控的進步。台北：野人文化 

吳嘉苓 傅大為 雷祥麟(編) (2004) 科技渴望社會。台北：群學 吳嘉苓 傅大

為 雷祥麟(編) (2004) 科技渴望性別。台北：群學 宋廣文(譯) 馬克斯‧范梅

南(著) (2003) 生活體驗研究：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北京：教育科學

出版社 張君政(譯) 奈杰‧達德 Nigel Dodd(著) (2003) 社會理論與現代性。

台北：巨流 呂奕欣(譯) Ron Scollon Suzie Wong Scollon(著) (2005) 實體世界

的語言。 台北：韋伯文化國際 顧淑馨(譯) John Seely Brown, Paul 

Duguid(著)(2001) 資訊革命了什麼？台北：先覺 夏鑄九、王志弘(譯) 曼

威‧柯司特 Manurl Castells (2000) 網路社會之崛起。台北：唐山 吳德錫(譯) 

尚─皮耶‧瓦尼耶 Jean-Pierre Warier(著)(2003) 文化全球化。 臺北：麥田 周

文萍(譯) 下村勤、約翰‧馬可夫(著)(1997) 小心駭客：電腦安全專家現身對

抗全球頭號駭客。 臺北：時報 江麗美(譯) 杭士基(諾姆‧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著) (2003) 媒體操控。 臺北：麥田 劉森堯(譯) Josef Pirper(著) 

(1993) 閒暇：文化的基礎。 臺北：立緒 Claire Hewson, Peter Yule, Dianna 

Laurent, Carl Vogel (2003). Internet Research Methods London：Sage 楊渝東、

史建華(譯) 鮑曼 Bauman, Z.(著)(2002) 現代性與大屠殺。 南京：譯林 張君

玫、黃鵬仁(譯) Robert Bocock(著)(1995) 消費。 台北：巨流 譚天、吳佳真

(譯) Sherry Turkle(著)(1998) 虛擬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 台北：遠流 

楊久穎(譯) 克里斯多夫‧哈洛克 Christopher Horrocks(著)(2002) 麥克魯漢與

虛擬世界。 台北：貓頭鷹 席澤宗(著)(2003) 科學史十論。 上海：復旦大學 

許澤民(譯) 邁可‧博藍尼 Michael Polanyl(著)(2004) 個人知識。 台北：商周 

邱誌勇、許夢芸(譯) Jeff Lewis(著)(2006) 文化研究的基礎。 台北：韋伯文



化 江淑琳(譯) Gordon Graham(著) (2003) 網路的哲學省思。 台北：韋伯文化 

江淑琳(譯) Martin Dodge、Rob Kitchin(著) (2005) 網際空間的圖像。 台北：

韋伯文化 須文蔚(著)(2003) 台灣數位文學論。 台北：二魚文化 張逸安(譯) 

霍華德‧瑞格德 Howard Rheingold(著)(2004) 聰明行動族：下一場社會革

命。 台北：聯經 蕭美惠(譯) David Brin(著)(1999) 透明社會：個人隱私 vs. 

資訊自由。 台北：先覺 楊介英、徐子超(譯) 提姆‧柏納李 Tim Berners-

Lee(著)(1999) 一千零一網：WWW 發明人的思想構圖。 台北：台灣商務 江

靜芝(譯) Tim Jordan(著)(2003) 網際網路的衝擊：網際空間與網際網路的文

化與政治。 台北：韋伯文化 白方平(譯) 葛倫特 David Gelernter(著) 力與

美，電腦革命原動力。 台北：天下遠見 丘忠融、李紋鋒(譯) Maria 

Bakardjieva(著) 網路社會與日常生活。 台北：韋伯文化 楊雅婷(譯) David 

Buckingham(著)(2003) 童年之死：在電子媒體時代長大的孩童。 台北：巨

流 張麗瓊(譯) 森昭雄(著)(2005) 小心電玩腦！ 台北：遠流 蔡孟璇(譯) 史蒂

芬‧強森 Steven Johnson(著)(2007) 開機：電視、電腦、電玩，怎麼辦？ 台

北：早安財經 余德慧(著)(2001) 詮釋現象心理學。 台北：心靈工坊文化 夏

鑄九、黃麗玲(譯) 曼威‧柯斯特 Manuel Castells(著)(2002) 認同的力量。 台

北：唐山 梁應權、胡頂立(譯) 坎貝爾凱利 Martin Campell-Kelly,艾斯普瑞 

Willam Aspray(著)(1999) 我的名字是電腦。 台北：天下遠見 陳美靜(譯) 華

萊斯 Patricia Wallace(著)(2001) 網路心理講義。 台北：天下遠見 余灝敏、

邱辛曄(譯) 貝尼格 James R. Beniger(著) 控制革命(上) 台北：桂冠 余灝敏、

邱辛曄(譯) 貝尼格 James R. Beniger(著) 控制革命(下) 台北：桂冠 邵迎生

(譯) 齊格蒙‧包曼 Zygmunt Bauman (著)(2003) 現代性與矛盾性。 北京：商

務印書館 莊友欣、莊惠淳(譯) 保羅‧葛拉漢 Paul Graham(著)(2006) 駭客與

畫家。 台北：歐萊禮 蘇采禾(譯) 愛德華‧田納 Edward Tenner(著)(1998) 科

技反撲：萬物對人類展開報復。 台北：時報文化 潘科榮(譯) 比爾‧萊瑟

德 Bill Lessard、史帝夫‧鮑德溫 Steve Baldwin(著)(2000) 網奴：揭開網路工

作的真實面貌。 臺北：麥格羅希爾 徐子超(譯) 大衛‧布魯克斯 David 

Brooks(著)(2001) BOBO 族：新社會精英的崛起。台北：遠流 劉北成、楊遠

嬰(譯) 傅柯 Michel Foucault(著)(2007)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

冠圖書 郭寶蓮、袁千雯(譯) Stephen Edgell(著)(2009) 工作社會學導讀。 台

北：韋伯文化國際 林宗弘、張烽益、鄭力軒、沈倖如、王鼎傑、周文仁、

魏希聖(譯) 邁可布若威 Michael Burawoy(著)(2005) 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

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 台北：群學 鄭同僚(審訂) Phil Feancis 

Carspecken(著)(2003) 教育研究的批判民俗誌：理論及實務指南。 台北：高

等教育 吳筱玫(著)(2003) 網路傳播概論。 台北：智勝文化 王志弘、徐苔玲

(譯) Manuel Castells, Martin Ince(著)(2006) 與柯司特對話。 台北：巨流 楊淑

嬌(譯) Zygmunt Bauman, Keith Tester(著)(2004) 與包曼對話。 台北：巨流 萬

毓澤(譯) 理查‧桑內特 Richard Sennert(著)(2007) 再會吧！公共人。 台北：

群學 許夢芸(譯) Scott Lash(著)(2007) 資訊的批判。台北：韋伯文化國際 陳

建勳(譯) 莊惠淳(編) Brian McWilliams(著)(2005) 垃圾郵件諸王妃。 台北：

歐萊禮 葉欣怡(譯) Christopher May(著)(2004) 質疑資訊社會。 台北：韋伯文

化國際 黃守義、許詩嫺(譯) Leah A.Lievrouw And Sonia Livingstone(著)(2008) 

新媒介科技手冊。 台北：韋伯文化 許夢芸(譯) Ann Gray(著)(2008) 文化研

究：民族誌方法與生活文化。 台北：韋伯文化國際 鄭陸霖、吳泉源(譯) 



Fred Block(著)(2004) 後工業機會。 台北：群學 胡守仁(譯) 布坎南 Mark 

Buchanan(著)(2003) 連結─混沌、複雜之後，最具開創性的「小世界」理

論。 台北：天下遠見 王志弘(譯) 齊格蒙‧包曼 Zygmunt Bauman(著)(2002) 

工作、消費與新貧。 台北：巨流 孫治本(著)(2004) 個人與生活風格社群。 

台北：唐山 許綺玲(譯) 華特‧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著)(1998) 迎向靈光消

逝的年代。 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 丘羽先(譯) 布萊福德‧齊尼 Branford 

Keeney, Ph.D.(著)(2008) 變的美學：ㄧ個顛覆傳統的治療視野。 台北：心靈

工坊文化 台灣社會學第二期 主編：柯志明 編輯/出版：台灣社會學編輯委

員會 (2001 年 12 月) Wiebe E. Bijker, Thomas P. Hughes, and Trevor 

Pinch(198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論

文

頁

數 

102 

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09/7/8 

轉

檔

日

期 

2009/07/16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0396134 2009.7.16 10:19 140.136.187.251 new 01 490396134 2009.7.16 10:20 

140.136.187.251 new 02 490396134 2009.7.16 10:20 140.136.187.251 new 03 

490396134 2009.7.16 10:21 140.136.187.251 new 04 490396134 2009.7.16 10:22 

140.136.187.251 new 05 490396134 2009.7.16 10:22 140.136.187.251 new 06 

490396134 2009.7.16 10:22 140.136.187.251 new 07 490396134 2009.7.16 10:22 

140.136.187.251 new 08 490396134 2009.7.16 10:23 140.136.187.251 new 09 

490396134 2009.7.16 10:23 140.136.187.251 del 09 490396134 2009.7.16 10:23 

140.136.187.251 new 09 

異 C 490396134 Y2009.M7.D8 11:03 140.136.187.251 M 490396134 Y2009.M7.D8 



動

記

錄 

11:03 140.136.187.251 M 490396134 Y2009.M7.D16 9:28 140.136.187.251 M 

490396134 Y2009.M7.D16 9:29 140.136.187.251 M 490396134 Y2009.M7.D16 

9:31 140.136.187.251 M psyc2116 Y2009.M7.D16 10:26 140.136.187.251 M 

psyc2116 Y2009.M7.D16 10:28 140.136.187.251 M psyc2116 Y2009.M7.D16 

10:28 140.136.187.251 I 030540 Y2009.M7.D16 10:32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