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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唐．伊德（Don Ihde）科技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technics）的

「人—科技」關係理論作為方法論，並擴及相關現象學和詮釋學理論觀點來形成

研究脈絡，以「知覺」與「身體活動」的觀點，探析「人—科技」關係現象學的

四種關係，發現參與者（人）與互動裝置作品（科技）之間的各種感官體驗結構，

是從知覺身體活動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經驗性與動態情境空間（世界）

位置中不同知覺經驗的四種動態關係而來。在此脈絡下，進一步分析歸納出新媒

體互動裝置的四種人機動態結構：「動態被動結構」、「動態互動結構」、「動

態交互結構」與「動態智能結構」，論述此四種人機動態結構的必要性，並以國

內外新媒體藝術互動裝置作品為例，分析作品中所具有的新媒體互動裝置的人機

動態結構，結果可供新媒體藝術創作者以科技現象學觀點，構思互動裝置中的互

動程序和動態系統創作架構的可能性。

關鍵詞：互動裝置、科技現象學、動態結構、新媒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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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探討新媒體互動裝置的「人—科技」（Human-Technology）相互關係現

象，關注科技與人類經驗和文化關係，期從中探究人與科技間、人與生活世界關

係中某種特殊的動態結構。本文試圖以科技現象學的視角，以新媒體藝術互動

裝置作品為主要分析對象，並說明其發展脈絡。文中分析新媒體互動裝置所衍生

的動態結構關係，並審視新媒體互動裝置所展現的科技、知覺與身體活動鏈結面

向，以釐清新媒體藝術互動裝置的人與科技間的動態結構發展歷程與其產生的

時代意義。以新媒體藝術作品為對象，本文採唐．伊德（Don Ihde）科技現象學

（phenomenology of technics）為方法論，研究流程和分析框架如圖 1，並擴及現

象學與詮釋學理論，尤其著重新媒體藝術互動裝置中人與科技間的動態結構關

係。

圖 1 研究流程與分析框架。

互動裝置是「新媒體藝術」（New Media Art）的一種，是以互動方式邀請

觀眾參與作品，並改變作品結構與觀眾身體感官經驗。「傳統藝術將重心放在

外型及其所代表的涵義，當代藝術關注的是「互動」（interaction）、「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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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和「湧現」（emergence）過程」。1而現在，新媒體藝術基本上

在處理的是不可見的、轉換的系統和互動的過程，這是從電子空間中多種互動過

程所湧現出來的藝術，其創作過程取代傳統藝術的意識型態或審美觀念，羅伊．

阿斯科特（Roy Ascott）定義這類型的新媒體藝術具有「連結」（connectivity）、

「沉浸」（immersion）、「互動」、「轉化」及「湧現」五個特徵。2

新媒體互動裝置強調透過科技讓觀者參與介面、系統以及形式的創新，並著

重新科技的應用，因此，互動裝置的建置成為新媒體藝術發展的重要路徑。本文

希冀藉由「人—科技」關係理論與新媒體藝術創作特徵，來探討新媒體藝術創作

的思考脈絡與轉變，並以創作者和研究者的視角切入，再論述「人—科技」四種

關係—「體現關係」、「詮釋關係」、「他者關係」和「背景關係」，重新觀

看新媒體互動裝置在四種關係下所衍生的動態結構，進一步歸納互動裝置具有的

人機動態結構面向，提供新媒體藝術創作者以科技現象學觀點，構思互動裝置的

動態結構系統與創作路徑。

本文意圖分析「人—科技」間之關係對於新媒體藝術發展之影響，以補充既

有研究範疇可能的不足，形塑出互動裝置可能的動態結構發展。然需先說明的是，

本文探討伊德的目的並非是研究新媒體藝術史，而是以新媒體藝術為例，論證說

明其「人—科技」理論，因此，不是以伊德之眼來詮釋新媒體藝術史，而是透過

伊德去發現「人—科技」和「知覺—身體」的關係脈絡。藉由研究身體與知覺理

論，探究人與技術、人與介面作為新媒體藝術表現形式之相關作品，本文試圖展

開互動裝置的人與科技知覺結構，尤其是藝術家透過科技中介擴大參與者的身體

感知，會產生怎樣的知覺意向動態結構或其衍生的可能，重新思考存在於新媒體

1　 參閱 Roy Ascott, Telematic Embrace: Visionary Theories of Art, Technology, and Consciousnes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312.

2　 參閱 Ascott, Telematic Embrace: Visionary Theories of Art, Technology, and Consciousness, 267, 
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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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裝置結構，以及科技／技術對藝術家所帶來的影響與意義。

二、「人—科技」關係現象的四種關係

「人—科技」關係理論關注透過身體與科技發生關係，或是借助科技與環境

相互作用的各種方式，並試圖從人與科技產品、儀器等技術的相互經驗中發現有

哪些關係，最後歸納出四種關係，分別是體現關係、詮釋關係、他者關係與背景

關係，即人透過與科技產品、儀器和設備等技術間各種感官體驗的結構關係，從

知覺身體活動的意向與空間位置中不同的感覺經驗分析出的四種關係。「人—科

技」關係這種透過科技與知覺身體活動的觀點，與新媒體藝術以各種新式媒體與

新興科技為手段，創建一個邀請參與者的互動環境與裝置，並藉由參與者的身體

活動行為與作品發生關係來改變作品的關係結構，使作品與參與者間的關係也逐

步產生變化的觀點相同。

本文著重新媒體互動裝置的互動參與過程，透過人與科技中知覺身體活動議

題與新媒體互動裝置案例，闡述創作狀態的人與科技中的身體感知經驗與動態結

構。「人—科技」關係的現象任務是「揭示這些含混（ambiguous）關係的各種結

構特徵」。3在這樣的結構特徵下，科技總是被視為一種工具性的使用。但新媒體

藝術對科技不同的觀點已出現，科技不再僅是工具性的使用，反而更重視其美學

層面。從十九世紀晚期開始，新媒體藝術成為致力將科技與藝術結合的領域，兩

者在形式和媒材中融合，而發展過程中的相互交織狀態，成為二十一世紀初期新

媒體藝術發展的必要本質。因此，本文將援引「人—科技」四種關係理論，深入

分析人藉由科技的中介所形成的不同知覺關係、不同的科技對身體的知覺經驗產

3　 參閱 Don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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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同影響，並以新媒體藝術創作為例來說明。

（一）體現關係

體現關係是「科技將身體具身化，這最終會是一種與世界的生存關係」。4簡

言之，即以某種特別的形式將科技融入到身體經驗，借助科技來感知並轉化知覺

和身體感覺，和科技融合為一體。體現關係用意向性公式表述為：（人—科技）

→世界。這個關係可以表達為人和科技融為一體來朝向世界。

以現象學視角，視覺科技被放置在觀看意向。如在使用望遠鏡時，望遠鏡以

工具性的聚焦方式，轉化視覺空間含義，這種觀看是通過科技中介，有別於直接

或肉眼的觀看。這種與世界的關係為體現關係，因為我們透過這種科技來感知，

並藉由對知覺與身體感覺的反射性改變，以某種特別的方式成為我們的身體經

驗。現在將視角從望遠鏡轉換到虛擬實境頭戴顯示器（Virtual Reality Headset），

同樣是工具性的聚焦方式，轉化視覺空間含義，但這種視覺空間轉化是以數位

科技所創造的虛擬數位化動態世界，如伊凡．蘇澤蘭（Ivan Sutherland）於 1968

年開發第一個頭戴式顯示器結合頭部追蹤感應器，命名為《達摩克利斯之劍》

（The Sword of Damocles），觀者將顯示器戴在頭上，透過前方的顯示器觀看，

將虛擬立方體與實際環境空間疊合，並隨著頭部移動而改變立方體的透視變化，

顯示器以一種聚焦方式，轉化觀者眼前的景象，把虛擬立方體帶到眼前，在觀者

與被觀察物（立方體）間，處於一種居間調節（near-distance）的位置，這種位置

具有雙重含混性（doubly ambiguous）。頭戴式顯示器「必須能夠被『技術性』

（technically）地看透（seeing-througy），它必須是透明的」。5伊德用「科技性」

4　 參閱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72.
5　 參閱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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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指出科技的物理特徵，這種特徵可以被設計或被發現。如果頭戴式顯示器沒有

辦法透明地呈現真實空間與立方體疊合，那麼看透（疊合）就是不可能的；而如

果它足夠透明，那麼科技具身就是可能實現的。

體現關係並不侷限於視覺範疇，它可以發生在任何的感覺知覺。例如，筆者

於 2019年桃園科技藝術節策展時，邀請服裝設計師邱娉勻與新媒體藝術家蔡秉樺

共同創作《3.14159共感服裝實驗展演》（3.14159），將服裝與穿戴式科技結合，

即時捕捉表演者的肢體律動，並同步連接現場燈光、聲音和影像，讓觀眾穿著可

以透過皮膚觸覺感受到舞者肢體律動的共感服裝，以沉浸式表演空間重塑觀眾對

觸感的認知。這個共感服裝的概念來自於邱娉勻自身的病理經驗，她是一位糖尿

病患者，醫生告訴她，有一天妳會因糖尿病而失明，因此，她重新思考服裝除了

視覺美感外，是否能給予生命另一層意義，如何透過穿戴式科技的服裝設計，讓

盲人可以感知世界、讓盲人可以感受觀看一場舞蹈表演的各種想像。如同矯正技

術的助聽器對於聽覺、盲人的手杖對於觸覺，這些技術都具有相同的具身結構特

徵，借助助聽器來傾聽和借助手杖來感覺，一旦被學習，手杖和助聽器都抽身而

去，即是借助科技／技術來實現，並透過科技／技術結為一體，擴展身體的感知

能力。體現關係的「含混性有自身獨特結構，就是一種放大／縮小（magnification/

reduction）結構，同時放大（或增強）和縮小（或降低）透過這些關係所經驗到

的東西」。6所謂放大，指的是科技總是轉化我們的知覺，我們的能力借助科技得

到擴展。所謂縮小，指的是科技縮減我們的身體感覺。原本沒有科技中介的身體

感覺是多維度的感官知覺，而借助科技放大的聚焦感覺是單一維度的感官知覺擴

大。

《跨域—穿梭六燃歷史現場》是由黃大源、賴雯淑和中原大學城鄉規劃與

設計中心共同創作的 VR虛擬實境，其再現新竹六燃廠房歷史情境，作品敘事以

6　 參閱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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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數位空間為始，帶領觀眾從當下的展場時空進入六燃廠房的虛擬時空，透過

充滿動態視覺的數位空間重回歷史現場。參與者透過藝術家借助科技所創造的虛

擬實境空間看到歷史情境，不可見的六燃廠房情境被帶到參與者眼前，僅就參與

者觀察六燃廠房情境這一層面，虛擬實境空間使參與者和六燃廠房情境間的時空

位置產生某種轉變，參與者能感受到漫遊於六燃廠房內部，歷史情境樣貌被帶近，

彷彿穿梭在六燃廠房歷史情境時空，這是虛擬實境空間的「放大」功能。但另一

方面，當參與者透過虛擬實境空間來觀看不可見的六燃廠房歷史情境，參與者僅

是站在原地，以手控裝置改變視野和方向，藉由眼睛所看到的動態影像來感知空

間場域轉換，進而得到穿梭空間的感知經驗，但參與者並沒有「真正地」重回到

他所經驗到或觀看到的歷史情境，這個現象是因為虛擬實境空間轉變視覺空間，

由於我們並不僅是用眼睛單一知覺來觀看，而是用整個身體多重知覺來觀看，因

此這種由單一知覺所引發的知覺感受，就是虛擬實境空間的「縮小」功能。

不論是在科技中介的經驗，還是非科技中介的經驗，我們都能夠反射性地察

覺到我們的身體感知。在沒有科技中介的經驗裡，我們知覺到具有一種多重感覺

的能力；在有科技中介的經驗中，我們同樣能知覺到身體的感知能力，可以察覺

到單一感官知覺能力的放大。由於我們已經在日常生活中有過非科技中介的經

驗，因此我們總是能快速地分辨科技中介。

（二）詮釋關係

若體現關係是人類身體的延伸，那麼詮釋關係就是人類語言的延伸。「詮釋

關係不是擴展身體感覺的能力，而是語言及解釋行為（interpretive act）」。7詮釋

7　 參閱 Don Ihde, Instrumental Realism: The Interface betwee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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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用意向性公式表述為：人→（科技—世界）。這個關係可以表達為人意圖以

科技文本所呈現的世界。這說明人和世界間具有一種不透明性，世界類似一個文

本（textual）。「閱讀是某種特別的知覺活動和實踐，它以特殊的方式牽連到我

們的身體」。8

無論被閱讀的是一個文本、地圖、數位化或具有刻度或數字的設備／儀器，

還是從電腦列印出來的資料，儘管它發生在知覺背景，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知覺

經驗。首先，在一個很熱的夏天，你在屋內向外看，看到外面艷陽高照，但室內

開著冷氣很涼爽，此刻，你清楚地看見外面很熱，但實際上卻感覺不到，但如果

你走出屋外就能感受得到，此時你親身證實你所看到的事物。其二，你在屋內透

過智慧型手機得知屋外的溫度是 39度，你知道外面現在很熱，不過你仍然感覺不

到熱，但如果你走出屋外就會親身經驗到 39度的炎熱，在這裡親身經驗炎熱的感

覺，也必須有對熱的感覺具有同構（isomorphism），這就是一種體現關係。相反

地，你透過智慧型手機，借助詮釋知道外面很炎熱，這種解讀有一種即時性，它

已經構成一種直觀，但從知覺上來說，你看到的是數字與刻度，即智慧型手機的

文本，這種文本從詮釋學上傳達了外部世界的指稱，也就是屋外很炎熱。

此意味著數字和它所代表事物間的關聯，既是將數字視覺化的關鍵，也是全

面分析與解讀數字的樞紐。電腦可以將數字轉換成不同的視覺化圖形和顏色，但

必須先建立起數字和現實世界的聯繫，亦即透過數字指向它所代表的事物和世

界。胡縉祥與蔡秉樺《風之形》（Shape of Winds）9是一個即時截取桃園風向資訊

數據，將其轉化為動能的資訊視覺化互動動力裝置，它可以將風速的數據即時運

算轉化為桃園風的動畫，並將風的動畫投影在一大片紗布上，紗布因風扇裝置的

8　 參閱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81.
9　 參閱胡縉祥，〈風之形 SHAPE OF WINDS〉，黑川互動媒體藝術，https://www.peppercorns.
com.tw/portfolio/shapeofwinds/?fbclid=IwAR23_k-BjzzY0c5_DA4tIreRsTHARDCNRGQQQx9M_
QFK7Y-iB_1i88jeN5g，搜尋日期：2022/1/17。



新媒體藝術互動裝置之結構分析 9

吹動產生漂浮律動，且透過感應器即時捕捉現場參與者的位置，隨著參與者的移

動即時控制風扇的風速，同時紗布因風吹漸漸高聳隆起在參與者面前，呈現出如

海浪般的舞動。就更專業化的意義而言，它指的是對文本的解釋，透過類似閱讀

去知覺，並使詮釋指稱在科技背景中的一種特別的解釋活動，這種活動需要特殊

的身體行動與知覺方式，這方式類似閱讀過程。

詮釋關係中，數位與雙重轉譯過程在知覺領域是必要的。從太空探測器航海

家 2號（Voyager 2）中獲得的圖片就是這種雙重轉譯（double translation）過程。

冥王星（Pluto）表面的照片類似於人類視覺技術，它是對表面場域的呈現，它整

合各種可能的地形樣貌，但是這種照片不能由當前的科技傳遞出去，因此它被轉

譯為一種數據，這種數據可以傳遞，儀器的觀看被轉變為一序列編碼，透過無線

電訊傳給接受者。這些數據被重新組合為數位模擬，並被增強以複製萬里之外的

冥王星照片。事實上，沒有任何人能閱讀編碼，只有編碼文本被重新轉譯為即時

的視覺格式，才會看到冥王星上的山脈。雙重轉譯過程也被應用在數位聲音，聲

音被壓縮為數位形式，透過錄音設備的再現，又被轉譯回到聽覺格式。數位與模

擬過程在一定的結構中融合，這種轉譯與重新轉譯過程很明顯是從知覺格式轉變

為數據，又被重新轉譯為知覺格式。曾鈺涓等《請聽我說》（Please Hear Me）以

珍（Jane）為名的系列作品之一，蒐集全世界叫 Jane的人在 Twitter每日的貼文，

將貼文文字排列和融合在三面投影的虛擬湖光景色，並邀請參與者入內坐在現場

三把椅子上，同時觸發 Twitter每日的貼文訊息轉化成語音，並將語音唸出來。這

種將貼文文字訊息透過電腦轉換成數位語音格式，透過喇叭設備的再現，又被轉

譯回到聽覺格式。

在體現的透明性雙重關係，我們借助虛擬實境頭戴顯示器擴展知覺，此時，

我們的知覺在視覺焦點範圍內，將目光集中在顯示器中的對象，不過，卻會有一

種邊緣現象，即我們同時意識到頭戴顯示器、鼻子和耳朵間的關係，由於我們的

目光聚焦在顯示器所允許的視覺焦點範圍內知覺仍然呈現出透明性；在詮釋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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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性雙重關係，我們可以閱讀智慧型手機的溫度數據，同時這種閱讀是透過智慧

型手機的閱讀，儘管透明性類型不同，但閱讀的目的依然是獲得詮釋的透明性。

（三）他者關係

他者關係 10是指科技在使用中成為獨立於人類的存在物，科技成為它者。自

動機械是這種關係的代表，其特點是能夠自動運行和控制，「機械實體變成人類

與之相關聯的一個準它者（quasi-other）或準世界（quasi-world）」。11他者關係

用意向性公式表述為：人→科技－（－世界）。這個關係可以表達為人意向科技

時，科技作為它者或準它者（qusai-otherness）與我發生關係，世界就成為情境和

背景。以玩陀螺的經驗為例，當陀螺從我們手中旋轉出，一旦陀螺開始旋轉，就

不再侷限於體現關係，陀螺充滿生機彷彿有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準生機（quasi-

animation），運動中的陀螺可以處在任何情境，此刻，我們也可以玩旋轉陀螺對

決遊戲，我的陀螺代表我，當我的陀螺撞倒其他的陀螺，我的陀螺代替我贏了，

陀螺成為與我有關的準它者，成為一個對象，這個對象並未帶來具身或詮釋的透

明性，而是以一個準它者或它者的對象呈現在我面前。江振維的《「行動」裝置》

（“Mobile” Device）12是一群動力仿生機械裝置，裝置的造型很像高腳蜘蛛或某

種生物，這些仿生機械蜘蛛會自動且隨機地移動腳步，並發出神祕的雷射光線，

10　 伊德所說的「它異性」（Alterity）這個詞來自於法國哲學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總體性和無限性》（Totality and Infinity）著作。列維納斯用「他異性」指稱一
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的不同，也就是其他人作為他者（Other）而存在。由於伊德強調的是
人和科技的關係，所以翻譯為「它異性」（Alterity），而（Otherness）用來指人時翻譯為「他
者性」，用來指科技時，翻譯為「它者性」。參閱伊德（Don Ihde），韓連慶譯。《技術與
生活世界—從伊甸園到塵世》，頁 102。

11　 參閱 Don Ihde, Bodies in Technology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81.
12　 參 閱 Chenwei Chiang, “Mobile” device,” SIGGRAPH Asia 2020 Art Gallery, https://dl.acm.org/

doi/abs/10.1145/3414686.3427121, 搜尋日期：202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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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參與者透過手機傳送數字訊息給仿生機械蜘蛛，它們接收到訊息時會移動得更

快，就像是一群正要去覓食的蜘蛛。這些機械裝置似乎是自動運轉，這種自動機

械的外表或行為充滿生機的樣子，很像某種動物、生物或人類，其令人著迷的重

心似乎在於這些東西「像」我們，這樣就使它異性更接近準生機。

另一個例子是電子遊戲，當我們在玩《快打旋風》13電子遊戲時，體現關係

和詮釋關係都會出現，遊戲搖桿具身我們的手眼協調技能，使我們在玩遊戲時的

焦點延伸到顯示器的領域，這個領域展示了詮釋情境，我們必須去解讀遊戲中對

手接下來會使用的攻擊方式，進一步去防衛自身或反擊對手。在遊戲進行過程中，

會有一種異於我的事物間的相互作用（interacting），這種異於我的事物間就是競

賽中有對話或交流的對手，這說明科技的它異性，亦即，科技所帶出的準生機和

準它者。「他者關係在很多電腦科技中出現，雖然電腦科技還不能完全模仿身體

的肉身性（bodily incarnations），但在語言、邏輯和動作的行為限度內，展現一

種準它者」。14他者關係的準它者表明人可以與科技產生積極或即時關聯，科技

作為焦點實體出現，可以接受人類賦予彼此不同形式的他者的多重關注。

 

（四）背景關係

隨著科技蓬勃發展，「人—科技」關係呈現某種機器以背景在場的特徵，人

類到處被科技所包圍，就好像生活在一個「科技繭」（technological cocoon）。15

13　 《快打旋風》是兩人對打格鬥遊戲，是由日本卡普空公司（Capcom Co., Ltd.）在 1987年推
出的大型電子遊戲機臺。

14　 參閱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106.
15　 伊德以庇護所說明，所有庇護所技術整合為一個有效的生命維持系統，這種系統是自動和封
閉的，稱之為「科技繭」，例如核潛艇、太空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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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轉入到背景中的科技或接近一種科技空間」。16背景關係用意向性公式表

述為：人－（－科技）→世界。這個關係可以表達為科技在人與世界關係中退到

幕後，作為一種背景，人在科技這個大背景意向世界。

智慧型手錶的使用，涵蓋了「人—科技」三種關係。我們初次戴上智慧型手

錶，必須調整錶帶和設定功能，一旦調整和設定完成，手錶抽身而去，手錶具身

融入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分。當我們的視覺焦點回到手錶，閱讀手錶螢幕所呈現

的時間、日期和天氣資訊，手錶成了知覺的對象，而同時又以特殊的詮釋指向所

代表的事物和世界。我們透過智慧型手錶的自動偵測功能，從手錶螢幕看見我們

的心率、卡路里和體重等數值，智慧型手錶充滿生機的功能，展示了一種它異性。

當智慧型手錶的自動偵測功能都開啟且設定任務，一旦開始自動偵測，手錶就作

為背景，不在焦點內，因而很少被意識到，只有在任務達成時會發出完成的嗶嗶

聲，但仍是以背景方式呈現。自動偵測的智慧型手錶，在運作時很少會被作為前

景來關注。智慧型行動設備和定位技術，重新定義公共空間形式，更具體地說，

它們為藝術開闢新的場域，拓展互動裝置公共性的概念，亦即互動裝置作為環境

和景觀方式展示於公共空間，或用於公共表演活動。

然這種背景關係有兩點需要注意：（一）作為背景呈現出來的機器並沒有顯

示透明性或不透明性，「這種科技的『抽身而去』叫做『不在場』（absent），

科技好像『退到一邊』（to the side），然而科技的不在場顯現，無疑地成為人經

驗的一部分，成為當下環境的組成部分」。17（二）就是各種將人類與外界環境

隔離開的科技，例如，衣服將我們的身體與可能造成生命危險的溫度、風和其他

外在氣候隔絕開來；庇護所設計用來隔絕阻擋外界天氣的影響，它們成為一種場

域的背景現象，由林楚卿數位構築實驗室（CKfablab）於 2019年創造的《奇觀角

落 2×2》（Wonder Corner 2×2），企圖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技術打

16　 參閱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108.
17　 參閱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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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充滿自動感測設備的空間概念，藉由「人」與「物」之間的觸摸互動行為作為

觸發條件，在一般日常生活物件或家具之間建立溝通管道，讓參與者進入空間，

經由與生活物件自然互動及觸發，給予人驚奇的感官體驗。物聯網和無所不在的

感測器技術成為一種場域的背景現象，這是以科技為中介的背景場域，透過不在

場的顯現，在空間環境（背景）中自動運行、偵測與記錄人們的日常生活。

背景關係中的科技儘管處於背景或場域關係的位置，作為背景的科技同樣具

有轉化的放大（或增強）和縮小（或降低）特徵，不同的科技以不同的方式構造

環境，科技透過與人的生活世界展示獨特的非中立性的形式。由於背景科技通常

不在焦點位置，它是人們進行生活的背景，因此，這些科技很可能對經驗世界的

方式產生更微妙的間接影響。

三、新媒體互動裝置之四種關係探索

從「人—科技」四種關係觀點作為主要探索新媒體互動裝置之方法，深入瞭

解新媒體互動裝置在人和科技間的關係脈絡，將從新媒體互動裝置中知覺身體活

動的人與科技體驗角度展開，對新媒體互動裝置作品的四種關係觀點做進一步分

析。

（一）互動裝置的體現關係

「當透過科技體驗或感知世界的一部分或某個方面，將會是一種存在於體現

的科技中」。18科技本質上是轉化我們的知覺，體現關係科技是人類和世界間的

18　 參閱 Sabrina Hauser, Doenja Oogjes, Ron Wakkary, and Peter-Paul Verbeek. “An Annotated 
Portfolio on Doing Postphenomenology Through Research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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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科技擴張人的知覺，使人的感覺得到延伸，人藉由科技來經驗世界，人的

經驗被科技的居間性（in-between）所改變，人與科技融合為一體。「人與科技的

關係就成為一種體現關係，這關係延伸、轉換人的身體與知覺的意向」。19

新媒體互動裝置創作的過程，人的參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新媒體藝術

家透過科技中介營造出動態情境世界，擴張參與者的知覺，使參與者的感覺得到延

伸，參與者透過互動裝置來經驗動態情境世界。透過科技中介，「人類（參與者）

和科技產品（新媒體互動裝置）可以在任何情況下共同塑造（co-shape）或共同構

成（co-constitute）人的主觀性和客觀性的世界」。20《WONDER MOMENTS》21

由 3D技術虛擬宇宙星體和大自然水和花元素，透過投影曲面與無縫融接技術，營

造太空宇宙的沉浸空間情境，隨著參與者的行走觸動影像產生變化，使參與者的

感知彷佛更接近在宇宙星體中遊走。投影科技轉化我們經驗到的空間，對身體空

間和世界空間都進行實質性的編修，把空間轉化成一種虛幻、扁平和狹窄的動態

情境世界，這種動態情境視覺上的體現關係就是進入以前不為人知的世界維度，

這是借助科技才得以實現的特殊動態情境世界。參與者透過投影科技來觀看，把

遠處的宇宙星體情境世界放大與拉近，投影科技成為某種被穿過的介面，具有一

種介面的透明性，這個介面將宇宙情境融入到參與者的身體經驗，「我們以一種

特殊的方式將科技融入到我們的經驗中，我們藉由這些科技來感知，並轉化了我

們的知覺和身體的感覺」。22投影科技介面在這種關係中具有最大程度的透明性，

19　 參閱 Ihde, Instrumental Realism: The Interface betwee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74.

20　 參 閱 Robert Rosenberger and Peter-Paul Verbeek, “A Field Guide to Postphenomenology,” 
in Post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Essays on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eds. Robert 
Rosenberger and Peter-Paul Verbeek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5), 9-41.

21　 參閱 Takahiro Matsuo,  “WONDER MOMENTS - UNIVERSE -,” LUCENT, https://www.lucent-
design.co.jp/en/artworks/wonder-moments-universe/, 搜尋日期：2022/1/17。

22　 參閱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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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科技介面好像融入到自身的知覺和身體的活動經驗裡，這個關係可以表達為

人和科技介面融為一體來經驗世界。

由上述可知，我們透過科技觀看，科技獲得某種程度的「透明性」，科技「抽

身而去」，我們的身體憑藉著科技而獲得距離與空間能力上的延伸。雖然科技幾

乎隱蔽，但我們依然能夠憑藉身體的某種感覺能力來分辨出作為中介的科技。科

技並沒有完全融入我們的身體，但我們確實是以科技為中介在感知，這種科技的

「透明性」是一種「準透明性」。在使用中科技的「透明性」或「準透明性」都

有這種基本含混性，如同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指出的，「當左

手觸摸右手時，左手是觸摸者，右手則是被觸摸的客體，也具有感受左手的能力，

但並非知覺兩個並排的物體能夠兩種感覺一起被感受，而是有一種「雙重感覺」

（double sensations）的模稜兩可與曖昧關係結構」。23這種「含混性」和「雙重

感覺」都說明在知覺身體活動所產生的觸摸與被觸摸是處在模糊狀態，因為觸摸

與被觸摸、知覺與被知覺，它們同時產生具有主、客體的雙重角色，既是主體，

也是客體能夠互換且逆轉。

維貝克（Peter-Paul Verbeek）從存在的角度觀看，人的行為塑造著人實現其

存在的方式，而人的存在方式反過來又塑造著人的行為。「『行為』與『存在』

關係在詮釋學角度，它與『知覺』和『經驗』關係相似」。24這意味著我們的行

為改變我們正在經驗與感知的現實或是虛擬世界的存在，在此過程中，科技致力

於擴大和減少我們的感知經驗，並邀請和限制我們的行為。換句話說，當科技作

為人與世界中介的主、客體，對於身體所知覺的客體來感知，身體與物體產生雙

向感覺的互動，纏繞成一個感知維度，並使事物成為身體延伸的一部分，強調這

23　 參閱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Routledge Classics, 2013), 
106.

24　 參閱 Peter-Paul Verbeek, What Things Do: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7.



16 陳韻如

是對於「知覺」與「身體活動」的詮釋。這種主、客體纏繞的「含混性」展示一

種放大／縮小結構，體現關係同時放大（或增強）和縮小（或降低）透過這些關

係所經驗到的東西。《3.14159共感服裝實驗展演》（如圖 2）以再現的形式營

造出展演現場的概念，參與者穿起透過觸覺感受表演者肢體律動的穿戴式科技服

裝，等待記錄影片中準備要出場的表演者，即時捕捉表演者肢體律動，並同步連

線燈光、聲音和影像，參與者猶如親臨演出現場，重新感知表演者曾經的律動；

《跨域—穿梭六燃歷史現場》（如圖 3）以 3D虛擬情境動畫再現新竹六燃廠房

的歷史現場，參與者戴上頭戴顯示器，從當下展場空間進到六燃廠房的虛擬空間，

參與者參與和重回六燃廠房的歷史情境。這兩件作品透過投影技術和穿戴式科技

轉化參與者的直接經驗，放大增強參與者的身體經驗。所謂的縮小，指的是參與

者雖然可以感受到表演者的肢體律動，但在舞臺上的臨場體驗就被降低，以及參

與者雖然感受進到六燃廠房的虛擬空間，但行走移動的體驗就被降低。體現關係

是透過科技所獲得的身體經驗，強調「透過」過程，參與者「透過」科技所引導

出「使用情境」（use-context）的動態世界和參與者產生一種互動活動，透過這

種人機動態互動過程，科技獲得某種程度的透明，科技抽身而去，科技具身，科

技連接事物和參與者。

 

圖 2 《3.14159共感服裝實驗展演》。邱娉勻與蔡秉樺，臺灣，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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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跨域—穿梭六燃歷史現場》。黃大源、賴雯淑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六燃
團隊，臺灣，2019。

我們透過科技進行觀看，我們不只看到科技所呈現的影像，我們更是科技性

地觀看，亦即，以知覺身體活動來觀看，以整個身體來觀看。互動裝置作品在於

創造一個動態世界環境，強調參與者在體驗過程知覺身體活動在不同程度沉浸其

中的動態情境世界的建構，所拓展出的人機動態結構（Human–Computer Dynamic 

Structure）。這意味著互動裝置的動態情境世界，在觀看過程參與者因動態情境

世界結構由客體轉變為主體，同時，也是被再現的客體，其中參與者與動態情境

間的互動慢慢忽略科技介面存在的事實，這樣的人機動態結構，造就互動裝置的

關注必須回到人與科技相互關係和互動中，更應探究人機動態結構是如何透過科

技具身進行知覺身體活動，並在知覺身體活動，體現主體與客體間究竟是如何相

互建構出人機動態結構關係。在新媒體互動裝置創作可以發現，一種主客體關係

的轉換正在轉向，而具身視域經驗正不斷地向外延伸拓展感知存有結構。

（二）互動裝置的詮釋關係

詮釋關係是人類語言的延伸—「閱讀」，將科技作為一種情境解釋，並向

解釋該科技的人類揭示世界的某方面，這種解釋需要特殊行為和知覺模式，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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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很像「閱讀」，在閱讀過程中，文本以特別的方式涉入到我們的身體。我們所

直接感知到的是閱讀的視覺化形式而不是世界本身的狀態，透過這種閱讀把握被

指示的「世界」，因此我們所獲得的經驗是間接的，這個關係可以表達人知覺科

技文本中所呈現的世界。

詮釋關係所實現的轉化是透過科技文本及其所指向間的差異而發生的轉化，

需要的「是一種特殊的文本上清晰的知覺（textually clear perceptions），這種知

覺可以還原（reduce）為直接可閱讀的事物」。25《風之形》（圖 4）以風速數據

資料，透過 Processing程式將數據視覺化為即時動態影像，並將影像大面積投影

在因風扇吹動而不斷飄動的紗布，藝術家試圖在室內場域營造風吹來的動態情境

世界，讓參與者進入空間看見風吹、感受風吹的同時，Kinect感應器捕捉參與者

位置，即時回傳位置和控制在該位置中的風扇風速，同時紗布因風吹漸漸高聳隆

起在參與者面前，呈現出如海浪般風動的動態世界。該作品將真實世界風速數據

轉變為數位動畫，透過投影展現虛擬數位化的視覺影像形式而不是真實世界本身

的狀態，虛擬數位化的視覺技術將我們帶到既真實又虛擬的感知世界領域。在這

樣的轉換知覺領域，數位化和轉譯過程是必需的。從紅外線熱感應攝影機獲得的

影像要經過雙重的轉譯過程，熱感應攝影機可穿透物體，透過它可以拍攝到散發

溫度的物體樣貌，當攝影機偵測到具有溫度的物體時，會將溫度的熱輻射轉換成

一系列數據資料傳送到系統，再由系統轉譯模擬成像出具動態與輪廓的數位化熱

像影像，提供我們觀看與閱讀。事實上，只有當這些數據資料重新被轉譯為數位

化視覺文本，我們才能清楚看見這棟建築物是否有人或在入境時這個人是否有發

燒，這裡同時應用知覺和數據語言的模擬，以將不可見的事物擴展到可見的視覺

領域中被我們知覺與閱讀，因此，數位化和數據模擬過程在一定的動態結構中融

合。轉譯和再轉譯的雙重轉譯過程，在數位音樂有著相同的結構，聲音被轉譯為

25　 參閱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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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形式，透過錄音設備和音樂製作軟體被複製，又被轉譯回到一種聲音格式，

這雙重轉譯的過程很明顯地將聲音轉變為數據格式後，又被再轉譯為數位音樂格

式。《請聽我說》（圖 5）以名叫 Jane的人於 Twitter每天的貼文對話，將對話

透過 Python分析儲存轉為資料，Three.js網頁語法製作 3D動態湖光山色場景，

再將其 Twitter貼文排列融合在動態的湖光山色。藝術家將動態的湖光景色透過

三面投影投射在空間，並在空間置放三把裝有近接感測器的椅子，邀請參與者入

內而坐，享受虛擬動態湖光山色的同時，感測器偵測到參與者坐在椅子上，驅動

動態湖光山色由晴天轉陰雨，且將文字訊息轉為語音唸出來。這種將閱讀的文字

訊息透過電腦轉換成數位語音格式，透過喇叭播放再現，又被轉譯回到聽覺。詮

釋關係科技的數據模擬轉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我們的身體知覺是藉由閱讀與解

釋數據文本所指向的世界來感知，它並非只是可見形體的部分，它還隱含著心理

不斷累積內在的知覺所指向的內心世界所共同構成的情境世界，這種數據文本所

指向的世界和內在情境的交融狀態映在身體裡，將我們的身體感知活動更加地內

存。

 

圖 4 《風之形》。胡縉祥與蔡秉樺，臺灣，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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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請聽我說》。曾鈺涓、曾功達與黃怡靜，臺灣，2019。

綜合上述，互動裝置的體現關係，參與者在觀看過程將視覺焦點放在藝術

家所營造的動態情境世界，儘管參與者在互動過程時忽略科技介面的存在，但

仍可意識到這是由科技中介所營造的環境。這種人機動態結構是以身體為中心

與世界交錯開展，進而交融具身為個體的存有世界。可見，體現關係的人機動

態結構，身體知覺活動是內、外在的知覺經驗所交織共存的感知世界。互動裝

置的詮釋關係，將科技展現為一種數據文本，文本將參與者與藝術家所創造的

動態情境世界聯繫起來。這種人機動態結構有些微妙變化，從外在的知覺經驗

進入到內在的知覺意向，這是心理行動與意識生活內容的綿延，能夠把我們先

前的經驗或想像的知覺召喚出來，進入到內層知覺經驗。這個人機動態結構是

存在於文本與參與者間，將整個世界視為一個整體，循環交錯作用在整體世界

內部意向結構間運作。

（三）互動裝置的他者關係

當與科技互動時，科技成為獨立的存在物，在這種情況人與科技互動，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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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在背景運行，科技將成為一個它者。他者關係顯現科技的某種自主性，各種自

動、半自動設備和人工智慧是這關係的代表，其特點是能夠規律發展、自主決策

和自動運行，這關係可以表達為人意向科技時，科技作為一個它者與我發生關

係，世界就成為情境和背景。例如，機器人就是用電腦和機械製造一個具有人格

思想或行為與類比其他生物的機器。當我到賣場買東西時，Pepper機器人 26向我

打招呼，並說出歡迎光臨，我靠近 Pepper且詢問衛生紙放在哪，Pepper胸前的

螢幕顯示出樓層位置，同時說明衛生紙放在哪個位置與樓層，儘管目前機器人的

技術還不能完全模仿人的肉身，但在語言、邏輯和行為方面，展示一種人性的概

念。

《「行動」裝置》（如圖 6）是一群動力仿生機械裝置，裝置的造型很像高

腳蜘蛛或某種生物，這些仿生機械蜘蛛會自動且隨機地移動腳步，並發出神祕的

雷射光線，當參與者透過手機傳送數字訊息給仿生機械蜘蛛，它們接收到訊息時

會移動得更快，像是一群正要去覓食的蜘蛛。作品透過參與者身體動作來觸動互

動裝置運行，在自體運行時，互動裝置作品類似於人類或類似有生命的樣子，向

我們展現其樣貌。這件作品於參與者觸發後開始運轉，彷彿有了生命和充滿準生

機性，這種充滿準生機性的狀態就是導入準它者或它者關係很重要的互動元素。

不論在它者或是準它者間，他者關係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人格化，亦即人工智

慧與機器學習，新媒體互動裝置所關注的焦點在於身體與科技以及兩者間的動態

結構，使其創作直接或間接產生類似於人類的身體潛能。換言之，這種它者或準

它者的身體潛能，會在新媒體互動裝置互動過程中不斷地被湧現出來。

26　 Pepper是一臺會表達情感的機器人，是 2015年由日本軟體銀行研發、臺灣鴻海製造的機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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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行動」裝置》。江振維，臺灣，2018。

如果科技真正成為它者，那麼它將成為既是又不是科技的狀態。但是作為準

它者，科技在改變和作為媒介人與科技的橋梁仍然發揮著獨特作用，亦即，在體

現主體與科技客體間，即將成為一個它者的著迷現象，這種著迷現象是因為這些

科技很「像」我們，並作為它者與我們發生關係。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的主要目

標是創造一個像人類的機器或創建一個具有人類思考的自動機器。人工智慧是他

者關係很好的例子，但人工智慧的它者是一種準它者，它的真正用處還是在於它

的詮釋關係。儘管如此，夢想著將這種準它者轉化為真正的它者的趨勢是未來追

求的目標。

（四）互動裝置的背景關係

當科技正在運作但並不引起關注，背景關係正在發揮作用。背景關係是指日

常生活離不開科技，科技已根植於日常生活，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技退居

背景，世界重新回到前景。背景關係的最高目標是將科技完全內存，科技完全轉

化為背景，我們最終直接面對世界，這關係可以表達為科技在人與世界關係中退

到幕後，成為一種背景，人在科技這個大背景下意向世界。「科技轉化成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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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或接近一種科技空間」。27例如，當今的人工智慧、物聯網設備或雲技術

非常相似。

科技空間是最顯著的背景關係，設備和機器退到一旁化為不在場的顯現，成

為當下空間或環境組成的部分。《奇觀角落 2×2》（如圖 7）互動空間裝置，在

這個空間中充滿感測器（牆面、地面和家具表面），每個感知面都能捕捉參與者

行為，並依據互動質量變換出不同的視覺、聽覺與燈光效果。物聯網和感測器技

術成為一種空間的背景，參與者進到空間觸摸啟動感測器，感測器偵測與判斷動

能自動變換出空間情境的視覺與聽覺效果，同時，以前景方式成為參與者的焦點，

一旦視覺與聽覺效果持續一段時間後，視覺與聽覺效果作為很少被注意的背景來

顯現，只有在參與者再次觸動感測器，才又會以前景方式呈現，但在執行中的感

測器或物聯網系統，很少會作為焦點或前景。科技融入到我們的身體感知，我們

對科技暫時放入括弧中存而不論，換句話說，科技的存在儼然成為我們生活空間

或環境中的背景。

圖 7 《奇觀角落 2×2》。林楚卿數位構築實驗室，馬來西亞，2019。

27　 參閱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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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關係科技不再處於明確的對象位置，而是退居背景。作為背景的科技依

然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無疑成了我們體驗領域的一部分，成了當下環境的組成

部分。當身體將習慣的空間情境納入自身體驗，必須建立在人與科技所指涉的共

同空間情境，於此共同空間情境的互動中獲得內在的知覺體驗，身體知覺不斷地

給出雙重體驗，使空間情境連續構成一種共同空間情境連續性的呈現。背景關係

轉化人的知覺體驗，正好是因為科技以不在場的顯現，反而對經驗世界的方式產

生更微妙的間接影響。

四、朝向人機動態結構關係

基於上述「人—科技」關係現象學之研究與取徑，關注新媒體互動裝置中的

「知覺」與「身體活動」，分析新媒體互動裝置作品的四種關係，意圖就既有的

新媒體藝術類型，梳理新媒體藝術家們如何以科技驅動藝術，向外形塑新媒體互

動裝置可能的動態結構，並歸納整理出四種人機動態結構，分別為「動態被動

結構」（Dynamic Passive Structure）、「動態互動結構」（Dynamic Interactive 

Structure）、「動態交互結構」（Dynamic Interactive Crossing Structure）與「動

態智能結構」（Dynamic Intelligence Structure），且以國內外新媒體互動裝置作

品為文本，思考建構屬於新媒體互動裝置專有的人機動態結構關係。

新媒體互動裝置互動過程中，互動不僅是一種驅動感應的行為，也是建構整

個動態系統必要的過程與方式。格雷厄姆．斯潘尼爾（Graham B. Spanier）分析

《韋伯電子辭典》（Webster’s Electronic Dictionary）提出兩點關於互動的觀點：「一

是彼此相互作用；二是電腦或程式的互動，指在資訊來源與使用者之間可以開始

或回應搜尋的即時雙向溝通模式」。28邱誌勇在其《關鍵論述與在地實驗：在地

脈絡下的新媒體藝術》一書中指出，如同史蒂芬．赫茲曼（Steven Holtzman）所言，

28　 參閱曾鈺涓，〈當代數位互動藝術之特質〉，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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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經驗的數位媒體世界，本質上是一個 0與 1抽象結構位元轉換所構成的

世界，正是這種抽象結構構成電腦的本質特徵與美學基礎，無論談論任何當今新

媒體科技，其論述與美學最大的問題仍是在媒體本身的結構上」。29

就此而言，依科技現象學角度，所有的觀察行為都是經驗性，這種經驗性本

身就是一個主要的結構現象。換言之，所有的互動行為都是經驗性，以新媒體互

動裝置創作，科技是新媒體藝術創作不可或缺的結構，新媒體藝術家將程式語言

和數據資料，轉化成具模組與結構的互動裝置，也就是說，透過程式語言、數據

資料或新科技所創造出來的一種自動演算生成的互動系統，這種互動系統本身就

是一種人機動態結構，邀請觀者透過互動行為，成為互動系統意義的提供者和共

構者，成為互動裝置作品的重要結構，觀者與作品間共同塑造或共同構成動態結

構系統。因此，「人—科技」關係就是藉由觀察「人—科技—世界」三者間知覺

與身體活動變化所獲得之意向結構展開，並整合維貝克根據「人—科技」關係所

歸納出的「人—科技—世界」結構（如圖 8）為架構補充延伸，除了人與科技間

關係的結構外，也關注可能產生的影響或中介，在此過程，科技致力於擴大和減

少人的感知和經驗，並邀請和抑制人的行動和做法。

圖 8 維貝克描述的「人—科技—世界」結構。30

29　 參閱邱誌勇，《關鍵論述與在地實驗：在地脈絡下的新媒體藝術》，頁 45。
30　 參閱 Hauser, Oogjes, Wakkary, Verbeek. “An Annotated Portfolio on Doing Postphenomenology 

Through Research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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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動態結構的重點是圍繞在互動裝置作品所創造的動態世界，如何共同塑

造特定的動態世界（客體），以及特定的參與者（主體），可以將其人機動態結

構視為一種人與科技關係現象實驗方法與基本架構。互動裝置作品所創造的動態

世界是由參與者及作品本身圍繞部署所共同構建的動態系統，在這種情況，研究

互動裝置的「觀者／參與者（人）—互動裝置（科技）—動態系統（世界）」結

構關係（如圖 9），旨在提供一個交互性動態過程中的四種人機動態結構，即「動

態被動結構」、「動態互動結構」、「動態交互結構」與「動態智能結構」，以

下將進一步討論四種動態結構。

圖 9 互動裝置中的「人－科技－世界」結構（筆者整理）

（一）動態被動結構

人機動態結構關係的首要任務，由關注在參與者（人）透過互動裝置（科技）

經驗動態系統（世界）三者間的相互作用開始。電腦科技的問世，將藝術創作從

以藝術家為主體，轉變為一種具開放性、參與性與互動性的系統或過程，使藝術

呈現的模式，從靜態轉為動態、從 2D轉為 3D，並打破傳統單向的觀看經驗，轉

為由觀者與作品互動所共同建構的動態參與過程。這個動態參與的過程，使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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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及觀者或觀者的角色引入多重視角。這動態結構過程是以藝術家為主體出發

所發展的一個過程，也就是說，在新媒體互動裝置創作過程中，藝術家創建互動

的方式與規則，再邀請觀者透過遵循藝術家所創建的方式與規則，將此互動過程

併入系統，從而將觀者互動行為引導進入互動裝置作品。

觀者是這種動態結構的要素之一，而構成動態結構要素之總和仍然會是藝術

家為主體所營造的動態結構過程。因此，將關注在觀者、互動裝置以及動態系統

共同構建的人機動態結構可能的情況。首先，第一種為「動態被動結構」，互動

裝置作品是由藝術家透過程式運算、機構裝置或虛擬技術模擬而成的動態情境環

境，連續且動態變化。李炳曄《靈魂曝光 V.2》（Spirit Exposure V.2）31將空間的

動態轉換為曝光的影像實驗，這些影像為演算既有的影像檔案而成，應用程式撰

寫進行影像分析，並將影片中動態部分進行曝光，形成一連串動態的殘影軌跡。

不論是透過投影裝置，或是採應用程式撰寫進行影像分析，皆是以一種非常邏輯

和系統的形式展現藝術樣貌，藝術家創建作品的動態情境，經由觀者觀看來產生

意義，每一個觀看，不僅是觀者的詮釋，更是對作品整體意涵的更新。

「動態被動結構」（如圖 10）中，新媒體藝術家創造一種情境氛圍的互動裝

置作品，這個作品的系統因著程式運算、機構裝置或虛擬技術模擬隨著環境與時

間變化而動態流動。在這被動的結構，觀者並沒有控制權，實際上，觀者無法驅

動及更改互動裝置作品的任何內容，觀者觀看的身體、視覺與感知經驗，很類似

在觀看電影或錄像時，隨著情境內容在感知的過程中獲得不同的身體感知經驗，

但觀者在觀看作品時，透過藝術家所營造的虛擬動態世界，透過觀者想法上的參

與，「被動」延伸建構了身體感知過程之間產生微妙情感的連結與想像，使觀看

形成一種獨特的身體知覺體驗。

31　 參閱李炳曄，〈SPIRIT EXPOSURE V.2 (2018)〉，PING-YEH LI 李炳曄，https://pingyehli.
com/new/spirit-exposure-v-2-2018/，搜尋日期：202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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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動態被動結構

（二）動態互動結構

互動意味著相互行動同時引起感覺經驗的一種動態過程，這過程發生在觀者

參與作品，且源自藝術家將作品放入括弧空出位置，藉由觀者參與並進行還原，

將作品的全貌形構出來，在互動當下，觀者被邀請進到一個需要透過行動來觸發

的動態世界。因此，必要條件是要有觀眾參與，且作品必須以某種方式表現出來，

這種轉變是從被動觀者到主動參與者的轉變，參與者被邀請進入一個充滿互動世

界的大門。32曾偉豪《觀音》（Watching The Sounds）33是一件音流學的可視化聲

音實驗作品，作品的圖像來自於固定頻率 25HZ的聲音在水面上呈現的瞬間片段，

並將其圖像以導電油墨印製在許多片木條上，呈現一種水波紋，透過觀眾左右移

32　 參閱 Ascott, Telematic Embrace: Visionary Theories of Art, Technology, and Consciousness, 129, 
226.

33　 參閱曾偉豪，〈曾偉豪〉，2020 桃園科技藝術節，https://www.taxt.tw/2636620553359462019.
html。搜尋日期：202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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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木條時，隨機擾動圖像和創造聲音。觀者的身體活動或肢體行為觸發作品使得

觀者的角色轉變為參與者，參與者實體化的參與互動，透過各種行為模式，改變

作品結構或提供作品內容，協助互動裝置作品得以某種方式呈現。在這互動的結

構，觀者的角色不只是觀看，而是轉變成為重要的參與者，因此，理解互動裝置

作品，除理解作品本身之外，更應關注構成整個作品或整體作品經驗的動態系統

與互動結構關係。

「動態互動結構」（圖 11）中，藝術家創建一個可即時反應與回饋的迴路系

統，參與者與互動裝置作品間的關係是建立在透過作品動態系統的溝通，透過參

與者身體活動行為，以手、肢體或物件等，驅動作品及更改內容，讓參與者成為

互動裝置作品的部分與整體。參與者與互動裝置互動的過程很像在玩電子遊戲，

在玩遊戲時，參與者必須瞭解遊戲內容與規則，在遊戲進行時，會有一種與遊戲

間的相互作用（interacting），這種相互作用就是在遊戲過程讓參與者成為驅動改

變遊戲內容的參與者。

圖 11 動態互動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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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態交互結構

到目前為止的討論，互動裝置被認為是一個系統、一個動態系統，隨著互動

的引入，發生進一步的變化，互動裝置作品要求觀眾成為作品的一部分並參與其

創作。作品本身是在這種系統裡創建的對話，新媒體藝術家的任務是建構系統

內部和外部的目標、邊界、結構、輸入、輸出和相關活動。34這個系統概念的價

值在於「動能情況」（kinetic situations），尤其是「不斷發展事件的連接結構」

（connecting structures of evolving events）。35也就是藝術家透過電腦程式執行的

系統所創建的程序規則、參觀者介入作品所產生的互動關係、參觀者與作品共同

塑造與構成的整體系統。

因此，將擁有一個變化的系統，變化的系統建構出連續性、動態性與開放性

的作品樣式，依參與者、時間點與元素的差異，衍生出即時變化生成、無法預測

的動態樣式。在系統的建構中，不僅侷限於現地系統，還可透過網路電訊，建構

新的敘事、訊息、身體活動與知覺傳遞方式。GRINDER-MAN《英雄英雌》（Hero 

Heroine）36打造「每個人都是 20秒的動畫風格英雄」，讓參與者在綠幕前拍攝動

作畫面，拍攝的姿態和動作會經由即時分析合成，並透過電腦運算生成影片，生

成的每一段影片，都會成為敘事內容的一部分，且即時上傳公開影片到 Twitter，

使參與者成為社群網路和影片中的英雄人物。這交互的結構透過程式編碼、電腦

34　 伯納姆，在〈系統美學〉中說明，從系統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在藝術語境中還是在藝術語境
外，都可以被設計和判斷為一個系統。由於一個系統可能包含人、想法、信息、大氣條件、
電源等，並引用系統生物學家 Ludwig von Bertalanffy 的話，一個系統是一個「相互作用組
件的複合體」，由材料、能量組成，以及不同程度的組織信息。因此，在評估系統時，藝術
家是一位考慮目標、邊界、結構、輸入、輸出和系統內外相關活動的透視主義者。參閱 Jack 
Burnham, “Systems Esthetics,” Artforum 7 (September 1968): 32.

35　 參閱 Jack Burnham, Beyond Modern Sculpture: The Eff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Sculpture of This Centur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68), 318.

36　 參閱 GRINDER-MAN, “HERO HEROINE,” GRINDER-MAN, https://hero.grinder-man.com/en/, 
搜尋日期：202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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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及程序規則，重組與建構參與者的視覺影像元素，其視覺影像呈現的結果是

程序中的一個交互過程，參與者觀看之影像僅只是無限多種可能性影像的部分，

讓視覺影像得以在程序規則下，產生具連續性、動態性與開放性，以及不斷發展

衍生的動態交互結構。

「動態交互結構」（如圖 12）中，藝術家不僅創建一個可即時反應與回饋的

系統，還強調程式編碼、偵測與辨識，以及程序與邏輯系統，且聚焦於參與者身

體活動行為、訊息傳遞、行動、回應與回饋的交互關係，重視參與者提供的元素

與整體動態系統間相互的依存與共構結構，並透過電腦運算將參與者的數據資料

修改、模擬生成、再現反饋給參與者，衍生出即時變化、無法預測且多變型態的

交互結構。參與者如同在玩《當個創世神》（Minecraft）社群網路遊戲，可以在

遊戲 3D空間裡去探索和互動，並改變由一立方米大小的方塊動態生成的地圖，

在地圖中讓參與者在各種多人伺服器或單人模式中進行創造建築物、作品與藝術

創作。此動態交互結構的重點在於，參與者的參與互動被視為作品元素呈現的部

分，這個部分元素的概念是作品中的重要整體，如將部分元素概念從作品中捨棄，

不僅失去完整的整體，也失去作品的精神與意義。

圖 12 動態交互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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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動態智能結構

互動裝置必須是互動的，允許參與者去構成行為上的連結，並強調藝術成為

一種具有轉換行為與認知能力的系統，此系統涵蓋著生物演化的程序與架構。37

參與者扮演不可或缺的互動部分，互動裝置是與參與者互動的系統。38此系統具

開放性結構，邀請參與者介入，並成為互動裝置作品的內容元素，作品不斷地衍

生成長，同時也影響隨後發展的決策與行為，這種系統的思維基於資訊、反饋和

學習思想，即是一個人工智慧系統。

隨著電腦科技的日新月異，人與機器間的差異逐漸減小，因著人工智慧的發

展，機器變得更加人性化，電腦運算提供人類與人工智慧之間的領域，涉及共生

思維、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整合。從藝術的角度，它可以導致社會與文化多樣性的

轉變，且在科學、藝術和哲學產生豐富的詮釋與定義。簡言之，人工智慧回應人

類對超越深層心理的渴望，即達到非物質的、精神的、超越身體和頭腦、超越時

間和空間侷限的一種智能結構。雷菲克．阿納多爾（Refik Anadol）《消融的記憶》

（Melting Memories）將人的腦波神經活動變化過程轉化成數據資料，透過數據資

料驅動再轉化為多維視覺結構的裝置，並改變裝置表面的形式，製造畫面的視覺

錯覺，藉由數據繪畫和光線投影的增強和衰減重現腦內回憶的運作機制。在這智

能的結構電腦科技和人類共生，人工智慧增強我們視覺超感官的能力，找出不可

見的事物，成像不可見的事物，使我們的視覺感官體驗延伸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

變得超奇觀。電腦演算和機器學習正在與不可見的事物進行隱身處理，它處理那

些在我們視野之外，在我們自然感覺所賦予的物質感知的總體水平之外的聯繫、

37　 參閱〈當代數位互動藝術之特質〉，頁 30。
38　 參閱 Stroud Cornock and Ernest Edmonds, “The Creative Process Where the Artist Is Amplified or 

Superseded by the Computer,” Leonardo 6.1 (197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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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系統、未知力量和領域的轉變與轉移。

「動態智能結構」（圖 13）中，藝術家建構一個擁有機器學習的系統，提供

作品元素的輸入方式，這個輸入方式不僅來自於網際網路的圖像、影像、聲音、

文字和數據資料，或許也來自於當下現地參與者參與的元素。透過每一次的觀眾

參與、每一次的電腦運算、每一次的機器學習和每一次的反饋，共同塑造無止境

演算生成的動態作品形式。

圖 13 動態智能結構圖

五、結論

新媒體互動裝置的「人—科技」關係，關注的是透過身體活動與作品發生關

係和產生連結，或是借助作品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各種動態情境，試圖從人與科技、

身體與空間的知覺身體活動經驗中發現有哪些特徵。結果由此歸納分析出四種特

徵，分別為具身結構特徵、詮釋結構特徵、它異結構特徵與背景結構特徵，這四

種結構特徵又分別代表四種關係：體現關係、詮釋關係、他者關係與背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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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人與科技作為研究主軸，思考身體、知覺、科技與其空間性展現的互動結

構關係意涵。循此，本文著眼於新媒體藝術創作中的互動裝置作品，其作品必須

邀請觀眾一同參與互動，透過「參與者的身體活動」擴展參與者的身體感知經驗，

以此經驗展開人與科技的動態結構路徑，植基於此，進一步分析國內外新媒體互

動裝置作品可能的動態與結構關係，並佐以筆者的策展作品和國外作品為例證，

期能思考人、科技與世界之動態結構關係，並歸納出新媒體互動裝置具有的人機

動態結構面向，提供新媒體藝術創作者構思互動裝置中的互動程序和動態系統創

作架構的可能。

在動態被動結構、動態互動結構、動態交互結構和動態智能結構的四種動態

結構下，新媒體藝術家所實踐的概念，不僅在於最後產出的作品，更在於思考整

個動態過程，統整系統所發生的輸入、輸出、結構、互動等相關性，進而達成最

終的呈現。本文僅針對新媒體藝術互動裝置作品，透過電腦科技、程式運算、機

構裝置或虛擬技術的動態結構關係做探析、歸納與分類，然而，隨著數位科技技

術的發展，新媒體藝術互動裝置的媒材形式與動態系統已愈來愈多元與複雜，限

於研究焦點與篇幅限制無法將所有互動裝置均納入「四種動態結構」分類，此為

研究限制，建議未來研究方向可繼續深入探討更多種互動程序和動態系統結構的

互動裝置面向。希冀新媒體研究者與創作實踐者透過充分知曉科技、理解其應用

與科技結構，進一步思考新媒體互動裝置的人機動態系統之解構所能折射出的科

技動態美學之可能性，擴延新媒體互動裝置藝術的當代新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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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Human - Technology Relations Theory of Don Ihde’s 

Phenomenology of Technology for its methodology, and borrows from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Phenomenology and Hermeneutics Theory to formulate its research context. 

Moreover, four types of phenomenology of human - technology relations are explored, 

based on the idea of perception and bodily activ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ensory 

experience structures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ticipants (human) with various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 works (technology) came from four dynamic relationships of 

different awareness experience in the intentional, empirical, and dynamic context space 

(or world) of bodily activity awareness.

Within this context, further analysis summarizes the four human - computer 

dynamic structures of new media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s, including: Dynamic Passive 

Structure, Dynamic Interactive Structure, Dynamic Interactive Crossing Struc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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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Intelligence Structure. By analyzing the creativity and discourse of new media 

art, this thesis proposes the necessity of these four types of human - computer dynamic 

structures.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example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s,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human - computer dynamic structures of new media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s. The purpose, and one of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new media artists with new possibilities when envisioning an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 including its interactive procedures and dynamic system creative structures.

Keywords: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 Phenomenology of Technology, Ddynamic 

Structure, New Media 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