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離，是時空連結的具體意涵。科技本質俱有重新配置時空的能

力，其掌握縮短距離為關鍵，擴張幅員且縮短此地至彼地距離與旅程；

更深刻地說，科技在於拉近人與人的距離。數位科技以超乎想像的速

度創新，改變人類生活模式；數位化造就一座資訊城市，形塑科技文化，

當此熱潮達到頂峰，人文本質需重新定位。

將科技創新追朔至十九世紀中葉，一般歷史學家認為，此時期為

工業革命達巔峰的階段，英國近代史上著名工程師伊桑巴德．金德姆．

布魯內爾，設計出史上第一艘螺旋槳橫跨大西洋的大蒸汽船，設計用

來往返英國、印度與澳洲海上航線，拓展英國向東貿易的幅員，提升

人們橫跨遠距離貿易與旅行的能力。二十世紀早期，航空科技迅速發

展，飛機性能進步，如今，人們能快速且持續性地穿越空間。上個世

紀末，網際網路全面向公眾開放，大幅提升民眾的媒體接近使用權，

也因著供需市場關係，產業模式從商業時代正式進入科技時代；爾後，

科技成為社會溝通主要項目，人機互動與人工智慧滲透且主宰人類生

活。

英國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學者史考特．拉許（2002）在他著作《資

訊的批判》中提出，科技文化「在結構上是遠距離的文化」為前提，

社會聯結的形式轉變成科技；他形容自己如同人機介面運作，即以科

技模式運作自然生活，失去機械介面的生活，如同無法穿梭距離進行

社交活動。更精確地說，資訊城市原意在於縮短距離、增加效率，在

這脈絡下，社會一切運作仰賴機械體。

我們將人類比擬為具生命力的有機體，當有機體過度仰賴機械

體，人類都成為了克萊恩斯與克萊恩筆下的賽伯格，即機械性的有機

體，簡化之，藉由人工智慧與科技，強化生物體本身能力（Clynes and 

人機詭譎：親近與支離
Distance

文／葉佳奇

台灣淡江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指導老師

Adaptive Architecture Studio主持人

建築理論與設計
—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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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ne，1960）。為加快社會脈動節奏，促進運作

效率，縮短各界距離，於是資訊城市將科技運用

地淋漓盡致。

人類有意識的追求進化，造成科技無意識滲

透生活。表面上，於軟體硬體科技皆達到效果；

實際上，人與人之間距離逐漸疏遠。

數位科技片面解決物理上的距離，「親近」

是數位訊號技術帶來的效益，去疆域化的跨遠端

溝通；然而，數位科技同時支離人際最原始的

傳播模式，當面互動溝通（face-to-face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溝通主體將語言與非語言的訊

息，傳遞給溝通客體，主體的思想與感情傳遞與客

體的回饋過程，構成完整的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原始的當面互動溝通模式，人際透過談話聲

調、非語言的肢體動作、表情、溫度以及社會安

全距離，以達到感知溝通效果。當今，多樣化的

類比溝通模式逐漸取代原始人際溝通，卻是人際

陌生溫度的開端，千篇一律的表情符號，已無法

傳遞真實情感，削弱人際距離靈魂的強度。

人距重組

二戰後，隨著城市重建以及都市人口成長率

加速，都市化與現代化基礎建設改變城市規模空

間關係。交通建設用來連結城郊關係，縮短城鄉

距離；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用來舒緩城內交通壅塞；

網際網路與電信通訊建設，達到資訊交流即時性。

距離因著都市化徹底被改變。我們將城市視

為一個場域，以都市人為本位，上述的交通基礎

建設成為都市人的資訊流通工具，都市人在既定

的場域裡生存，人機互動與交流通訊是我們的生

存法則，逐漸地，人類過度仰賴科技，形塑一個

資訊透明化且快速流通的社會。科技模糊公領域

與私領域的界線，都市人拉鋸在仰賴科技與保有

個人隱私之間，

這樣的社會氛圍造成人類心理認知失調。

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是社會心理

學家利昂．費斯廷格提出的理論，用來形容同一

時間產生兩種矛盾想法，產生心理不安定感，為

消除兩不相容認知帶來的心理衝突，人們會試圖

減低矛盾（Festinger，1957）。完形心理學家弗里

茨．海德在 1958年也提出類似的理論，認知平衡

理論（Woodside and Chebat，2001），當主體的態

度有矛盾時，主體會自動調解內心矛盾，直到達

到態度平衡，使心理狀況達到安定。

都市人對於公私領域去疆化感到焦慮，於是

物極必反，在虛擬與真實社會中，人們築起無形

高牆，以確保私領域的安全性；因此，人類群居

特性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強調人類個體性。

科技與交通在都市場域中交互作用，使都市人在

向心與離心軌道上來回奔走，相處模式看似親近，

卻是支離。

台灣擁有兩個超過四百萬人口的直轄市，五

個快速發展的城市，兩座航線繁忙的機場，一條高

速鐵路縱貫西部，能在一個半小時內來回島嶼南

北；世界密度最高的 3G基地台在台灣，Wi�高達

百分之七十的普及率，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

的高度使用率改變人與人物理上的空間經驗與時

間效率。

科技使遠距離成零距離，卻加劇分化短距離。

都會人埋首在科技裡，群居特性重新定位，一改

敦親睦鄰文化的情感交流方式。交通建設與傳播

科技築起橋梁，強化人距物理，然而，它同時逐

漸破碎人與人靈魂交際。

個體強化導致孤立心理特性，習慣人機互動

的個體，反而不適應群體生活，都市人把靈魂交

給機械體，溝通過程一概仰賴科技，人們是失去

靈魂的有機體，軀殼與軀殼在城市場域裡交錯，

靈魂在科技虛擬世界裡活動。於是，真實世界中

少了眼神的交會、肢體語言的感情傳達，擁抱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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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失去溫度，人與人的靈魂失去鏈結，徒有科技產物

下的虛擬情緒。

場域

法國哲學家拉布呂耶爾（Jean de La Bruyere，1645-

1696）曾說：「不幸，起因於人的不能承受孤獨」，

十九世紀的美國懸疑文學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也將孤獨意識與都市情境連結，寫

進他的著作裡，刻畫都會人群的孤獨基調，在《人群

中的人》裡，表達當代人即便濟身於人群之中，卻感

到被隔離在人群之外，強調人類逃避孤獨的精神困境。

孤獨的靈魂在著作裡被視為成一門美學，時代變

遷帶動都市化發展，孤獨感隨之加劇，歷代文學家與

藝術家用各種感性的方式，試圖描繪孤獨，各代有各

樣不同孤獨的形式與特性。

我們把城市擬為一座場域，孤獨現象在裡面持續

發酵，人與人靈魂鏈結系統，在都市的潛空間裡瓦解。

1.葉佳奇 衛星satellite概念圖
2.葉佳奇 衛星satellite試做
3.葉佳奇 衛星satellite裝置完成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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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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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都市創造一個情境，所有在都市裡的互

動成為一種社群關係，如今，此人際社群關係再

現於社群網站，強調人機互動的結果，是都會人

在公共場域的溝通與互動能力減弱，失去原始人

際互動，更削弱靈魂強度。

諷刺的是，人機互動在溝通過程裡，給人帶

來安全感，仿佛人類原始溝通本能，以及靈魂交

會的感動，都需藉由機械體才能傳遞情感。人類

活在科技的罩頂之中，一言一行透過機械體代為

溝通，似乎沒了科技，我們就忘了原始的溝通方

式，那些真摯的擁抱，動作顯得彆扭不堪；眼神

交匯後，視線變得侷促不安；微笑的嘴形角度，

使得面部表情呈現不自然的拙劣。

人機互動，究竟是重組人距？還是解構人際

溝通系統？這是一個過渡時代，既然人們已經仰

賴機械體。因此，試以數位技術，暗喻手法，在

場域中，以具象化表示靈魂鏈結方式，重新定位

「距離」。

人與建築的距離

數位解構主體

建築是創造構造物的過程，以連結人與空間

關係，在特定場域內，對機能、空間與環境進行

規劃、設計與建造，人在場域裡的物件活動，形

成公眾群聚特點，場域向心性質發展成人類重要

行為與決策中心化，舉凡政治、商業行為、教育

皆趨往中心，向心凝聚成群特性，空間逐漸規模

化，於是群聚成部落乃至於都市。

人本定位於場域的融合或孤立，是人際與社

會距離的關鍵，也是人類與環境相融程度要素。仰

賴人機互動的人們，我們投注精力透過科技進行

人際溝通，存活在數位環境，解構一切自然系統

運作；被強化的個體，已經不注重人際群聚關係，

也鮮少與環境互動。隨著科技可觸及範圍之遠，

能處理事項之多，都會人於是僅需生活於狹小的

空間，即可達到辦公、娛樂與處理瑣事之功效；

因此，人類自我孤立於人際，同時也和空間隔絕。

生活在充滿機械與電子科技的世代，遠端介

面壓縮了實體空間的機能，所有的空間、建築、

景觀充斥著數位機關，數位建築固然帶來便利，

卻也解構自然運行法則。當我們習慣全自動的環

境，置身於全自然的空間反而感到侷促，由是，

我們開始仿生一切物件。研擬有機體的形狀、結

構、行為、細胞與器官功能，設計以及製造機械

體；我們甚至將靈魂轉移至人工智慧系統機器人、

互動設計、裝置與電腦上。

整個二十世紀，人類盡情享受工業時期後帶

來的豐碩成果，並結合上世紀晚期的科技技術，

實現數位城市藍圖中的前衛建築；延續上世紀初

三大當代前衛派：建構主義、新造型主義以及包

浩斯，今日，將建築學結合媒介與數位科技，在

空間設計上有推翻性影響，整座資訊城市與數位

空間，形成人為控制的型式。

強化物體仿生 弱化人類靈魂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前衛派，深受工業化影響

而生，隨著科技發展，機械體與物件被自動化、

數位化，無疑地，數位系統主宰空間的生命力。

的確，科技賦予空間生命力，如同科比易認

為光線對空間的重要性，當年某晚，他站在未被

戰鬥機轟炸的廣場上，那個停戰日的夜晚，「電

燈」照亮廣場，他讚嘆電燈讓夜晚的建築顯得優

美，人與建築在科技電燈映照下，產生一股緊密

關聯的生命力。

然而，如今科技超速發展，那股自然而和諧

的生命力不見蹤影，過度利用科技與數位，理性

地應用於建築設計，反而顯得生硬造作。於是，

人們開始回歸到生命本位，使用科技強化非生命

體的靈魂，強化非生命體仿生有機體；然而，過

猶不及，機械性的仿生系統終究並非有機體，逐

漸衰弱人類聚集靈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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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設計賦予物件栩栩如生的靈魂，創造

出一件又一件的擬真仿生物體，透過與機械體的

互動，人類被提醒：「我們活著」，這樣的現象

既諷刺又真實，仿佛人類忘了生存的本能，是人

際與一切自然與環境的互動。

此案的裝置藝術，是一個互動式的立方仿生

體，賦予裝置靈魂，使之與人互動，將構造物造

型追朔回組成生命萬物的源頭：細胞體，具體再

現生命體在空間與建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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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葉佳奇 機器眼睛
5.葉佳奇 機器眼睛裝置與觀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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