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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在回於行勤者桐格理;命的使用道一章中'我将敷锢真寞的封在合饼

成道一伺想像中的重才话'申因其英语益不是任何一伺参舆重拮击者的

母裙，所以有一些不恰凿的器法被保留了下来。忡道伺苦才盐所载生

的塌景，是在二月捏一锢隆沈的星期二、位於偷敦政耀肇院祖的…

罔辫公室之中'峙阔在傍晓'差不多该是去附近的 Beaver 酒吧去喝

黠啤酒的暗候。道畴，一障小罄但持髓的敲阿罄在教授瓣公室的房

内上警起'一位主修资部系就的博士生往前1公室捏瞧了一下。

由踹: ~m Jj乏真面舆正面的理前

壁生:我打攫您了嚼?

教授:不舍啊'项在本来就是我的掰公室院放峙罔，远来坐坐吧。

肇生:甜甜。

教授:嗯......你就你有黠抓不到方向?

壁生:嗯......是的。老重荫'我瓷碗要把行勤者桐格理揄 (Actor

Network Theory) 臆甩在我的倔案研究中是蜜困黯的一件事。

教授:也黠怪'它燕法披靡用在任何束西上啊!

l 荠注:原文的另一倒版本也收绿在 Bruno Latour, "On the Difficulty of being an ANT: An 

lnterlude in the Form of a Dialog,"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l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41-156. 但後者有一些小修改，因此雨伺版
本之间含有一些小出入。

* 原注:在本害 The Social Study of l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中'行勤者钢他

理椅也有在第七章 (Monteriro) 、第八章 (Kallinikos) 典第十一章 (Smithson and Tsiavos)中衬
擒。

种 原注:我要感言M John Tresch 帮忙修改运篇封括练中的英文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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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生:但是我俩不是被教就……我是指……道玩意见在道捏着来挺

熟内的'你是敌它真的一黠用都设有嚼?

教授:它或许有用吧，但只有在它不被拿来「臆用」在其它柬西上

畴。

肇生:割不起……您是在耍弄某穰耀宗技俑嚼?我必须提醒您:我

只是锢研究查部系就的博士班肇生'所以不要期待我……我

也不是很喜散那些法圃理输'只有萤温一黠〈千重台 > (A 

Tho阳and Plateaus)2 ， 但也搞不清它在前些什麽...... 0 

教授:我很抱歉，我韭不是就圄前些逗趣的话'只是行勤者桐格理

揄本来就是锢消踵的揄盏，它业不舍穰捶地去吉克朗任何事

情。

壁生:那麽它可以去当我做什麽呢?

教授:它]真多能做的就像是就: í 宫你的幸自尊人将企棠粗麟、硬

髓、心理蟹和政治混雄在同一句话捏峙'先不要将它伺垒部

打散。就著f是道些在一般肇街能蠕捏是完奎不可共量的元素

中，去追脆道些幸自尊人所建立的建括。」就道模。行勤者桐

格理:命浪辩法明罹地告都你道些建括是什腰。

肇生:如果它到我俩所研究的封象什麽都没前'那麽它强什麽可以

被稿主者是一锢「理揄」呢?

教授:它的罹是、而且我韶局渥是一锢很强的理输。但它是一锢阔

於如何去研究、甚至就如何不去研究的理输'或者换句琵

挠，是如何震行勤者能有自我表邃的空罔。

2 荠注<千重台}法国後现代主羔哲学家德勒兹 (Gill田 Louis Réné Deleuze) 舆精神分析学家

加塔利 (Felix Guattari) 一同合作的名著。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α(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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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生:您是指其它的社舍理输不允3年道棱做?

教授:没错，而且那正是它例的力量所在:它伺擅於正面隙边阔於

祉舍世界是如何粗成的，道在大多敷的锢案中渥可以'其中

所有的成分都是已知的。但是常事物赞道地非常迅速的情况

峙一一我舍再加上其中界锦非常模糊的黄~fl研究，那些理揄

就不奏效了，新的蘸题就是你需要行勤者桐格理i命的碍候。

阔E会铜将以及描泣的重要性

肇生:但是我的行勤物、行勤者......我是指那些我在 IBM 所研究的

人，本身就是行勤者桐路。他俩舆其他群多事物相违括，他

伺温及各鹿.飞

教授:恒你看，运就是向题所在，你不需要行勤者踊路去就出道

黠:任何一倔有效的社舍理输都可以做到相同的事，遣用道

倔怪真的揄盏，去指出你的幸昆等人是身庭在一锢锢路中，是

一件液什麽用的事。

壁生:但他俩的暗是啊。他伺形成一锢榈路'你看'我己耀迫自~t[\

他伺辽阔的脚繁:雷脑晶片、规格、培剖、黄金、樊庸、随|

家、文化、企菜售蒜室等等的一切事物，黯道我所描边的制

格不是你所荫的意思?

教授:不盎然。我向意道富在是非常地混淆'而且道是我俩的错:

或者就道完奎是卡睫 (Callon)3 一锢人的错!是他想出道俯可

怕的字眼……但是你不臆鼓将耀自描边所描糟出的铜格、 H过

3 择注 Michel Callon 教授现任教於 Ecole des Mines de Paris 社舍系，冯知名的 STS 学者以 f.\，

行勤者自罔格理渝的撩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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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来裂造出那倒描边的铜格雨者罔相混淆。

肇生:……?

教授:真的!你赏然舍承韶用一支铅幸去精圈、舆描糟一支铅擎的

输廓是不同的吧。道舆「铜格」道锢模糊不清的祠囊，情形

是一模的。利用行勤者铜路，你可以描窍一锢不盎然查是以

「行勤者桐格式」的方式所描糟的销路，你只是将封象混淆成

研究方法。行勤者铜格理揄是一程研究法，觉且在把大多敷

的情况下'它是一程消撞的方法;黯於你所正在边描边事物

的翰廓舍是什麽模子，它什麽也不舍告都你。

肇生:道真是令人困惑......但是我的那些 IBM 成虽'他伺要在道不是

正在形成一倔臭好、影颖而又有意蠢的榈格嚼?

教授:也群是'我是指'首然是一但那又怎模?

壁生:那，我就可以用行勤者铜格理揄来研究它啊!

教授:同模地，也静是、也静不是。道完奎要看是什麽霹你的行勤

者、或是行勤物去行勤的。只是保持著建秸、相互遣括、罢

黄性的肤憨是不钩的。它完奎依赖著某撞徙-)j量流勤到另一

庭的行勤'因此有道些字「榈 J (net) 和「活勤J (work) 0 4 

堕生:您是指我雕然指出了我的行勤者舆榈格的形塑有阁'但我渥

尚未完成一倒行勤者桐格的研究?

教授:那正是我的意思: [""行勤者牺格理揄」比较像是一枝卸肇或

重擎的名字、市#你所要描糟或上色的重才象的名字。

壁生:但是赏我就行勤者桐格理揄是一理工具、觉悟你能不能把它

4 荠注:这程拉回刻意要玩弄 'network' 这f因字'要提醒或者不要将「绸络」啻作-11回固定的名
祠，而是要将它视码是一伺勤您的、舍不断掉换的概念'因此在运i是 'work' 的中文翻择就不

直荠冯「络J' 而是洋成较局贴近原悉的「活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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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雇用峙'你在H反嚣。

教授:因局它不是一伺工具，或者荫，工具徙来就不「只是」己塑

偏好要拿来愿用的工具而已·…..t::伺耀是同捷地玫娶了你的

目穰。行勤者桐格……我同意道锢名字是有黠笨......可以蘸

你生屋出一些你用任何其它的祉舍理揄都徙未得到遇的效

果'道是我所能绚保益的。它是一锢非常平凡的程蝶:用铅

章董圄跟用提肇董圄不舍是一穰的;用瓦斯幢烤蛋塔舆用霞

孀烤的效果也不舍一模。

肇生:但是那可不是我的指尊敬授想要的，他希望能有→固框架(仕ame)

可以用来放逼我的资抖。

教授:如果你要儒存更多的资料'去贯一倔大一黠的硬碟......

壁生:他摇是放:各位同壁， r你伺需要一锢理揄框架防部nework)J 0 

教授:呢?你的指善教授是在重重的嚼? r框架 J (frame) 封於重重

的人雨言倒是不锚的一一镀金的、白洼的、雕刻的、巴洛克

式的、主吕贵的等等'但是你曾遇到温哪锢董家'在他国始重

他的慑作前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先遣董框嚼?那不是有黠奇

怪'不是嚼?

肇生:你在玩文字遮骸， r框架」我是指一伺理揄、一倒揄器、一

倒通用的揄黠、一倒概念一一可以用来使资料有意薯的柬

西'你糖、是需要一锢吧。

教授:不，你不需要!葡告前我'如果某 X 只罩罩是某 Y 的「倔

案 J '哪一锢黠於研究比较重要:作站一特殊锢案的 x 、渥

是作捣妞别的 y ? 
肇生:可能是 y......但是 X 也很重要，要看它是否是一锢愿用於

…好吧'我猜雨者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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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我自己舍遣 y ，因主运 X 芷燕法教你任何新事物。如果某倔

束西只罩袖的是某檀其它肤患的例子，那渥不如直接去研究

道锢肤憨……一锢需要额外框架的锢案研究，是一倒能一岗

始就遣得很糟的倒案研究。

肇生:但是你耀需要把事情放在一锢版将Z下'不是喝?

教授:不，我到於服将是一黠耐心都没有。一锢框架能言要重作更好

看'它可以更佳地尊引凝眼、增益其债值'但是它没有添加

任何柬西在重作上。框架或服格恰好就是割於资料没有造成

任何政蟹'逼真是很平凡的常截。如果我是你，我就舍整锢

放衰徙框架同始，而只是去描边。

肇生: r只是描边」。很抱歉道穰间'但道不是温於天真嚼?黯道道

不正是我刑一再被警告的那睡程除主毒草或寅在揄月号?我以捣

您的揄盏'臆该是比道锢要来攘雄才是。

教授:那是困县你韶高描边是一件筒罩的事?我绢，你一定被一建

串的隙腥滥哥哥所混淆，因如每一百本阔於辞揄、输器、在解

的苦凿中'只有一本是真正阔於描边的害。去描边、去注意

一伺具髓的事件， í是一伺特定的肤况捏，去寻找j雷特又通富

的放边一一我自己耀、是瓷碗道是非常、非常高的要求。你曾

瞟就遇美国社舍肇家葛芬柯 (Harold Garfinkel) 喝?

阔日含5全黯主萎舆客翻主萎的翻黠

肇生:我必须荫'道逼我又跟不上了。我仍被教尊敌世舍堕有雨程

委宣型'诠挥社舍肇舆客藏主善社舍壁雨穗'凿然你不舍想告

辞我'你是属於客翻主蠢的那一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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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你怎麽知道我是!我把苦才是的。

E妻生:你?但是我伺被告知就你是某疆的相封前者。你被引边荫，

你曾耀敌遇自然科壁不是客颤的·…..所以你富然是支持在挥

社舍壁、多重翻黠、多重立塌那些柬西的。

教授:不揄你如何地稿日子，我封於盖程祉舍肇是一黠耐心也设有。

相反的'我望泱地相信科肇是具有客翻性的:除此Z外它渥

能是什麽呢?它伺不都是和封象物有随嚼?我只是单粗地

散'封象物看起来可能比你挠的那些所谓的「客翻主善者」

例所想要看到的更加模辑、交墨、多重一黠。

肇生:但是那不正是「琵程」祉舍肇所揄边的嚼?

教授:喔不、完奎不是那麽一回事。他俩舍就是「人」的惩望、

「人」的意装舆「人」的意向等等、将「盏辉的弹性」加藉在

不具一黠弹性的物幢、舶粹因果院保的世界Z中。那跟我挠

的完奎不同'我舍前作站物件'道倒重蹈、萤幕、键睦是由

多重的居次所粗成'正如同坐在道莲的你一模:你的身程、

你的语言、你的向题。是因局物件本身才增加了多重性，或

者不如就是事物，就像海德格的话，是「集秸 J (gathering) 。

凿你提到了盖释壁'不管你做什麽'你耀是可以预期接下来

所食费生的事:某些人辉是不可避免的舍前: 1但是首然，

那捏也渥存在著一些「自然的」、「客颤的」事物是燕法披挂

程的。」

肇生:我正是要鼓逗倔!不只有客翻的雪在，也有主翻的置在，远

正是站什麽我俩同峙需要雨程的祉舍肇理输。

教授:你看? 1不只有......也有 J' 道是一锢黛法避免的陷阱。不是

你将揄瓷延伸到每一件事上，就是它也舍如同「茬糯」成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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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颤性」的另一锢同蕃字一攘'整整得一黠用都没有;又或是

你把它俑限在雪在性的某一撞眉面'也就是人颊，然後你就

舍卡住在道见'国?每客翻性耀、是在圄髓的另一逞，然後反正

它遥不可及，那另一漫不擒是生氯盎然、渥是腐朽不堪'都

不舍造成什腰改蟹。

肇生:但是你不能否韶你、以及行勤者榈格理输也攘有某建立塌，

也添加了另一庸的挂棒、一锢翻黠?

教授:首然'我弟什麽要「否韶 J ?但是那又如何?因於立塌，最

棒的正是你可以改赞它。我站什麽要被卡在某一立塌上?徙

;重建到河的下游，那些在格林威治的天文肇家伺，以他伺在

地球上的位置而霄'有著偏限的幌野'但是他伺透3&!儒器、

望遗镜、街星等，很成功地挥换了他俩的ff~野。他例可以童

出-~在整但宇宙中的损河分怖圄，是不是很属害?始我一

倔立塌，我将舍向你展示雨打移勤它的方法。臆著'所有道

些介於「立塌」和 11:是任何地方翻看 J 的封立，渥有「瓮糯」

和「客翻」辽国的差罢'你都可以放心地将它俩都忘掉，将

挂辉肇丢到一逞'回到封象物'或者不如前「物」上强去。

肇生:但我耀是舍被我所属的翻黠、我的看法、我自己的主翻性始

限制住了吧?

教授:遣真是醺固!局什麽你韶站，有一锢翻黠就表示你啻「被限

制住」、或特别的「主翻」呢?首你出圈的暗候，舍跟著「瞟

望噩」、「翻景蠢」、「美踵的景色」的襟示，但富你佟於到

洼那令人摒息的地方，有什麽盏攘可以前道是你的「主翻限

制 J ?是需你可以抓到、碰髓到道锢景色的事物自身、山

谷、山峰、渥是道路。最好的程攘就是'再往下雨公尺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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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你食因局被酣槽到而什麽都看不晃，而再更往上面雨公

尺，因局有锢停事塌，你也舍撑住而看不晃。但你却是有著

同攘的主翻性、以及完奎一攘的「立塌 J !如果有些柬西可

以允群很多颤黠，就只是因兑它是非常檀藉的、多面向的、

粗辙完好的，而且很美蘑，是的'客翻地美靡。如果你能到

一倔雕像有许多截黠，那是因润，道锢雕像本身就是三度空

阔的，它允5午你、是的、允许你在它周圄再向。

肇生:但是凿然'没有柬西可以是客翻地美靡一"美必绩是主翻的……

品昧平日颜色则是相嚣的......我又有黠迷惑了。我伺局什腰要在

道花道麽多峙商事揄客翻主蕃?你挠的不可能是割的。

教授:因}{g人伺稿作是「客BJ 的柬西'通常都是一建串的隙腔滥

拥而己。我伺封事情都没有很好的描注:什麽是一台雷脂，

一件软程、一锢正式的系就、一锢定理、一伺公司、一但市

塌。我恫矮乎不知道你顶在正在研究的道锢柬西，资凯，到

应是伺什麽。我伺怎麽有能力把它跟主翻性分清楚呢?因此

就有雨穰方法可以批判客翻性:第一是藉由法睡物髓而走向

主翻人慧、翻黠，但另一倔方向才是我在挠的:回到物髓本

身。我俩局什麽得要襄物幢被一群笨蛋描边呢? !就像我例

昨天在裸堂上所看到的，艾偷·圄重 (Alan Turing)5 所描边的

需脑比 Weird Magazine 所描边的要来得更主主璧富、更主也有

趣。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回到趣横主恙。

肇生:我仍然舍被我的看法拾限制住。

教授:首然你舍，但琵挽回来，那又怎模?不要相信那撞所捐禽拙

自己的翻黠抬「限制住」的靡舌，所有的科肇都在费明能…

倒立塌移到另一{固立塌的方法，徙一锢参考架槽到另一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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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啊:道叫做相嚣'性。

随万台相望才主姜\行勤者涧裕理5自舆~Jfr裕

肇生:啊!所以你承韶你是一锢相黯主善者了喔!

教授:首然，不然我渥能是什麽?如果我想作一锢科肇家而且遥到客

翻性'我一定要得能绚徙一锢框架跳到另一倔， t是一锢立塌跳

到另一倒。不道麽做我就舍被我自己狭隘的晃地抬限制住。

肇生:所以你把客翻性跟相封主蕃建括在一起?

教授 r相封性 J '是的，常然是。所有科壁都舍道麽做。我俩的也

不例外。

壁生:但是我何政蟹立塌的方法是什麽呢?

教授:我告都你了，我伺是在一锢插边的事棠捏，其他人都在用隙

腔滥w可作交易。翻查、民捆，什麽都好一一我例走出去、我

俩倾醋、我伺肇营、我仍贾醋、我伺赞成绚格的、我伺交换

彼此的看法。其萤很简罩:道叫做田野翻查，好的田野翻查

耀是可以生屋出很多新的描边。

壁生:但是我己握有了一大堆描边啊!我快被它伺抬淹泼了，道就

是我的罔题，道就是局什麽我很迷惑、而且想就来找你可能

舍有需助。黯道行勤者榈格理揄不能需助我鹿理遣一堆资料

嚼?我需要一锢框架!

教授: r 我的框架王圃! J 真感人啊:我想我朦解你的走投燕路

5 荠注:父份·参席森·圈窒 (Alan Mathison Turing, 1912田 1954) ，英国数学家、遥辑学家，他
被视局常脂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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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不行'行勤者铜格理揄封道倒是完查派不上用塌的'

它主要的教薯，就是行勤者自己就造就了所有束西'包括他

俩自己的框架、自己的理擒、自己的服格、自己的形上肇，

甚至是他伺自己的本幢揄……因此我必须得挠，要跟随的方

向就是去作更多的描边。

肇生:但是描边太冗摸了，我反而臆鼓要去解释才割。

教授:看吧?道就是我不能同意大多敷祉舍科肇司"楝的地方。

翠生:你售不同意，祉舍科肇割他俩累横的资料想要提供一伺解程

的需要?蔚你渥自稿主主趾啻科堕家和客翻主善者!

教授:我得前如果你的描遮需要一倒解棒的嚣，恐怕它不是一锢好

的描边，就道援。只有很斓的描边才需要解释。其重很简

罩，大多颤暗候， ，解程」是指什麽?加λ另一伺行勤者，

来提供那些已耀被描边的行勤者一些行勤的必要能量。但如

果你渥必须加λ一锢，那麽道{国铜格就不是完整的'而且如

果己耀被聚集起来的行勤者'液有足绚的能量可以行勤的

话'那他俩就不是「行勤者 J '只是一些仲介者、笨蛋、愧儒

嚣了。他伺什麽也没做，因此怎麽甜也不臆该被触λ描迫

中，所以我?逆来没看道一锢好的描逃渥需要一倒解糟的，但

我倒是童温氟敷的í固描边，除了大量的「解释」之外什麽也

没加道去!运行勤者桐格理擒可雷不上'ft......

肇生:注重在很令人沮耍。我早该知道的一一其他肇生就警告我'

不要碰行勤者铜格理输的束西·…..理在你又告都我甚至不臆

鼓试著去解程任何柬西!

教授:我可没有道麽就:只是'要不你的解程是相干的，而且重作

上，你就在描边中加λ一倔新的份子一一道伺桐格比你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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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要来地提;要不然他就不是一锢舍带来任何政蟹的行勤

者，而你只是加入了一些不相干的柬西，苦才捕迫或解撵都没

有需助。如果是後者的霜'就把他始丢了吧。

肇生:但我所有的同壁都用了好多像是 'IBM 企棠文化」、「英国

孤立主蕃」、或是「自我利益」道些束西'去当什麽我就不准自

己使用道些服格的解释呢?

教授:如果你竟得道些很有趣的嚣，你就留下它吧'但不要相信它

例可以解糯所有的柬西-'8伺只是提前品而已。它俩顶多

能膏黯式地遛用於你所有的行勤者，但道也表示了它俩把整才

是完垒不相干的，因主吉它何不能在行勤者二三罔引λ任何的差

别。通常，服格都糟透了，它只是一伺凿你景得累了、或是

懒得撞撞下去峙，可以言要你停下来的方法。

阔5含蓄属描注飞故事渲些柬西

肇生:但那正是我的同盟:要停下来，我必须完成道锢博士肇位，

我只剩八锢多月了。你耀、是前「更多描边 J '但是道就像是佛

洛依德:燕止莹的分析 (indefinite analysis) ，你什腰碍候才能

停下来?我的行勤者到庭都是!我愿该到哪捏去?什腰才是

一锢完整的描遮?

教授:道才是一倒好向题，困局道是一倔贾隙的问题。像我常挠

的:一倒好的揄文就是一锢做完的揄文。但比起「加上一锢

解释」或是「把它放到一锢框架捏J' 渥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

以停下来。

肇生:那告前我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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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就是凿你骂完八离字暗、或是不管道捏的格式是怎模...我老

是搞不清楚景度限制，你就可以停下来了。

肇生:喔!那太棒了!所以只要我把揄文痛完就算完成了……太有

需助了'真感甜您喔!我感竟真景丢了一口氯啊……但那是文

本的限制，跟方法完奎熊国。

教授:看吧?道又是局什腰'我完奎不喜歌博士班壁生被司11糠的jJ"

式。窍文本跟方法太有回保了，你在道腰多倒月中'花了运服

多锋、基於道麽多的苟言类、道腰吴峙罔的翻察、道麽多的文

献'才骂了道麽多字的文本，道就钩了，你不需要作更多了。

肇生:我富然需要:我肇营、我研究、我解棒、我批静、我……

教授:但运所有道些的宏大目擦一你都必须程由文本才能建成，

不是嚼?

肇生:首然'但它是一伺工具，一锢媒介'一倒自我表莲的方法。

教授:液有什麽工具、媒介'只有仲介人。文本是很厚重的，道就

是行勤者桐路理:命的教薯'如果它有任何教善的韶。

肇生:抱歉，教授'我告都温你了，我?是来就不黯解那些法圆的玩

意克;我可以每 C 器言，甚至是 C++ 器言'但我不懂什F~!

德希莲、符号虎语言肇那一慧的柬西。我不相信世界是由文字

以及所有那些什踵的束西所粗成的。

教授:别前著要翻刺'那可不通合你工程前的身份。而且知输在11

何'我也不相信那一套。你自我怎麽停下来'我只是告W'F

你，身主运一锢博士班肇生所能做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的

指尊教授，或是你的幸自尊人、三、四位的博士班同肇他例俞

雷的文本'加λ到一锢特定的事物肤况。没什麽莘爵的*

西'只要明白的窍萤主恙。要停下来的方法左一是「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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锢框架」、一锢「解理 J '而另一锢方法'别是在你该死的揄

文捏'写上最後一章的最後一倔字。

肇生:我是在科壁领域捏被言"械的!我是一锢系就工程前一一我可

不是润了要抛素那些才来上黄凯研究的。我很柴意在我已耀

知道的柬西上'加入一些流程圆、制度、人物、柿器或是心

理肇。就像你教我例的一攘，我甚至有心理塑俑要封那些不

同的因素保持封稿性。但不要告前我'科肇就是要鼓好的故

事'道就是很戴眼上你的地方。前一分锺'你是一锢完奎的

客翻主善者，甚至是天真的黄在揄者一一「只要描遮 J '但

下一分锺'你又是饲完奎的相封主辈革者一「前一些好的故

事就钩了 J '道简直就是太法圈式了嘛?

教授:那你道援又算太什麽?别傻了'是挂载「好的故事」了?不

是我。我是就你在窍一倔博士揄文'你能否韶嚼?然後我

荫'道要结道麽多字的博士;命文一舍是你在我伺部堂上唯

一可以保存下去的精果一一是很厚重的。

壁生:意思是?

教授:意思是'它不只是一倔透明的玻璃窗片，可以没有蟹形地傅

遮你研究中的资部，你能否韶嚼?我假鼓你同意我逼向嚣的

摞捂: [""没有定形(in-formation) ，只有赞形( trans

formation) J '或者你也可就「再换 J (translation) 6 0 嗯，运

营然也通用於你的博士擒文，不是嚼?

壁生:也群吧，但在什麽意器上，道锢襟器可以需助我蟹得更加科

6 荠注:附於如何翻择 translation" 的衬渝，可以参考「台湾 STS 虚报社群」的 'STS 理擒典
方法擒」言n，命版中的 "Translation 典 metaphor" 的衬拾串， $.同址:

http://sts.nthu.edu.tw/board/read.php?f=2&胆333&t=3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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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道是我想知道的'我可不想抛囊科擎的精神。

教授:因知道倔文本能不能抓住你想要研究的行勤者锢路'是要ir~l\

你如何嚣道锢文本陌泱定的。文本在我例的壁科中，不是份 a

锢故事'也不是一锢好的故事'而是一锢功能相首於重除割

的柬西。它是一伺就酸、黄除、串事蟹舍费生的地方，有泼11'

行勤者，或有没有一锢被迫攒的铜箱'都要依攘其中所载!I:

的事。而那又正是完圭依赖於它如何被撰嚣的方式一一每啕

伺新的主题，都需要一稳如何用文本去庭理的新方法。很各

文本根本就是死的，捏踵什麽事都浪费生。

壁生:但是在我例的器程中，没人提温什麽「文本 J 0间'我伺韵"甘

是如何去「研究责gRJ' 而不是如何去「搞」它。

教授:道正是我顶在正在跟你就的事:你正在接受很差劲的肇俯IViI

楝!不去教道些肇祉舍科擎的博士生如何苦痛他俩的揄文'

就像是不教化堕家如何道行重睽室贾睽。道就是主运什麽顶在我

除了教揭作外，什麽都不教，我感壁自己就像是一锢耀是重橙

地碎碎念「描迫、写作、描遮、篇作……」的燕聊老旗。

壁生:向题是那根本不是我的指尊教授想要的，他要我的倒案研如

能多句具有普渥性'可不是什麽「只有描边」。所以'就算是找

照你的要求去做，括果是我有了阔於一倒事件的具好描边'

然後呢?之後我仍然需要将它放λ到一伺框架中、找一翻划

型肇来用、接著去比较、解器、最後将它普温化'道就是jA

什麽我阔始感到焦虑。

教授:只有首你的行勤者没有在横撞地、反思地、孰著地在行酣j

畴，你才膺、鼓要焦虑:他伺同模地也在比较、生崖委宣型、，1佳

音摞罩、散怖他俩的楼器舆企棠粗辙、意蘸型患和想法 o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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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就只有你是在做有智慧的事'而同碍他俩邵表琪的像是

一群白癖?他例所做的事，像是握握、聊繁、比较、粗辙'

正是你需要去描边的，道可不是你想在「只是描边」上再添

加另一倔唐的解程。别前著?是描边膊移到解棒:只要罩舶地

道行描边即可，相较於 IBM 本身如何鼓法去散播，你自己封

IBM 有什麽攘的想法是燕嗣索要的。

阔5会不留震副i 飞也不需要促研究中学窑的行勤者

壁生:但是如果我的行勤者不行勤、如果他例没有横睡地去比较、

襟驾主化、粗械、普温化'那我怎麽辩?我将舍被卡住!我将

不能去添加任何其它的解释。

教授:你真的是很了不起。如果你的行勤者什麽也没做，那煞揄如

何他例都不舍留下任何痕胁、所以你将不舍有任何的资gR 、

因此你也将波有什腰好荫的。

事生:你是指宫那祖设有留下任何痕胁畴'我膺、该保持沈默?

教授:我真不敢相信!你食在任何其他的自然科肇肇科中'提出道

倒向题嚼?道聪起来舍很愚蠢，面士啻科堕家锺管在缺乏任何

资gR的情况下'仍然宣稿他仍可以耀横解释下去，你串偏好

要去佛造资料了嚼?

肇生:首然不是'但是我仍然想......

教授:很好'你至少比起你大多敷的同事例来就是比较第理的。液

有痕睐，就没有资凯、也就没有描边、然後也就没什腰好荫

的。别拭著去填楠它，它就像是一强十六世祀的圃家地圄一

模:没人去温、或是没人?是那见回来边的地方'看在老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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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上，就腾空白留著!未知的土地 (Terra incognita) 0 7 

肇生:但是随於那些以某穰隐蔽的方式行勤的知形贾幢恫呢?

教授:如果他例行勤、就舍留下一些展胁、然後你就有一些资凯、

也就可以蔽揄他例，如果波有，就蒂固嘴。

壁生:但是如果他俩是被犀迫、被否器、被喋聋的呢?

教授:在道世上，是没有什麽柬西可以言要你在波有拿出他伺存在的

5登攘左前，就拉他俩是真的存在。 5登攘也3年是因接的、黯赚

的、模藉的，但是你仍然需要它。黛形的束西就是氟形的，

到此~止。

肇生 r盏攘 J '道不就根本就是萤盏揄式的?

教授:是啊'我是希望如此。到应去教那些你根本黛法程明其存在

的柬西在行勤'是有哪一黠好的?我想你恐怕是将祉舍理揄

舆除蘸揄混屈一蔽了一-雕然我同意'今日大部分的批判制:

舍科肇就是堕落到道撞地步。

壁生:但是如果我什麽也没加，那我就只是罩粗地重覆行勤者的前

而已。

教授:到应加上道些行勤不留痕胁、也没勤任何事件造成改蟹的制

形寅髓，舍有什麽用呢?

商万台反思性舆解黯

肇生:但是我必须要教道些行勤者一些他伺不知道的事，如果泼

7 荠注 Terra incognita 是拉丁文「未知的土地 j (unknown land) 的意思'在地回学中走用来报
示尚未量1M或纪绿的医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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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我去当什麽要去研究他俩?

教授:你恫道些祉舍科壁家'媳是使我感到挫折。如果你研究的是

一群晦蜡 (ants) 、而不是行勤者桐格理揄 (ANT) 的嚣，你舍

期待自居蟠徙你的研究中肇到什麽嚼?首然不舍'轴伺懂'你

不懂。轴俩是老丽'你徙轴1FJ身上肇营。你是其了自己好，

而封自己解程轴俩在做什麽，或是站了其他的昆蛊肇家'而

不是站了自居蝶，轴刑一黠也不在乎。是什麽柬西使你韶主运'

一锢研究耀是臆鼓能绸反温来去教等那些被研究者?

肇生:但是道可正是整倔祉舍科壁所想的事!道也是知什麽晚在我

舍得在偷敦政耀壁院一一就是要去批判管理隋唐的意蘸型

慧、去踢爆查部科技中的3年多神话、在所有的科技狂潮上增

添批判角度。相信我'如果不是道攘'我仍然舍待在砂谷'

觉且赚取大把的钞票……嗯，自徙桐路泡沫化以来'明在也

3午没那麽好赚了......但是不管如何'我必须主运人伺提供一些

反思性的理解。

教授......在你来之前'有程是不反思的!

肇生:就某程程度而言'不是啊?他伺做了很多事'但益不知道原

因......道有什麽拮嚼?

教授:锚的正是它是摆得如此地廉憬。大部分社舍科肇家所需的

「反思性 J '就像是去闰人何一些完奎不相干的向题'而後者

其萤阔的是别的向题'而道些所嚣的分析者到於答案'省口根

本建一黠踉素都没有。「反思性」立在不是只因其你就蠢於偷

敦政程肇院就髓Z舆生俱来的穰力。你舆你的幸自尊人有著不

同的商憬，雷雨渥有交集晖，那是一穰奇踵，而奇踵是很稀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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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生:但是如果我浸有比行勤者伺多就什麽，我将不能绚具批判

性。

教授:你瞧，一舍克你想要去解程illz且扮演科肇家，另一舍克你又

想要去踢爆、批判韭扮演鞍同者......

肇生:那我要挠的是:一舍克你是锢天真的置在揄者一←回蹄至1物

上'然後另一舍克你就你只是去喜黯一锢除了跟在你那锢著

名的「行勤者自身」後面追跪左外、根本就什麽也没藉的文

本。道完奎是#阔政治，我可看不晃道有什麽批判角度。

教授:那告前我，踢爆大前，你盯算要如何在你的行勤者上增加

「批判角度」呢?我洗耳恭藉。

壁生:只有首我有一锢理揄框架峙才行。道也是我原先想来此找寻

的'但明黯地， r行勤者搁格理揄」是燕法提供我任何的框

架。

教授:那我渥真高舆它不能……我假鼓，你道倔框架，在你的幸自尊

人的眼中是被蒙蔽了，而需要由你的研究来揭示?

肇生:首然是啊'那才臆鼓是我研究工作的债值所在一一至少我希

望如此。徊不是大家所都知道的描边，而是解糟。他伺浸畴

罔看的服格、组型壁……你瞧，他1M太忙了，以致於浸空去

思考'道就是我可以带始他伺的，而且他伺齿此也感到舆

趣，芷且骂主偏始我使用他伺槽案的榷限、更顾意付我鳝呢!

教授:恭喜你了……道麽前来'你正在告前我的是，在你六锢月的

田野翻查撞，你可以只靠自己骂了魏百真的束西'就可以生

屋出比你所研究的 340 位工程前舆工作人虽更多的知蘸?

壁生:也辞不是「更多J' 而是不同的知藉。黯道我不正臆该去如此而

富同嚼?道不就是我理在徙事运一行的原因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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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我可不幢定你徙事的是那一行'但自题是'你徙他俩那克生

屋出来的知戴到应是有多腰的不同。

肇生:道些知青我就跟所有科肇知戴一攘'括果是以同一穰方式来解

程事情:它靠的是徙锢案中找出原因，而一旦我知道了原

因'我就可以尊出那倔原因。道有什麽不封嚼?道就像是罔

前'如果移勤锺播而使其遗雕平衡肤慧、如果我知道伽利略

定律'我甚至不需要贾隙去翻看任何的锺攘'也完奎可以知

道其精果如何一一首然'渥包括我忽略不言十擂勤。

教授:首然!所以你真正希望的是'你的解糯框架之於你的锢案研

究，将可以像伽利略定律预测锺撂下堕一般一再减去擂

勤。

堕生:我猪是吧，有黠是道攘，虽在然较科壁来得不精草一黠。怎

麽?有什麽不封嚼?

教授:没什麽，那舍很棒啊。但它是可行的嚼?道表示不揄一锢抬

定的重隐锺擂怎麽勤'它苦才於自由落器定律而言都不舍增加

什麽新的资凯。定律攘有一切於腐於晾解锺操肤朦的潜势，

寅隙的倒案罩是罩袖的「潜能的揭示 J '技街上来荫'就是它

本来就存在在那捏。

肇生:道不就是一锢理想的解释嚼?

教授:道正是罔题所在:它是一倔理想'而且是一锢理想中的理想

解程。我慑疑你那些 IBM 的子公司舍是照道模子来行润，而

且我旗再睡信你是燕法?是 IBM 的行去当中'生屋出一倔可以言要

你将所有事物揭示成、像是将原本就存在那捏一模地演捧出

来的定律。

肇生:再减去擂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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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勤勤凿，道是不言可喻的......你的就宣令人钦佩......

壁生:你是在取笑我嚼?王起了那程理揄框架而努力，到我来放是11'(
得的……

教授:但道就是你想要的喝?你瞧，你真正告辞我的是不揄如何'

在你的描边中，你的行勤者什麽E戈壁都泼造成;也就是前，

他俩根本不是行勤者:除了小误差外，他伺只是罩脑地震附

一撞潜能。所以你正在浪萤峙罔去描边除了是被勤的中介物

外、什麽也不是的人例、物件舆地黠，因局他何自己什股 liJ，

液做。你的田野翻查峙周就是被浪费掉了，你臆茧直接去找
原因才是。

随5会秸槽主主言舆行勤者铜裕理i自由的漏濡

肇生:但是那正是→锢科肇要鼓做的事!就是:找寻可解棒道些你

以弟是在做别的事、但贾睽上只是估位者 (place-holders) 的f}
勤者背後的隐藏桔情。

教授:所以你是-倔秸槽主毒者曙!将於出幢了，估位者，你就是

道模稿呼你的行勤者啊?而同持你渥想去做行勤者铜格理揄
勒!逗置在是将折衷主薯的界银攘强的很遗!

壁生:局什麽我不能雨者兼融?如果行勤者锢格理揄有任何的科毕
内涵，凿然它一定是精槽主蕃者式的。

教授:你有意戴到在行勤者榈格中，有锢5司集叫作「行勤者」的

嚼?你可不可以告辞我，在道模一锢秸槽主毒者式的解聊
中，估位者能有什麽攘的行勤?

肇生:首然可以:它满足了某一程功能，道正就是括槽主蕃最棒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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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假如我可以正罹地理解它，任何其他在同一位置的行勤

者都将舍被迫去做同攘的事......

教授:所以由此定善， f占位者完奎可由任何其他的柬西所取代曙?

肇生:是的，道就是我跟你就它棒的地方。

教授:但道也是它愚蠢的地方'而且也使得它跟行勤者铜格理揄完

奎地互不相容:在我的字囊捏'一锢没有造成什麽玫蟹的行

勤者'根本就不是一锢行勤者。如果需囊有任何意蠢的话'

行勤者正是燕法由任何柬西所取代的，它是一锢揭特的事

件'完奎燕法化的局任何其他的柬西。除非你依靠某疆的襟

准化来使雨者罔得以共量，但即使如此'道仍然需要第三倔

行勤者、第三伺事件。

肇生:所以你是要跟我就行勤者锢路理输不是一同科肇曙!

教授:不是括横主辈革者的那程科壁'道倒是很罹定。

壁生:那渥不都一攘，任何资~ft系就科擎......

教授:不封!如果责~ft (information) 是膊整整 (transformation) ，那麽

黄凯系杭， í是定装上来荫'是煞法依靠精槽主薯的解髓。

壁生:括槽主蕃正是要前揄「畴蟹的系就」啊!

教授:肉都没有。我的朋友'因其在括槽主蕃捏什腰事都浪费生'

你好像渥波澜出桔槽主善和行勤者锢格理揄之罔的漏满有多

深喔:假如我要我的描边祖有行勤者，那麽他俩就得做黠

事'而不只是富倔{占位者;如果他伺做了什麽，他俩就必须

造成改蟹。如果他俩泼造成改蟹'那就丢掉他例，重新来倒

描边。而你要的邵是一锢捏强没有事件的科罪。

肇生:一堆事件的故事'那就是你想要的!你跟你的故事……我在

族的是解释、知蘸、批判角度，可不是在谈嚣篇霞嗣肥皂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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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剧本!

教授:我正要教到道黠。你想要你那魏百真的研究能绚造成改蟹，

不是喝?那麽你就得能绚盏明'凿你苦才他例行勤的措注目到

他俩身上峙，的幢改蟹了他俩行勤的方式。道就是你所载的

「批判角度」吧?

肇生:嗯'我猜是道穰液错。

教授:那麽你J!~衷舍同意'若是提供他俩一些温於器就、以至於不

相干的原因是行不通的吧?

肇生:凿然'我在蔽的是真正的原因。

教授:但道也不行'因局如果它仍存在一一我是很'攘疑啦，它恫唯一

的作用是把你的幸自尊人赞成其他行勤者(也就是你所需的功

能、精槽等)的估位者。所以蜜隙上他例将不再是行勤者，而

只是一锢倒的笨蛋或愧髓'甚至逼愧{晶都稿不上'因主主愧f晶渥

舍震操作者做些意想不到的事来……好吧，不管怎攘，你是在

言要你的行勤者什麽都不是'他伺最多只能增加一些微不足道的

擂勤'就像具嘘的锺摆也只多了一黠黠晃勤而已。

肇生

教授:理在你得要告都我'有什麽在政治上道麽憧大的柬西'要你

把你的研究封象赞成一群不幸的、「浸行勤力」的估位者'

只是王起了一些你、也只有你能看到、景察的功能?

肇生:嗯，你真有掰法把事情搞得颠三倒四……我碗在不很幢定。

如果挠，行勤者因此蟹得比较能壁察到强加在他伺身上的泱

定·…..更有意赣·…..更反思..…·他例的意截黯道没有稍加提

升?琪在他俩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道。他俩赞得更加段蒙，不

是喝?如果是道攘，我舍前1昆在、最将、在某程程度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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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我、波错、而使得碗在有更多、更辙屈地的行勤者。

教授:好棒，棒呆了!所以前'行勤者封你来就是完奎被泱定的能

勤者、加上捣著某锢功能的估位者、加上一黠黠的播勤、再

加上一些散蒙社舍科堕家提供的意戴?可怕'太可怕啦……

而且他渥想要做行勤者桐格理揄!在你把他俩徙行勤者降极

兑{占位者後，你渥想在惕害外多来锢羞辱、韭且慷慨地抬那

些可佛的傣伙他例曾有、省口被你用桔槽主毒草的方式拿走的反

思性。在你带著解释来左前他例是行勤者，不要告前我放道

是因去当你的研究嚣他伺蟹得如此的。斡得好'布雨迫厄

(Bourdieu)8 也不舍做得更好…...

壁生:你大概不喜歌布商迫厄'但至少他是真正的科肇家，可能渥

更好'困局他回心政治。而我只能甜'你雨者皆非…...

教授:甜甜，我已程研究科壁舆政治的国保大的三十年了，很要住被

什麽科壁才是「政治相阔」道类真话题嘟著嚼。

肇生:都韬攘戚的揄爸也不舍嘴到我'所以那你二十年的研究封我

来吉克也没差。

教授:就得好……但你的罔题是一一「用行勤者踊格理揄'我能作

什麽? J 而我的回答是:把非括槽主薯的解释。道雨者是完

奎不相容的，要嘛你有雪明潜在性的行勤者'而他例一黠也

不是行勤者'要嘛你描迫使虚凝成真的行勤者(/1国带一提道

是德勒兹的前法) ，而道需要#常特定的文本、你舆你的研究

割象的建秸也需要非常特定的规构去遣作。我猜道就是你舍

稽之王老「批判角度」或「政治相阕」的束西。

8 荐注:布前边尼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著名法国社舍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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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生:所以敌我伺究竟是那捏不同?你也舍想要有锢批判角度吧。

教授:是啊'也群吧，不遍我很榷定一件事:它不是自勤的，而且

在大多敷碍候它都失败。雨百真的前族、翻察就像那攘'一

黠也不舍有什麽玫蟹。要费得相阔'需要一套特殊的情势。

它是事件，需要一锢麓人地富於想像的规构'就像是伽利略

和他的摇撞一模。

堕生:所以我该做什麽?新碍来倔奇匮?

教授:但局什麽你要你小小的文本'比-{固E大的自然科肇蜜除

室'渥要更舆那些可能相阔、也可能不相阔的束西自勤地留

瞬在一魄?看看英代雨(Intel) 的晶片得花多大工夫才能跟手

楼相阔!而你想不萤任何代憬，就要每{固人都斟上 'LSE

inside J 的棵簸?要费得更相阁'你需要做得更多。

肇生:就像我所需要的:指望更多的工作!

教授:但那就是整锢重黠:如果它是科擎的，那麽它就臆鼓能失

败;如果它是自勤的、耀包的、奎效的，那它就不可能是科

擎的，它相粹只是不相干的。

肇生:很棒的再次保盏，甜甜你提醒我可能舍把揄文搞砸!

教搜:你把科壁舆精通雨者搞混了喔。告都我'你能绚想像有一倔

题目是'息锢例，你最爱的布雨油目的批判祉舍肇不可能雁

用上的嚼?

壁生:我倒是不能想像，有一倒是雪白是行勤者锢格理揄可以雁用得

上的! ! 

教授:漂亮!你就得很剖，道正是我所想的......

肇生:我可不是在前什麽赣美的菇。

教授:但我把它首成是一锢真正的赣美!任何事物的愿用，就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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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好的社舍科壁文本一模稀有。

肇生:容我委婉地荫，领教了你那槌度黯以捉摸的科肇哲壁左後，

{尔渥是得告前我鼓如何写一篇......

教授:在你的「只是描遮」上，你萤在太渴望去加上伺框架、服

格、东吉槽'道棱你是要如何黯我的呢?

壁生:那麽好的和壤的行勤者榈路理揄文本又有什麽差别呢?

教授:道固有倔好向题了!答案是:就像好重除室和壤蜜除室的差

别。不多也不少。

肇生:好吧，晤'甜甜......真感甜你告前我。但是最後，舆其用行

勤者桐路'我想我渥是用直曼 (Luhmann)9 的自我再生理揄

(autopoiesis) 富作基本理揄框架好了 它看来比较可行多

了。或者我也E午两程都舍用一黠，你不喜歌鲁、曼嚼?

教授:如果我是你'我不舍考虑所有的「基本理揄框架」

(underlying frameworks) 。

壁生:但是你那穰「科肇J' 到我来挠，意味著打破所有祉舍科堕言"

糠的规则。

教授:我事可打破它惘、而跟随我的行勤者……就像你挠的，最将

我是天真的重在揄者。

肇生:你看，我只是锢博士班肇生'而你是教授。你已耀费表了一

堆文章，你足以去做我不能做的事，我得聪我的指等教授

的。我不能跟著你的忠告走太遣。

教授:那麽你~什麽来找我?

9 萍注:尼克拉斯·虚曼 (Niklas Luhmann, 1927-1998) ，德因社舍学家'古代社含系统理捻太郎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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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生:我必须坦白缸，在刚才的半小峙捏，我也一直在祸国同攘的

事……。

致#1: 本文在翻萍典出版的通程中，要感#1傅大局教授仔细又费心的校定，以及扇了庭理又章版
榷的问题，典原作者 Bruno Latour 教授以雹子都件数次的聊络典苟言齿，最後狡得了 LatoUl
封於翻荠典校定的信任，盖且慷慨地同意使用;没有雨位教授的协助，本文将不可能完成
翻萍舆出版;另外副主编王文基教授也给舆本荐文格式修改上的细心提醒，在此也同揉地

表这感谢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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