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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群眾？真實的商品？ 

—閱聽人圖像之組織形構分析* 

陳 春 富**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當前媒介產業中閱聽人圖像之組織形構過程及其

意義。在分析架構上，以廣電媒介機構為焦點，結合新古典經濟學

派與文化理論之觀點，關注自由經濟體系下媒介閱聽人概念之形

成、媒介市場中「閱聽人商品」之交易邏輯，以及閱聽人實用價值

之產製過程。本文認為，「媒介閱聽人」是以一種流動的想像群眾

形式存在於不同的傳播理論預設之中，而在自由市場之經濟趨力

下，則透過媒介產業一連串的組織形塑過程，被建構成為以交換價

值為主之商品；究其意義，已與傳播研究中所關注的「大眾閱聽

人」概念相去甚遠。 

關鍵字：商品化、媒介組織、媒介產業、閱聽人、雙元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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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播學研究自發端之始，深受 Harold Lasswell（1948）所提出之傳播過程模式

影響，著重於傳播過程中來源、內容、管道、閱聽人，以及傳播效果等五大元素的

個別分析，缺乏整合性之討論。另一方面，關於媒介組織的研究，長期以來多半關

注個別媒介產業的發展與市場分析，而就媒介內容的接收端而言，則以強調閱聽人

的意義生產或是傳播效果為主；至於媒介組織與其閱聽眾之間相生相成之關係，以

及媒介閱聽眾的形成因素與其過程，卻鮮少有所著墨。 

本文認為，閱聽人的存在無以名狀，是媒介組織透過具體化的分析論述與測量

工具所形構而成。任何媒介市場之發展與其閱聽眾之建立，深受該產業中各個媒介

組織的運作所影響，其中媒介組織對於其閱聽眾所存在的思考，更是攸關整體產業

發展及其閱聽眾消長的重要關鍵。因此，本文將分析的焦點置於媒介組織與閱聽眾

之間關係之解構，將閱聽人放入媒介組織意義生產的脈絡之中，並透過相關理論的

檢視與批判，結合微觀層面之閱聽人行為探討與鉅觀層面之市場結構分析，重新思

考當代媒介市場中閱聽人的角色與意義。 

本文首先針對過去關於「大眾閱聽人」的重要學理觀點進行檢視，透過媒介閱

聽人發展脈絡之耙梳，回顧閱聽人概念在傳播研究歷史中之流變。其次，進一步就

媒介產業市場之運作邏輯進行探討，分析閱聽人對於當代媒介組織之價值及其意

義。最後，本文以自由經濟體系中的「廣電閱聽人」為例，分析媒介產業如何透過

一連串的組織常規，結合其他產業共同形塑並具體化其閱聽人圖像，據以維持市場

之發展。 

貳、閱聽人概念之理論預設 

「閱聽人」（audience）這個名詞最早乃泛指在劇院、音樂表演、或是運動競

技等公共聚集地觀看的群眾；不同於現今「媒介閱聽人」（media audience）的概

念，早期的閱聽人是一群基於特定原因聚集於特定場所觀看表演的實體人群。這種

沿襲自古希臘羅馬時代的古典閱聽人概念，具備了多項與當今媒介閱聽人類似的特

質，例如：觀賞與表演是有計劃的；表演具公共與流行性；表演內容具備娛樂、教

育、與情緒滿足等世俗性；觀展是自願性的；創作者、表演者，以及觀眾之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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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區別性等（McQuail, 1997: 3）。 

如上所述，古典定義下的閱聽人並非毫無目的地聚集，相反地，他們具備了直

接互動與頻繁聯繫的群體關係。Anderson（1996）即指出，在閱聽人的古典定義

中，創作者與觀看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傳播契約」（communication contract），觀

看者與創作者（表演者）對於文本內容有一定程度的共同理解；同時，不但觀看之

群眾彼此間具備高度的互動性與相互渲染力，創作者對於來自觀看者的回饋亦是立

即且明顯可辨的，透過傳播的形式呈現了閱聽人的實在。 

然而，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現今的媒介閱聽人雖然也具備類似古典閱聽人的

某些特質，但是在數量上明顯地更為擴展，在型態上亦更為多元。在觀看的地點、

時間與內容的選擇上，當代的閱聽人顯然具有更多的空間與彈性，而閱聽人的數量

與組成也更加地龐大、分散與個別化。尤其是自十八世紀以來，隨著大量印刷出版

物的出現，伴隨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開展，閱聽人成了一種越來越難以捉摸的傳播實

體（entity）。而在廣播、電視、網際網路等媒介科技如同「竄出瓶中之精靈」，

且媒介生態一路蓬勃發展、不可抑遏的情況下，不論是報紙的讀者、廣播的聽眾、

電視的觀眾，或是網際網路的使用者，其地理的擴散性隨之更廣，人口的組成益加

複雜，媒介使用的多元性更是難以具體被歸類。在這樣的發展之下，媒介閱聽人的

形貌也就難以被具體掌握。 

由於閱聽人的本質是抽象且具爭議性的，因此其所指涉的意涵也具備了多重的

向度，而這些方法學與論述上的諸多分歧，亦各自展現了研究者對於「閱聽人」一

詞所採取的解釋觀點。舉例而言，Jensen 與 Rosengren（1990）將閱聽人研究的歷

史區分為媒介效果研究、使用與滿足、文學批評、文化研究與接收分析等五大系

統。McQuail（1997）則將閱聽人區分為大眾（mass）、群體（group）與市場

（market）三種模式，並指出閱聽人研究可被歸類為三大傳統，分別為強調閱聽人

測量的「結構傳統」（the structural tradition of audience measurement）、關注媒介

使 用 與 效 果 的 「 行 為 主 義 傳 統 」 （ the behaviorist tradition of media uses and 

effects），以及具有人文趨向的「社會文化傳統」（socio-cultural tradition）。 

再者，Ang（1991, 1996）綜合過去關於閱聽人的眾多研究，指出其相關研究

之主要觀點可以分成「古典閱聽人」與「新的閱聽人」兩個階段。前者之研究論述

主要將閱聽人視為大眾與市場，而後者則進一步關注閱聽人之日常生活脈絡，強調

其媒介消費與內容接收之使用、滿足與意義（盧嵐蘭，2006）。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1998）則將閱聽人研究之演變歷程加以典範化，提出閱聽人研究之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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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被區分為行為典範（behavior paradigm）、納編∕抗拒典範（incorporation∕

resistance paradigm），以及觀展∕表演典範（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三

大範疇（張玉佩，2003, 2005）。此外，Webster（1998）透過檢閱閱聽人研究浩瀚

文獻中所存在的同∕異質性，認為閱聽人研究可被歸納為三種模式，分別體現出研

究者將閱聽人視為大眾（mass）、結果（outcome），或是行動者（agent）等三種

不同的觀點。 

閱聽人研究究竟應該關注於傳播過程中的效果（audience-as-outcome）面向，

或是強調其自主能動性（audience-as-agent），一直以來都是傳播學者爭議不休的主

題。早自 1960 年代開始，「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學派即對二次

大戰期間的主流效果研究提出質疑，指出媒介閱聽人並非如傳統效果研究中所認定

的，是一群深受媒介刺激物影響的被動接收者，而是一群對於自身的媒介經驗具有

主動性與能動性的使用者。Palmgreen 等人（1985）認為，「使用與滿足」研究的

出現反映了學者們對於閱聽人在傳播過程中角色的關注，同時也呼應了當時學界對

於一套強調閱聽人主動性研究取徑的強烈需求，也因此，「使用與滿足」學派改變

了傳播研究中對於媒介角色的關注焦點，從關心「媒介對人們作了什麼」（媒介效

果），轉移到「人們如何使用媒介」（閱聽人自主能動性）。 

「主動的閱聽人」概念同時亦是文化研究學派中關於媒介論述的重心。Fiske

（1987）指出，流行文化的意義並非是從文本中可辨識的單位所組成，而是透過人

們的詮釋被建構起來。在談到電視文化時，Fiske 認為大眾傳播過程中存在著兩種

不同的經濟形式：其一為「生產的財務經濟」（financial economy of production），

此經濟形式以商品的交換價值與金錢收入為主要考量；另一種為「消費的文化經

濟」（cultural economy of consumption），意指閱聽人透過媒介消費所自行生產的

文化意義、愉悅與社會認同（轉引自 Barker, 1999: 111-112）。就這個層面而言，

閱聽人在媒介消費中亦同時是生產者，而這種生產即是透過其對於媒介文本中所存

在的原始意義進行協商與多元解讀的過程。 

這種閱聽人對於媒介文本的文化生產，在 Stuart Hall 及後續文化研究學者所建

立起的「接收分析」研究中成了論述的核心。Hall（1974, 1980）針對電視閱聽人

所建構出的「製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模式，不但宣示了閱聽人自主

能動之正當性，同時也進一步揭櫫其文化意涵；亦即，閱聽眾對於媒介文本的接收

是一種文化意義的生產過程。其中，接收分析研究傳統中所強調的「詮釋社群」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之要義，更是進一步將閱聽人能動性的主張，扣連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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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使用者的年齡、性別、階級等社會與文化特質之中，提供了較「使用與滿足」研

究更為鉅觀的分析視野。而文化研究的傳統脈絡中，即強調閱聽人的社會結構位置

往往決定其對於文本的特定解讀行為與型態（Ang, 1991; Radway, 1991; Morley, 

1992）。 

「主動的閱聽人」之相對立的概念即為「被動的接收者」，這樣的對照突顯出

閱聽人研究的重心於能動性模式與效果模式間之游移。事實上，從閱聽人研究的歷

史來看，過去對於媒介閱聽人的分析，不論是從媒介效果的觀點去關注傳播過程與

內容對閱聽人所造成的結果，或是就特定媒介文本之接收分析去探討閱聽人的主動

性解讀與意義生產，在某種程度上其實都是殊途同歸的。易言之，關於閱聽人於傳

播過程中的角色，不同的學派觀點雖然有其論述之核心議題與關注焦點之差異，然

而這些不同的理論預設其實也都隱含著對於傳播過程中「結構 vs. 能動性」的社會

學思考。 

例如，在閱聽人媒介使用行為的眾多文獻中，學者們一再提出對於媒介產業結

構、市場生態、政策規範等鉅觀社會文化因素對於閱聽眾媒介使用行為的影響；而

在諸如接收分析等強調閱聽人為行動者的研究中，閱聽人的種族、階級、性別等結

構性因素，亦被視為大大地決定了其與媒介文本之間的關係。至於近年來日漸為學

界所重視的「閱聽人民族誌學」（audience ethnography）研究取徑，更是反映了閱

聽人研究企求找到能夠兼顧結構與能動性的彈性分析觀點。 

因此，以「主動 vs. 被動」這種相對立的思考來定義閱聽人的概念，顯然早已

不適用於現今的媒介環境之中，重要的是如何將微觀層面的議題，聯結至更廣更全

面的分析架構之下。換句話說，閱聽人研究需要的是能夠兼顧結構層面與能動性意

涵的論述觀點（Webster, 1998；陳志賢，2005；盧嵐蘭，2005）。透過「結構—能

動性」的雙元面向去重新思考閱聽人，不僅關照了個體能動性的概念，同時可以避

免將閱聽人主動性的詮釋無限上綱，以了解個體或是群體在特定政治、經濟、社會

與文化脈絡下，自我權力運用的界線與侷限。再者，「結構—能動性」的研究取徑

得以提供有關閱聽人研究問題較為精緻的解答。在此思考脈絡中，我們仍然可以詢

問「人們消費了什麼媒介（內容）」，同樣地，我們也可以探究「媒介對人們作了

什麼」（Webster, 1998: 51）。閱聽人在此分析架構中，不僅被視為是具有能動性

的個體，同時也是龐大社會與機構體系的一環，其圖像是建立於一個動態的過程之

中。 

值得注意的是，欲就「結構—能動性」的取徑來了解媒介閱聽人，在分析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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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特別強調三種社會關係：一、媒介組織與其他組織間之關係；二、媒介組織內

之關係；三、媒介組織與社會公眾之關係（Croteau & Hoynes, 2001; Defleur & Ball-

Rokeach, 1989；蔡琰，1995）。亦即，在試圖勾勒出當前媒介閱聽人之形貌時，除

了必須檢視閱聽人本身的媒介使用外，同時必須將「結構—能動性」的思考，分別

應用於媒介（作為一種社會機構）與其他社會機構的關係、媒介組織內的運作，以

及媒介組織與其廣大閱聽人之間的分析，以解構當前社會中媒介產業、媒介科技、

媒介訊息∕產品與閱聽人之間所形成的一個相互循環的生態系統。 

參、從「大眾」到「市場」—結構的觀點 

「大眾閱聽人」的概念起源於工業革命時期，主要是因應媒介工業的需求而興

起。早期的傳播研究多將閱聽人以「大眾」（mass）看待，無論是就結構傳統或是

行為主義傳統而言，將閱聽人視為一「大眾」的形式，是當代關於媒介閱聽人最普

遍的思考方式（McQuail, 1997; Webster & Phalen, 1997; Webster, 1998）。事實上，

「大眾閱聽人」一詞沿襲 Blumer（1946）在社會理論中對於「大眾」的定義，指

涉閱聽人為一群龐大的、廣泛的、散亂無組織性的集體型態，成員之間通常沒有直

接的聯繫，而媒介組織與閱聽人的關係亦不明確。在此預設中，散佈各地的大眾是

經由共同的媒介曝露（exposure）而被連結起來，成為一具有群眾性的整體。 

「大眾」一詞雖然帶有貶抑的意味，但「閱聽人作為大眾」（audience-as-

mass）的思考卻也是結構取向的閱聽人論述之重要核心。在主流的傳播研究中，大

眾雖然本是一群難以捉摸的「烏合之眾」（李金銓，1981），但是透過共同的媒介

經驗，不同形式的閱聽人「身分」得以形成與確立（Biocca, 1988）。如此，閱聽

人乃由許多以共同興趣或共同特徵為基礎的社會網絡所組成，不但具備「公眾」

（public）的性質，同時亦彰顯了某種「社群」（community）的樣貌（Anderson, 

1991; McQuail, 1983, 1997）。在從「大眾」過渡到「公眾」的思維轉變之下，閱聽

人的媒介使用不再被視為是單一個體的行為，而是一種集體性的社會行為，必須與

社會行動的思考相結合；而不同的閱聽人群體，也在這樣的一個集體性思考中，呈

現出其行動能力與經濟價值。 

McQuail（1997）認為，結構取向的閱聽人研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有四：一、

可以展現出媒介系統和個人媒介使用之間的關聯性；二、有助於對傳播效果的了

解；三、可用以分析閱聽人在不同時間中於媒介管道與內容型態間使用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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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以透過媒介使用行為的社會背景特質，建立閱聽眾媒介使用行為的類型學。

同時，若從 McQuail 所提出的結構傳統面向來看，大眾閱聽人研究同時亦是根植於

視閱聽人為「市場」（market）的思維而起。此模式關切閱聽人的媒介消費型態，

試圖了解媒介內容（產品）策略與閱聽人選擇動機之間的複雜關係；而在實證方

面，則不以個別閱聽人為重點，而是希望藉由分析集體層面的媒介使用型態

（patterns），亦即參考閱聽大眾「集合性的資料」（aggregated data），嘗試尋找

出閱聽人媒介使用的種種「共通性」法則（Beville, 1988; Webster et al., 2005）。 

於是，在結構模式的閱聽人研究中，依據科學理性的方式並按照各類型的人口

統計學類目（如年齡、性別、收入、種族、居住地等），廣大的群眾被加以劃分，

形成一群又一群可以被客觀觀察與預測的閱聽人「類型」。在這樣的前提下，閱聽

人不再是無法觀察與掌握的「大眾」，而是媒介組織可以透過系統性的區辨與劃分

加以捕捉的「市場」，用以維繫媒介組織的運作與發展。 

換句話說，媒介組織作為社會機構的一環，對於閱聽人之媒介使用具有結構上

的影響力，而個別閱聽人對於其媒介使用當然亦有其自主能動性，主要透過對於媒

介內容與管道之選擇來展現。然而，當大眾媒介已然機構化與制度化為現代社會的

一部分時，兩者的關係則必須透過某些客觀化的工具來加以理解。在當代社會中，

大眾媒介傳播過程一方面是集體性的，另一方面也是工具性的；媒介組織將散佈在

各地的閱聽人「集合」起來，賦予制度性的定義與解讀，如此閱聽人遂由無以名狀

的散亂大眾，成為可以被客觀察覺與評估的具體對象。而在媒介組織與閱聽眾互動

的關係中，閱聽眾的「注意力」成了其中最重要的關鍵。 

執此之故，結構觀點的閱聽人研究重點不在於強調個別閱聽人對於媒介訊息的

接收，或是媒介內容對於個別閱聽人的影響；在此模式下所進行的閱聽人研究，多

數是以「閱聽眾測量」（audience measurement）為主的商業性研究，而非探討閱聽

人對於媒介內容之接收與解讀。（後）工業化社會中大量生產的媒介符號內容，被

視為一套又一套的產品，傳播者與受眾之間建立共同意義的可能性逐漸地被排除，

而被化約成一種經濟上的關係。媒介作為傳播者，所關心的是如何透過策略性的運

用，去吸引閱聽人的注意。更重要的是，對於媒介產業而言，市場是以一種「計算

性」（calculative）的意義系統來連結傳播者和受眾（Ryan, 1991）。在這種傳播過

程中，傳播者（媒介組織）與接收者（閱聽人）之間的關係已與前文所提到的古典

定義中之「傳播契約」形式漸行漸遠，而成了類似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易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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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自由經濟體系下奉企業化經營為圭臬的主流商業媒介機構眼中，將閱

聽人視為「市場」的觀點顯然是最適用不過的。在此模式中，媒介組織作為內容產

品的提供者，根據人口統計學上的類目範疇及其產品或服務的內容，將閱聽眾依照

不同的社會經濟特徵，清楚地加以分類，並決定如何與這些不同類別的（潛在）消

費者建立起「交易」關係。如此，大眾媒介成為文化工業，追求利潤是其重要的存

在意義；而隨著公共知識的快速成長，輔以大眾行銷與統計思維的日益蓬勃，今日

大眾閱聽人「市場化」的概念已然成為解釋閱聽人的主流模式（dominant model）

（Webster & Phalen, 1997）。 

肆、媒介產業「雙元產品市場」之運作邏輯 

大眾媒介是市場，然而其市場運作型態卻有別於其他產業，而這種差異也與閱

聽人的角色息息相關。首先，媒介產業不同於其他產業之處，在於社會大眾花費相

當長的時間與龐大的金錢與其互動；其次，各類媒介對於社會大眾在政治、社會與

文化態度上的深遠影響力，亦非其他產業可以比擬（Napoli, 2003）。 

此外，Picard（1989）所提出的「雙元產品市場」（dual product market）概

念，即指出媒介產業之運作涉及兩個不同的市場—「媒介產品市場」與「廣告市

場」。在「媒介產品市場」中，消費者（閱聽眾）以金錢及收視勞務，來交換媒介

機構所提供的產品（內容）；而在「廣告市場」中，媒介機構則提供穿插在節目產

品（內容）中的時段，以及該時段的閱聽眾給企業主。因此，媒介產業雖然在形式

上看似只生產了一種產品（媒介內容），然而實質上卻在兩個性質迥異的市場中分

別獲利。 

這種「雙元產品市場」之運作邏輯，從大眾媒介發展伊始即如是。事實上，

Webster 與 Phalen（1997）亦曾強調，資本主義社會中將閱聽人視為「大眾」的重

要原因之一，即在於方便市場中之經濟運作與交換功能。早自大眾媒介發展之初期

階段，不同媒介的讀者、聽眾、觀眾等即被以「數人頭」的方式，透過銷售量、讀

者回函、收聽率，或是收視率的形式加以計算並且賣給廣告主。而廣告客戶選定於

特定版面或節目中託播廣告，即是一種產品行銷的策略，希望能夠藉此激發閱聽眾

之消費慾望，達到其產品銷售的目的。 

同樣地，Smythe（1977）提出「商品閱聽人」的概念，亦認為「大眾閱聽人」

的概念與其所存在的「商品性」息息相關。根據 Smythe 的論點，閱聽人利用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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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時間觀賞電視節目，雖然看似不費吹灰之力，實則是商業媒介充分運用閱聽人的

收視勞務，生產商品閱聽人並販賣給廣告客戶的過程。換句話說，閱聽人觀看節目

並非是免費的，其收視是必須付出勞動力的，而此勞動力具有經濟價值；同時，閱

聽人透過收看節目中的廣告而產生消費意識，其勞務經由媒介販賣給廣告商，並透

過對產品的消費回饋給廣告商。媒介組織自行或是透過閱聽人調查機構，進一步將

這些閱聽人的資料加以分類、計算、統整，再一次以商品的形式賣給廣告商；如

此，大眾閱聽人遂成了價值（價格）不一的「商品閱聽人」（McQuail, 1983; Jhally 

& Livant, 1986; Meehan, 1990, 1993; Mosco, 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 

從「商品閱聽人」的觀點來看，媒介組織所提供的內容並非其主要的商品，充

其量只是藉以誘使大眾成為消費者的中介物，閱聽人才是大眾媒介的決定性商品。

其中一項關鍵性的因素，在於媒介閱聽人商品在本質上所具有的易耗損性（Beville, 

1988; Ang, 1991; Owen & Wildman, 1992; Bogart, 2000）；亦即，不同於內容產品可

以不斷地在市場上被販賣與再販賣，閱聽人商品之價值往往只存在於其進行消費的

那一刻，具有絕對的「即時性」與「揮發性」。 

因此，商業媒介組織的運作重點，在於透過節目的排程規劃與廣告的行銷策

略，誘發閱聽人於付出收視勞務的同時，進一步消費廣告主所託播之各類產品。換

句話說，媒介產業生產了閱聽人，同時也創造了符合其廣告客戶所需要的潛在消費

者；閱聽人在收視的過程之中，除了為頻道進行勞動（收視）之外，亦被賦予重要

的經濟價值（消費）。也因此，媒介機構真正需要的閱聽人，是那些有可能會購買

其廣告主所託播產品的（潛在）消費者，對於媒介機構而言，這群人才是真正具有

經濟價值的閱聽人。 

就此觀點看來，媒介需要閱聽人更甚於閱聽人需要媒介（McQuail, 1997）。事

實上，正如同許多傳播研究者所一再揭示的，在自由經濟體系的市場中，媒介的真

正商品並非其所產製的內容，而是其所擁有的閱聽眾（Owen & Wildman, 1992; 

Ettema & Whitney, 1994; Webster & Phalen, 1997; Bogart, 2000; Napoli, 2003; Webster 

et al., 2005）。大眾閱聽人的概念透過商品化的形式被運用在媒介產業之中，其身

份由大眾轉換成具有經濟交換價值的目標群眾；同時，由於廣告的收入挹注對於商

業體制的媒介產業是不可或缺的，因此閱聽人在此市場中具備有雙重的消費者身

分，一方面是媒介內容的消費者，另一方面更是廣告產品的潛在消費者（梁世武、

郭魯萍，2001；劉美琪，2004）。 

因此，閱聽人的商品性及其在媒介市場中的販售交易，一直以來即是新古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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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者與文化研究學者所關注的重點之一。在自由經濟體系中，媒介內容生產者就

如同其他產業的生產者一般，服膺於市場機制與追求利潤的原則，關心商品的交換

價值甚於媒介的公共角色。因為唯有透過商品的交換與流通，才能不斷地創造經濟

效益，使生產者得以獲利，達成其「利潤最大化」之目標，維持整體產業乃至於整

個資本主義的既有結構體系，以確保其再生產的可能性。 

再 者 ， 在 自 由 經 濟 體 系 中 之 傳 播 政 策 ， 其 背 後 亦 不 乏 「 商 品 模 式 」

（commodity model）的閱聽人預設，即認為閱聽人是有經濟價值的，並且透過其

規模與組成來呈現（Webster & Phalen, 1997; Napoli, 2001）。執此一觀點之傳播政

策往往假設，既然商業媒介必須藉由閱聽眾的生產與販售來維持其生存，那麼公共

利益的達成途徑，即在於保障這些以廣告為主要收入來源的媒介組織能夠正常運

作；因此政府首要關心的，是整個社會體系中媒介產業的經濟福祉，以避免市場的

脫序失衡，從而保障大眾的公共利益。 

Napoli（2003）即認為，當代商業媒介的產業生態中，存在著廣告主、媒介組

織、消費者，以及閱聽眾調查機構四個彼此間有著相互依存關係的角色。對於媒介

組織而言，其運作既然無法跳脫以營利為導向的市場法則，自然必須設法滿足來自

於閱聽人與廣告客戶雙方的需求。在透過各式各樣的節目規劃與製作輸出，提供能

夠滿足閱聽人的節目內容之同時，媒介組織也將閱聽人納入其生產場域之中，「打

包」起來轉賣給廣告客戶，滿足廣告商的商業利益，並為自己取得具體的金錢獲利

（顧玉珍譯，1995）。因此，如何達到閱聽眾的極大化與精準化，對於商業體制下

的媒介組織而言，自然是一項重要的「經濟原則」。 

由此可知，在媒介組織、廣告主、消費者與閱聽眾調查機構所形成的市場關係

中，閱聽人就如同商品一般，透過交易的過程而不斷地「增殖」（valorization）

（Jhally & Livant, 1986; Jhally, 1987∕馮建三譯，1992）。1 在這種相互依存的共生

關係下，閱聽人便已不再是單純的閱聽人，其在收視電視或採用其他媒介時，同時

擔負著進一步消費各式廣告商品的重要任務。再者，由於商品閱聽人主宰著媒介組

織與廣告主的經濟利益，因此關於「閱聽人知識」的產製與流通便成為商業媒介產

                                                   
1  馬克思提出「增殖」（valorization）一詞，用以解釋商品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關

係。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產品的生產主要乃是透過交換過程而進行，使產品具備了特定

的形式而成為商品；而「商品化」即是將商品之使用價值轉換為交換價值的過程，抑或

說是在勞動過程中抽取剩餘價值的過程（Jhally & Livant, 1986; Jhally, 1987; Mosco, 1996

∕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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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市場的重點，而閱聽人調查機構即是因應這個需求下的產物。 

前文曾經提及，媒介組織所競爭的重點在於閱聽眾的「注意力」，而此種「注

意力」的評估卻不同於其他大部份產業所用以交易的產品般，可以被簡易地量化與

確定。以媒介產業生態觀之，閱聽人調查機構以「第三者稽核」的方式建構一套測

量與報告的系統，提供數據化與規格化的閱聽人資料，促成廣告時段的買賣，以幫

助媒介組織與廣告主雙方有效地掌握並且管理其商品閱聽人，同時也使得龐大無形

的閱聽人以一種經濟上的有效方式參與市場，進而轉化成為有形的商品單位。 

伍、Nielsen Is Television：收視∕聽率之發展是必要之惡？ 

由於商品閱聽人具有如此重要的經濟價值，商業媒介組織在其內容的生產過程

中，必須發展出一些關於閱聽人的正式（formal）與非正式（informal）知識基礎，

並且透過常規化的知識產製過程，來持續其將閱聽人定義為市場的概念（Ang, 

1991）；其中，「正式的」閱聽人知識即呈現在標榜專業化的閱聽人調查報告之

中。雖然部分媒介機構也利用閱聽眾回函、call-in，或是自行調查的方式來估量其

閱聽人，然而在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下，透過第三者稽核方式所生產的「聯合應用

型」（syndicated）閱聽人調查報告已然成為市場中不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聯合應用型」的閱聽人調查報告透過中立的第三者稽核機構所產製。通常市

場中可能存在著數家彼此競爭的聯合供應型報告，但也有可能是一家獨大的情況，

其功能在於調查不同媒介市場中各類型閱聽人的資料，以及追蹤其廣告使用情形。

這一類的閱聽人調查機構多半宣稱使用科學理性的方式，採用類似社會科學研究的

測量技術，針對閱聽人的媒介使用進行調查分析，以規格化的報告形式提供媒介組

織與廣告商類目詳盡的閱聽人調查資料。在商業體制的媒介市場中，這一類的閱聽

人調查報告深為媒介組織所依賴，具有決定其生產內容的影響力（例如一個節目的

存與廢），甚至往往主導著組織管理者的運作思維與決策面向，成為當前商業媒介

組織中產製結構的一部分。 

Larson（1992）曾經明白地指陳，閱聽人調查機構如 A. C. Nielsen 對於電視產

業之影響力，並非單純在於其所具有的如子彈般摧毀一個曾經深受歡迎的節目而

已，更重要的是，其影響力深及電視產業的整體文化，甚至是當代消費者文化的演

變。閱聽人測量機制提供了依賴廣告維生的媒介組織運作的經濟基礎，而其思維與

技術之發展，無可避免地將帶給媒介產業一種顯著性的連帶效果。因此，Nie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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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僅是電視閱聽眾的測量機構，其根本就是當代電視的代名詞（Larson, 1992: 

106）。 

以商業廣電市場為例，收視∕聽率（ratings）即是閱聽人研究調查報告最典型

的代表（丁榮國，1999；黃葳威，1999）。對於商業廣電機構而言，藉由收視∕聽

率的規格化調查報告來一窺閱聽眾的收視∕聽行為，是其建構閱聽人圖像之基礎。

對於電（視）台的經營者而言，如何將組織的資源做最適切的運用，進行精準的市

場區隔與節目規劃策略，提高其生產效益與投資報酬率，必須有一套「放諸四海皆

準」的客觀性資料，方便其針對市場現況進行分析，而聯合供應型的閱聽人調查報

告（如 A. C. Nielsen 的收視率調查）便成了其與廣告商議價之依據。特別是在今日

的多頻道媒介環境之中，閱聽人分眾化（fragmentation）與兩極化（polarization）

的情形日益明顯（Webster & Phalen, 1997；劉幼琍，1997），媒介組織對於其閱聽

眾之掌握，更需要一套更為細緻精確的參考資訊，以便針對其閱聽眾提供適切的節

目方案，也為其廣告主找到目標消費者（郭貞，1997；劉幼琍，1997；莫季雍、王

旭、湯允一，2000；林育卉，2006）。 

在這樣的媒介產業生態下，規格化的收視∕聽率調查報告似乎也就更加地為商

業電（視）台所倚重（丁榮國，1999；張時健，2005）。收視∕聽率調查提供有關

閱聽人的「客觀」資訊，以「套裝」或「客製化」的種種形式販售給市場中的參與

者，將廣電產業中的媒介組織、廣告商與消費者連結起來，建立一種共通性的認知

基準。過去的研究也指出，廣告主願意對廣告時段付出的價碼，與該節目或該時段

的閱聽眾具有牢不可破的關係；其中，閱聽眾的規模（size）與閱聽眾的組成

（composition）等兩類資訊，更是媒介組織與廣告主對於閱聽人商品議價過程中最

重要的決定因素（Beville, 1988; Webster & Phalen, 1997; Napoli, 2003）。執此之

故，收視∕聽率調查數據被視為媒介組織營運成效的判斷標準，同時也成了廣告商

於媒介管道與時段購買決策中不可或缺的參考資訊（張依雯，2000；林宜蓁，

2003）。 

更重要的是，收視∕聽率資料不僅提供商品閱聽人買賣的參考，同時亦被廣泛

運用於商業媒介組織的產製流程之中，包括節目的策劃、播送、後製評估等，追求

收視∕聽率之極大化成了媒介業主念茲在茲的常規要旨。媒介業主與廣告商將此類

調查視為一項社會慣例，一種了解閱聽人的共通性標準，沒有人願意去違反或是破

壞這種協調，以免造成市場的脫序與失衡。Miller（1994）即曾指出，閱聽人調查

所提供的資訊，乃是在「所有事實」（the whole truth）與「唯有事實」（nothing 



想像的群眾？真實的商品？—閱聽人圖像之組織形構分析 

‧83‧ 
 

but the truth）兩個準則間取得平衡。亦即，對於媒介組織與廣告商而言，收視∕聽

率調查資料雖然不見得能夠含括閱聽人的所有資訊，但是其所篩選呈現的數據卻也

被視為是攸關媒介與廣告主利益的重要事實，為兩者提供了解真實閱聽人一種較為

平衡且實際的測量向度。 

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收視∕聽率調查報告藉由統計法則的運用，將散佈於各處

的廣大閱聽眾以「加總累計」（aggregated）的方式連接起來，具體化成一套套規

格化的數據資料，表面上看來似乎提供了一種科學性的閱聽人建構方式。相對於接

收分析與民族誌研究等透過個別閱聽人之自我陳述報告所建構的閱聽人形貌，具有

集體性概念的收視∕聽率調查報告顯然較符合媒介組織生產的模式與追逐利潤的目

標。由於商業廣電媒介需要的是一種可以超越想像的、具體化的閱聽人圖像，以作

為商品交易的參考基準，收視∕聽率調查報告中將閱聽人聚集、分類、測量，再以

規格化形式生產輸出的方式，遂成了商業廣電業者與廣告主想像商品閱聽人的最佳

途徑。 

然而，不容否認的是，如同其他形式的量化研究，收視∕聽率調查無論在技術

上多麼地講求工具理性，或是在閱聽人收視型態上建立了多少類目，其實都還是有

其解釋上的界線與侷限，甚至於可能生產出錯誤的閱聽人知識。特別是在調查樣本

的選擇與類目的建立上，收視∕聽率調查的執行方式嘗試以「樣本代表性」的演繹

取向解釋群體的推論方式，背後不但存在著化約性的預設，也顯示出其對於閱聽人

同質性的追求遠超過異質性的比較。 

因此，在收視∕聽率調查的數據中，單一類目下每一個閱聽人的媒介使用與其

生活經驗都是一樣的，或是不需追究的；閱聽人的個體性不存在，其收視行為背後

的目的與其意義亦無從得知，充其量只是一群「名目上的閱聽人」，一群擁有高低

不 一 交 換 價 值 的 商 品 類 目 。 閱 聽 人 的 媒 介 使 用 行 為 在 報 告 中 ， 被 以 開 機 率

（HUT）、佔有率（share）、接觸率（reach）、總收視率（GPRs）、每單位收視

成本（CPRP），或是每千人成本（CPM）等市場交易概念加以製造、比較、計算

與使用，可謂閱聽人商品最真實的呈現。 

關於商業廣電收視∕聽率調查的批評從未少過，也一直是關心傳播產業發展與

閱聽人福祉的學者們所關注的重要議題，特別是針對收視∕聽率調查中「數字說明

一切」的無限上綱，更被視為是一種充滿危險的工具性思考模式。Ang（1991）就

曾犀利地挑明，收視∕聽率調查是主流閱聽人研究為了配合媒介機構有效操弄與控

制其閱聽人，而刻意建構出來的一套策略性論述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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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ng 的觀點中，媒介組織從來未曾真正想要「了解」其閱聽眾，充其量而

言，媒介組織只是希冀透過一套統一的測量系統和技術來「證明」其閱聽眾的必然

存在。收視∕聽率論述（ratings discourse）透過客觀實用的數字呈現來建構當代廣

電閱聽人的特定形貌，不但是偏頗且去人性化的，同時更是媒介組織對其閱聽眾加

以剝削的一種殖民型態。換句話說，媒介組織與廣告工業共生共構，藉由人工化的

收 視 ∕ 聽 率 論 述 建 構 ， 將 閱 聽 人 置 於 工 具 性 的 觀 點 之 下 ， 成 為 可 被 征 服

（conquered）的客體。進一步而言，媒介組織策略性地將大量真實且異質的閱聽大

眾去脈絡化，建構出規格化的閱聽人客體，以方便其解釋與操弄，並且從中牟取經

濟利益。 

眾所皆知的是，收視∕聽率調查事實上只是商業廣電組織蒐集閱聽人資訊的方

法之一，無論調查機構如何透過類目的修正與技術的改良來精進調查報告對於閱聽

人的解釋效用，其所獲得的資訊仍然不脫關於閱聽人數量、組成、比例等基本人口

學的範疇。然而，在自由經濟市場競爭白熱化的媒介產業生態之中，這類片斷與瑣

碎化的資訊卻往往被媒介組織賦予極大的解釋功能，成為其對於閱聽眾想像之主要

依據。 

更重要的是，在利潤機制主導下的廣電市場中，閱聽人的媒介使用成了組織對

其進行監視與規訓的途徑，就如同邊沁所提出的「全景觀視塔」（panopticon）一

般，2 大眾社會中真實的閱聽人被化約成為一個個微不足道的數字，徒然只剩下商

業交易之功能。不僅如此，在收視∕聽率論述下所進行的商品閱聽人買賣，更是隱

含著強烈的性別偏見與保守的家庭論述，在本質上充滿著對於閱聽人的勞動剝削與

性別歧視，將某些閱聽人的收視勞動加以邊緣化，甚至是排除在外（陳志賢，

2005）。因此，透過「收視∕聽率調查」為形式所建構的廣電閱聽人圖像，無法真

實反映當代社會中多元性的媒介視聽與使用型態，與其所宣稱欲捕捉的真實閱聽眾

形貌相去甚遠。 

 

                                                   
2  「全景觀視塔」（panopticon）為十八世紀末 Jeremy Bentham 所提出的一種圓形監獄建築

型態，其規劃設計之目的在於方便獄警對於囚犯之全方位監視。Foucault（1977）進一步

延伸其義，認為位於中心的監視塔設計乃「權力之眼」（the eye of power），意在透過觀

看掌控與監視被觀看者，以此說明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權力關係之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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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商業媒介組織「打造」閱聽人之過程與意義 

收視∕聽率調查決定商品閱聽人的價格是商業廣電體系中存在的事實，但是這

樣的指陳似乎並未深入探究媒介產業中組織運作的邏輯。如果將媒介產業視為如

Picard 所言之「雙元產品市場」，那麼在此市場中諸多的因素，例如其他產業與其

他存在於此市場中之相關商品與服務、媒介組織與閱聽眾、其他社會機構之間的關

係，以及整體產業政策之思維方向等，都是可能影響商品閱聽人價格之重要「結構

性」因素。 

Ettema 與 Whitney（1994: 4-5）即認為，傳播研究應該將以內容導向為中心的

傳播關係放在一個更大、更複雜的結構系統與社會情境中，納入包含制度面

（institutional）的組織分析，藉以了解媒介組織中的生產系統如何建構並維持傳播

過程中各個要素之間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制度面傳播研究所重視的，並非個別

閱聽人如何接收訊息或是傳播者如何製造訊息；在此分析架構中，研究者最想了解

的，乃是機構化的傳播者（媒介組織）「打造閱聽人」（audiencemaking）的過程

及其意義。 

媒介組織「打造閱聽人」的概念，並非指將接收訊息的個別讀者、觀眾或是聽

眾等媒介使用者一網打盡，因為媒介組織所感興趣的並非一般泛稱的大眾閱聽人，

而是「制度下的有效閱聽人」（institutionally effective audiences），亦即那些在媒

介組織眼中具有社會意義或經濟價值的，能夠為其帶來利潤的閱聽眾。至於何謂

「制度下的有效閱聽人」，Ettema 與 Whitney 將其分為三種：其一為「測量的閱聽

人」（measured audiences），意指那些透過調查機構研究產生，可以供媒介組織販

售給廣告主的閱聽人；其二為「特殊化的∕區隔化的閱聽人」（specialized or 

segmented audiences），意指那些在分眾市場中，其消費興趣與需求可以為特定節

目 內 容 製 作 者 所 掌 握 或 創 造 的 閱 聽 人 ； 另 外 一 種 則 為 「 假 定 的 閱 聽 人 」

（hypothesized audiences），亦即傳播政策中所一再強調需滿足其公共興趣、便利

與需求的閱聽人群體。3 

                                                   
3  Napoli（2003）進一步闡釋 Ettema 與 Whitney（1994）的觀點，認為由消費者、媒介組織

與閱聽眾測量系統三者所共同生產的「閱聽眾商品」（audience product），是整個閱聽眾

市場（audience marketplace）的核心概念。在此市場中，所謂的「閱聽眾產品」是由三個

獨特卻又相互關聯的部份所組成，分別為預測的閱聽人（predicted audience）、測量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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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來，在制度面的傳播組織研究中，媒介組織所可以掌握的閱聽人是被建

構或重新建構的，他們的興趣是被預期的或可被創造的，是能夠被組織所產製的內

容商品所滿足的，更重要的是，這些閱聽人是具備有效的商品價值的；亦即，閱聽

人的實在是由大眾媒介所安排與決定的。就媒介組織的觀點而言，閱聽人的圖像在

媒介商品的產製過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然而卻無法輕易地被描繪出來，因此

必須透過共同性標準的建立，來具體化其閱聽人概念。前文曾經論及，閱聽人的

「大小規模」（audience size）與「組成型態」（audience composition）是商業廣電

組織進行商品閱聽人買賣時最重要的兩項資訊，其他如潛在的閱聽眾數量、閱聽人

的特質、電（視）台的類型、市場中電（視）台的數量、節目的時段、市場的大

小、總體經濟的情勢、收視率資料報告的品質，以及市場競爭的情形等，都是影響

商品閱聽人價格的結構性因素。 

至於對雙元產品市場中的另一端，也就是廣告業主而言，閱聽人作為一種商

品，其被買賣的方式與其他產業市場中形形色色的商品並無多大的差異。雖然商品

閱聽人的價格受到許多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但是最終還是取決於整體市場中的供需

法則。此外，在競爭日益激烈的市場中，廣告主所關心的不是「亂槍打鳥」的大眾

閱聽人，而是與其商品訴求息息相關的「目標閱聽人」（target audience）。易言

之，市場的分眾化同時亦伴隨著企業主對於其對消費者媒介曝露的取捨，以提高其

媒介購買（media buying）之效益。 

對於廣告主而言，產品的媒介曝露決策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整體環境因素、

媒介價格成本、廣告主個人因素，以及預期的廣告效果等（張宏源，2002）。在分

眾化的媒介市場中，產品的高媒介曝露雖然表示擁有了大量的閱聽眾，然而卻不表

示其訊息成功地傳達至廣告主所企求的目標消費群。4 因此，當選擇媒介管道進行

託播之前，廣告主必須花費大量的時間和精力，交由代理商的媒體部門針對閱聽人

的各類資訊進行分析，以求規劃出最佳的媒介使用策略，依照其潛在消費者之人口

統計資料、價值觀與生活型態（VAL）、心理因素、消費行為與生活風格等市場區

隔變項加以調整，提供目標閱聽人客製化的訊息，以求達到廣告的最大效益（林宜

                                                                                                                                            

聽人（measured audience），以及實際的閱聽人（actual audience）。其中，閱聽眾產品的

交易一般而言乃始於閱聽眾的預測，並且透過與測量機構所「再現」出的閱聽眾相互參

照，來捕捉實際閱聽眾之輪廓。 
4 廣告市場中常以「浪費的曝露」（wasted exposures）來說明這種廣告訊息高閱聽眾到達

率（audience reach）與低目標閱聽眾有效到達率（effective reach）的落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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蓁，2003；劉美琪，2004）。 

不可否認的，在媒介組織的運作思維中，吸引「量多質精」的閱聽眾是增加廣

告時段買賣價值的關鍵。因此，在追求閱聽眾極大化的過程當中，媒介組織除了必

須鞏固既有的閱聽族群之外，同時亦須思考如何從市場上其他競爭者的手中吸收更

多的閱聽眾，或是企圖開發新的閱聽族群。以商業廣電組織而言，在節目規劃與製

作的過程中，必須區分能夠吸引「大眾閱聽人」的節目以及訴求範圍較小但明確的

「目標閱聽人」的節目，並且分別建立起足夠的收視∕聽群，以便與廣告主進行價

格不一的商品閱聽人交易。 

前文曾經論及，媒介組織在「打造」閱聽人的過程中，除了透過閱聽人調查報

告等「正式」知識的建立之外，同時也涉及組織工作常規中一些「非正式」的常識

形構。不同於閱聽人調查報告企圖掌握有關閱聽人的「精確」知識，這些關於閱聽

人的常識（非正式知識）往往只存在一些不甚具體的、想像的閱聽人圖像，而且通

常是在媒介從業人員常規化的每日作業流程中形成，並且進一步凝聚起來。一般而

言，就如同 Schön（1983）所指陳的「行動中的知識」（knowledge-in-action），媒

介 工 作 者 對 其 閱 聽 眾 之 理 解 往 往 是 一 種 心 照 不 宣 的 「 隱 微 知 識 」 （ tacit 

knowledge）；雖然媒介工作者不需要時時刻刻談到他們的閱聽眾，但是在其投入

內容產製的每日工作過程中，其心中已經勾勒出對於其閱聽眾的一些特定圖像

（DeWerth-Pallmeyer, 1997）。因此，若要了解媒介工作人員心中的閱聽人圖像，

往往可以透過對其所創造（作）出來的媒介內容作檢視，據以掌握媒介組織工作常

規中所建構的閱聽人常識。 

如上所述，媒介機構對於閱聽人的認識是一種組織化的形構過程，透過關於閱

聽人正式與非正式知識之建構，來具體化其想像的閱聽人圖像。具體而言，媒介組

織一方面藉由「客觀中立」的閱聽人調查報告，以數值化的方式建構關於閱聽人的

論述型態，另一方面也透過「組織社會化」的過程，形塑一套不言可喻的思維與常

規，將閱聽人建構為可加以掌握並且便於描述的客體。 

因此，媒介組織所形構的閱聽人並非傳統傳播學者所關注的「實際接收者」

（actual receivers），而是對於組織具有經濟效益的「閱聽人商品」（audience 

commodity）。在此組織化的形構過程中，閱聽人是一項「擬真」的商品，被以數

字化的方式累計加總，透過銷售量、收聽率、收視率、使用率等調查報告術語販售

於媒介組織於廣告主之間，如此不但滿足了自由經濟市場的交易功能，同時亦具體

化了媒介組織與文化生產者心目中對於閱聽群眾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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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論 

本文首先分析關於大眾媒介與閱聽人研究相關理論的背後預設，指出閱聽人為

相關學術研究與理論下的建構物，不同的研究取徑與分類觀點也反映出了對於閱聽

人概念諸多分歧的見解。Williams（1983）曾經指陳，事實上所謂的「大眾」是不

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是將人們視為大眾的種種方式；5 同樣地，閱聽人的存在並非

是不證自明的，而是必須透過分析性的論述與語藝加以建構，藉由不同的研究方向

來加以勾勒出其不同的形貌。 

在媒介產業的思考中，閱聽人是其為了達到集體性傳播的目的而建構起來的

「想像群眾」，同時也是維持商業市場運作而被賦予經濟價值的「真實商品」。媒

介組織透過科學理性思維所建構出來的「實證的閱聽人」，存在著以市場取向為主

導的預設；對於媒介從業者而言，閱聽人的價值來自於其經濟面向，而非其真實生

活面向。透過組織面向的制度性分析，本文認為閱聽人是媒介組織產製過程中，透

過組織制度與常規之運作所形構而成的產物，同時也是聯繫媒介組織、閱聽人調查

機構、廣告主、利益團體，以及政府政策之間關於媒介產業市場發展最重要的一

環。 

值得注意的是，媒介組織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知識所建構的閱聽人圖像是充滿著

侷限性的，雖然媒介組織掌握生產內容物的主要資源，但是其對於閱聽人的理解仍

然是不夠真實，因為真實的閱聽人是多變且具有能動性的。誠如 Ang（1991）所

言，真實閱聽人的認同是非常不穩定的，其所置身的社會世界亦是難以捉摸的，因

此無法以總體性的論述或分類的整體加以涵蓋，否則只是徒然以簡化的方式，將當

代社會中真實閱聽人的多元面貌加以化約束縛。 

特別是在媒介科技與時俱進的當前傳播生態中，新型態媒介所面對的是其閱聽

眾自主性的日益提升與行為模式的難於臆測，而閱聽眾對於其自身媒介消費過程的

掌握空間也相對加大，因此，閱聽人商品的本質可能亦是不斷地在改變之中。有鑑

於此，對於閱聽眾之理解勢必需要一套超越對其「媒介曝露」與「注意力」等資訊

之外的解釋模型；換言之，即使是微觀的閱聽人行為分析，也應該嘗試提供更為多

                                                   
5  原文為：“There are in fact no masses; only ways of seeing people as masses.” (Williams, 

1983: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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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面向與視野。而在由媒介組織、閱聽人調查機構、廣告主以及消費者所構成的

連帶關係中，需要建立的是一種以閱聽眾為中心的「價值」系統，而非以廣告主為

出發點的「價格」思維。 

因此，本文建議未來研究嘗試整合閱聽人行動、社會結構與媒介組織三個分析

面向，進一步探索當前傳播產業生態中各類型「閱聽人知識」之產製與流通，同時

根據不同媒介市場之特徵與閱聽人屬性，將媒介使用行為的微觀面向扣連至鉅觀的

結構與制度分析架構中，以「結構—能動性」相互串聯的取徑，進一步剖析當代媒

介閱聽人的社會與文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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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d Crowds? Real Commodities? 

—An Analysis o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Audience Images 

Chun-Fu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unravel the ways in which various institutions 

construct “audience images” and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Focusing on the broadcast media organizations, the analysis draws upon neo-

classic economics and cultural theories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of media 

audiences, the logics of “audience commodity” trade,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utility value of audiences in most contemporary societi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audience is a fluid concept that exists as imagined 

entities in the presumptions of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theories. 

Nevertheless, the concept of “media audience” is mainly constructed and 

manifested as commodities that have exchange value through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ized processes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ies. Therefore, the 

meanings of “media audience” nowadays are further apart from the “mass 

audience” concept addressed in many communication theories. 

Keywords: commoditization, media institution, media industry, audience, 

dual-produc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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