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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媒介理論出發，本研究以傳播溝通實踐與社會建制的互

動作為討論主軸，試圖藉由文獻檢視，重構關於媒介的認知

論。本研究以近年來歐陸傳播學界熱中討論的「中介」與「媒

介化」概念為主軸，整理相關文獻的討論並藉此將媒介科技、

物質性、環境脈絡與制度化實踐等過往傳播理論較忽略的一些

因素，重新帶入媒介的理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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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際網路以及數位匯流科技的出現與普及，互動式科技正快速

影響傳統以大眾傳播媒介為基底的傳播生態：2013 年底，Youtube 影音

首次超越電視節目，成為台灣地區 16 至 24 歲族群在晚間黃金時段的收

視首選。而一家成立於 1999 年的美國網路影音公司 Netflix，多年來扮

演傳統大眾媒體的「下線」角色，提供使用者彌補錯失首映或首播的電

影、電視節目後，近年來也開始推出全新自製節目。Netflix 以高規格成

本製作的線上影集【紙牌屋】（House of Cards），其「首播」便以線

上付費下載的方式，將全套影集一次提供給使用者。這部影集「點閱

率」的成功帶動後續重播版權熱賣，傳統電視台反倒成了網路影音平台

的下線！ 

這些現象皆昭告傳統大眾傳播媒介一條鞭式的生產─傳輸─接收模

式正面臨解組，或至少是重組。影音平台的多樣化與載具的多元化，使

得傳統的媒介實踐不再獨大。以「廣播電視」為例，行動裝置如：手

機、平版電腦等不定時、不定點、多方連結與個人化平台的特性，正衝

擊「在家裡於固定時段，與全國其他觀眾共同收視」的電視首播文化。

共時、異地收視所凝聚的集體社會性，正快速隱沒在愈來愈個人化的媒

介使用行為中。 

然而，若就此將大眾傳播年代歸入傳播史研究的範圍，則言過其

實。即便科技推陳出新，傳統大眾媒介仍舊是時下體驗媒介社會意涵的

主要建制。從報紙、廣播、電影到電視，一對多、通路稀少、集中化的

大眾傳播模式即便顯得腹背受敵，卻仍是界定媒介影響力最根深柢固的

認知。此模式下的產業經濟型態、文本，乃至其傳輸形式所形塑的社會

生活，以及其所建立的廣泛社會連結，並不會輕易的在媒介科技的變革

中喪失其影響力。 

快速變遷的傳媒科技與社會認知的環境脈絡間總存在落差。即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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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傳播媒介制度下產出的「產品」仍舊具備十足影響力，這些產品在日

益多元的流通路徑、使用方式，以及與產品流通有關的組織化運作，勢

必將面臨再理論化的挑戰。 

在既有以大眾傳播為基底的社會脈絡遭逢新傳媒科技時，傳播與溝

通型態的多元化與變異性，以及社會對於傳媒社會性格的認知，皆凸顯

反思「媒介為何物」的重要。在過往傳播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媒介」

作為一個理論化的主體，僅零星出現在以加拿大學者尹尼斯（Harold 

Innis）與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為首的媒介理論典範。兩位學

者皆以較宏觀的歷史格局，把傳播與溝通的形式，以及傳媒技術視作推

動歷史進程的趨力。 

即便在傳播理論教科書裡，他們開創的媒介理論多半被冠以「科技

決定論」這般籠統的大標籤，但近年來網際網路帶動的通訊傳播生態變

遷，似乎凸顯了傳播科技史論述一些具前瞻性的看法，也帶動傳播科技

論述的復興（Kittler, 2010; Levinson, 1999; Stamps, 1995; van Loon, 

2008）。 

本文以下的討論，並不擬評價傳播科技史論述，而是希望藉助於媒

介理論中對於「媒介」此一概念的開拓，嘗試重構媒介的認知論。當社

會生活結構性的轉變有部分導因於科技形式帶來的影響時，「媒介」便

容易成為問題化的焦點。從 1990 年代的衛星電視，到近年來的網際網

路與行動通訊，傳媒通路及平台的激增、傳播或溝通形式的多元發展，

皆大幅凸顯媒介在諸多社會過程中的角色。 

例如電視影響形象政治的興起，連帶使得政府公共政策口號化與日

常議會政治運作的選戰化（Bennett, 2003; Corner & Pels, 2003）；平板

電腦使得電玩使用年齡下降，連帶影響兒童的心智發展與社會化過程

（Hjarvard, 2004; Livingstone, 2009a）；即時影像通訊軟體的使用，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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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家庭關係的維繫不再僅限於實體空間裡成員的共處。上述這些發生

在不同社會場域裡的現象個例，皆不同程度地彰顯傳媒在社會變遷過程

中的代理者角色。 

然而，面對這些與傳播科技形式有關的社會結構變遷，如果討論的

重點僅放在「個案」層次，則一方面過份窄化變遷的範圍，另一方面相

對輕忽了鉅觀的社會結構與微觀的媒介過程間複雜的連動性。 

有鑑於傳媒在這些社會過程中深化的影響力，近年來一些歐陸的社

會學者與傳播學者試圖重構媒介在傳播理論中扮演的角色，他們不約而

同地聚焦在媒介與其他社會場域之間的重疊，以及傳媒的邏輯或習性對

於社會實踐的影響（見 Lundby, 2009）。「中介」（mediation）與「媒

介化」（mediatization）兩個關鍵字，正代表媒介理論試圖重新定位傳

媒與社會關係的嘗試。這兩個關鍵字皆不同程度地彰顯了媒介的科技形

式，但相對於傳統媒介理論武斷的將科技形式上綱為社會環境，或集體

社會意識的形塑者，這兩個關鍵字對於媒介的重構均帶入了社會學研究

的視野，將科技形式視為促使者（facilitator），在傳播與溝通行動的過

程化與制度化中扮演關鍵角色。 

本文以下的討論將檢視相關文獻，並試圖評價這兩種概念在媒介理

論之重構中扮演的角色。但在介紹「中介」與「媒介化」前，以下先以

影響這兩個概念甚深的媒介理論作為切入點。 

壹、「去本質化」的媒介 

在傳播研究中，「媒介」作為理論化的關鍵字肇始於加拿大傳播學

者尹尼斯與麥克魯漢。尹尼斯由政治經濟分析入手，從研究加拿大大宗

物資開採與運輸進入傳播領域，探究溝通、傳播工具與人類不同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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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文明之間的關連性（Blondheim, 2003／唐士哲譯，2012a）。而麥

克魯漢則是承繼這個媒介史觀，將口語、書寫／印刷以及電子媒介作為

區分人類歷史階段的三種媒介型態（McLuhan, 1962／賴盈滿譯，

2008）。對他們而言，特定媒介的質地、被人們使用的方式，以及因為

使用媒介所發展出來的思考或生活習慣、環境配置，甚至世界觀，都是

媒介研究的範圍。媒介的物質性有其形塑特定傳播或溝通環境的能力。 

兩位學者的宏觀歷史格局，皆試圖凸顯媒介技術物及溝通形式如何

影響傳播系統、社會以及文化。例如尹尼斯談傳播媒介與知識壟斷間的

關係，強調特定媒介可以主導社會的傳播環境，且其特有的寡佔特性阻

礙其他替代媒介出現的可能，最終提升這些媒介壟斷社會的影響力，以

及政治或文化風貌（Innis, 1972／曹定人譯，1993）。 

然而尹尼斯與麥克魯漢另覓的路徑，並不見容於當時主流的學術氛

圍。當他們將「媒介」主體化為檢視的焦點時，主流的傳播學界仍舊在

談媒介的社會或文化功能，或者傳遞內容對於個體的行為、認知產生的

效果。根據 Joshua Meyrowitz，麥克魯漢在 1959 年寫作《理解媒介》的

初稿時，「媒介」一詞還不是當時通用的詞彙。而在他的書出版後，一

些批判麥氏論點的學者將「媒介」這個字眼放在引號中，以刻意區隔自

己與麥氏對這個字眼使用方式的差異（Meyrowitz, 2003／唐士哲譯，

2012b，頁 226）。對於當時執著於商業媒體的內容批判，或者以效果

作為因變項檢視傳播訊息與態度、行為或認知關連性的主流傳播學界，

媒介僅屈附在社會、心理或文化的目的之下，是彰顯這些目的的「工

具」，「媒介」的主體化如同異端。 

最能彰顯媒介理論的獨特性，莫過於麥克魯漢格言式的定義：「媒

介即訊息」。他藉這句話試圖點出同年代多數研究將媒介等同內容的窄

化思維，也藉以凸顯「媒介」不僅是工具，而是環境脈絡。對麥克魯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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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媒介的重要性不在於傳遞什麼訊息，而是做了什麼、促使什麼發

生。一場夜間棒球賽或者一次腦外科手術，發生的「前提」都是電燈，

這些事件發生的過程與脈絡，凸顯電做為媒介的實存意涵（McLuhan, 

1964）。個人或社會的行動，以及行動發生的方式如果具有其意義，例

如：手術後病人獲得重生的喜悅、或者贏了球賽後彰顯國族榮耀，都是

以特定媒介為前提，在其傳播形式所塑造出來的環境脈絡下方得以發

生。 

麥克魯漢藉著這層定義，天馬行空地拓展了人類生活中媒介的討論

範圍。從電視、電影到腳踏車、打字機與武器等，任何器物或裝置只要

因為其傳遞過程連結了各方，並因連結而使各方感受到了轉變，都成了

媒介研究的範疇。 

然而正如批評者對於媒介理論的不滿，媒介理論主張媒介是環境脈

絡，卻僅處理媒介科技造成的社會生活改變結果，略而不談媒介科技發

展的社會脈絡。科技的發明或發展過程本身，便有賴其背後一連串複雜

的社會網絡。 

例如英國文化研究學者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以電視為例，

說明傳媒技術要影響社會並非一蹴可及，而是一段緩慢的調適過程，且

其間涉及的複雜社會、經濟與政治因素無法存而不論。電視機的出現，

介於科技研發與量產問世之間，中間隔了數十年。電視機問世前經歷過

的各個階段，相關的技術研發原先都另有所圖，若非特定的工業或經濟

誘因，電視不見得以我們後來熟知的風貌走入社會生活中（Williams, 

1975／馮建三譯，1994，頁 26）。因此，媒介科技從研發到日常生活

化，乃至後來改變社會生活的風貌，都不是瞬間發生。媒介帶來社會生

活的改變，無法不在「媒介改變社會生活脈絡」前提下，再處理「相應

的」社會組織、社會實踐或生活實踐如何調適，如何與科技發展互有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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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的過程，也就是媒介的社會實踐問題。 

針對這個媒介理論的缺憾，媒介史近年來的研究試圖將科技與社會

變遷的討論，聚焦在變遷脈絡中具體的社會組織或行動條件上

（Gitelman, 1999; Marvin, 1988; Wuthnow, 1989）。正如媒介人類學者

Lisa Gitelman（2006）主張：新媒介的出現並不總是革命性的，與其說

新媒介科技代表與舊的認知論全然的斷裂，不如說新媒介必須設法鑲嵌

入既有的社會場域中，並持續協商其實存的意義。 

Caroline Marvin（1988）以媒介科技的發展歷史角度，主張將媒介

「去本質化」，亦即不應再以科技的「使用」作為界定媒介的唯一標

準。她主張：「媒介不是固定的自然物件；媒介沒有自然的邊際線。媒

介總是在複雜的習慣、信仰與過程的綜合體中被建構出來，並鑲嵌在反

覆的傳播文化符碼中」（Marvin, p. 4）。 

Marvin（1988）舉電報、廣播、電視或電話等 19 世紀以後出現的

電子媒介為例：這些媒介從研發到推廣，仰賴大規模商業勢力的扶持資

助；被引介給消費大眾時，也必須面臨克服既有社會保守的慣習或迷思

所設下的障礙。因此，新科技誕生後，未必馬上啟發全新的社會實踐，

反倒是新的科技遭逢舊有的社會實踐或慣習，在未定與衝突之中湊合著

拼裝出含混的社會實踐。因此，Marvin 主張媒介進入社會的過程中，這

些突現的不確定、衝突以及社會群體試圖克服、重新達到社會恆定的狀

態，正是觀察媒介的社會性格最重要的面向。 

Marvin 的媒介史觀，特別關注媒介科技所啟發的社會實踐與衝突

（Marvin, 1988, p. 8）。摒除將媒介史視為一連串技術研發、科技形式

的演進所構成的斷代史，Marvin 在意的是特定媒介出現後，在界定社會

生活重要的舉止（conduct）上，如何成為一系列協商誰有發言權力、誰

具備權威、誰值得信任的競爭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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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推論，可以推斷出一個「交疊」的特性：即新科技的社會化過

程，總是交疊著既有社會脈絡中的舊思維、穩固的權力關係以及政治、

社會或經濟旨趣等。正如 Marvin（1988）主張，媒介本身作為一個社會

權力交會的力場，當論及其社會性格時，關注的焦點不全在於媒介本

身，而是其存在的脈絡中諸多與媒介有所互動的其他社會機構與行動。 

比方說，回顧過往，如果檢視書籍的「影響力」──特別是書籍的

出現對於西方社會的影響，這是個具備廣闊歷史格局的問題。尋找對於

這個問題的可能詮釋重點，可溯及與書籍生產技術研發與流通有關的幾

個「權變」因素（contingencies）──有一些是屬於整體社經環境，比

方說平版印刷術出現當時的政教衝突；有一些是制度面，比方說教會與

大學的創設所激發的市場需求；有一些則是一序列與讀書有關的社會行

動，例如：閱讀取代辯論或討論，成為增進知識的手段後，其所刺激的

一系列相關行動，如：文藝沙龍裡的朗讀、咖啡館的讀報討論等。這些

環境、制度與行動層次，都是與書籍傳播有關的「脈絡」，且與書籍的

流通過程互為因果。它們之間相互的連結，也有助於書籍在發展新的文

化生產脈絡時，擴張書籍在社會流通的途徑與書籍存在的意義。 

這個意義擴張的極致，便是大規模的社會或政治變革，例如：書籍

普遍化所造成的讀寫文明，終究促成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啟蒙。且

讀書作為一種社會實踐，也回過頭來促成培育這種實踐的社會機構內部

的種種演變或分化。比方說，作為知識累積結晶的書籍，如何在高等教

育的環境中衍生出學術期刊，日後在學術場域裡成為區分學術社群位階

的重要指標。 

這些與書籍或讀書相關的制度化過程，包含社經環境、制度與行為

層次面。它們都在鞏固書籍成為知識體系的載體過程中，提供穩定且可

預期的社會實踐成分，也在書籍成為一種社會權力位階晉升的仲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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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成為其脈絡（Wuthnow, 1989）。 

從書籍作為一種社會化的傳播建制，進而檢視其他的傳播或溝通的

科技形式，它們使得我們在討論傳播的社會意涵時，跳脫「人役使媒介

為傳播工具」這般直線式的認知框架，而進一步開拓屬於媒介存在的社

會脈絡問題。至於脈絡有多廣，端視傳播或溝通行動在過程中如何與其

他的社會、政治、經濟或文化的制度、過程產生鍊結。 

循上述的討論，可以把媒介認知推移到一個去本質化的認知起點：

媒介不應再被想當然爾的當成是內容、頻道或者機構，與傳播或溝通相

關的「媒介」問題必須被適當的主體化、甚至建制化。但所謂建制化，

是指我們必須處理跟媒介形式與實踐有關的「慣習」。特別是在一個科

技形式處於鬆動，而新媒介與舊生活實踐交融或衝突的時刻，與其問特

定新媒介科技對特定個人或群體是什麼意義、造成什麼影響，不如由這

個媒介如何被構連至真實生活的各種場景出發，探索傳媒實際的社會實

踐。 

「中介」與「媒介化」成為近幾年來媒介研究的熱門關鍵字，不妨

視為由上述的討論脈絡裡，試圖拓展傳媒新認知論的嘗試。以下先以此

兩個概念所指涉的範圍與強調的差異為分析重點，繼而探究這兩個概念

對於傳播或媒介研究在方法上的啟示。 

貳、「中介」與傳媒的社會實踐 

根據威廉士在《關鍵字》一書中的討論（Williams, 2011），「中

介」一詞由來已久，且定義極為複雜。依其出現的上下文脈絡，中介至

少包括：介入並居間調和、傳輸的手段以及切割對分等三層意涵。 

威廉士指出，「中介」成為社會人文科學的關鍵字，與近代大眾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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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的發展有密切關係。隨著報業等大眾化媒介的制度化，中介通常被用

來對比於「直接」（immediate），並因此被放在一個「矇蔽」與「真

實」的二元論理解（Williams, 2011）。依此解釋，新聞媒體的中介，矇

蔽大眾對於真實的直接體認。這種直接與不直接的對比，在後現代文化

批評中看到了推論的極端。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94）主張中介的

世界觀已全然佔滿了社會意識建構的本體，因此實情是因為我們已無從

由既有世界的物質條件中，找到真實的指涉。 

但撇開此種中介／真實的二元化，另一種定義方式為強調中介的必

然性。威廉士援引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學者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主張，強調中介是介於不同種類的行動或意識之間直接且必

要的行動。阿多諾的美學理論強調：「中介含括在客體自身，而非介於

客體以及其所試圖呈現之間」（Adorno, 1997; Williams, 2011, p. 

170）。中介因此成為維繫藝術作品的生產與消費之間必然存在的「關

係」，必須被置放在一個社會關係的脈絡中檢視。  

Livingstone（2009b, p. 12）整理威廉士對於中介的討論，歸納出三

種核心意涵：  

一、扮演調和者的角色（即調和對立的政治舉動）。 

二、扮演媒合原本分立的各方並使其產生關係。 

三、將一種原本無以名狀的關係（unexpressed relation）以正式的方式

直接表達之。 

由上述的字源回溯可以發現，中介並不揚舉「中立」，其諸多的表

意皆顯示傳播或溝通至少在大眾媒介制度出現之前，皆與「中立的訊息

傳導過程」無關。不管是「媒合並使產生關係」、或是表達原先無法顯

示的關係，中介的意涵都強調傳播或溝通過程中，「致使」任何主體與

其他主體或者與環境產生關係的刻意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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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述第三層定義來說，英國學者 John B. Thompson（1995）在

其《媒介與現代性》（Media and Modernity）一書中，從時空關係的重

構，理解電子傳播媒介在中介現代性過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他主張

19 世紀中期後普及化的多種電傳媒介如：電報、電話、電影、廣播

等，皆涉及社會世界裡新的社會行動與互動方式、新的社群關係及新的

與他者或自我連結的方式（Thompson, p. 4）。具體而言，這些以電為

傳導的媒介還沒有出現之前，任何一種符號形式的傳遞都必須依靠某種

交通工具在實體空間中移動。因此，訊息的傳輸即是交通──符號傳遞

過程的距離感與時間差並行，空間與時間則是被牢牢地綁在一起。但電

報出現以後的一系列電傳媒介，卻使得訊息傳輸的空間可無限延伸，而

時間間距幾近消失。兩個處於截然不同空間的個體，可以透過媒介同時

共享相同的訊息，空間與時間從此分道揚鑣。 

這種「時間與空間的拆夥」（the uncoupling of space and time）現

象對於 Thompson 而言，影響所及不僅止於個人的意識層次，更擴及社

會集體生活。比方說，社群生活的集體歸屬感脫離了可視的物理空間，

從鄉里、宗族位移到抽象的國族，依靠的便是像報紙、電視等各種承載

影像與文字敘事的媒介。這些媒介發展出的傳播體系（比方全國性報

紙、公共電視或電台），以國族疆界劃分，強化了我族／他者間的差異

意識。因此大眾傳播媒介成為理解現代社會中「中介的社會性」

（mediated sociality）一個無法忽視的建制（Thompson, 1995, pp. 18-

37）。 

正如 Thompson（1995）將傳播媒介視為社會性建構的主要代理

者，將傳播過程與鉅觀的社會結構和微觀的社會生活構連的作法，在

1990 年代中期分別在拉丁美洲與歐陸產生重要的討論。兩地的學者皆

不約而同地由傳播媒介的科技形式、大眾或流行文化物件的使用與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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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探究這些物質的傳播文化如何折射出社會關係。 

哥倫比亞學者 Jesus Martín-Barbero（1987/Fox & White, Trans., 

1993）在他的著作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Hegemony: From Media to 

Mediation 中，藉助於歐陸的大眾文化論述以及後馬克斯主義學者葛蘭

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批判，探討傳播媒介如何成為中介各種社

會或文化勢力的過程。他主張在歷史的進程中，傳媒實踐是一連串與其

他社會實踐互有互動，甚至緩慢滲透的過程，且這個過程往往在傳媒所

參與的社會變遷（social movement）脈絡下最容易被觀察到。Martín-

Barbero 主張應該將媒介放在更廣闊的歷史「中介場域」（ field of 

mediation）裡，探索在歷史的進程中媒介技術、傳遞的影像及文本，或

者產品生產的模式等，如何中介特定的社會意識或文化意涵。 

比方說，摒除對於大眾文化的階級或品味偏見，大眾傳媒制度在拉

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出現，極複雜的中介了國家由殖民邁向獨立的社會變

遷過程中，多方社會或文化勢力的衝突與協商。大眾媒介科技如：收音

機、電影或電視皆因發展主義的經濟與政治雙重目的而創設，也背負在

拉美社會分裂的族裔、階級意識中建構單一國族認同的文化霸權任務。 

即便這些大眾媒介成為中介國族意識與現代性的表徵，Martín-

Barbero（1987/Fox & White, Trans., 1993）並未呼應文化帝國主義的批

判，將這些媒介形式視為傳統或在地文化的殺手。Martín-Barbero 主

張，歐陸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或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論述，往往將

大眾文化等同「大眾媒介」的文化，或是在文化工業的生產模式下，整

體文化風貌的結構轉變。但橘逾淮而為枳，對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來說，

所謂的「大眾文化」並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命題，即便大眾傳媒帶來了

文化生產模式的結構性改變，但並不能因此武斷的以「宰制的意識型

態」或「商品邏輯」來斷定大眾文化的社會結果。與其籠統地指認大眾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一期  2014年 10月 

‧14‧ 

文化為何，不如更仔細區辨「大眾這個現象出現所涉及的文化過程」。 

比方說，拉美國家的大眾媒介所生產的流行文化文本，如：電影或

肥皂劇，即便粗俗、公式化，實際上卻成為社會都市化過程中，鄉下人

或印地安族裔遷徙至都市後凝聚新的「鄰里文化」（neighborhood 

culture）之慰藉。同時，基於國族文化霸權建構所需，這些人原有的在

地或傳統生活形式，反倒在新的文化工業包裝下找到庇護，藉以對外滿

足觀光目的、對內召喚單一國族文化起源的迷思。 

國家現代化的理想落實為具體文化實踐，成了一連串將在地文化元

素轉譯為可獲得國外認同的文化與經濟行動。在這個過程中，印地安原

民「傳統的」生活用器具、宗教節慶被塗脂抹粉，一躍成為亟待保存的

民族「共同文化資產」。在帶有霸權目的的文化復興過程中，這些器物

或節慶脫離原有在地的生活脈絡，也帶給不同團體或個人一些經濟動

因。比方說，器物的生產者在此文化的轉譯過程中，由籍籍無名的工匠

變成民族藝師，其「作品」的社會意義從此與原生的社群生活脫勾，並

被轉化、再接合至國族化的文化經濟脈絡裡（Martín-Barbero, 1987/Fox 

& White, Trans., 1993, pp. 163-178）。 

在由媒介科技、器物與儀式等中介的各種經濟、政治與社會關係

中，Martín-Barbero 將媒介的文化實踐與其被給定的社會階層意涵拆解

開來，並且將這個實踐依照其實際存在的社會脈絡，重新檢視其發揮的

意義。正如老祖宗傳下來的器物可以成為對外人展示的文化商品，而消

費西化的流行文化文本凝聚了新的在地社群意識。Martín-Barbero 破解

大眾文化等同於「大眾媒介」文化的迷思：傳統的、外來的、在地原創

的、人際間的、電子技術中介的文化形式，皆有可能在「大眾化」

（massification）的經濟或政治動因之下變成大眾文化的「產品」。但

是這些產品在社會流通或消費的過程中，面臨到難以預測的意義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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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文化的符號進入社區後，可能成為社群凝聚共識、建立有機甚至具

反抗意涵的文化認同原料。而「大眾社會」的文化品味邏輯，如：區別

現代與傳統、大眾與傳統或大眾與精緻，極有可能使得傳統生活形式或

器物被刻意保存，並被賦予「國族的文化傳承」的動因。文化器物或文

化實踐的社會過程所匯聚的社會或文化旨趣，因此是觀察霸權如何創

造、維繫或轉化的重要起點（Martín-Barbero, 1987/ Fox & White, Trans., 

1993, pp. 151-163）。 

處理拉美現代化與國族化這般大規模的社會變遷主題，Martín-

Barbero 捨「媒介」而談「中介」，其動機明顯，即是傳播或溝通的動

態社會過程才是重點。至於「媒介」僅是此動態過程的寄生物。一如他

指出：「我們必須讓所謂『適切的客體』隱形，以便找到在傳播過程中

社會變遷的路徑，以及在過程中的傳播。」（Martín-Barbero, 1987/Fox 

& White, Trans. 1993, p. 203） 

正如 Martín-Barbero（1987/Fox & White, Trans. 1993）由媒介的

「中介場域」著手，探討媒介過程與社會過程的關連性。英國的文化研

究也在同一時期，注意到中介這個概念對於剖析傳媒社會性格的重要

性。在英國文化研究的傳統裡，「中介」一詞承接八○年代以後，英美

學術界對於閱聽眾消費媒介內容的受眾分析研究傳統，強調閱聽人消費

實踐的自主性。然而，在研究範圍的拓展上卻意圖超越由「文本意

涵」、「意識型態分析」或者「閱聽眾解讀策略」、「語意民主」等受

詮釋學影響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批判取徑，而將傳媒文化的

探索設定在補捉媒介或傳播溝通行動與其他範圍更廣的社會、政治等實

踐的互動過程。 

英國文化學者 Roger Silverstone（2007）在辭世前一篇探討何謂中

介的文章中，對中介有比較定義式的陳述。他主張中介基本上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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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的過程，是檢視制度化的傳播媒介（如：報紙、廣播收音機與電

視，更加上萬維網）所涉及的符號在社會生活中流通的過程」

（Silverstone, p. 109）。中介促使我們將傳播視為受機構與科技條件所

驅使，同時鑲嵌在科技與社會條件中的過程。 

Silverstone 強調中介是辯證的過程，顯然刻意與單向的科技決定論

區隔開來。他強調科技與社會中介過程的辯證性，因為傳播技術即便可

以影響傳播或溝通發生的社會環境，甚至有改變傳播或溝通的能力，但

這個過程無法不考量「人」在裡面扮演的因素。個人或集體作為傳播或

溝通行動的主體與參與者，其對於科技的使用方式、賦予的意義，甚至

藉由特定傳播技術發展出什麼樣的制度化作為，是使得科技中介的社會

性格得以用何種風貌展現的關鍵因素。因此，他呼應威廉士，強調傳播

科技與社會是互為因果，而「中介」概念便試圖詮釋「傳播的過程如何

改變支撐此過程的社會與文化環境，同時也改變了個體與機構的參與者

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環境之間的關係」（Silverstone, 2005, p. 189）。 

Silverstone 這段定義頗為抽象且拗口，但顯而易見的，社會環境

「轉變」仍是中介檢視的重點。一如 Silverstone 關切電視媒介是如何走

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他主張「電視是被鑲嵌於廣泛的科技與消費者文

化之內」（Silverstone, Hirsch & Morley, 1992）。電視機是科技物、必

須花錢買回的消費品，電視節目則幫助規範了家庭生活作息的時間表，

電視機在家庭中的擺設同時還彰顯主人的生活品味。電視這個「物件」

由公共賣場的空間進入到家庭生活的私密領域，融入居家作息，與其他

家用化的傳播與資訊科技共同構築一個家庭成員與外在世界產生聯繫的

窗口，同時電視機作為一個美學的物件，還將家庭這個原本私密的空間

在文化位階上標示出特定的位置。因此 Silverstone, Hirsch 與 Morley

（1992）將電視的社會性格以「家戶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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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一詞統攝之。家用的科技物件成為構連家戶的社會與經濟交

易雙重關係的中介物。 

這種以物入手，透過物的流通、使用，與存在的場景轉變與時空特

性描繪傳播或溝通的社會關係圖譜的作法，Silverstone（2007）自承是

受到人類學的影響。Silverstone 於 2007 年驟逝，因此沒有留下足夠的

經驗研究對「中介」概念進一步的闡釋。但另一位學者 Nick Couldry 近

年來探討中介的概念甚殷（Couldry, 2006; 2008）。根據 Couldry 的說

法：中介所彰顯的傳播媒介之「能動性」（agency），在於探索是否有

特定的「行動的場域」（fields of action），因為媒介而展開或者關閉。

因此，當我們思考媒介時，不應該僅是將媒介聯想為特定的文本或者機

構，而是將其視為存在於一個複雜社會實踐空間的「力場」（ force 

field; Couldry, 2006, p. 47）。 

Couldry 借用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慣習」

（habitus）一詞，形容這種媒介力如何作用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他主

張特定媒介的機構化實踐，具有有形或無形影響社會實踐的能力。正如

慣習一詞所強調「歷史建構成為天性」（history turns into nature），在

媒介與社會生活重疊範圍日漸擴大的今天，社會生活的慣習中，有媒介

介入運作的痕跡者眾，因媒介而相應起舞的社會實踐也在所有之。他將

這些與媒介有關連性，但未必屬於媒介訊息傳遞的核心行為，統以「媒

介實踐」稱之（Couldry, 2006, pp. 42-44）。如同 Silverstone 將媒介的社

會實踐聚焦在當代家庭生活場域，媒介實踐也同樣可以在政治、宗教、

教育等不同領域裡看到其斧鑿的痕跡。 

Couldry 並歸結有關中介的重要論證，即中介探索的是組織化的媒

介以及其符號流通的過程，對於社會生活帶來什麼樣累積性的效應，以

及這種效應是否使得我們過往不太容易聯想在一起的組織、機構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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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為中介而產生關連性。因此中介的視野下，「媒介」成了漫長的

歷史建構過程中，象徵資源彙聚於特定組織化中心的結果。跳脫傳播研

究等同從 A 點到 B 點的直線傳遞思維，中介試圖掌握生活世界的型塑

過程中，媒介扮演的角色（Couldry, 2008, pp. 380-381）。 

由「中介」所強調的環境、機構化與社會實踐等探索中，亦出現另

外一個探討面向更為集中，且更聚焦於媒介權力探討的概念──「媒介

化」。 

參、媒介化：媒介與社會建制的互動過程 

相較於英國的文化研究學者對於中介一詞的開拓，歐陸學者近年來

則頻頻使用「媒介化」（mediatizatoin）一詞，試圖更清楚地定位傳播

溝通行動與社會過程或環境的互動關係。如果說動態關係是「中介」試

圖捕捉的社會性，「媒介化」所彰顯的動態關係，更著重在鉅觀的社會

制度或機構層次，強調媒介的影響性除了介入社會過程，有時更在於導

引其他社會場域裡特定制度化實踐內涵的重塑（Couldry, 2008; 

Strömbäck, 2008）。 

「媒介化」成為關鍵字的緣起，相當程度反映在歐美施行民主制度

的國家裡，對於電子媒介在政治社會中的「擴權」，甚至是「侵權」現

象的關注。 

瑞典學者 Kent Asp 首先使用「媒介化」一詞，觀察瑞典媒介的政

治新聞報導如何影響政界人物公開發言的內容。他主張為了博得媒體的

青睞，政治人物的公開發言有日趨個人化與將議題兩極化的傾向（Asp, 

1986；轉引自 Hjarvard, 2004）。Asp 的觀察主要著眼於瑞典媒體，自

1980 年代以後的民營化所造成的新聞機構或新聞人員專業自主意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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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瑞典報紙在 1980 年代開始去政黨化，1990 年代則引進商業電視

與私人經營的廣播電台。商業化與去政黨化使得新聞記者的專業獨立意

識增強，相對也使得政治人物或政黨更加投鼠忌器，深怕得罪媒體而遭

致負面報導（Asp & Esaiasson, 1996）。 

政治媒介化的相關討論，比較密集的出現在 2000 年左右至今的北

歐，以及德國的政治傳播學界研究中，且多數的重點在於關切媒介對於

政治過程的扭曲效應。然而在此之前，政治傳播學者已經開始關注電子

媒介在政治場域裡擴張的影響力（Bennett & Entman, 2001）。 

例如期刊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在 1999 年的專號中強調，政治的

媒介化將是繼百家爭鳴的黨派媒體，以及以廣播電視為主軸的主流化政

治傳播路徑後，政治傳播研究必須面對的第三波結構性轉變（Blumler 

& Kavangh, 1999）。在這波轉變中，電子媒體的多元化、小眾化發展，

使得政治的運作過程必須仰賴更多商業行銷的手段，試圖截取選民愈來

愈渙散的議題關注力以及政治認同。投媒體所好或意圖收編媒體影響力

的政治實踐，如：政治公關、民調，政治廣告等，不但象徵經營媒介的

印象管理，在整體政黨運作所佔的資本投入大幅增加，更對於傳統政黨

組織內部的運作造成影響。例如：政黨因為仰仗外部與民意相關的專業

組織，造成的黨工角色弱化、意識型態忠誠度降低等（Mancini, 

1999）。正如學者 Mazzoleni 與 Schulz（1999, p. 249）主張：「媒介化

的政治即是指失去自主性的政治，亦即政治的一些核心功能逐漸倚靠大

眾傳播媒介方得以維繫，而且還在與其互動的過程中持續被其所型

塑。」 

Schulz（2004, pp. 88-90）繼而為媒介化的過程，提出四個具定義意

涵的關鍵角色，分別是：（1）延伸（extension）：媒介技術延展了人

類溝通與傳播本能的界線；（2）取代（substitution）：媒介部份或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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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社會行動以及社會機構，且因此改變了他們的性格；（3）交融

（amalgamation）：媒介行動與非媒介行動之間界線模糊，媒介滲透到

越來越多的日常生活與專業化領域中；（4）遷就（accommodation）：

因為媒介存在的事實所導引的社會改變，意即各種不同專業領域裡的組

織或個人必須遷就媒介操作訊息的方式。 

Schulz（2004）藉這四個定義將「媒介化」由窄義的政治現象，擴

及對整體社會過程轉變的觀察，並將其接枝至既有傳播理論的討論。比

方說，依照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商營的大眾傳播媒介作為一個生產訊息

的經濟機構，必須倚靠標準化的生產模式以滿足機構的獲利與成長動

機，因此傳媒機構的經營皆以規模經濟為依歸。這套經濟模式的維繫，

勢必要落實到電視媒介既有的製播條件上。比方說，節目的製播時間

長，可以降低單位生產成本、穩定廣告營收，且滿足電視無止盡的播出

時間。這個經濟特性便使得訊息生產的邏輯是以不斷的有後續的訊息接

續為首要考量。換言之生產訊息、刺激觀眾反應，然後再將此反應反饋

至生產更多的訊息，造成一個自我強化效應的媒介系統。 

對於 Schulz（2004）而言，這個系統不僅是媒介現象，更是社會現

象。當媒介的民意影響力強大，且媒介系統的訊息生產必須源源不絕，

系統外的各種社會勢力就免不了因勢利導、投其所好。諸如「假事件」

或「媒體事件」，都是特定社會機構因應大眾傳媒系統的特性，而自發

產生的訊息實踐。 

具體而言，Schulz（2004）認為傳媒機構的經濟動因，使得訊息生

產必須採取特定的「模式」（format），而此模式向來不只有存在於窄

義的媒介系統裡。藉由報導，傳媒呈現機構外既存的社會現實，但在報

導的同時，媒介機構的外部，也就是各種社會組織，亦思考如何回應這

套潛規則的運作，並進而試圖操縱：「假事件」起源於政治機構主動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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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媒介，以更細緻的手段製造事件，增加政治人物上報或曝光機會；

「媒介事件」所凸顯的集體儀式性意涵，則使得奧運的電視全球直播除

了建構地球村的神話外，還將體育賽事與商品化、代言化的運動文化奇

觀結合，提供跨國企業全球行銷的窗口。由「媒體報導」這個簡單的技

術與經濟動因出發，它「牽連」出後續其他社會、經濟等專業領域的實

踐，甚至由這些衍生出媒介導向（media-oriented）實踐，而造成既有專

業領域的生態轉變──包括個人動機、組織目的，甚至特定專業社群的

凝聚力等因素。 

然而 Mazzoleni 與 Schulz（1999）將媒介化等同其他社會場域「失

去自主」的說法，不免有將媒介化作為一種規範性概念來理解──即媒

介化代表政治傳播與政治文化環境出了問題，「非媒介化」或「去媒介

化」才是社會的常態。但正如媒介社會學研究者 Michael Schudson

（1997）的主張，支持這種假設的背後立場，是假定媒介化是理想傳播

與溝通情境的悖離，面對面溝通與「互為主體」才是理想的情境。然而

Schudson 提醒，當代民主政治的發展中，傳播與溝通的行動介入民主政

治過程從來就無從避免，我們似乎無法想像在一個日趨複雜分化的社會

中，還能堅持一個無中介型態的傳播形式，才是比較有價值的民主政治

實踐。 

基於此，丹麥傳播學者 Stig Hjarvard 主張將「媒介化」與價值判斷

脫勾，而僅將其視為描述傳播與溝通行動及環境變遷的邏輯。他主張將

媒介化理解為新的互動形式如何取代既有社會互動的方式，以及既存的

傳播及整體溝通技能（repertoire）的擴張如何同時改變面對面溝通的條

件。他將媒介化的定義去規範化，並為媒介化提出一個操作定義

（working definition），可以用來觀察社會生活裡諸多領域的長期變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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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化隱含社會與文化行動的核心成分（如：工作、休閒或遊

戲等），逐漸披上媒介的形式（Hjarvard, 2004, p. 48）。 

肆、媒介化在社會生活中的軌跡  

Hjarvard 的定義形同拉大媒介化觀察的格局，將媒介化作為一種具

普遍性的社會趨勢。正如他主張媒介化是檢視個別社會領域與生活世界

中，媒介如何作為社會或文化變遷的能動者，媒介不僅是提供訊息，而

是被更進一步地整合進個別領域裡，作為社會關係建構的指標。媒介化

作為一個分析的工具，應要能夠描述不同脈絡下整體社會的趨勢發展，

藉由具體的實證分析彰顯媒介對不同的建制以及人類行動場域的影響

性。 

至於 Hjarvard 定義中所論及的「媒介形式」為何，或許可藉由

Hjarvard 自己的經驗研究來檢視他為媒介化所提出的操作定義。

Hjarvard 將媒介化的概念帶入他對於玩具與童年、政治、語言以及宗教

等不同生活領域的觀察（Hjarvard, 2004; 2013）： 

以玩具為例，Hjarvard（2004）以樂高積木的電玩化為個案，分析

這個玩具製造商遭遇到電視與電玩遊戲所帶來的挑戰後，如何轉而將經

營策略與產品的開發媒介化。由於積木的市場銷售逐漸不敵新起的電玩

遊戲，樂高近幾年來積極與電玩、娛樂產業展開異業合作，並開始將其

產品開發與電玩遊戲、電影等媒介形式結合。除了發行電玩遊戲版的樂

高玩具，樂高並創造出機器人造型以及機器人冒險的故事情節，藉由雜

誌、電影與電視節目等，試圖將遊戲的情境敘事化、影像化以及想像

化。 

這個生產與行銷策略的轉變，凸顯樂高遊戲意義的改變。如果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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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樂高積木玩法是拼裝、堆疊積木塊，藉積木組合的造型模仿實存的

物質事物，並鼓勵兒童在遊戲過程中扮演工程師，新的樂高遊戲不再以

此為滿。它開始藉由不同媒介形式，試圖使得堆積木遊戲與特定的冒險

情節、人物與敘事相結合。透過電子與數位媒介，實體的積木不僅可以

被虛擬化為電玩，虛構的樂高機器人冒險故事也可以被物質化為日常生

活中兒童的遊戲實踐。 

以遊戲作為童年的社會化實踐而言，樂高遊戲的蛻變正呼應 Schulz

（2004）所言的「取代」效應，堆積木遊戲原有的具體意義，隨著媒介

形式的介入與改造而被取代，並被灌進新的社會化意涵。正如 Hjarvard

主張玩具媒介化的一個重要後果，是兒童被誘導進入一個充斥 3C 產品

的消費世界，更早接受成人世界的消費文化洗禮，從而也影響童年的意

義。Hjarvard 強調樂高遊戲意涵的轉變，僅是整體遊戲產業結構轉變中

相當晚近的一環。早在電玩遊戲尚未出現的 1960 年代，跨國玩具集團

便有計畫的利用電視卡通塑造之人物，作為其開發玩具以及行銷玩具的

窗口了（Hjarvard, 2004, pp. 46-47）！ 

運用同樣的媒介化一詞，Philip Auslander（1999）則追溯音樂演奏

形式由現場到錄音的轉變。Auslander 主張在錄音技術尚未發明之前，

「現場」並不具有任何實存的意義，因為所有音樂都是現場演奏。只有

當錄音技術與廣播出現之後，「現場」作為一種被刻意標示的音樂美學

特性才開始變得重要。錄音技術對於「現場」、「原音重現」的著迷，

使得音樂的「原真性」頗玩味的是在音樂被大量複製後才被美學化，而

且在重複且刻意的擬仿中一再被確認──收音機轉播音樂會現場實況，

唱片錄音則刻意收錄現場聲（例如：觀眾的掌聲、咳嗽聲或回音），以

強調音樂不是經過錄音室裡的混音處理。這種媒介化的現場在錄音與廣

播工業發展的早期，代表聲音技術意圖對於「現場音」的技術性擬仿。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一期  2014年 10月 

‧24‧ 

隨著音樂播放媒介的多元化，錄音的音樂更已經脫離原先擬仿的角

色而自成一格：CD、音樂錄影帶、電影原聲帶等，在跨國唱片工業的

主導下，不同類型的影音形式都已各自發展出獨特的表達形式，以及作

為文化產品的流通空間。甚至由於這些形式成為流行文化的主流，使得

原先現場表演與錄音的主、從關係易位。在現今高度全球化與商業化的

唱片工業行銷脈絡裡，「現場的」演唱會反而淪為配角，成為搭配錄音

專輯出版時的一種促銷形式。 

在新聞報導再現社會衝突的過程中，媒介化也促使 Simon Cottle

（2006）主張媒介研究應該著重社會衝突的「過程本質」，以及在社會

衝突發展過程中，媒介在其中扮演既參與又互動的關係。 

Cottle（2006）主張社會衝突作為媒介研究的主題，應該適度跨出

個別報導是否反映報導者的主觀偏見、報導內容是否扭曲，或者批判政

治經濟學的「宣傳」模式等批判架構，而重新體認媒介化衝突不單純只

是有問題的符號「再現」，更是媒介藉由報導，對於衝突性社會事件刻

意或無意的「介入」。 

以戰爭為例，電子媒體對越戰、波斯灣戰爭的報導，往往由於其影

像畫面刻意凸顯交戰過程的衝擊性，使得「報導」本身反客為主，成為

戰爭過程中積極的「仲裁者」。採訪報導與相應的訊息管控手段，因此

成為軍方戰略思維以及評估民意反應的重要一環。特別是自波斯灣戰爭

之後，每逢戰事，新聞專業頻道裡 7/24 小時不間斷播出的特性、影像

的全球流通以及跨國新聞頻道間的競合關係，都在在影響軍方整體的戰

略思維。由隨營採訪這般藉由「鑲嵌」（embeds）手段管控媒體記者對

於戰事的報導，便不難推估軍方對於媒體因素的重視，以及媒體機構和

記者專業認知在這種互動過程中面臨的角色轉變（Cottle, 2006, pp. 93-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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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這些經驗分析的個例中可以發現，媒介化作為一個分析概

念，試圖將特定媒介科技形式的使用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與更廣闊的社

會過程接合，且更強調前者對於後者的介入或干預。在分析的格局上，

也試圖跨出傳統傳播研究「此時此地、單一且直線過程」的探索框架，

拉大觀察傳媒與社會互動的時間縱距。媒介化所凸顯的「場域」觀，抗

拒將傳媒理解為工具或通路。一如 Hjarvard 主張媒介是各方社會旨趣交

會的場域，且擁有配置特定文化象徵資源的權力 。對個別的社會建制

而言，媒介場域除了可以觀察這些建制如何日漸倚賴媒介掌握的象徵資

源，也隱含這些建制本身必須將媒介運作的潛規則內化，以接近這個象

徵資源（Hjarvard, 2008, p. 117）。 

據此，德國學者 Friedrich Krotz（2007, 2009）主張將媒介化提升至

具統攝性的整體社會觀察層次。媒介化對 Krotz 而言代表一個「元過

程」（meta-process），與個人化、全球化及商業化，同為影響當代社

會的民主政治發展、社會、文化以及其他生活狀態的長期社會趨力。除

了作為一象徵資源，傳播媒介在科技條件上提供跨越空間的「連結性」

（connectivity），則成為串起其他元過程的關鍵環節。至於這個元過程

如何作為理論化的起點，以及「中介」與「媒介化」如何作為重構傳媒

理論的關鍵詞，本文將留至文末討論。但在進入這部分討論之前，先就

「中介」與「媒介化」做一比較討論。 

伍、從中介到媒介化 

若將「中介」與「媒介化」兩個概念作一對比，兩個概念皆試圖將

社會實踐過程作為建構媒介理論的起點，媒介不再僅是側身於文本意

涵、組織或機構動機，或者個人心理影響的透明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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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概念即便出發點相同，著重的面向仍舊有所差異，且就概念被

運用的頻繁程度而言，媒介化在近年來有超越中介的情形。  

「中介」作為一概念，僅彰顯媒介成為廣義上重要的社會環境改變

的代理者。例如：政治的中介僅說明媒介成為廣義上民眾與政治菁英階

層間政治資訊的橋樑，串連起與特定傳播技術與傳輸方式有關的社會組

織、建制以及社會生活場域裡的個人。因此，「中介」並沒有預設一個

探究現象的時間起點，同時也代表一個中性且多面向的過程。 

相較之下，「媒介化」的主張更集中在媒介形式如何「介入」當代

生活的不同層面，特別是建制化的社會實踐，如：政治、文化、宗教、

教育等。 

媒介化的前提是社會某種層面的實踐或意涵「被媒介化」了，因此

試圖較具體的檢視「是什麼產生了改變？」正如電玩螢幕取代實體玩

具，改變了遊戲方式甚至童年的意義；或者電視頻道生態的轉變，連帶

造成民主政治運作過程更朝向凸顯政治人物個人形象，且使得政黨屬性

因此改變，媒介化促使我們注意到媒介的運作過程中某種蘊含的「邏

輯」（Altheide, 1995; Altheide & Snow, 1991）。這套邏輯不僅主導媒介

內容或者傳輸過程的種種實踐，更具有外延的社會影響性。它使得社會

建制或社會及文化生活，因為揣測或模擬這套邏輯而產生轉變。因此相

較於中介，媒介化在影響性上更凸顯單一的方向性──即媒介具有促成

不同社會生活或專業領域裡實踐方式質變的可能。 

然而「媒介化」意圖彰顯的傳媒介入社會實踐，很容易被擴張詮釋

為傳媒邏輯對於社會生活的全面性主導，甚而「取代」。因此也使得上

述媒介化的相關討論，免不了被與同樣指出媒介化趨勢的後現代文化批

評相提並論。例如：布希亞主張一個由媒介所構築的符號與象徵世界，

使得所有傳播、溝通或論述都屈服在傳媒所建構的單一符碼下。他強



重構媒介？「中介」與「媒介化」概念爬梳 

‧27‧ 

調：「被媒介化的並非那些日報裡、電視中或收音機裡展現的『內

容』；而是那些被符號形式再詮釋過後，與特定模式接合並由符碼所操

控的」（Baudrillard, 1994, p. 175）。布希亞因此主張媒介的象徵世界已

經「取代」了真實的世界，他甚而強調波斯灣戰爭不曾發生過，因為真

正發生過的，只是片片斷斷的媒介影像對戰爭的擬仿。 

「媒介化」是後現代文化批評的借殼上市嗎？關於此，Hjarvard

（2008）強調後現代批評的媒介化主張失之粗略與武斷，畢竟人並沒有

因為符號中介的全面侵蝕，而完全失去與真實世界的接觸。即便媒介化

象徵媒介介入日常生活與社會世界，但「介入」並不等同「取代」，既

有的社會或個人的生活實踐即便面臨形式上的轉變，卻仍具有實踐無法

取代的物質性。人們依舊有能力區辨真實與虛幻的差別，而既有的建制

如：家庭、政治或國家等，仍舊持續扮演社會生活的關鍵場域，差別僅

在於上述的種種過程中，媒介的成因無法不被納入考量。如果說媒介化

過程象徵人們與真實世界某種關係的質變或轉化，更合乎實情的說法應

該是透過各式傳媒手段，人們的各種互動（包括人際間、人與周遭環

境）關係得以擴展，而人們對於真實的鑑別方式也隨之更多元。 

「中介」或「媒介化」概念強調媒介與社會過程的接合，不應偏廢

實存的技術條件與建制實踐的種種。對於傳媒物質性意涵的重視，也使

得這兩個概念與既有媒介的政治經濟學有接軌的必然性。媒介化概念與

政治經濟學同樣主張傳媒的物質意涵是特定社會權力關係的來源，然而

政治經濟學往往把人為控制的因素，作為探究傳媒特定權力關係的起

點，例如：傳媒內容的表現以及社會意識型態導因自菁英階級對於傳播

組織或資源的獨斷操縱。相較而言，媒介化的思維卻是採取一個反向的

推論：即是由社會菁英或權勢階級的個人或組織的日常思維、行止中，

推斷傳媒過程在權力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其著重的是傳媒建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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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傳媒涉入的符號流通如何對於社會生活產生整體、累積的效應。換

句話說，同樣關切傳媒作為理解社會權力運作的基本單位，政治經濟學

著重鉅觀、結構性的傳媒經營架構；媒介化傾向由微觀、個體的傳播實

踐或溝通行動著手，探索媒介對於既有建制化的權力過程帶來何種影響

（Davis, 2007; Livingstone, 2009b）。 

陸、作為社會「元過程」的媒介化 

正如上節所述，「中介」或「媒介化」作為傳媒理論的概念重構，

著重將傳媒過程具體化為具社會或文化意涵的行動，並著重在探究這些

行動本身如何成為其他既有的、建制的社會或文化行動的導引勢力，以

及相應這些場域實踐的轉變。這些使得關注的重點不再只是傳媒本身，

而是由傳媒的行動實踐所涉及與其他社會場域的互動過程。因此，基於

傳媒科技的日益多元化，以及社會不同專業場域或個人生活世界中媒介

的使用日趨頻繁，「媒介化」作為一檢視的主題，超越僅是檢視媒介對

於特定專業社會建制的影響，而成為具整體性的社會建構中關鍵的一

環。 

正如 Krotz（2008）主張將媒介化視為一個「元過程」，並與其他

社會學中已成為典範的元過程，如：個人化、商業化與全球化接枝，媒

介化代表的不只是發生在特定社會專業場域的特定徵兆，而是散布在社

會生活各個不同領域裡，湧現或已然成形的社會趨勢。正如 Manuel 

Castells 強調新的網絡社會裡，社會關係的連結與資本的流通必須依靠

傳媒科技所建構出來的流通路徑或節點，在檢視全球化作為一具普遍意

涵的社會現象時，無法不去探究媒介的技術與實踐在全球化過程扮演的

角色。使得「媒介化」與「全球化」成為普遍社會趨勢的一體兩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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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被交互檢視之處在於媒介的技術條件所提供的「連結性」

（connectivity; Krotz, 2007, 2008）。 

Krotz 的主張相當程度地代表了一些北歐學者，試圖將媒介化的概

念普及至對整體傳播環境變遷與社會意識建構的觀察。在社會建構論的

基礎上，媒介化由原先的描述「媒介做了什麼」概念，被進一步轉化為

詮釋「社會如何可能」的前提。 

例如德國傳播學者 Andreas Hepp（2013）運用法國社會學家拉圖

（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探討傳媒科

技作為技術物，如何在傳播或溝通過程中構成網絡，並進而成為建構特

定社會關係的「節點」。 

正如拉圖拒絕定義什麼是社會，強調社會的概念可以從物件在空間

的流通所串連起的網絡關係中構畫（Latour, 1993）；Hepp 也將「媒

介」立基在不同技術所容許的傳播或溝通網絡上。比方說，報紙或電視

的 傳 播 行 動 立 基 於 「 生 產 的 媒 介 傳 播 」 （ produced media 

communication）網絡，其特性是由高度集中化的組織提供特定內容成

品，並在流通的過程中串連起一個群體或個人。相較之下，電話或手機

的 溝 通 則 是 立 基 於 「 交 互 的 媒 介 溝 通 」 （ reciprocal media 

communication），其特性是強調一對一、互動且超越地理限制的人際

關係連結或維繫（Hepp, 2013, p. 64）。 

具體而言，由不同媒介提供的連結性所構成的傳播或溝通網絡，以

及其鞏固的連結關係，在日積月累的實踐下可以更進而被物化

（reified）為特定的社會關係網絡（Hepp, 2013, pp. 58-59）。比方說，

電視的「收視眾」作為「生產的媒介傳播」網絡所匯聚的個體，在特定

組織化的安排或傳播方式的設定下，便有機會轉化成為「公民」，即一

種在國族脈絡下建構出來的社群關係，並由特定的機構（公共傳媒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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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播規範約制的商業媒體）所強化。而電話或手機「交互的媒介溝通」

則使得「家庭」成員不再被實體空間因素所侷限。藉由各種行動通訊模

式「通話」所維繫的家庭成員情感連結，便有可能使得家庭這個社會單

位「跨國化」。 

Hepp 主張不同媒介科技形式物化的社會關係網絡，彼此之間並不

互斥。特別是在數位化匯流的趨勢下，單一的媒介載體在功能多工化的

前提下，已經成為跨媒介的（transmedial）傳播與溝通關係網絡中的一

部 分 。 在 這 個 「 虛 擬 化 的 媒 介 溝 通 」 （ virtualized media 

communication）情境中，社會網絡的形成既有可能是電腦程式設定的

結果，例如：電玩遊戲所設定的玩家互動方式；也有可能是整合既有

「生產」與「交互」的媒介溝通模式，例如：電玩玩家在打怪遊戲過程

中，也利用即時聊天功能聊天打屁，或者運用佈告欄張貼特定告示號召

玩家聚會等。這些增生的溝通或傳播路徑皆成為一系列與特定傳播技術

有關，但衍生的社會關係網絡。在這些多層次的社群網絡互有交疊之

中，媒介不再僅是單一的工具性載體，而成為啟動一連串社會關係連結

的「節點」（Hepp, 2013）。 

Hepp 以「網絡」的連結性將傳播媒介的使用與社群關係串起，其

重要性是促使我們將「跨媒性」（transmediality）的特質帶入媒介化概

念的討論中。傳播與溝通行動的網絡化，不僅跨越出傳統線性傳播模式

的訊息發送／接收的直線路徑，更打破媒介技術的形式主義思維：即將

傳播或溝通依照媒介屬性，僵硬地劃分為人際／大眾、口語／書寫、面

對面／虛擬等涇渭分明的溝通模式。正如 Hepp 主張：任何傳播或溝通

形式都是「建制化」的結果，是人們使用過程中發展出來的「慣習」

（Hepp, 2013, p. 58）。 

因此，傳播科技本身也沒有恆常不變的意涵，任何新的傳播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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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都不是在既有媒介科技之外、獨特或單一的存在。在歷史過程

中，科技的出現都代表創新的叢集（bundle of innovation）：它匯聚新

的物件或科技巧思、既有傳播或溝通模式、機構，並將這些不同的成分

經組合、轉化後，「物化」成為穩定的傳播形式。因此，對於任何一個

在科技使用中凸顯的社群關係而言，傳播科技本身所實踐的並非科技自

身的實體意涵，而是科技在扣連至特定社會關係上所釋放出來的「潛

質」（potentiality; Hepp, 2013, pp. 58-61）。 

結語：延續與開端 

上述討論，我們以媒介理論出發探究媒介的科技形式、社會建制，

與傳播及溝通行動間的關係。上文的討論強調媒介做了什麼或媒介與社

會的關係，重點並非強調新媒介出現後，社會型態將因新媒介科技而全

面改觀，而是媒介的科技形式在社會化過程中，與既有的社會建制發展

出複雜的互動關係。因此，藉由「中介」及「媒介化」兩個概念，本文

試圖將媒介重新定位在一個以傳播及溝通行動，以及社會建制化過程為

主體的認知論。 

「中介」與「媒介化」皆試圖以比較宏觀的時間格局，探索媒介的

「社會化」過程。在試圖拓展傳媒研究的格局之餘，這兩個字眼的出現

皆有助於反思媒介研究既定的狀態與未來的發展。即便現階段多數研究

皆停留在理論層次的試探性質，但這兩個以動態的「媒介過程」為概念

主軸的出現，皆試圖跨出傳媒研究是「特定媒介研究」的框架，使得傳

媒研究更「入世」，更與其他的社會過程接軌。 

這也多少呼應社會科學領域近年來對於社會建構過程中，媒介扮演

角色的重視。傳統社會學理論缺乏媒介論述是不爭的事實。但近年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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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關係的質變，如：個人化、商品化與全球化等，使得社會學理論無法

不去處理物質環境的變遷對於社會性的衝擊。社會世界中的「非人因

素」，如：科技物件、消費商品、交換工具等因素的擴張，逐漸影響人

際關係的連結，甚至「中介」了社會關係（Appadurai, 1996; Knorr-

Cetina, 2001）。 

社會關係的再界定，可以見諸 1990 年代以後興起的全球化理論與

資訊社會理論，兩者皆凸顯社會過程或社會關係形式中的「媒介因

素」，以及藉由媒介的傳播或溝通行動所擴張或轉化的社會性。在社會

學家 Scott Lash（2003）的《資訊批判》（Critique of Information）中，

他甚至主張 21 世紀的社會或文化理論已不可避免的被媒介理論所置換

了！Lash 略顯聳動的主張，強調媒介的資訊邏輯以及影響社會現象的廣

泛性，已經不再只是媒介現象問題，而成為整體社會趨勢，甚至是理論

化的樣貌。 

當社會學理論已開始重視媒介過程，做為媒介研究「本家」的傳播

理論呢？對於傳媒與社會的輻輳，既有的理論認知或分析取徑是否足以

涵納？目前傳播研究對於媒介與社會的理論化，大致分流為三個主要的

典範，分別是： 

一、媒介的社會心理實踐：媒介的內容與人的態度、認知、行為間有某

種程度的因果關係，關係的判定在於後者的改變上。 

二、媒介的文本實踐：媒介再現的符號系統、論述是建構或維繫社會意

識、個人或集體建構文化或社會認同、形成抗爭的主要樞紐。 

三、媒介的機構實踐：媒介是既有政治與經濟權力關係運作的物質性結

果。因此，機構經營屬性、政經權力間的糾葛，以及傳媒組織內科

層間的權力互動等結果，皆能夠主導社會意識型態的形構、鞏固特

定權勢階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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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傳播研究的典範分流發展，相對輕忽傳媒實踐作為一動態的

社會過程，可能串起社會不同場域間互動的關係。特別是在科技因素處

於不確定的變動狀態下，這三個典範背後所預設的討論格局，皆不同程

度的把媒介隔離在更廣闊且多變的社會或科技實踐之外。 

然而，一個「淨化」的媒介認知論，是否足以應付愈來愈渙散的媒

介社會實踐？以當前本土的傳媒與社會互動特殊性來說，多頻道、多平

台、行動化等技術條件，已定位我們現今既存的傳媒使用脈絡。除了電

視頻道多，在訊息傳遞通路上，多樣化的行動通訊裝置也讓使用者得以

彈性的扮演接收、評論、轉發，甚至內容產製者的多重角色。 

如此的使用脈絡，勢必在社群關係意涵上造成影響。除了不能再以

「受眾閱聽人」的角度預設使用者與媒介訊息間存在單純、線性的因果

關係外，文本實踐作為再現文化或社會的「集體認同」，顯然也不再可

以由有限且單向的傳播渠道中印證其關連性。另外，考量傳統的大眾媒

介不再是生產內容的唯一機構，社群媒體也開始中介複雜的社會權力關

係，在「媒介場域」裡政治與經濟權力關係運作，往往也無法藉由將傳

媒機構的所有權控制問題化，便能昭然若揭。 

就以筆者近年所關切的政治媒介化現象而論，台灣的政治傳播面臨

的窘境，已不單純是訊息或頻道的多寡，或者資訊品質是否能增進政治

社會透明度的問題。如今我們擁有多元的通路形式、訊息生產，以及社

會對於言論自由的普遍認知，然而「烏托邦」終究未曾到來！在新、舊

媒介交雜、傳統的大眾媒介傳布通路與新的社群媒介連結管道共存之

際，政治作為「資源分配的藝術」無法不在資訊傳播議題上，面臨更崎

嶇難測的社會網絡關係。舊的大眾傳播建制，如：電視與報紙，以及文

本實踐，如：政治新聞或政論節目，仍是政黨政治權力傾輒，互奪言論

主導權的「競技場」。新的社群媒介標舉其「另類性格」，則吸納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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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於政治現狀的不滿，成為民主社會裡將「集體不信任」制度化的

言論空間（Rosanvallon, 2008）。 

傳媒作為社會權力的形式，既是主流權勢階級試圖控制的社會建

制，也是公民意識匯聚的空間，但兩者之間並非河井不犯，而是涉及更

複雜、湧現的連結關係或組織化實踐。從報紙記者跨入電視成為政論名

嘴、網路達人成為傳統媒介的名人，到政府或政黨組織因應媒介而產生

或調整的作法，政治與媒介、新媒體與舊媒體間既有分立，也有交融，

它們已造成整體民主政治實踐風貌的轉變，包括民眾的政治參與，也包

括政治領域裡政府施政、議會政治、政黨競爭、選舉時期的選戰競選策

略，乃至反對政治的動員等（唐士哲，2014）。這些現象所透露的意

義，在筆者為文的此時皆難有定論。政治作為媒介化的主題，必須在變

動的傳播技術或者政經脈絡中，反覆推敲其過程或結果。 

正如傳播學者 Klaus Bruhn Jensen（2013）主張，「中介」或「媒

介化」作為媒介認知論的重構，應可被視為在近一甲子的歲月以後，對

於「媒介理論」的一個主要翻修、次要的補充或者是註解。以動態的媒

介過程或傳播與溝通實踐取代靜態的媒介，優點是以較總體且全觀性的

連結性或跨媒性，串起傳媒在上述三個不同層次的實踐意涵。且這種動

態特質，打破傳統將大眾媒體與新興網路媒體分立的思維。 

Jensen（2013）強調中介或媒介化這些在社會科學理論裡，試圖喚

起媒介或傳播與溝通行動在整體社會意識過程中的關鍵角色，因此也應

該由社會現象、個人心理意念，以及象徵與符號之間的交互關係構連

中，探索媒介的社會互動意涵。本文限於文獻整理的格局，未能更進一

步將上文的討論更有系統的提供在地的經驗分析作為對照。但放眼媒介

研究的未來，「跨媒介」不僅是媒介科技發展的既定事實，其對於社會

互動意涵的影響也亟待探詢。除了不能再僅是以既有媒介思維，如：電



重構媒介？「中介」與「媒介化」概念爬梳 

‧35‧ 

影、電視或網路等來作為提問的起點以及檢視的終點，「新的」媒介理

論建構也應體認重點並不在於新媒介形式的出現會取代舊媒介。媒介技

術如果有其特定性，應在於藉由一套技術的基礎，涉及不同媒介型式中

介的傳播或溝通行動，同時體認到這套技術的可及性勢必會對於日常生

活更多領域帶來衝擊。 

「中介」或「媒介化」所導引關於媒介的提問，應在於媒介科技發

展所涉及的社會脈絡問題，包括跨媒介的社會關係如何連結或轉換，以

及媒介影響性的跨領域擴展。這些脈絡問題至少凸顯未來媒介理論可以

著眼的三個具體方向（參考自 Couldry, 2009）： 

1. 連結性：傳播或溝通的行動如何與特定的社會組織實踐產生關連。 

2. 流通性：傳播或溝通的行動如何透過不同的媒介路徑或渠道，在不

同的地點或不同的使用者之間流通、再流通或交換。 

3. 長期的後果：重複且慣例化的傳播或溝通行動所累積的結果，例

如：對於人在特定地點的影響；既有的傳播組織或資本勢力如何因

勢利導；以及對於整體社會或文化改變的影響。 

參考書目 

唐士哲譯（2012a）。〈尹尼斯與他的傳播偏倚〉，《傳播研究的典律文本：典律

存在嗎？該有嗎？這些怎麼樣？》，頁 173-208。台北：五南。（原書

Blondheim, M. [ 2003]. Harold Adam Innis and his bias of communication. In E. 

Katz, J. D. Peters, T. Liebes, & A. Orlof (Eds.), Canonic texts in media research: 

Are there any? Should there be? How about these? (pp. 156-190). London, UK: 

Polity. 

唐士哲譯（2012b）。〈典律的反文本：麥克魯漢的《瞭解媒介》〉，《傳播研究

的典律文本：典律存在嗎？該有嗎？這些怎麼樣？》，頁 209-234。台北：

五南。（原書 Meyrowitz, J. [2003]. Canonic anti-text: Marshall McLuhan’s 

Understanding Media. In E. Katz, J. D. Peters, T. Liebes, & A. Orlof (Eds.),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一期  2014年 10月 

‧36‧ 

Canonic texts in media research: Are there any? Should there be? How about 

these? (pp. 191-212). London, UK: Polity. 

唐士哲（2014）。〈從政治化媒介到媒介化政治：電視政論節目作為制度化的政治

實踐〉，《中華傳播學刊》，25: 3-41。 

曹定人譯（1993）。《帝國與傳播》，台北：遠流。（原書 Innis, H. [1972].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Toronto, C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馮建三譯（1994）。《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台北：遠流。（原書 Williams, R. 

[1975].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UK: Fontana.） 

賴盈滿譯（2008）。《古騰堡星系：活版印刷人的造成》，台北：貓頭鷹。（原書

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C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dorno, T. W. (1997). Aesthetic theor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ltheide, D. L. (1995). 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 New 

York, NY: Aldine de Gruyter. 

Altheide, D. L., & Snow, R. P. (1991). Media worlds in the postjournalism era. New 

York, NY: Aldine de Gruyter.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sp, K., & Esaiasson, P. (1996). The modernization of Swedish campaigns: 

Individualiz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medialization. In D. L. Swanson & P. 

Mancini (Eds.), Politics, media, and modern democracy (pp. 73-90). Westport, 

CT: Praeger. 

Auslander, P. (1999). Liveness: Performance in a mediatized culture. London, UK: 

Routledge. 

Baudrillard, J. (1994).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ennett, L. (2003). Lifestyle politics and citizen-consumers: Identity,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late modern society. In J. Corner & D. Pels (Eds.), Media and 

the restyling of politics (pp. 137-150). London, UK: Sage. 

Bennett, L., & Entman, R. (Eds.). (2001). Mediated politics: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umler, J. G., & Kavanagh, D. (1999). The third ag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fluences and featur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3), 209-230.  

Corner, J., & Pels, D. (Eds.). (2003). Media and the restyling of politics. London, UK: 

Sage.  

Cottle, S. (2006). Mediatized conflict: Developments in media and conflict studies. 

Berkshire,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Couldry, N. (2006). Listening beyond echoes: Media, ethics, agency in an uncertain world 

(pp. 33-48).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重構媒介？「中介」與「媒介化」概念爬梳 

‧37‧ 

Couldry, N. (2008).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 10(3), 373-391. 

Couldry, N. (2009). Does ‘the media’ have a fu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4), 437-449. 

Davis, A. (2007). The mediation of power: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Gittelman, L. (1999). Scripts, grooves, and writing mach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itelman, L. (2006). Always already new. Cambridge, MS: The MIT Press. 

Hepp, A. (2013). Cultures of mediatiz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Hjarvard, S. (2004). From bricks to bytes: 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 In Ib 

Bondebjerg & P. Golding (Eds.), 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 Bristol, UK: 

Intellect Books. 

Hjarvard, S. (2008).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Nordicom Review, 29(2), 105-134. 

Hjarvard, S. (2013). The Mediatization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K: Routledge. 

Jensen, K. B. (2013). Definitive and sensitiz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mediat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3(3), 203-222. 

Kittler, F. (2010). Optical media: Berlin lectures 1999. London, UK: Polity. 

Knorr-Cetina, K. (2001). Postsocial relations: Theorizing sociality in a postsocial 

environment. In G. Ritzer & B. Smart (Eds.), Handbook of social theory (pp. 520-

537). London, UK: Sage. 

Krotz, F. (2007). 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3(3), 256-260. 

Krotz, F. (2008). Media connectivity: Concepts, conditions, and consequences. In A. 

Hepp, F. Krotz & S. Moores (Eds.), Network, Connectivity and Flow: Key 

concepts for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pp. 13-31). New York, NY: Hampton 

Press. 

Krotz, F. (2009). Mediatization: A concept with which to grasp media and societal change. 

In K.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Concept, changes, consequences (pp. 21-40). 

New York, NY: Peter Lang. 

Lash, S. (2003).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ondon, UK: Sage. 

Latour, B.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 Porter,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vinson, P. (1999). Digital McLuhan. New York, NY: Routledge. 

Livingstone, S. (2009a). Kids onlin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for children. London, UK: 

Polity. 

Livingstone, S. (2009b). 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1), 1-19.  

Lundby, K. (Ed.). (2009). Mediatization: Concept, changes, consequences. New York,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一期  2014年 10月 

‧38‧ 

NY: Peter Lang. 

Mancini, P. (1999). New frontier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3), 231-245. 

Martín-Barbero, J. (1993).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hegemony: From the media to 

mediations(E. Fox & R. A. White, Trans.). London, UK: Sage  

Marvin, C. (1988).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zzoleni, G., & Schulz, W. (1999).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 247-261.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UK: Routeldge. 

Rosanvallon, P. (2008). Counter-democracy: Politics in an age of distrus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udson, M. (1997). Why communication is not the soul of democrac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4, 297-309. 

Schulz, W. (2004).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1), 87-101. 

Silverstone, R. (2005). Mediation and communicateon. In C. Calhoun, C. Rojek & B. S. 

Turner (Eds.), Handbook of sociology (pp. 188-207). London, UK: Sage. 

Silverstone, R. (2007). Media and morality: On the rise of mediapolis. Cambridge, UK: 

Polity. 

Silverstone, R., Hirsch, E., & Morley, D. (1992).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household. In R. Silverstone & E. 

Hirsch (Eds.), Consuming technologies (pp. 15-31). London, UK: Routledge. 

Stamps, J. (1995). Unthinking modernity: Innis, McLuhan,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Montreal, C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Strömbäck, J. (2008). 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Press/Politics, 13(3), 228-246. 

Thompson, 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Loon, J. (2008). Media technology: Critical perspectives. Berkshire,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 (2011).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K: 

Routledge. 

Wuthnow, R. (1989).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重構媒介？「中介」與「媒介化」概念爬梳 

‧39‧ 

 

Reconceptualizing Media: 

An Exploration of “Mediation” and “Mediatization” 

 

Shih-Che Tang 
* 

ABSTRACT 

Based upon media theory, the study reconstructs the epistemology of 

communication media by arguing that media be dissociated from text, 

organization or technology and be reconceptualized in terms of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fields of media practices and social practices.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mediation” and “mediatization,” the study 

reconsiders much ignored elements, such as media technology, materiality, 

context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in theorizing the media. 

Keywords: communicative practice, media theory, mediation, mediatization, 

social institution 

  

* Shih-Che T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一期  2014年 10月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