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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盲點論戰：誰生產價值 

「發光的不全是金子。」（英諺） 

長久以來，傳播便被視為是意識型態（ideology）的場域。對許多馬克斯主義者

（marxist）而言，它就與法律、政治、宗教、教育一樣，同樣是社會的上層結構

（superstructure）。然而傳播學者在研究訊息之際，往往傾向探究媒體文本與閱聽

人間的關係而做出「意識型態」的探索與解讀（Livant，1979），卻也使得傳播的

物質基礎（base）受人忽略。面對這個西方馬克斯主義者長久忽視的問題，Smythe
（1977）還率先以〈西方馬克斯主義的盲點〉一文走出「觀念論的叢林」（a jungle 
of idealism。Livant，1979）。同時，面對 Baran 與 Sweezy（1966）論及民族國家

（nation-state）與跨國企業（TNCs，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控制需求以解決生

產過剩、消費不足的「壟斷資本主義」（monopolistic capitalism），Smythe（1982）
還在「意識工業」（Consciousness Industries）的分析中提出「閱聽人商品」（audience 
commodity），將曩昔因「非生產性」（unproductive）而備受忽略的傳播，重新定

位為「具生產性」（productive）的部門。 

Smythe 的概念一經提出，儘管飽受後人質疑，不過「但開風氣不為師」（馮建

三，1995c），甚至連位於論戰中心的《加拿大政治社會理論學刊》（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都公開宣布不再接受相關論文了，閱聽人（勞動）商

品的討論仍然方興未艾（Guback，1993）。而概念不斷發展，不但構成了「（批判

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用以理解當代大眾媒體下層結構的重要路徑，論戰中對商品、

勞動、價值的討論，也成為了本研究開展合適的跳板。 

第一節：盲點論戰中的商品定義與交換 

《資本論》第一卷開頭便提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

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Marx，1991
／中共中央馬克斯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2004a）。有鑑於「商品」也是

許多研究者投入盲點論戰的進路（比如：Smythe，1977／馮建三譯，1992b；Livant，
1979；Jhally，1982；Meeham，1984；Maxwell，1991；陳志賢，2003；張時健，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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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ant（1979）甚至指出，「要先掌握商品，才能掌握價值來源」16，本節的任務便

是要回顧盲點論戰，並初步描繪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

傳播體系中的商品譜系，以作為後續章節探論該體系中勞動與價值來源的基礎。 

與傳統側重「訊息」、探究「意義」的傳播研究有別，Smythe（1977／馮建三

譯，1992b）提出的「（可售出的）閱聽人（勞動）商品」（商品定義 b），乃指壟

斷資本主義之下、大眾媒介將閱聽人當「無償奴隸」（slavery），並與廣告主交換

貨幣的物質形式（商品定義 b1）。 

雖然 Smythe 當時還未能明確指出「閱聽人（勞動）商品」的具體內容，但他

認為，訊息（商品定義 a）儘管有「正餐」（即廣告訊息，商品定義 a1），及「禮

物」、「免費午餐」、「開胃菜」、「黏著劑」、「必須填補的空隙」（即其他內

容訊息，商品定義 a2）的分別，但兩者既不過是閱聽人賴以「加工」（work on）的

對象，且廣告訊息之生產費用又遠高於其他內容訊息（即後者必須當成是前者之部

份來理解），則傳播學者過去對「訊息」、「教育」、「意念導向」、「操控」的

探究，均不過是主觀的心智釐測，都忽略了傳播的基礎。 

這樣的批判立場，雖然在 Smythe（1978、1981a）自己後來的分析中都沒有改

變，但或受到 Murdock（1978／馮建三譯，1992c）為西方馬克斯主義辯護的「外部

批判」（Livant 語，1979）影響17，當 Smythe 一方面嘗試將政治人物同樣視為「閱

聽人商品」的買主以連結到新聞室控制，另一方面又探討大眾媒介作為意識工業的

「議題設定」（使人們願意維持既存體制、在「私銷售部門」的消費市場大力追新，

並支持「軍事銷售及福利部門」在公共行政的種種政策），追加的論述，卻似乎讓

他與主流傳播研究中強調「麻痺（narcotic）作為大眾媒介負功能」的功能主義者如

Lazaresfeld and Merton（1948，轉引自 Severlin and Tankard，1997／羅世宏譯，2000）
相近、與那些他批判過的西方馬克斯主義者無殊－這或是 Jhally（1987／馮建三譯，

1992d：10、123）評論他「頭下腳上」的原因。 

不過 Livant（1979）肯定 Smythe 的原初分析，除了同樣將內容視為廣告附庸，

更具體認定大眾媒體的發展過程果然已經從「為了生產要賣給閱聽人的東西」轉變

                                                 
16 但 Livant 沒有說的是，如果掌握錯了商品，還會導引出錯誤的價值來源，詳本章第三節。 
17 Murdock（1978）認為 Smythe 的觀點忽略了三件事－（1）國家的角色並未提及；（2）意識型態

不應外於分析；（3）階級抗爭的希望在何處。就研究者之見，當中除了第二點略有進行下層結構的

討論，其他的回應似乎並未切中要旨。而 Smythe（1978：122-123）在回應中除了繼續強調西馬確實

未妥善處理壟斷資本主義，並解釋－自己並未將國家獨立於立論之外，而分析所以不及第三世界，

是因為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必須是整體性的，而沒有談及階級鬥爭，是因為他還未找出理想的解決

途徑。但是他仍然強調，意識型態所以形塑，還來自於「勞動者」為廣告主「無償勞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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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生產可賣出的閱聽人（audience-to-sell）」（商品定義 b）18。 

而 Jhally（1982）對商品的考察還有不同的起點。他先是與 Williams 所見略同

（1974／馮建三譯，1992），認為媒介的商品形式一開始還是「新科技本身」（商

品定義 e），不過他同意，當科技日益普及，商品形式還會逐漸轉化為「被生產出

的閱聽人」。然而透過抨擊 Smythe 將傳播邊緣化，Jhally 便也更進一步，將「傳播」

從整體社會之一環提昇成為一個獨立自成而可單獨分析的場域了19。 

對於正統馬克斯主義者指「閱聽眾無法被擁有」，因此認定媒介與廣告主買賣

的標的只是「（媒體提供的排程）時間」（商品定義 f，自然也包括媒體提供的「空

間」），Jhally 還以美／加之間的跨國廣告爭議為例，指出大眾媒體對「閱聽人（勞

動）商品」的確具有「所有權」（ownership）（商品定義 b2）。 

而 Livant（1982）以「所有權」的基礎，還指出媒體與廣告主間交易的固然是

「時間」，卻是「為媒體所『有』的、閱聽人收視時間」（商品定義 b3）。他並以

「餽贈／竊取」為例指出－媒體所以不能將全部時間賣出，是由於「有些時間必須

贈予閱聽人」（閱聽人收到的禮物），才能將閱聽人商品生產出來。至於「能賣出

的時間」（偷自閱聽人的時間），還會因媒介要提價出售而有壓縮、切分等各種型

態上的變化。而兩人後來的分析（Jhally，1984；Jhally 與 Livant，1986、1987／馮

建三譯，1992d）中，這個觀點並成為「媒體所『有』的、閱聽人的剩餘收視」（商

品定義 b4），最後並得到更精緻的發展（商品定義 b5）。 

訊息（或稱文本）及閱聽人外，Meeham（1984）還採取了「收視調查及制度取

徑」（rating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將「收視調查（資料）」視作是「商

品問題的第三種解答」（商品定義 c）。他主張，以上答案雖然相互構成，卻唯有

瞭解「封閉的收視率市場效果」，才能掌握理解大眾傳播體系的關鍵。20 

但其實，意識到人口學（demography）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

的「商業」）傳播體系的影響，卻不是 Meeham 的專利。如： 

                                                 
18 Livant 是 Smythe 同事，遇事相挺或許是人之常情。但有趣的是，Livant 與 Smythe 自己將內容視

為廣告附庸的理路，卻與 Smythe（1981b）自己後來對美／加大眾傳播體系的考察理路相矛盾。試

想，如果說廣告訊息之生產支出倍於內容訊息之生產支出甚多，後者便可以是前者附庸，那麼 Smythe
在比較美國與加拿大家戶媒介支出（包含了家戶在無線電視收視服務及有線電視收視服務等方面的

各項開支）與媒介廣告所得後，指出前者乃倍於後者甚多，豈不是要做出大眾媒介軟體部門不過是

大眾媒介硬體部門附庸的結論？但有趣的是，台灣電視數位化的政策目標，卻又反過來落實了「軟

體為硬體附庸」的邏輯？但研究者在此加註，還僅強調廣告與其他內容絕不能混為一談的立場。 
19 之後會指出，在此一基礎上繼續探論傳播場域中的價值／剩餘價值，一旦我們依據 Marx 的概念

而亟欲將對廣告及傳播的分析還原至整體社會場域，在概念上可能又會引來怎樣的爭議及麻煩。 
20 雖然脈絡不同，但 Boudieu，也注意到收視調查的「歐迪瑪效果」（舒嘉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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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ythe（1979／馮建三譯，1992b、1981b）即認為「閱聽人本身就是商品…而

商品的『特徵』（ specialization），正是他們所以被統計的『人口學變項』

（demographics）」而「廣告價格…依閱聽人力量需求的『種類』（types of demand 
for audience power）而訂定」；Livant（1979）在闡述 Smythe 分析時也提到，「媒

體所『建構』的『人口學集結』21，和人們作為閱聽人所企圖去建構的群體有所不

同」，而 Jhally（1982）雖同意 Smythe 及 Livant 將閱聽人視為商品，但他以為這個

調查資料中所顯示的閱聽人商品卻不是過去「以訊息定義的閱聽人」（人們因收看

某節目而被定義成「某群人」，商品定義 d1），而是「具心理學及人口學特徵的閱

聽人」（因為是「某群人」而有了量身訂做的節目，商品定義 d2）22。 

而 Meeham（1990、1993／顧玉珍譯，1995）結合「閱聽人商品」與美國收視

調查工業演變的考察，還發展出比一般技術批評更進步的批判工具－也就是比「閱

聽人商品」（audience commodity）更「有價值」的「商品閱聽人」（commodity audience）
（商品定義 d3），從而甚至更可反向具體映照出某種比「現代意義下閱聽人所提供

的收視勞務」（商品定義 b5）更精確的「真正『有價值的』閱聽人所提供的收視勞

務」（商品定義 b6）。理論發展所及，「商品閱聽人」概念還可反向用以批判傳播

體系忽略「未具經濟意義的弱勢」的現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女性主義的傳統（如

Streeter，1996；Meeham，2002；陳志賢，2005）。 

表 2-1：盲點論戰中的商品定義、交換關係與提倡者 
 

盲點辯論中的商品定義 交換 提倡者 

定義 a：訊息（意義→商品） 

廣告（a1）與其他內容（a2） 

媒體 
閱聽眾 

傳統傳播研究意義，至於

訊息的商品性質較少談及 

定義 b：可售出的閱聽人（勞動）商品

閱聽人本身（b1）→｛為媒體所「有」

的閱聽人商品（b2）→為媒體所「有」

的閱聽人收視時間（b3）→為媒體所「有」

的閱聽人的剩餘收視（b4）→｝現代意

義下閱聽人提供的收視勞務（b5）→真

正有價值的閱聽人提供的收視勞務（b6）

媒體 
廣告主 

Smythe（b1）勞動商品→ 
Livant、Jhally 

｛b2→b3→b4｝→ 
（b5）勞動力商品→ 

從 Meeham 的概念反射出

的勞動力商品（b6） 

定義 c：收視調查（資料）做為商品 
調查者 

資料需求者
Meeham、Maxwell 

                                                 
21 本引句內刮號為研究者所強調。而「建構」的意義，到了第四章的討論會更明朗。 
22 似乎就是 Mosco（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後來提到的「模控（cybernetics）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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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d：人口學建構的（收視調查資料

所反映的）閱聽人做為商品 
訊息定義建構的（d1）→心理社會學定

義建構的（d2）→真正「有價值」的（d3）

媒體 
廣告主 

Meeham、Streeter、Chen、
陳志賢等人 

定義 e：科技做為商品 
硬體製造商

閱聽眾 
Williams、Livant、Jhally 

定義 f：媒體自身提供的排程*做為商品
媒體 
廣告主 

一般之見或正統馬克斯主

義者之見，未受凸顯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排程即指媒體提供廣告刊載的時間（廣電媒介）或空間（平面媒介）。 

透過以上對盲點辯論中商品定義的整理（表 2-1），我們可以發現，（資本主

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傳播體系中至少包括了－ 

（1）「訊息做為商品」（商品定義 a）：有別於主流傳播研究及西方馬克斯主

義者探究「訊息由媒體通往閱聽人的傳播過程中各種效果」的方式，而強調其生產

的路徑，但在這一場論辯中多半點到為止，而當中還可區分為「廣告」（商品定義

a1）及「其他內容」（商品定義 a2）； 

（2）「可售出的閱聽人（勞動）商品」（商品定義 b）：在媒體與廣告主之間

交換，大致可區分為「作為奴隸的閱聽人本身」（商品定義 b1）、「現代意義下閱

聽人提供的收視勞務」（商品定義 b5）。此外，便是介於兩者間的各種過度形式－

「為媒體所『有』的閱聽人」（商品定義 b2）、「為媒體所『有』的閱聽人收視時

間」（商品定義 b3）、「為媒體所『有』的閱聽人的剩餘收視」（商品定義 b4）。

而在這些概念上，最後出現也最成熟精緻的形式，也就是「真正『有價值的』閱聽

人提供的收視勞務」（商品定義 b6）； 

（3）「收視調查（資料）作為商品」（商品定義 c）：收視調查公司提供，可

為媒體、廣告主等客戶參考； 

（4）「人口學建構的（收視調查資料所反映的）閱聽人做為商品」（商品定義

d，可說是商品定義 b 與商品定義 c 連結後產生的某種「意義」）：其中可區分為「（收

視調查資料所反映、）由訊息定義的閱聽人」（商品定義 d1）、「（收視調查資料

所反映、）以心理學及人口學特徵定義的閱聽人」（商品定義 d2），還有「（收視

調查資料所反映、）以心理學及人口學特徵定義而『真正可賣的』閱聽人」（商品

定義 d3，也就是商品定義 b6 在某意義下的再現結果）； 

（5）「科技做為商品」（商品定義 e）：在硬體製造商與閱聽眾間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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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媒體自身排程做為商品」（商品定義 f）：在媒體與廣告主間交換。 

第二節：盲點論戰中的生產機制與勞動 

我們在第一節整理了（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傳播體

系中琳瑯滿目的商品定義及交換關係。本節則在探討這些商品來自於怎樣的商品生

產機制與勞動，但聚焦於文化生產，而將「科技作為商品」（定義 e）先予排除。 

所謂的「閱聽人（勞動）商品」（商品定義 b），就 Smythe（1979／馮建三譯，

1992b）而言，其生產機制及勞動，主要指的是由大眾媒介（做為一個嶄新的社會機

制）、閱聽人自己及其家庭（後來，教育等其他社會機制亦被含括在內，見 Smythe，
1981b）生產出（勞動定義 Bo，閱聽人的再生產）的閱聽人，為了使壟斷資本主義

體系得以存續而提供的各種「無償」勞務（勞動定義 B1，對應商品定義 b1）。 

這樣的勞務，Smythe 以為並非一般所稱的「注意力」（attention），或其他「彷

彿可自勞動者身上剝離的特質」，而甚至可具體指涉為－（1）（替大企業）將消費

財及勞務行銷給自己；（2）學著將票投給特定的候選人（或者議題）；（3）學習

並重新確認當前政經系統的正當性。由於閱聽人並未從這樣的「勞動」中獲得「工

資」，Smythe 還以「奴工」（slavery）來加以比擬。 

對此，Livant（1979）首先給予 Smythe 極高的評價。「在現代的壟斷資本主義

中…所有時間都是勞動時間…這些時間並非同質的，但不論如何都是勞動時間」，

Livant 認為 Smythe 確實是開拓出嶄新的勞動形式－當閱聽人自己與媒體一起創造

了自身，也就不再只是過去傳播研究中「危顫而趨向消費的果凍」了。 

儘管未對「閱聽人（勞動）商品」的生產機制表示意見，Jhally（1982）卻駁斥

了 Livant 對於 Smythe 的讚美。Jhally 指出，由於 Smythe 混淆了「生產／流通／分

配與消費」的界線，所以這種閱聽人勞動的概念根本無法容於 Marx 的原始架構，

而 Livant 附和 Smythe 說，「買了收音機就等於參與了生產」，這種廣泛認定「只

要能夠使（壟斷）資本主義體系維持不墜」而「包山包海」（subsume everything under 
it）的「生產」，還使得「生產」一詞失去了指涉的有效性。 

質此，就 Jhally 看來，當 Smythe 與 Livant 將消費與行銷等同於「為廣告主」

進行生產（或稱「完成性生產」，completing production），他們就與真正的生產分

道揚鑣23。不過 Jhally 接著指出，這並不意味閱聽眾不參與生產：當媒體廣告收益

                                                 
23 以 Marx 的概念來理解，Smythe 與 Livant 所稱的生產機制，似乎較偏向於以整體社會為範疇的「勞



 25

扣除了節目成本開支（即閱聽人領取的工資），其間差距，也就是閱聽眾「為大眾

媒體」提供勞務、創造價值處（勞動定義 B2，對應商品定義 b2）。 

面對 Jhally 指教，Livant（1982）則回應，當他指閱聽人勞動，僅是就閱聽人能

為整個體系提供價值而言，以至於閱聽人創造價值的方式，他還提示了與收視時間

相繫的形式（勞動定義 B3，對應商品定義 b3）以為補充。 

辯論所及，雖然一時可說針鋒相對。但在後續探究的過程中（Jhally，1984、1987
／馮建三譯，1992d；Jhally 與 Livant，1986），兩人卻也逐漸達成了共識，那就是

－「將閱聽人收視當成嶄新的勞動，而這種勞動還作為資本主義下一種價值增殖

（valorization）的方式」（勞動定義 B4，對應商品定義 b4）。 

他們認為，收視作為勞動，不僅是可以創造出價值（value-creating）的實質經

濟過程，同時也是個收視與經濟體系之間的隱喻－也就是說，整體經濟就好比影像

（image）作為收視對象而存在，而媒介做為一個「大魚缸」（fish bowl），還同時

反映（reflect）了包含媒介自身的整體經濟。而收視這種反映，也就是作為一種「與

外於其自身的物理世界相關連的人類活動」，當中並包含了一種「額外」（extra）
收視在內 ，而這個「額外」便牽涉到人們與媒體的互動。救研究者看來，這種定義

方式，倒是與馬克斯談及人類於受雇勞動下改造自然的定義有些類似了。 

「有些意指支出，有些則意味營收，『支出』產出『必要（necessary）收視時

間』（也就是「收視廣告之外的內容」）並做為閱聽眾『再生產』（reproduce）收

視行為之所需，而『收益』則來自於『剩餘（surplus）收視時間』（也就是收視「廣

告」），而媒體還為剩餘收視時間的『擴大再生產』（expanded reproduction）所掌

握」，所以才會千方百計減少必要收視時間（減少收視廣告之外的其他內容的時間）、

增加剩餘收視時間（增加收視廣告時間），或改變收視形式（如切分廣告出現的時

間型態，或者，透過聯播廣告以強迫收視等）增加「絕對剩餘價值」。 

此外，他們也歸納了其他使收視足堪與勞動類比之處，包括了國家對廣告時間

的限制，也包括了閱聽人欲躲避收視廣告的「不適感」（unpleasant），以及其主觀

所感受「強迫」（compelling）而不得不看的「上癮」（addictive）症候。以至於 Jhally
（1987／馮建三譯，1992d）甚至探討內容（商品定義 a2）與廣告（商品定義 a1）
混淆的情況（作為獨立類目各自建構的互斥基礎，也就因而受到挑戰），並開拓了

收視「勞動」剝削「相對剩餘價值」之所在，而收視類同於勞動的形式，便更形完

                                                                                                                                                  
動力再生產」。而我們稍後會看到，Jhally 自己是怎樣由於混淆了「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與

「獲利」（profit）的分界，而在將傳播視為獨立場域來分析時，又導向錯誤的生產分析。 



 26

備了（勞動定義 B5，對應商品定義 b5）24。 

就 Meeham（1990）提出的「商品閱聽人」（商品定義 d3）來看，由於「（收

視調查資料所反映、）以心理學及人口學特徵定義而真正可賣的閱聽人」正是基於

一種「如實反映」的預設，也因此反向還投射出一群「作為現代意義下勞動者、『真

正有價值』的閱聽人，為媒體提供的勞務」（勞動定義 B6，對應商品定義 b6）。

同樣地，對應商品定義（b2、b3、b4）的勞動定義（B2、B3、B4），也同樣可視為

是在兩勞動定義（B1、B5）之間的過度形式。 

而在真正「具有價值」的閱聽人勞動力（勞動定義 B6）外，自然就是在傳播體

系中受到忽略的弱勢（勞動定義 B7）了。不少女性主義研究者還將「女性收視」（當

然也可泛指其他不被認真對待的閱聽人，如孩童與老人）與「不具經濟意義的女性

家戶勞動」相類比，並建議透過民族誌法、對閱聽人進行「性別化」（gendering）
的考察（如 Streeter，1996；Meeham，2002；陳志賢，2005）25。 

從「收視調查（資料）」（商品定義 c）出發，更有人注意到調查產業中女性

訪調員低薪、長工時、低地位的工作處境（勞動 C，對應商品定義 c），並建議對

她們進行勞動相關的研究（Meeham，2002；陳志賢，2005）。 

值得一提的是，Meeham（1993／顧玉珍譯，1995）與 Livant 及 Jhally 不同，他

不但沒有拋棄 Smythe 理論中「閱聽人替資本家擔負起行銷職能的勞動」的預設，

就她看來，晚近的「影歌迷」（fans）的現象亦若合符節。也因此，她並建議應該

對閱聽人的各種勞動情況進行經濟意義上「更庸俗」的考察（勞動定義 B）。 

表 2-2：與盲點論戰有關的勞動定義 
 

盲點辯論中的勞動定義 商品定義 提倡者 
定義 A：生產訊息所需的勞動 
生產廣告（A1）與其他內容（A2）的勞動

定義 a 僅點到為止 

定義 B：閱聽人（勞動）商品相關的勞動 定義 b 閱聽人的再生產（B0）； 

                                                 
24 關於國家對廣告（非關內容）的相關限制，若以本地法規對照，可見：廣播電視法第 31 條、第

33 條；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第 33 條、第 34 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第 46 條；有線電視法施

行細則第 31 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3 條；衛星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不過可茲注意的是，

平面媒體法規（已廢除的出版法及出版法施行細則）部分，並無此一限制。 
25 Morley（1992／馮建三譯，1995b）的《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即結合了內容分析與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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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聽人的再生產（B0）；閱聽人本身的無

酬勞動（B1）→｛為媒體所「有」的閱聽

人勞動（B2）→為媒體所「有」的閱聽人

收視時間（B3）→為媒體所「有」的閱聽

人的剩餘收視（B4）→｝現代意義下閱聽

人提供的收視勞動（B5）→真正有價值的

閱聽人提供的收視勞動（B6）與其他（B7）

Smythe（B1）無酬勞動→

Livant、Jhally 
｛B2→B3→B4｝→ 

（B5）閱聽人勞動力→ 
從 Meeham 概念中反射出、真

正「具有價值」的 
閱聽人勞動力（B6），以及

其他不具價值者（B7） 

定義 C：生產收視調查（資料）所需的勞動 定義 c 
Meeham、Streeter、Chen、

陳志賢等人 

定義 E：生產科技設備所需的勞動 定義 e 
幾未觸及，但因與文化生產關

連較小，故先予排除 

定義 F：生產媒體自身排程所需的勞動 定義 f 幾未觸及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與〈表 2-1〉相較，由於「人口學建構的（收視調查資料所反映的）閱聽人

做為商品」（商品定義 d），是透過「生產收視調查所需的勞動」（勞動定義 C）反向建構出的「閱

聽人（勞動）商品相關勞動」（勞動定義 B），說是商品，還更像是一種對商品的想像（特殊的使

用價值），研究者以為似乎沒有去探究其生產與實質勞動之必要。 

透過以上對盲點辯論中勞動定義的整理，我們可以發現，（資本主義社會中、

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傳播體系中，閱聽人（勞動）商品相關的勞動有－ 

（1）閱聽人本身的再生產（B0）； 

（2）閱聽人的無酬勞動（B1）及現代意義下閱聽人提供的收視勞動（B5），

以及介於其間的各種過度形式（B2、B3、B4）； 

（3）真正有價值的閱聽人提供的勞動（B6）與其他不具價值者（B7）。 

幾種閱聽人（勞動）商品相關的勞動定義儘管不同，但除了閱聽人自身的再生

產（B0）以及其他不具價值者（B7）以外，其餘均肯認閱聽人勞動的生產性質。當

閱聽人「為廣告主（或體制）」服務（B1，即 Smythe 原初概念下的閱聽人勞動），

並沒有研究者能對其「剩餘」做出明確定義，這或許亦可作為 Jhally（1982）批判

Smythe 及 Livant 混淆了「生產／流通／消費與分配」界限的佐證。然而，當閱聽人

「為媒體」服務（B5，Livant 與 Jhally 概念下的閱聽人勞動；B6，Meeham 概念下

的閱聽人勞動），所謂「剩餘」，咸認為就是「廣告收入減去訊息生產及流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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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照上節討論，我們也可以發現，盲點論戰中的商品定義儘管目不暇給，

但對於生產機制及勞動定義的討論，卻都圍繞在閱聽人（勞動）商品的概念（勞動

定義 B），連「生產收視調查（資料）所需的勞動」（勞動定義 C）都較少提及，

而撇去「生產科技設備所需的勞動」（勞動定義 E）不談，與文化生產相關的「生

產訊息所需的勞動」（勞動定義 A，包括了生產廣告 A1 與其他內容 A2 的勞動）既

是點到為止，「生產媒體自身排程所需的勞動」（勞動定義 F）卻更是幾無觸及（表

2-2），也就遑論生產中「剩餘」（surplus）的來源了。 

第三節：盲點論戰中的商品拜物與剩餘問題 

第二節中，我們比對了盲點論戰中的商品與勞動的定義，最後將閱聽人（勞動）

商品的討論停留在 Jhally 與 Livant 的版本（商品定義 b5），也就是將閱聽人視為是

現代意義的勞動者（勞動定義 B5），並認定由閱聽人收視勞動所生產的「剩餘」

（surplus），也就是「媒體的廣告收入減去訊息生產及流通支出」。但是，這個從

閱聽人（勞動）商品推導出的勞動與剩餘概念真的沒問題嗎？ 

其實，閱聽人（勞動）商品所引發的爭論，並不是只有同一理論脈絡下 Jhally
（1982）對 Smythe 的批判（商品拜物教定義 CF1），對於 Jhally 與 Livant 發展的

概念，許多學者也同樣提出質疑。比如 Truchil（1984）在評述 Jhally（1984）時便

指出，將「閱聽人／媒體」間的關係類比「勞／資」關係，後者的宰制與剝削，便

非前者之協商與宰制的性質所能對照，因此還建議最好將閱聽人當成消費者來理解。 

此外，Maxwell（1991）更指出，「閱聽人（勞動）商品」僅為「形式」，不

但無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傳播體系之外交換，就

算是「被商品化」（commodification）了的明星，也與閱聽人（勞動）商品無涉，

後者可以說是混淆了「價格形式」與「價值形式」的概念。他的理由是： 

對一般受剝削的勞動者（exploited labor）而言，他所售出的勞動力乃透過量化

方式來衡量，而用勞動力交換的，也是以一般等價物（即貨幣）支付的工資。而閱

聽人的收視勞動，雖然也以數字衡量，但共量的量尺卻是少部分人的「勞動」（勞

動定義 B6），也就是 Meeham 意義下、真正有價值的閱聽人提供的收視勞務（同前

引：28-39），此外，閱聽人所收視的「節目」亦非一般的工資26。 

所以就 Maxwell 看來， Jhally（1987／馮建三譯，1992：61-109）對「商品拜

                                                 
26 如 Maxwell（1991）便引 Meeham（1984）指出，只有少數家戶能向調查公司領取貨幣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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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教」（the fetishism of commodities）27做出的精彩分析，卻還恰好可以作為他自己

「錯置了價格與價值」的註腳，而足堪提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批判。 

以上，Truchil 與 Maxwell 還從不同面向挑戰了閱聽人（勞動）商品（Jhally 與

Livant 錯誤）在馬克斯理論架構上的有效性。然而，將這樣的批判還原，對於分析

（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傳播體系還有三個意義（表 2-3）：

其一，閱聽人不是生產者（p1）；其二，收視行為不是勞動（p2）；其三，「媒體

廣告收入扣去支出」不是閱聽人「勞動」帶來的「剩餘」（surplus）（p3）。 

表 2-3：閱聽人（勞動）商品批判的三個命題 
 

閱聽人（勞動）商品批判的三個命題 
命題 p1 閱聽人不是勞動者。 
命題 p2 收視不是勞動。 

命題 p3 
閱聽人既非勞動者，收視也不是勞動，媒體廣告收入扣去生產與流通的

相關支出，其收益（profit）也不是閱聽人勞動的剩餘（surplus）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儘管如此，我們已可不客氣地套用 Maxwell 的批判，也就是，不管閱聽人（勞

動）商品（商品定義 b）背後的「勞動」是 Smythe、Livant 或 Jhally 的版本（勞動

定義 B），都不過是「混淆了價格與價值」的「商品拜物教」（CF）了。 

但必須廓清的是，其實 Livant、Jhally 一開始並不是沒有意識到閱聽人交易的虛

幻性，比如 Livant（1982）在面對 Jhally（1982）批判時，便曾指出「『閱聽人商

品的交易』是『…相信為真，卻未必為真…（或許是）扭曲的形式』。而 Jhally（1987
／馮建三譯，1992）所以要給閱聽人「勞動」特別的評價，說它是「雖不如生產『具

體物質』的工廠勞動…（但）生產與交換的商品…卻是客觀存在的…代表資本價值

形式『更高段』的發展」，也應出自於對商品拜物教的警覺。 

然而由於誤將收視當成生產、將閱聽眾當成生產者、將媒體廣告收入錯當成閱

                                                 
27 關於商品拜物教，Marx 的說法是－「商品形式的奧秘不過在於：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

勞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勞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為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

者同總勞動的社會關係反映在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聯繫」（Marx，1991／中共中

央馬克斯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2004a：89），而「貨幣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了私人勞

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勞動者的社會關係，而不是把它們揭示出來」，所以，「一旦我們逃到其他

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籠罩著勞動產品的一切魔法妖術，

就立刻消失了。」（同前引：93）。這些引言且在在提示我們，要不被商品拜物教蒙蔽，研究者必

須時時思考價值、勞動、生產與整體社會的關係，而非只著意價格，卻忽略了價值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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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人勞動價值（含剩餘）實現的結果，還遺憾地使他們重蹈了 Smythe 混淆了「生

產／流通／消費與分配」的錯誤。而類似的問題即使在近年的分析中依然可見。 

以 Chen（2004）為例。當他談及台灣商品閱聽人買賣的特色，包括－（1）閱

聽人勞動的性質與國家經濟政策及廣電市場原則有歷史性關連；（2）經濟不景氣，

商品閱聽人的生產越重要；（3）商品閱聽人的買賣正朝向壟斷的常模化發展。其中

分析仍然預設了閱聽人才是真實的勞動者，是以擺盪在「為既存的統治體制服務」

（CF1）及「所創造之剩餘價值即為廣告收益」（商品拜物定義 CF2）之際，終究

是再度肯定了閱聽人（勞動）商品的商品拜物教。 

而 Chen（2003）儘管肯定 Maxwell 所說、「閱聽人（勞動）商品乃為虛幻」的

命題，但他的分析卻另有問題。有別於上述各家，Chen 將閱聽人視為是「虛擬資本」

（fictitious capital），而（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大眾媒介

則是因「信用積累機制」（credit-accumulation）而存在。他指出該機制所以存在，

是為了解決資本主義過度積累的問題，所以資本家一旦認清這些「信用」乃是虧損

而撤資及要求賠償，該大眾媒介體系就會因此應聲倒地。這樣的說法乍聽之下頗有

新意，而 Chen 還以兩個關鍵算式加以說明－ 

（1）工業部門。[C＋V＋S1+S2+S3+S4+S5+SR]+（ICA）＝W7＝[W5]+[（CAm
＋CAb+CAi）]，而[CAi－（CAm＋CAb）＝ICA＞0] 28。當中，Chen 將廣告帶給工

業資本的「額外收入」看做是「生利資本」（interest-bearing capital，ICA），也就

是「（工業資本）因周轉率提升而帶來的收入」再扣除掉「製作廣告」（CAm）及

「購買廣告」（CAb）後所得的餘額（CAi）； 

（2）（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媒體部門。[CD＋VD
＋CP＋（-）Cam]＋[（R）VA]＋[（F）（S1+ S2+ S3+ S4+ S5+ S6+ S7+ SR）]＝（F）
W6]29。上式中，Chen 將大眾媒介的收益（profit），視為是由虛擬閱聽人（fictitious 

                                                 
28 根據 Chen（2003：11-15）的說明：C 表示不變資本（也就是生產所需要支付的物料設備等開銷）

V 表示可變資本（也就是生產所需要支付的勞動者薪資）；S1 是還給借貸者的利息支出；S2 是發給

經理人的薪水；S3 是付給商人的佣金；S4 是給地主的地租；S5 是繳給政府的稅；SR 是剩餘價值；

W5 是本業所得（即 S1+ S2+ S3+ S4+ S5+ SR，之前的 S 表示，這些支出都是分自本業的「剩餘」），

所謂「本業」，即指工業資本自身能創造「剩餘」的生產所得；W7 是因廣告而帶進的額外收入。 
29 根據 Chen（2003：11-15）的說明：CD+VD 是內容流通的錢，且因為資訊可以無盡複製，所以內

容流通的成本幾近於 0；CP 是買賣內容的錢；VA 是應支付給閱聽人的錢，在目前是 0 元； 而 R（VA）

雖然也是要支付給閱聽人（收視勞動）的錢（R 指的是實現的意思），但在這個意義下卻指要支付

給收視調查公司的錢；小刮號前的 F，並不是數學的函數（function），而是虛擬（fictitious）的代稱；

S6 指的是取得執照（如頻譜）的費用；S7 指的是用來購買收視調查（資料）的錢；W6 指的是媒體

的收入；Cam 指廣告，加負號，是指它對媒介的影響是負向的（所播放的廣告越多，越少人看，就

會導致收益下降）。而算式中將作為實物的廣告訊息列入，大抵是說明意義大於數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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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ence）帶進的虛擬價值（fictitious value）。此外，他並補充說明，文化內容生

產品質劣化的現象應視為是該機制信用積累的債（debt）。 

以上兩個算式看似清楚地呼應了 Maxwell 對閱聽人（勞動）商品的批評，事實

上也借用了 Harvey（1982）對土地資本投機及泡沫化的分析，而 Chen 以此為基礎，

還指認了某種為國家去管制政策背書的「真理政權」。此外，鑑於「文化、符號與

經濟資本」間的可轉換性，Chen 並建議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

業」）傳播體系進行閱聽人、消費者以及工人的勞動考察，從由發展媒改方略。 

但就工業部門（前式）而言：（1）Chen 規定（CAm）及（CAb）必定小於廣

告帶來的收益（CAi），但工業資本家必定因廣告而獲利的假定卻未必符合實況，

否則就不會有 Jhally 所說的「求償」問題30；（2）Marx 的理論架構中，「生息資本」

（ICA）能回收利息，當中必須經過「價值增殖的勞動過程」31，也就是說（CAm）

及（CAb）必須涉及勞動過程增殖的部分，但此增殖卻是透過「大眾消費」來達成，

等於間接又將「大眾消費視為生產（勞動）」（Smythe 錯誤，CF1）。 

而就媒體部門（後式）而言：（1）除了廣告實物（CAm）外，看不到工業資

本流入，廣告主的角色於是還受到遮蔽；（2）雖然廣告實物以負向意義進入公式，

但內容受影響的副作用（債）卻未必呈現32。此外，Chen將商業大眾傳播體系與Harvey
（1982）所說的信用機制相比33，更無其他論證34。則 Chen 雖避開了「閱聽為生產

                                                 
30 Jhally（1987／馮建三譯，1992：120-123）所稱的「求償」，主要是說：工業資本家並不能因為

廣告播出導致產品銷售量下跌而向媒體求償，也因此，與其說媒體出售的是潛在的購買力，不如說

是閱聽人的收看活動，至於閱聽人收看之後的（主觀）意義建構，便不在保障的範疇之內；而廣告

客戶可要求賠償的情況，只有在收視人數不夠多而費率偏高時，才可以要求在其他節目播放時再做

播映。此處我們引 Jhally 的說法，除了一方面要交代工業資本家未必會因廣告獲利，另一方面則是

要指出，即便是這樣的邏輯，電視廣告買賣亦已開發出以點計費的形式。不過這個形式之所以出現，

卻只能當成是某種商品拜物教運作的結果來理解，並不能作為閱聽人（勞動）商品實現的證據。 
31 關於生利資本的定義以及生產與剩餘的討論，請見〈利潤分為利息和企業主收入。生息資本〉一

文（Marx，1991／中共中央馬克斯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2004c：377-439）。 
32 以至於算式推導也出現了一些次要的錯誤，比如收視調查 R（VA）的來源。在 Chen 的想法中，

還得自工業資本的 S3 與 S4 扣除，但若依同樣的理路，R（VA）又可以說成是媒體部門中（F）（S3、
S4）的一部份，結果，同一名目（收視調查費用）的支出竟然又在後項中重複扣除了一次（S7）。 
33 Chen（2003）在不同的情況下，將廣告經費視為是「投機資本」（speculative capital）、「虛擬資

本」（fictitious capital）或是「生利資本」（interest-bearing capital），儘管此一看法參照 Hilfergind
提出「金融資本」（finance capital）還十分有趣，也就是位處於流通場域的各種資本已逐漸改造了

包含生產部門在內的社會關係及整體型態（見黃昱珽，2004；Lenin，1920／中共中央馬克斯恩格斯

列寧斯大林編譯局譯，2001），是以似乎還有將內容受影響的「副作用」更進一步以「貸放者影響

貸入者生產」加以理論化的潛力。然而，Chen 既且並未將生產進行價值考察，推論或以譬喻為多。

此外，將信用擴張作為一種形容的方式，也同樣可見於指涉學術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馮建三，1993）。 
34 陳志賢（2005）延續了這個類比。他指稱「台灣 1980 年代晚期以來勞動生產力年增率持續提高，

相對工資卻未提昇，可能產生的勞資衝突緊張得以暫時延宕，在某種程度上要歸功於信用擴張以及

商品閱聽人帶來的消費與再生產循環」。而 Chen（2004）則指稱經濟不景氣與調查方式轉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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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Jhally 與 Livant 錯誤，CF2），結果是媒介體系的生產性也於焉消失35。

在此，研究者暫且保留 Chen 認定（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

媒介體系不能生產「剩餘」（即「具生產性」）的見解，將留至第三章再行討論。 

然而，除了以上幾種直接明顯的商品拜物教（不管其形式是 CF1、CF2，或兩

者的混合）之外，我們也不能忽略潛在的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定義 CF0），那

便是基於閱聽人（勞動）商品前提所開發出來的「收視調查」及「商品閱聽人」。 

有鑑於過去對收視調查的批判（如 Skornia 與 Shanks，轉引自 Meeham，1990）
多集中在技術批評36， Meeham（1984、1990、1993／顧玉珍譯，1995）透過回溯

「收視調查工業」的起源及發展，還動態地將收視調查納入分析範疇。他指出，唯

有當一套衡量生產力的技術出現，各方才可以就閱聽人買賣訂出合理的價格結構。 

Meeham 指出，就媒體業者與廣告主而言，共同利益在對閱聽人做出共同的定

義，而雙方利益衝突之處，則在於如何將定義與定價加以連結。由於定義不同還會

改變每千人成本，因此獨立的調查公司還可以操作差異，而為了挑戰既有廠商全國

性的壟斷，新業者還會宣稱推出了更科學、更客觀的調查技術，而這正是 CAB、
ANA、Hooper 及 Ac Nilson 所以可以透過不同定義及技術而陸續崛起的原因，至於

Ac Nilson 所以在 60 年代取得當今的顯著地位，更不能忽略「專利權」的作用。 

而 Meeham（1993／顧玉珍譯，1995）儘管繼續就「樹與牙籤」指出了當前收

視調查中「商品閱聽人」與「真正閱聽人」兩不相應的情況，卻仍然基於閱聽人勞

動的前提（CF2），衍伸出對閱聽人勞動進行更庸俗考察（CF1）的結論，於是乎他

自己對工具及效果的基進批判，反而還成為對商品拜物教的迂迴肯定了37。 

                                                                                                                                                  
「經濟不景氣代表產業生產過程中的剝削遭遇勞動抵抗。資本家若無法克服、維持剝削率，只有將

資本轉投入到勞工馴服地區或轉進非生產領域，而不被視為勞動的收視活動由於甚少引起閱聽人的

剝削感，則成為資本覬覦的流向。故資本家便要求更新包容不同族群的收視率調查。」對兩者而言，

所觀察的指標皆應為廣告經費與總體經濟指標的變化，然而廣告經費與物價指數及國民生產毛額

間，長期以來卻維持恆定關係（王沛娣，2003：106），由此可見，陳志賢的推論也與實況不符。 
35  除了將廣告（訊息的生產 A2）視為不具生產性，Chen 也同樣將收視調查（相關的生產 C）視為

不會生產價值（及剩餘）。儘管如此，Chen 仍然保留了其他內容（訊息的生產 A1）的生產性，但

卻未對 Arriaga 與 Maxwell 的差異再做討論，或再就傳播的職能細作分析（見第三章），致使分析前

提與分析結果脫節，最後幾乎使得他自己的看法與其他人的看法相違－除了 Baran 與 Sweezy 以外。

也就是說，Chen 介入盲點論戰，卻幾乎是將討論帶回了原點－「傳播體系是不具生產力的場域」。 
36 除了這些這些技術批判之外，也有研究者連結了「收視調查」與「假定現象與量測的方法互相獨

立的資產階級認識論（epistemology）」。比如當 Livant（1979）省察「量測」行為時，其實也便帶

進了某種對「（關於「如實」反映）專業的反省」，所以他說「… 當所生產出之物就要被交易，量

測還因而重要。然而，這還會是小資產階級專業者假定他們得以獨立於資產階級的反映嗎？當資產

階級『讓事情發生』，而中產階級專業者告訴他們『發生了什麼？』及『發生多少？』」 
37 樹指的是自然發生的現象，牙籤則是製造出來的產品。Meeham（1993／顧玉珍，1995：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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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與盲點論戰相關的商品拜物教形式38 
 

傳播體系中、混淆價值與價格（生產／消費與分配）的 
商品拜物教（CF，對應商品定義 b，勞動定義 B） 

倡議者 

定義：CF1（將消費錯當成具生產性的勞動） 
閱聽人為資本主義體制存續而付出的勞務，剩餘不明

Smythe、Chen 
→Meeham 直接而 

明顯的 定義：CF2（將收視錯當成具生產性的勞動） 
閱聽人為媒體付出的勞務，剩餘為廣告減去媒體支出

Jhally、Livant、 
Chen 

迂迴而 
隱藏的 

定義：CF0（在錯誤的 CF 前提上發展理論） 
隱藏在收視調查下的閱聽人勞務（以及商品閱聽人）

Meeham、 
陳志賢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同樣位居閱聽人（勞動）商品拜物教的陣列（表 2-4），
研究者對閱聽人（勞動）商品的意識型態效果的態度，似乎還有斷裂： 

對於 Smythe 與 Murdock 認定「閱聽人（勞動）商品的意識型態效果之一，就

是使得舊式的階級鬥爭消逝，採用人口學變項的鬥爭於焉展開」，Livant（1979）
還指出，「媒體建構的人口學集結」和「人們作為閱聽人企圖去建構的群體」兩者

畢竟不同，前者還意指媒體將閱聽眾訓練成為「消費團體」（consumption-groups）。

質此，他還建議必須對新群體被生產或舊群體遭破壞的效果仔細考察。 

然而，對於階級鬥爭可能因媒體建構效果而瓦解的憂慮，似乎都在後來的分析

中悄悄消失。就研究者看來，所有對「商品閱聽人」的批判（Meeham，1984、1990、
1993／顧玉珍譯，1995、2002；Streeter，1996；陳志賢，2005），可以說是在「該

量測指標『確實』存在」的基礎上進行論述爭奪。結果一方面是落實了前述學者的

憂心，另一方面卻也使得這些後續的批判者得以「自我賦權」（self empowerment）。 

不可諱言，這些較晚近的看法儘管還能開拓出「多元文化主義政治」（politics of 
multi-culturism）下、「陣地鬥爭」（war of position）的空間，但對原初的關懷，卻

恐怕也形成了某種遮蔽（masking）效果。或許，這反而可以與西方馬克斯主義者的

                                                                                                                                                  
還以此說明「學院派的閱聽人調查」（量化的樹，指量化資料中所呈現的所有閱聽人）與「商品化

閱聽人調查」（量化的牙籤，指量化資料中所呈現的商品閱聽人）不同。他並指出，文化研究以質

性的民族誌法形成了對行政研究典範的批評。而這株「質化的樹」（指透過質化方法儘可能去接近

的、真實生活中的閱聽人）所彰顯的方法論，或還部分回應了先前在註腳中提到、認識論上的質疑。 
38 雖然消費涉及勞動力的再生產，生產也涉及了生產性消費，而 Mosco（1995／馮建三、程宗明譯，

1998）也以此作為馬克斯理論不宜執著於字詞而僵化運用的理由。但由於事涉（資本主義社會中、

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傳播體系中價值（及剩餘）的問題，研究者採取的還是較嚴謹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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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產生另一種有別於 Smythe 式的連結。39 

儘管如此，要提醒的是，這些基於錯誤前提的分析，終究是遮蔽了價值的來源。

許多支持閱聽人（勞動）商品的研究者（如 Jhally，1992；陳志賢，2005），均以

為捨此理論，也就取消了「閱聽人的主動性」。不過，我們若能在馬克斯的理論架

構下正確認識到閱聽人並非勞動者、收視並非勞動（Jhally 錯誤），而消費亦不等

於生產的事實（Smythe 錯誤），則不必屈受錯誤的「商品拜物教」干擾，亦可對（資

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傳播體系進行有效批判。 

我們固然無法否認，閱聽人（勞動）商品確實如 Smythe 所願，刺激了傳播學

界。不過，若代價是讓閱聽人（勞動）商品繼續透過「商品拜物教」的形式流傳，

以致掩蓋了價值的真正來源，論述的得與失，仍需要謹慎評估40。但真正的價值為

何、來源是否又來自於所有的媒體勞動者，研究者卻以為未必、有再討論的必要。 

小結 

本章中，研究者回溯了盲點論戰，透過比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

透的「商業」）傳播體系中的「商品定義與交換」（第一節）、「生產機制與勞動」

（第二節），最後還釐清了閱聽人（勞動）商品作為「商品拜物教」的事實（第三

節）。然而，對於確認該體系價值（及剩餘）的真正來源，這樣的理解仍然不足。 

排除了「可售出的閱聽人（勞動）商品」（商品定義 b）、「人口學建構的（收

視調查資料所反映的）閱聽人做為商品」（商品定義 d）的虛假形式，我們還將保

留以下商品定義再行討論－「訊息做為商品」（商品定義 a，包含了廣告 a1 與其他

內容 a2）；「收視調查（資料）做為商品」（商品定義 c）；「科技做為商品」（商

品定義 e）；「媒體自身的排程做為商品」（商品定義 f）。同樣地，當我們排除了

虛假商品形式相關、錯誤的勞動定義（閱聽人是勞動者、閱聽是勞動、閱聽透過廣

告創造剩餘），我們還保留以下勞動定義再待討論－「生產訊息的勞動」（勞動定

義 A，包含了生產廣告的勞動 A1 與生產其他內容的勞動 A2）；「生產收視調查（資

料）的勞動」（勞動定義 C）；「生產媒體自身排程的勞動」（勞動定義 F）41。 

 

                                                 
39 兩者間的差異，可約略參考 Mosco（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407-414）。 
40 儘管如此，見諸本地學術界對學門進行歷史及發展討論的《台灣傳播學的想像》（翁秀琪，2004），
〈媒介與我：閱聽人研究回顧與展望〉（陳雪雲，2004：305-346）在交代閱聽人研究時，未對理論

有所提及，反而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的發展〉（馮建三，2004：665-702）才見之雪泥鴻爪。 
41 資本主義體系下，勞動力（labor power）是唯一能生產價值（及剩餘）的商品。僅以勞動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