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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生產中價值的討論、比對與確認 

「價值的問題比確定性的問題更為基本：只有在假定價值問題已經獲得解答之

後，後者才會變得重大。」（Nietzsche，權力意志） 

第二章確認了閱聽人不是勞動者、收視不是勞動，但我們卻也不能驟下論斷，

直接說閱聽人是消費者、收視行為是消費，至多只能保守地說，我們最好將閱聽人

及收視行為當成是「消費與分配」或「（勞動力）再生產」的現象來理解。此外，

雖然釐清了「媒體廣告收入扣去支出」不是閱聽人「勞動」帶來的「剩餘」（surplus），
也不意味我們已掌握傳播場域中的價值（及剩餘）的真正來源。 

本章將以第二章為基礎，重新理解（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

業」）傳播體系42的價格與價值（及剩餘）現象，也就是： 

在商品方面專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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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自身的排程做為商

品」（商品定義 f）；在勞動方面專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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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說明的是，為使以下的討論更切合主題，研究者對－（1）Murdock（1978）、
Livant（1979）及 Jhally（1982）所論、「不涉及廣告」（non-advertised）的媒介生

產（包括書籍、音樂、電影等）及「交叉行銷」（cross-marketing）43，以及（2）
Smythe（1981b）及 Arriaga（1984）所說、「不以廣告支助」（non-advertised supported）
的其他媒介服務44，暫且先持存而不論的立場。 

                                                 
42 為節省篇幅，以下所提到「傳播體系」，若無特別說明，即指「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

透的商業傳播體系」，而這樣的定義也就將其他如國家提供的媒介公共服務給排除在外了。 
43 訊息（或以中間財形式）跨媒介擴散的特質，被 Ryan（1991：87）認為是種「準公共財」的性質。 
44 Smythe（1981b）在《依附之路》（Dependency Road）中，在比較大眾媒介與家戶支出之際，還

同樣將加國公共電視 CBC 列入分析。Arriaga（1984）在分析廣告時，則提到了許多國家的廣電服務

並非由廣告支應的實況（financed by state）。而 Marx 理論架構下的公共媒體，則還應以「未／去商

品化」的「公共服務」來理解。這些說法，與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

傳播體系兩相對照，還凸顯了在概念上的不同構面，如：Smythe 的經濟分析並不死守馬克斯主義者

的架構（或許較為務實）；Arriaga 以馬克斯主義者自居，所舉的概念卻還可包含國家（或政黨）媒

體及公共媒體。是以，若欲套用 Marx 的架構來擘畫媒體方略，以上概念間的差異，頗堪研究者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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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文化生產中價值的討論 

「閱聽人（勞動）商品」雖已淪為商品拜物教，卻不意味 Livant 與 Jhally 等人

從未對「訊息產製」（商品定義 a／勞動定義 A）投注關懷，然而從「閱聽人的產

製與交易佔據了訊息（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產製與交易的過程，進而使其

重新組織化」（Livant，1979）、「（大眾媒體）要將既有的『群體』（aggregate）
賣給廣告商，還要創造出新的群體給廣告商…當閱聽人確切做為商品，收視率增加

來自於製作者的意圖…但此類商品（閱聽人）之創造還非由訊息（商品定義 a2／勞

動定義 A2）決定」（Jhally，1982）的說法看來，它至多只是一個附帶的分析。或

許因為如此，這些已被驗證為是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還大多假定「其他內容」（商

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的價值（及剩餘）在媒介外購之際便「已完全實現」（Jhally、
Livant，1986；Chen，2003）45，此外，又遑論對傳播體系中的「廣告」（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及「收視調查」（商品定義 c／勞動定義 C）進行實質的生產與

價值（及剩餘）的理解了。 

有鑑於傳播體系中的價值（及剩餘）分析因而不周，為媒體帶進收入的廣告，

其屬性並顯混沌，不同研究者儘管同樣可被歸類為馬克斯主義者，但基於不同的理

論脈絡或觀點，對價值（及剩餘）來源的見解還有不同。在此，筆者還僅就其他涉

及盲點辯論（Maxwell，1991；Arriaga，1984；張時健，2005）、文化生產（Ryan，
1991；Mandel，1978；Miege，1989；姚欣進，2005）的文獻進行整理，而各家對

於傳播體系（並不侷限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傳播體系）中價

值（及剩餘）的各項探論，對於任何有志於發展整體認識架構的研究者而言，應該

都會有一定的參考意義。 

Maxwell（1991）：影像是金礦 

Maxwell（1991）確認了「閱聽人（勞動）商品」是商品拜物教之後（為了符

應資本主義需求轉變而出現），儘管未再探討廣告的屬性，卻明確指出傳播體系中

的價值（及剩餘）別有出處： 

                                                 
45 倘若如此，媒介的性質卻還將導引出不同的、對於價值（及剩餘）的想像。如果，媒介的性質是

工業資本的（生產的），那麼這些內容就如同原料，以其原本的價值進入媒介下一輪的生產中，也

就是說，原先的價值（及剩餘）已然實現。如果，媒介的性質是商業資本的（賤買貴賣的），那麼

最後售出之價格，才真正與其價值相符，亦即，原先的價值（及剩餘）到了這個時候才真正實現。

而最後售出與中途買進之價格若有差距，則可能是流通資本於一定時間內所應獲致的平均利潤率，

也可能部分來自交易中的欺騙，至於涉及有機構成、其他價值與價格不符的情況，在此先不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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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是金礦」（同前引：36）之下，真正能透過「人類勞動」（human labor）
產製價值（及剩餘）的，還是調查工業的勞動者（商品定義 c／勞動定義 C）、廣

告與行銷公司的勞動者（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銷售活動的服務，商品定義 o
／勞動定義 O），其他影像及資訊工業的勞動者（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46。 

與先前對商品及勞動的定義略有差異，Maxwell 對傳播體系的關懷更為廣泛，

除了「廣告」內容的產製（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更包括了行銷服務（商

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47。 

雖然 Maxwell 沒有就以上的說法再分項探論傳播體系中的分工，但他指出，傳

播產業與其他產業無異－工資是最主要的宰制形式、時間統制組織工作、提昇生產

力得靠新科技與組織創新，獲利來自剩餘（surplus），因此，還必須留心文化生產

的控制究竟有何轉變48。 

就這樣， Maxwell 宣稱他找到了傳播體系中價值（及剩餘）的來源。他並盛讚

Smythe 慧眼獨具，所以能超越 Baran 與 Sweezy，便是從廣告中看到該體系自身即

做為一「具生產力」（productive）的場域。但儘管結論相似，他的論述方向卻與

                                                 
46 倘若大眾傳播體系中的價值僅可能來自於文化生產者勞動的結果，那麼還可為先前提過的商品拜

物教增添幾樁例證。比如：陳志賢（2005：191-197）固然正確地指認了收視調查公司對於少數真正

受訪的閱聽人、藍／白員工勞動進行控制，但他卻是將這些勞動控制視為是商品閱聽人規訓過程的

一環，是以在批評閱聽人的「抽象勞動」之際，仍然是先肯定了閱聽人原先個別的「實質勞動」（商

品拜物教 CF0）。此外，劉昌德與羅世宏（2005：47）在探討置入性行銷規範時，也指出「即便是

Jhally（1987），他也只是說閱聽人『參與』了生產....受雇於電視台或節目製作公司的節目人員，乃

至廣告公司的勞動者『都』參與了這項商品的生產過程，『也就是都』投注了勞動力」，而認定「置

入性行銷」既是對「訊息工作者」如廣告工作者（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及內容工作者（商品

定義 a2，勞動定義 A2）的自主權形成打壓，也對「閱聽人勞動」（商品定義 b5，勞動定義 B5，商

品拜物 CF2）造成剝削。結果，反而是對生產的關注，必須依附著商品拜物教才能被凸顯。至於為

何媒體勞動過程的分析一向較少，Mosco（1997：233-238／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說，「傳播

政治經濟學家對組織機構對於生產的控制，以及這些機構對閱聽人的影響層次，投注了可觀的注意

力。但我們應該可以說，這些注意力，只是在分析閱聽人的勞動（商品定義 b5，勞動定義 B5，商品

拜物 CF2），而不是傳統意義之下的媒體工業勞動過程（商品定義 a 與 c，勞動定義 A 與 C）。」 
47 如果將廣告視為一獨立的場域而探究當中的運作，那麼所稱的「廣告代理業」，其實還可以區分

出幾種運作。以《廣告文化》（孫秀蕙、馮建三，1995）中整理的模式來說，便包括了－（1）負責

處理廣告主與媒體間的廣告刊播（media agency）；（2）刊登之外，並針對閱聽人準備個人化訊息

的資訊供應（information supply）；（3）與媒體及其他單位互動的協調廣告運作（advertising mediator）；
（4）塑造有利銷售環境的行銷傳播（marketing communication）；（5）進行有利於廣告公司溝通的

雙向不對稱（ two-way asymmetrical）；以及（6）使溝通雙方均能雙贏的雙向對稱（ two-way 
asymmetrical）。至於內部分工，廣告人的工作還可再分範疇，包括了－（1）創意部門；（2）業務

部門；（3）媒體部門；與（4）行銷研究部門，當中以創意所佔比例為最高（郭貞、王石番、劉美

琪，1994，同前引）。而研究者為使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傳播體系

的分析同樣能夠符應 Marx 對資本的分析，本研究還特別強調廣告內容的產製（商品定義 a1／勞動

定義 A1），而將其他職能統包在行銷服務（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下。請見正文討論。 
48 關於文化生產受到組織理性化、規格化的諸般影響，亦可見 Ryan（1991：145-184）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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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ythe 有極大的不同： 

若生產力可定義為「改造自然的能力」（transformative power），Maxwell 指出，

當代資本主義賴以克服時空限制、擴大交易的交通（或傳播）科技（或工具），便

應視為具有生產力。特別當「越多生產來自交易價值，交易的物理條件對流通成本

越重要…傳播與交通工具在時間謀殺空間上有其重要性」（Marx、Grundrisse：524，
同前引：32），而大眾媒介所為，正是在壓縮時空以加速周轉及擴大資本再生產。 

既然如此，為什麼過去少有研究者對影像產業的需求控制表示關切呢？ 

對此，Maxwell 則提到了資本主義的轉變（如工廠體制興起、大眾消費時代來

臨、影像的擴充生產及閱聽人商品化各方面的變化），特別是福特主義在 70 年代後

期發生困境，國家的去管制政策還促成了強調彈性生產與積累的後福特主義，結果

是－（1）新生產部門出現；（2）資本主義地理學因服務業興起出現新組態；（3）
組織化的員工不再受彈性積累所需，因深化的結構性失業使得高度的彈性勞動力彈

性市場出現；（4）範疇經濟勝過規模經濟；（5）流通產業被聚合進生產場域。而

「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ies）之興起，正是因為它高度專殊化、產品創新迅速，

具小規模市場利基，且能滿足生產上彈性49及免於資本主義過度積累50的需求。 

表 3-1：Maxwell（1991）對傳播體系中價值（及剩餘）的分析 
 

提倡者 商品 價值（及剩餘）51來源 傳播具生產性的原因 分析的背景脈絡

a1 A1：生產廣告內容的勞務

a2 A2：生產其他內容的勞務Maxwell 
o O：銷售活動的相關勞務

傳播能促進生產 
（A1、O） 

傳播即等於生產（A2）

後福特主義 
（流通即生產）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由此觀之，儘管同樣將傳播體系視為是「具生產性」（productive）的場域，若

Smythe 的作法是將「消費與分配」與「生產」相混淆（商品拜物教 CF），Maxwell
則是將「流通」等同於「生產」了，而傳播的生產性也從促進生產轉而為自身的生

產（表 3-1）。 

                                                 
49 「彈性」一詞在當代為資本主義者浮濫使用卻還不免自顯矛盾的考察，請見黃國治（2005）。 
50 Chen（2003）似乎就在這個意義上發展媒介體系的「虛擬資本－信用積累」體制（見第二章）。 
51 價值與勞動被 Marx 當成同義詞，所以「勞動價值論」應稱為「價值的勞動理論」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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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1991）：文化生產具特殊性，涉及三種「剩餘」 

Ryan（1991：34-50）與 Maxwell 雷同，他先積極肯定了文化勞動者的勞動價值，

也就是確認了－傳播體系中，勞動者在雇傭關係下能透過生產過程創造及保存商品

中的價值，而工人的無償勞動（即剩餘），也就在商品完成銷售之際為資本家無償

佔有。此外，Ryan 還透過具體勞動／抽象勞動的區辨，更進一步探究文化勞動的特

殊性52。就 Ryan 所見： 

抽象勞動固然是理解資本主義抽取剩餘價值的基礎，而抽象化本身與資本家利

益相合，也就形成了勞動過程中的「去技術化」（deskilling），但這卻不能刻板套

用於文化生產。文化生產者之所以不能被視為是一般功能性的生產要素，是因為藝

術家（artist）必須是獨一無二的，所以當他們成為明星，便能夠以「名聲」獨佔自

己的才幹，且由於能力無可取代、無法異化於他人，因而能享有相對自主權，而此

一原創作品與其勞動難以剝離的特性，亦形成了資本家亟欲克服的難題。 

對於 Baran and Sweezy 仍舊將廣告視為是非生產性的，Ryan 與 Maxwell 雖然同

感不以為然，但相對於 Maxwell 僅指出價值（及剩餘）來源，Ryan 還更企圖對傳播

體系進行系統性的理解： 

Ryan（同前引：62-73）首先討論 Mandel 之見－即「（有創意的）受薪人員受

雇製作廣告（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可以說是生產性的；（透過簿記人員）

吸引潛在客戶訂製影片，就如同商業資本勞動一樣屬於非生產性的（商品定義 o，
勞動定義 O）」，然而，「生產性資本與流通性資本在工資勞動者間流通，工資勞

動[創造]、加添、改變或保存了使用價值，對價值的實現不可或缺－對使用價值來

說，兩者並無差別」，但他強調當中的歷史面向，進一步主張吾人應從使用價值出

發來看待廣告行銷，換句話說，廣告行銷雖然是透過周轉率提昇而間接實現了價值，

但一旦如同其他服務一樣被「商業化」（commercialized），也就成為真正的商品了。 

相較於 Marx 認定流通場域中的「銷售努力」（sales efforts）乃是「間接生產性」

（indirect productive）的，Ryan 指出，當前的資本主義既且進入了「壟斷資本主義」

（Baran and Sweezy，1966）、「晚期資本主義」（Mandel，1985）或「企業資本主

義」（同前引：64）的階段，廣告的質量已是今非昔比，而品牌打造與行銷既且成

為當代企業維持壟斷地位的手段，還應該從生產性資本的角度加以衡量。這樣的認

識基礎上，Ryan 還提出了涉及幾組商品、勞動、價值（及剩餘）的關係： 

                                                 
52 Marx（1991／中共中央馬克斯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2004a：228-231）的分析，主要

是在抽象勞動的意義上，透過簡單的社會平均勞動進行推演。至於具體勞動之性質，並不特別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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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商品（publicity commodity）作為中間財及廣告主的固定資本，為流通過程

擴大了總價值，且由於「語言的構成能力」（constitutive capacities of language），

因而可以加添或保存該商品的使用價值（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 

廣告（a1）要播映，同樣需要由媒體勞動者（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打

造通往公眾的管道（商品定義 f，勞動定義 F），總價值同樣也會因而提昇，而廣告

費率既取決媒體流通訊息的效率，媒體還可以將此播送能力「租」53予廣告主；  

工業商品（商品定義 i）生產之銷售既透過銷售活動實現，則企業（工業）勞

動者（勞動定義 I）創造的剩餘，其中部份亦應為銷售活動佔有。而市場競爭帶來

的價值，也便形成「公關剩餘」（publicity surplus）或「公關收益」（publicity profit），
可說是工業資本在市場中所獲取的相對收益（profit，pr）54。 

所以 Ryan（同前引：73）對傳播場域的分析，還可以區分出幾類剩餘（surplus）
－（1）由內容與載具創造、流向影像公司（A1）、行銷公司（O）及媒體（F、A2）
的剩餘；（2）由製造過程創造、流回製造部門（I）的剩餘；（3）透過競爭獲取的

「公關剩餘」（pr），該剩餘由廣告主、代理商及媒介瓜分，並由廣告主奪走大半。 

表 3-2：Ryan（1991）對傳播體系中價值（及剩餘）的分析 
 

提倡者 商品 價值（及剩餘）來源 傳播具生產性的原因 分析的背景脈絡

a1 A1：生產廣告內容的勞務

a2 A2：生產其他內容的勞務

F F：生產媒體排程的勞務

O O：銷售相關活動的勞務

i I：工業資本雇傭的勞務

Ryan 

pr：市場競爭的結果，公關剩餘

傳播能促進生產 
（O 促進 pr & I） 
傳播即等於生產 

（A2、f） 
傳播進入協作中 

（A1） 

壟斷資本主義 
晚期資本主義 
企業資本主義 

（流通亦生產）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雖然同樣意識到傳播體系不過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一環，但比起 Maxwell，
Ryan 既談到了廣告與個別商品的關係，也從競爭的角度看待傳播與工業資本的關

係，顯然他還以較為肯切的方式將流通與生產納入關懷（表 3-2）。此外，Ryan 亦

特別強調，傳播就像交通（transport），原先的服務在「資本化」（capitalized）之

                                                 
53 Ryan 用「租」這個字，很精確地點出了廣告主與媒體的關係，在後面的章節會有更詳細的討論。 
54 在 Marx 的用詞中，「收益」（profit）與「剩餘」（surplus）是兩個必須分別看待的概念，前者

代表個體資本作為總資本部份所分得（yield）的貨幣量，後者則是生產過程中透過剝削生產性勞動

所獲取（absorb）的價值量。而兩者的區別，還是用以理解生產價格的關鍵，請參見姚欣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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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便成為了商品，而今，傳播勞動者不但可以獨立創造出收益，在工業資本競爭下，

公關剩餘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 

姚欣進（2005）：廣告是協作中的一環 

本於 Marx 勞動價值論的觀點，姚欣進（2005）特別強調，商品價值與剩餘價

值只能在生產領域中，透過實際的勞動生產過程創造出來，至於交換流通場域，商

品只能透過交易來實現已客觀存在的剩餘價值。他以「金融服務業」為例說明，其

勞動對資本總循環雖然有不可或缺的角色，但與價值（及剩餘）的生產沒有直接關

係，是以，研究不應侷限於主流社會學的產業分類，而應以資本主義總體結構的三

大領域為根本，並從商品生產、商品使用價值的角度，來觀察與分析這些新興的社

會分工與商品生產有何關係，並從由決定何種社會分工才是「生產性勞動」。 

在這樣的架構下研究廣告，姚特別指出，他與 Mandel 間的差異在於他認為廣

告確實可以為商品加添價值，因此，廣告行銷也是「具生產性」的（productive）。

藉助於 Baudrillard 的分析，他（同前引：242-245）強調商品的「使用價值」（與

Ryan 殊途同歸）也可以是「象徵符號」，而廣告業（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
既然參與了商品價值的生產，「品牌打造」便應視為是生產性勞動，且與「設計研

發」相同，都是當代智力勞動重振勞動價值論的例證（同前引：390-392）。 

表 3-3：姚欣進（2005）對傳播體系中價值（及剩餘）的分析 
 

提倡者 商品 價值（及剩餘）來源 傳播具生產性的原因 分析的背景脈絡

a1 A1：生產廣告內容的勞務

姚欣進 推論其他內容生產（A2）或也具

有生產性，行銷可能（O）未必

傳播加入集體生產（A1）
與 Marx 時有別

（流通非生產）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姚對廣告業的論述雖是原則性的，但從他對「創意性、專業技術、或知識性勞

動」的積極肯定（同前引：371-374）看來，研究者以為，他應該也會認同傳播體系

中、「其他內容生產」（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都是具生產性的活動、傳播

體系是具生產力的部門，但或會對行銷（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持較保守的態

度。整體說來，姚欣進對文化生產的分析雖粗略（表 3-3）55，但取徑十分可取。 

                                                 
55  附帶一提，姚欣進在論述「品牌打造」時提到，隨著生產過程不斷機器化、自動化，先進國資本

主義被迫不斷放棄獲利較低的商品生產（低技術的勞力裝配製造），並且透過「關鍵技術的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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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el（1978）：實際服務資本不具生產性，但傳播呢？ 

從以上對 Ryan 與姚欣進的討論中，我們大致可以得到「Mandel 不認為廣告（應

指行銷，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具有生產性」的印象，但這並非 Mandel（1978
／馬清文譯，1988）探論傳播場域的全貌。在此，還以他在《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一書中零星的討論為例： 

如 Marx 指出，「如果一種功能本身是非生產性的，不過是再生產上一個必要

的要素，現在因分工之故，由多數人的副業變為少數人的專業，變為他們的專業事

業，這種功能的性質還是不會改變」（同前引：533），Mandel 也認為，「實際服

務資本」與「流通資本」相較，並「不是更有生產性的」（也就是不具生產性的），

所以「服務部門的進一步發展，不會降低平均的社會資本有機組成…是生產資本所

創造的剩餘價值的一個扣除部分」，因應剩餘價值實現困難而出現的銷售費用即屬

此類（同前引：530）。與先前的討論對照， 研究者以為 Mandel 當指行銷（商品

定義 o，勞動定義 O）而言，而廣告內容產製（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則不然。 

Mandel 在注釋裡也提到，「電視、廣播以及通訊手段的生產，在資本主義中也

是物質商品生產56，如果這種商品是由工資勞動者進行的，那麼，從資本主義意義

來看，他也是生產性的，也就是能生產剩餘價值。電視廣播向數以百萬計的觀眾『播

送』，這不是一種商品生產，而是一種社會化的服務。因此，這並不產生額外的剩

餘價值。」（同前引：544）。綜合觀之，研究者以為，該播送並不涉及其他內容的

產製（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僅是物理的傳輸（商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 

此外，Mandel 也說，「發展勞動人口文化、教育需要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生

產方式被推翻前，也不會得到充分的發展…這些『服務』的獨立操作將在社會主義

中被廢棄，因為所有的男男女女都逐步變得能夠操作這些服務項目了。個體的專業

形式則會被保留下來，但是，對於文化教育的各種服務項目，社會不會再區分為『生

產性』的操作者和被動的消費者。」由於社會主義意指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經

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傳播體系存在的前提已然取消，也就是沒有必要再對人

                                                                                                                                                  
及「生產行銷通路的掌握」以「獲取超額、壟斷」的利潤。至於研發設計及商品品牌行銷中間、純

製造過程，由於都是低利潤的領域（同前引：316-317、380），還由其他後進國家代工。這樣的論

述，自然反映了「空間化」（Mosco，1997／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的過程，然而，到底「利

潤」是來自於「壟斷」或「勞動價值」卻不明朗。此外，雖然他明確提到，「單一部門的平均利潤

率是透過這部門特定[的]生產競爭而完成，而跨部門的共同平均利潤率則是透過各資本的自由進出流

通而完成的。」（同前引：107）然而，國際分工與國際間不等價交換的關係為何（同前引：246），

他似乎也未進一步就「資本有機構成」（C／V）的角度來省察。儘管如此，仍不稍減他的貢獻。 
56 這裡說的物質商品生產設備，似乎就是之前定義的「科技做為商品」（商品定義 e，勞動定義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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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勞動進行生產性與否的區辨，研究者以為，這從另一個角度凸顯了其他內容的產

製（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在當前具有生產性的事實。 

表 3-4：Mandel（1978）對傳播體系中價值（及剩餘）的分析 
 

提倡者 商品 價值（及剩餘）來源 傳播具生產性的原因 分析的背景脈絡

a1 A1：生產廣告內容的勞務

a2 A2：生產其他內容的勞務

e E：生產硬體設備的勞務

傳播也有生產的面向

晚期資本主義 
但與推論無涉 

（流通非生產）Mandel 
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商品，亦無再探究價值（及剩餘）的必要，而行銷（商

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物理傳輸（商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則無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以上整理（表 3-4），Mandel 雖然指出實際服務資本不具生產性，但傳播

是不是即不具生產性，卻也未必。在傳播體系中，被他明確指出不涉及價值（及剩

餘）的活動，雖然包括了行銷（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內容的物理傳輸（商

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各種活動則須以不同的時空概念

理解，但生產硬體設備的勞務（商品定義 e，勞動定義 E）、生產廣告內容的勞務

（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生產其他內容的勞務（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
則應可生產價值（及剩餘）。 

Arriaga（1984）：文化生產具生產性，但廣告不然57 

在以上對傳播體系的分析中，Mandel 的說法可以說較貼近 Marx 區分「生產、

流通、消費與分配」三大場域的初衷。然而同樣的堅持，也可見於 Arriaga（1984）
對廣告的評析（表 3-5）。面對壟斷資本主義的信奉者認定－（1）壟斷度不斷上升

造成價格競爭下降，廣告還可使產品出現差異化；（2）高昂的廣告費適足以構成新

競爭者進入的門檻，Arriaga 批判指出（1）Marx 所稱的競爭乃是一持恆現象（壟斷

並不是特別值得分析的「新」現象）；（2）個體固然看似受廣告左右，但廣告造成

的分配改變，卻不等於整體的社會需求因而增減，換言之，勞動者消費本受資本家

投資（可變資本部分）限制，社會需求還是受階級關係對剩餘分配的影響，比如廣

告對奢侈品的促銷，實在不能使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增加58。以此，Arriaga

                                                 
57 這個標題不精確，理由是 Arriaga 所討論的「廣告」並不是個完整的觀念，請見之後章節討論。 
58 這樣的視角，似乎還凸顯了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新古典（主流）經濟學在方法論上的差異，

也就是「社會整體」與「個人主義」。至於兩取徑的其他差異，還包括前者比後者更強調歷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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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根本否定了「壟斷資本主義」（Baran 與 Sweezy，1966）學派對需求控制的假定。 

至於廣告，Arriaga 則指出（消費商品）廣告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本佔不多。

她並基於 Marx 對生產性勞動及非生產性勞動的區辨指出59，勞動究屬生產性或非生

產性，並不在勞動「實相化」（materialized）的商品本質，而在勞動與資本的社會

關係60，而廣告（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作為「銷售努力」（sale efforts）既純

粹屬於流通範疇的支出，則不管這些支出對資本再生產是否必須，任何廣告勞動便

不具生產性、亦不創造任何剩餘價值，僅具有幫助實現價值的功能61。 

此外，Arriaga（同前引：60）並指出－（1）刊登於大眾媒介之廣告是適合消

費財促銷方式；（2）生產中的價值量決定了流通中的勞動，而非恰恰相反；（3）
由於廣告支出仰賴整體剩餘，因此（專營消費商品的）廣告資本家出現，還合乎工

業資本家減少流通場域支出的經濟理性，儘管如此，廣告資本家能因此獲取的「利

潤」（profit，pr），也不過是取自於整體的生產性資本剩餘（surplus）。 

表 3-5：Arriaga（1984）對傳播體系中價值（及剩餘）的分析 
 

提倡者 商品 價值（及剩餘）來源 傳播具生產性的原因 分析的背景脈絡

Arriaga a2 A2：生產其他內容的勞務 傳播也有生產的面向 正統（orthondox）

                                                                                                                                                  
道德哲學以及實踐，請見 Mosco（1997／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馮建三（2004：671）。 
59 Marx（2004b：146-170）在生產過程中區分了「生產性勞工」（productive labor）與「非生產性

勞工」（unproductive labor）。在此，還簡單以 Arriaga（1984：57-59、63）的說法簡要說明－生產

性資本即意在自我增殖（valorization）、運用於生產性勞動的資本；生產性資本的週期更新，還意

指「資本的再生產」，而以生產性資本雇用的，便是生產性勞工。以至於流通過程整合進 Marx 的分

析，Marx 還用「流通資本」與前者加以區別；Marx 原先將流通的成本分為「流通中的生產支出」，

如儲存及運輸，以及「涉及價值型態改變的支出」，如買賣及簿記－「流通中的生產支出」意指起

於生產過程，卻必須在流通中延續的支出，雖不會為商品增加使用價值、卻具有以下特徵：「是生

產過程之延續，卻發生在流通場域，而為之存在」、「其支出被視為是生產性的，因而在生產性投

資中自成一部」，但其勞工亦應視為是生產性勞工；而「涉及價值型態改變的支出」，則不會創造

出任何價值，如買賣的時間、簿記、囤積居奇（storage for speculation）等，這些活動並不產生剩餘

價值，且由非生產性勞工所執行；由於這些成本形同於對剩餘價值的減少，並且由整體資本之部分

必須用於流通中，則資本的生產性層面越高，它還隨之減少。這些區別對之後的分析很重要。 
60 這裡同樣引 Arriaga（1984）的說法簡要說明。在勞動與社會方面－第一個層次上，Marx 處理的

是生產過程，當勞動可以創造出「剩餘價值」（surplus），就是「生產性勞動」（productive labor）；

第二個層次上，Marx 處理的是流通過程，也就是說並非所有流通過程中的勞動均為「非生產性的」

（unproductive），其中可以再區分為「再生產性的」（reproductive，或稱間接生產性的，indirectly 
productive）與「不具再生產性的」（unreproductive）；最後，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國家開支與不

具再生產性的勞工還可再行區分（Arriaga：58）。這些區別，對之後的分析亦相當重要。 
61 值得注意的是，Arriaga 在論及廣告時，特別在註釋中提到，「為了簡化，因此生產廣告自身的過

程，以及其相關的物質消耗還不予處理」。但這卻是使我們得以繼續分析下去的一個重要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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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指出行銷（商品定義 o，勞

動定義 O）無法生產價值（剩餘）

（A2） 馬克斯主義 
（流通非生產）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但這並不意味著 Arriaga 就將傳播體系視為是不具生產性的場域。在廣告（商

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之外，她還指出該體系中價值（及剩餘）之所在，正是「大

眾傳播之內的生產過程」。此外，她並提到，廣告影響「文化生產」（cultural production）
的結果，正是將文化生活轉換為資本家可營利的場域。研究者以為，此一說法，還

與稍早 Ryan 所謂的「商業化」（commercialized）、「資本化」（capitalized）及

Mosco（1997／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所稱的「商品化」（commiditized）有著

類似的背景與憂慮，但這樣的區別還不應妨礙我們對生產性勞動進行區辨。 

張時健（2005）：廣告收入是媒體勞動的剩餘 

作為國內少數指陳閱聽人（勞動）商品作為商品拜物教（CF1、CF2）的研究者，

張時健（2005）在 Maxwell（1991）的意義下考察傳播體系的文化生產，還積極肯

定 Ryan（1991）強調文化勞動的價值。與先前「閱聽人（勞動）商品」的批判相較，

張時健特別指出「閱聽人勞動」的另一個盲點（命題 p4），也就是－研究者儘可對

收視做出「異化」（alienation，即一般討論異化論時會提及的四個命題－勞動者與

自己的勞動相異化；勞動者與自己的勞動產品相異化；勞動者與他人相異化；勞動

者與「類存在」相異化）的指控，卻無法反過來將收視活動回推至「勞動作為人類

『類存在』本質」的狀態。 

表 3-6：張時健（2005）對傳播體系中價值（及剩餘）的分析 
 

提倡者 商品 價值（及剩餘）來源 傳播具生產性的原因 分析的背景脈絡

a2 A2：生產其他內容的勞務

張時健 明確指出廣告收益即為上列勞務

實現了價值（剩餘）的結果 

傳播也有生產的面向

（A2） 

Marx、Maxwell、
Ryan（未特別區

分流通與生產）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至於廣告收益，張時健指出「『（大眾媒介）資本使用（大眾媒介）增值』的

路徑與一般文化產業有很大的不同－後者『完全』得透過銷售文化工人的勞動產品

給與直接的消費者才能發生…（以廣告支應的大眾媒介）另闢蹊徑，直接販售的對

象不是文化產品…勞動成果的功能，不透過直接販賣來取得剩餘價值，而是拐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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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增加了價值」62，也就是說，儘管價值實現的方式不同，但仍然可以確認文化

工人創造了價值，而這便是 Jhally 原先歸予「閱聽人（勞動）商品」帶給媒介業者

的廣告進帳。然而以張時健之見（表 3-6）來考察他對外包生產（商品定義 a2，勞

動定義 A2）及外包業務（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的研究，研究者以為，媒介還

毋寧更扮演商人資本的角色，並由廣告主（非閱聽人）扮演消費者的角色。 

Miege（1989）：得看情形 

與其他研究者不同，Miege（1989：25）的主要關懷是，工人何能「置入」（insert）
不同類型文化商品的生產。但對於傳播體系中的文化生產，他亦曾指出－（1）公部

門的藝術家不被視為是生產性勞動；（2）具有生產力的文化勞動者生產具體的財貨

（商品定義 a，勞動定義 A）；（3）若文化勞動者勞動以促銷（商品定義 o，勞動

定義 O），則是間接具有生產力。 

表 3-7：Miege（1989）對傳播體系中價值（及剩餘）的分析 
 

提倡者 商品 價值（及剩餘）來源 傳播具生產性的原因 分析的背景脈絡

a2 A2：生產內容的勞務 

Miege 
促銷（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

雖間接具生產力，但嚴格說來，

仍不具生產價值（及剩餘） 

傳播也有生產的面向

（A2） 

並不特別強調 
（未特別區分流

通與生產）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雖然 Miege 並未對價值（及剩餘）具相化的歸向多作討論（表 3-7），但他認

為，「具生產性」（productive）或「不具生產性」（unproductvie），均不足以區

辨文化產品的特殊性（見 Ryan），既然原先的勞動都具有使用價值的形式（見 Ryan
及姚欣進），那麼關鍵的還是它轉化為交易價值的條件是什麼，也就是這些勞動如

何「置入」協作（collective labor，但與姚欣進不同）中，換句話說，藝術家在可見

（visible）的前提下，其生產如何因應文化使用價值的不確定性，以及，可複製性

的極限（關於「控制」，亦可見 Maxwell、Ryan、Arriaga 及張時健的討論）。 

                                                 
62 問題是，如果把這個「增加的價值」扣除，又剩下什麼呢？這個問題若不釐清，就無法確認，到

底能不能把廣告主所支付予媒體的廣告經費「完全」視作是文化勞動者所創造的價值。其結果除了

有危及 Marx 勞動價值論的可能，並將質疑到他自己在結語所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資本力

量滲透的「商業」傳播體系）中被交易的商品，應是創意工作者（creative labour）透過勞動而生產

出來的（內容本身）…若分析的起點就搞錯，將導致分析的無能」之有效性。請見稍後的分析。 



 47

第二節：文化生產中價值的比對 

為了進一步理解傳播體系，第一節的整理中，我們看到了馬克斯主義者們在不

同的背景脈絡下，探究文化生產活動中價值（及剩餘）的各種嘗試。而除了先前整

理的商品與勞務，在生產廣告訊息的勞動（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生產其

他內容的勞動（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生產收視調查（資料）的勞動（商

品定義 c，勞動定義 C）、生產媒體排程（時間／空間）的勞動（商品定義 f，勞動

定義 F）外，這些研究者並談及行銷（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以及使訊息得

以流通的勞動（商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 

聚焦於上述定義的商品與勞動，以上各家對傳播體系文化生產之價值（及剩餘）

的共識與歧見又是什麼呢？ 

儘管未必意識到閱聽人（勞動）商品的說法，但研究者大致肯定－ 

（1）儘管脈絡各異（後福特主義、晚期資本主義、壟斷資本主義、企業資本主

義、正統馬克斯主義、企業資本主義）、立場不同（流通即生產、流通非生產）、

面向有別（整體或部分），但都承認傳播體系具有生產性（productive）； 

（2）該體系中其他內容的產製（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作為生產性勞動

（productive labor），還可創造價值（及剩餘）。但必須留心的是，此一創造價值

（及剩餘）的能力，與其販售的對象為閱聽大眾或資本家還兩不相涉。 

共識之外，廣告，則顯然是歧見的來源－ 

（1）以廣告訊息產製（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而言，除了 Arriaga、張時

健與 Miege 未有處理，其他研究者基於不同的理由，還都給了它生產性勞動的評價

－Mandell 會依據其受薪勞動而加以肯定；Maxwell 會因為它是金礦來源之一而肯認

之；Ryan 及姚欣進，則會因為「語言的操作」為被工業產品加添了價值而給予肯定。 

（2）至於廣告行銷（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除了張時健未予處理，其他

研究者的看法則莫衷一是。持保留看法的，有 Mandel、Arriaga 與 Miege；持開放態

度的，則有－仍然將之視為是金礦的 Maxwell；主張公關剩餘的 Ryan 及對文化生產

分析較不周全的姚欣進。 

（3）對於傳播體系中媒介的廣告收入，Maxwell、Miege、姚欣進、Mandel 固
然並未再深究，其餘三人的看法則有極大的差異－張時健以為廣告收入來自於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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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其他內容的產製（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帶來的剩餘63；Ryan 還以公關剩

餘說明，廣告收入既來自於媒介內其他內容的產製（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

作為通道的特質（商品定義 f，勞動定義 F），也來自於工業資本市場競爭的結果（pr）；
而 Arriaga 則指認了廣告乃來自於工業資本剩餘（商品定義 i，勞動定義 I）。 

此外，收視調查（商品定義 c，勞動定義 C）、訊息的物理傳輸（商品定義 a3，
勞動定義 A3）以及媒體排程（商品定義 f，勞動定義 F），則並非討論的核心。 

表 3-8：文化生產中對於價值（及剩餘）的共識與歧見 
 

析論者 
有必要區分 
生產與流通 

內容（a2）產製

具生產性（A2）
廣告（a1）產製

具生產性（A1）
行銷活動（o） 
具生產性（O） 

廣告相

關剩餘 

Marx 是 △ △ 否 △ 

Maxwell 否 是 是 是 △ 

Ryan 否 是 是 是 ★◎ 
姚欣進 是 （推論為）是 是 是 ◎ 

Mandel 是 是 是 否 ★ 

Arriaga 是 是 △ 否 ☉ 
張時健 （推論為）否 是 △ △ ☆ 

Miege △ 是 △ 否 △ 
★：價值（及剩餘）來自於廣告產製本身； ◎：價值（及剩餘）來自於為工業

產品增添價值；☉：本身並無價值（及剩餘）可言，是工業資本剩餘之一部分；

☆：價值（及剩餘）來自於內容勞動本身；△：似未明確說明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由以上討論可知，對於傳播體系的共識與歧見，不僅涉及各研究者對內容或廣

告的看法，更與其分析的基本視野（如何看待資本主義的發展）相關。而理論之外，

研究者雖然更以為，還有以台灣（作為資本主義後進發展國）經驗加以對照的必要，

甚至，意欲對大眾媒介進行價值（及剩餘）的考察，更不能脫離對社會整體的關懷，

但這顯然不是研究者能在本論文的篇幅中所能多加處理的了。 

儘管如此，意欲對各家說法加以取捨（表 3-8），研究者秉持著「批判的傳播

                                                 
63 如果單純就這個意義來理解張時健對外包的考察，那麼大眾媒介在傳播體系中不過扮演著「商人

資本」買低賣高的角色。商人資本雖然透過買賣賺取差額，但 Marx 以為期間並不生產價值（及剩餘），

所以在不考慮特殊情況（如欺騙）下，售出的價值其實還是生產者原先所生產出來的價值。請見 Marx
（1991／中共中央馬克斯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2004b：138-145、2004c：3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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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CPEC）的概念，還敢以 Marx 區分「生產、流通、消費與分配」的

概念為本，並以 Ian Gough（1978）對「生產性／非生產性勞動」的區辨作為參照。 

生產性勞動與非生產性勞動 

Marx 在《剩餘價值論》中提到，「只有資產階級才會將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視

為絕對形式，而混淆了『資本觀點的生產性勞動』及『一般的生產性勞動』，甚至

更進一步指稱，只要能創造出任何事物，也就是生產性勞動」。質此，Ian Gough
還討論了 Marx 不同脈絡下的七種勞動。這七種勞動包括－（1）具使用價值的生產

性勞動；（2）具剩餘價值的生產性勞動；（3）實體財貨的生產性勞動；（4）手工

作坊業者與小農的生產性勞動；（5）集體勞動；（6）流通中的受雇勞動；（7）創

造出無用商品的勞動。此外，他並依 Marx 指涉的概念，進一步以「使用價值」及

「剩餘價值」來區分生產性／非生產性勞動（表 3-9）。他認為－只有那些與創造

剩餘的資本交換的勞動才具生產性，而該勞動也必須在集體意義上創造或修正了使

用價值（是 A 非 B）；而純粹流通中的勞動（含廣告在內），既不生產使用價值，

也不生產剩餘價值（C）；此外，也有仰賴收益，卻可生產出使用價值的服務（D）。 

表 3-9：生產性／非生產性勞動 
 

 生產使用價值的勞動 沒有生產使用價值的勞動 
生產 

剩餘價值的勞動 
（A）工業、農業、流通

及服務業中的生產性勞工
（B）無 

未生產 
剩餘價值的勞動 

（C）中央及地方公務員

等非生產性勞工  
（D）純粹流通的勞動：銷售員工、

廣告業員工，還有不需要的管理員工 

資料來源：Ian Gough（1979）。 

由於流通中的勞動還橫跨了生產性勞動與非生產性勞動，Ian Gough 透過整理

Marx 在《資本論》（1991／中共中央馬克斯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2004b、
2004c）及《剩餘價值論》（郭大力譯，1975a、1975b、1975c）中的看法尋覓區別

的方法。最後，Ian Gough（同前引：56-57）儘管指出，Marx 對流通中的勞動語多

模糊，但他仍然從 Marx 的「儲藏」（storage）概念中提煉出有效的判準： 

具體來說，要在流通場域中判斷勞動究屬生產性或非生產性，關鍵即在於「（該

活動）是否對一般生產、特別是商品生產來說是必須的活動」。此外，某一非生產

性勞動（如資本家），可能只是特定於商品的歷史形式（the labor is unproductive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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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historically specific to the commodity form, including capitalist）」，但若將該形式視

為生產必須，還將與粗鄙的經濟學家無異（也就是混淆了價值與價格的分析）。 

傳播體系中的生產性勞動與非生產性勞動 

以上分析中，Ian Gough 還為生產性勞動／非生產性勞動作了極具參考意義的註

腳。但他自己在看待廣告業時，仍然將相關勞動視為是純粹流通場域中既不生產剩

餘價值、也不生產使用價值（labour employed in the circulation process）的整體現象，

而與買低賣高的商人資本（merchant capital）並無差異。研究者以為這樣的歸納方

式仍然太過粗率（與姚欣進類似，但方向恰好完全相反），還有討論的必要。 

以此架構來檢視先前歸納的結果： 

我們再一次確認了其他內容的產製（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具有生產性

（productive），而傳播體系也的確可以具有生產性（productive）。 

至於情況較為複雜的廣告，可再討論如下： 

（1）在雇傭勞動的情況下，廣告訊息的產製（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既

滿足了廣告主的使用價值，即應視為是生產性的64。但它的價值（及剩餘）並不因

為流通而增加； 

（2）而當前已深入生產過程且越來越多的銷售努力（sales effort，商品定義 o，
勞動定義 O），仍然應將之視為是不具生產性的活動。而工業資本家則是以其工業

生產剩餘之一部份來支付以獲得此一服務； 

（3）媒介因刊登廣告得到的收益，必須就理論概念加以分析外，工業資本因刊

登廣告支付的費用，也應該同樣以理論概念加以分析。 

此外，收視調查（資料）的產製（商品定義 c，勞動定義 C）基於與其他內容

的產製（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理路相似，也應視為是具生產性的活動。 

至於訊息的物理傳輸（商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在此，還必須特別提到

Arriaga 的看法。Arriaga 雖嚴格主張廣告無法創造剩餘價值，但在註釋中她特別提

                                                 
64 廣告訊息（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依內容性質，雖然還可區分為政治廣告、商業／房產廣

告、分類廣告等等，但在這樣的定義下，並不對價值（及剩餘）發生作用。倒是在（資本主義社會

中、經資本力量滲透的「商業」）傳播體系中，誰出錢購買勞務，還對價值（及剩餘）分析產生影

響，比如國家以外包提供服務，還應以「生產使用價值，卻不生產剩餘價值的」服務來理解。  



 51

到，「為了簡化，生產廣告自身過程（商品定義 a1，商品定義 A1），以及相關的

物質消耗還不予處理（商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對此，要怎麼綜合理解呢？ 

參酌以上 Marx、Ian Gough、Arriaga 與 Mandel 的討論，研究者以為，要分辨

該勞動是否是生產性勞動，能否生產價值（及剩餘），還必須具體視其性質而定。

也就是說，當傳輸乃生產之必須，傳輸即可視為具生產性，但如果傳輸所執行的是

行銷職能，則仍然應視為是不具生產性的勞動，而只是攫取自工業資本剩餘的收益。 

對於以上未能清楚分辨生產性勞動與非生產性勞動的說法，我們或許還能以另

一種商品拜物教（CF3）概稱。但要更進一步理解傳播體系中的文化生產，對於「媒

介因刊登廣告得到的收益」及「工業資本因刊登廣告支付的費用」，我們仍必須就

理論概念加以分析，而這，也就涉及了向來較少為人討論的媒體排程（商品定義 f，
勞動定義 F）。 

第三節：文化生產中價值的確認 

Ryan 對傳播體系的價值（及剩餘）分析儘管有混淆價值與價格的嫌疑，但他卻

意識到以廣告支應的大眾媒介（準公共財，具有同時利用其他準公共財及私有財進

行生產的性質）之生產關係十分複雜。而在這個由「中間財生產者－準公共財生產

者／媒介－廣告主」共同構成的體系中，他並指出，關鍵還在於「內容生產者」

（producer）及「宣傳者」（publicist）的雙元性，這也使得產業收益不完全來自於

「剩餘」（surplus），還包括了地租（rent）的收入。 

但其實「地租」（rent）本身並非嶄新的概念。Livant 與 Jhally（1986）在鋪陳

「收視作為勞動」（商品拜物教 CF2）之際，便指出將工業資本支付予媒體的廣告

費視為「地租」乃是一傳統觀點－「商營媒體獲利，是因為媒體加速了商品從生產

到消費的流通；透過廣告，商品的快速消費削減了用於流通及儲存的工業資本

（industrial capital）；媒體資本（media capital）接收了工業資本獲利之剩餘價值之

部分，以作為『接觸到閱聽眾的地租（rent）』。而該地租扣除其『生產成本』（cost 
of production，比如支付給媒體從業者的工資）便構成了媒體的利益（profit）」。65 

但由於他們認為「如果媒體不能售出『某物』，而買家購買了『某物』亦不能

加速一般商品價值的實現，那麼媒體就不再能收到地租」，一念之差，他們還將閱

聽人當成「某物」給放在傳播體系中最關鍵的位置，並賦予它等同於勞動者的職能。 

                                                 
65 說媒體自廣告主處收取地租，這樣的講法雖古猶新。然而傳統的觀點要能確實運作，仍需要在論

述上論證「某物」確實會加速商品的周轉率。而本研究論稱的地租並不完全基於這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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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了 Maxwell 之外，也有分析者從地租的角度，對此一說法加以駁斥。 

就 Lebowitz（1984，轉引自 Jhally，1987／馮建三譯，1992）來看，Livant 與
Jhally 的說法還是「顛倒了的」。閱聽人收視既不能生產價值，支付與媒體、用以

減少流通時間的開銷，還應該被列入行銷（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的一環，也

就是應該被當成是不同於「剩餘價值」的「地租」來理解。 

而 Arriaga（1983，轉引自 Jhally，1992／馮建三譯，1992），還更進一步在地

租概念下，以 Marx 鄉村地租理論的「級差地租」（differential rent，特別是論及「自

然沃度（fertility）」的「級差地租一」）來發展較細緻的形式－當技術條件相同，

媒介涵蓋區域內消費者集散程度還被視為是某種天然條件，並如同「沃度」（fertility）
影響農業經營一般，閱聽人集散程度還會形成價格不同的閱聽人地租。 

面對來自於「地租」的挑戰，Jhally（1987／馮建三譯，1992）與 Livant（1985，
同前引），還以兩種論述加以反擊： 

（1）指責「沃度」的觀念有所不足，甚至忽略了媒介業者確實可以「重組收視

人口，甚或是以重新分割…的方式」。也就是說，這些以地租批判閱聽人勞動的說

法，只是「形式地包容人類的勞動」而非「實質地包容了人類勞動」，是一種故步

自封、不願正面看待資本主義發展的看法； 

（2）以地租本身的理論發展來對地租進行批判。也就是說，基於否定「天然沃

度」的前提上，認定古典的地租理論已不再適用於都會「空間」，並指出因空間而

延伸發展的「都會地租」乃源於各種人類活動的不同增值性，所以必須放入「區位」

（location）概念。 

然而，先前對商品拜物教的分析若合理，則以上駁斥地租的說法，自然也無法

成為閱聽人（勞動）商品成立的依據。此外，即使是原始的地租理論，也並非僅只

分析鄉村地租，比如 Marx 便曾經談到空間區位對建築地段的重要性，以及鄉村地

租具有協調其他地租的功能66，這些都顯示了 Jhally 與 Livant 的批判未必有效。 

儘管由於以上相關資料部分並未出版（unpublished）而難以參考，但單就 Jhally
與 Livant 對地租理論的回應來思考，他們起碼還指出了－若研究者亟欲以「地租」

（rent）研究傳播體系中的文化生產，還必須在 Lebowitz 的認識下，在媒介體系中

對空間／區位／沃度等概念，提出較 Arriaga 更具說服力的分析。 

                                                 
66 「建築上使用的土地，亞斯密已經說明，它的地租的基礎，和一切非農業土地的地租的基礎一樣，

是由真正的農業地租調節的…這種地租的特徵在於：首先，位置在這裡對級差地租具有決定性影響。」

（Marx，2004c：874），而本研究還將嘗試將地租的概念延伸運用到人為的空間（見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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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體系中的剩餘與地租 

Marx 的地租理論，乃發展自對 Ricardo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且由於 Marx
強調（生產性）勞動是價值（及剩餘）的唯一來源，因而他還特別強調地租只可能

來自於勞動的命題（Harvey，1982）。在此，僅簡略介紹如下（表 3-10）－ 

（1）壟斷地租（monopolistic rent）的概念最為基本，可廣泛意指任何人因對

某物享有所有權，而得以向其他意欲使用該物者索取報償的權利（title），而報償

可以是穀物、金錢或服務。概念除可運用在一般所知的實體財貨，如房屋、土地、

汽車、設備之外，亦可延伸運用在不具實體的財貨，如智財。此外，也有人結合壟

斷地租與絕對地租的概念來分析「價值」（超過一般利潤率的收入）的建構，如 Harvey
（2002／王志弘譯，2002）研究的法國葡萄酒、陳宇翔（2005）研究的台灣茶； 

（2）絕對地租（absolute rent）的來源有三：其一是農業部門因資本有機構成

（C／V）較低而對工業部門形成補貼（就姚欣進而言，各業有機構成不同，還是理

解資本主義社會價值與價格無法符應的關鍵），其二是一般水準下對於平均利潤及

工資的課扣，其三是來自於需求面、某種的特殊的使用價值； 

（3）級差地租（differential rent）的形式有二：級差地租一（DR1）指的是因

為土地的天然沃度（fertility），使得使用該土地的農業資本家較其他土地的農業資

本家得以以較高的生產率生產所享有超額利潤，如瀑布與沃土；級差地租二（DR2）
指的是由於人為的追加資本，進而使得該土地的農業資本家亦擁有與天然沃度同樣

可觀的生產率，概念常運用於新技術的採用。此外，即使沃度相等，級差的概念亦

可應用於區位（position）的分析，如距市場之遠近－所以並非如先前 Livant 所批評。 

表 3-10：Marx 的地租概念 
 

地租 概念 
壟斷地租 指任何人因對某物有所有權，而得向其他欲使用該物者索取報償的權利

絕對地租 
農業部門因資本有機構成（C／V）較低而對工業部門形成補貼；一般水

準下對平均利潤及工資的課扣；來自於需求面、某種特殊的使用價值 

級差地租 
級差地租一（DR1）是因天然沃度而先天享有的超額利潤。級差地租二

（DR2）是因人為投資（如科技）而得以獲致的超額利潤 

資料來源：Marx（1991／中共中央馬克斯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2004b、2004c；郭大力譯，

1975a、1975b、1975c）、Harvey（1982，2002／王志弘譯，2002）、陳宇翔（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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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y（1982）則進一步將地租與人類運用空間進行的經濟活動相結合，地租

概念所運用的範疇便不僅限於農業。此外，透過對地主與地價的重新詮釋，Harvey
也便將分析資本主義的視野投向流通場域中，如金融及都市計畫的現象上。 

而研究者亟欲在上述對商品及勞動定義的整理上，將「地租」的概念嵌入傳播

體系的分析，首先必須釐清的，還是「媒介因刊登廣告得到的收益」及「工業資本

因刊登廣告支付的費用」在理論上的意義，同時，還更不能忽略工業資本家、媒介

資本家、廣告資本家以及收視調查資本家的生產及其他往來的情況（表 3-11）： 

（1）工業資本家的收益來自於兩部份－一般意義的剩餘及超額利潤。前者來自

於工業資本的生產性勞動（商品定義 i，勞動定義 I），後者則指超出一般利潤率的

所得（rent3）67，是受益於行銷（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在競爭上作用的部分。 

而行銷支出固然來自工業資本創造剩餘之一部（Mandel 與 Arriaga 的說法），

卻不能簡單將這項支出視為是生產性的。雖然單就個體資本家的角度來理解，還十

分容易導向行銷活動能為各別產品增添交易價值的說法（即 Ryan 及姚欣進取法

Bourdrillard 的說法），但根據前述生產性勞動的界定，行銷既無法創造價值（及剩

餘），因此既不能將它視為為商品增添額外的價值，也不能假定它刺激了總體的需

求、只能說充其量改變了分配（Arriaga 的分析）。然而，由於它具有促進特定工業

資本周轉率提昇的功效（Maxwell 的說法），因而採用了行銷手段的資本家似乎較

其他工業資本競爭者還具有爭取較多市場份額、獲取超額利潤的機會； 

（2）媒體資本家的收益來自於兩部分－剩餘及地租。前者主要來自媒體資本（未

外包下）在內容上的生產性勞動（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依理論，所產製

的產品售予何人還無關價值（及剩餘）宏旨。後者，則部分還來自於收視調查（資

料）建構的所得（rent5）68。以至於因訊息的物理傳輸（商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
所帶進的收入，則需視情況判斷其性質究屬剩餘價值或地租（rent4）。此外，媒體

排程的產製（商品定義 f，勞動定義 F），由於性質較複雜，後續章節將再具體討論； 

（3）調查資本家的收益來自於兩部分－剩餘及超額利潤。前者來自於收視調查

                                                 
67 與超額利潤相對的概念是平均利潤，指的是該生產資本在該產業平均技術水平下、依其資本投入

及因競爭而達成的平均利潤率所可獲致的收益。而行銷活動（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與運用新

科技進行生產，雖然同樣滿足了獲致超額利潤的結果，但不同之處在於，前者僅改變了市場份額的

分配，總體狀況並不增加，既不能視為是集體協作中必要勞動之一環，也不生產價值（及剩餘）。 
68 媒體營收除了透過生產活動、售出商品所獲致的剩餘（surplus），之後會提到，媒介也因其傳輸

與排程所執行的行銷職能而具有收取地租、獲取利潤的能力，而此地租除了相關人事與物料的開銷

及一般利潤率的收入外，亦得因買方獨特的使用價值而有額外進帳（即「絕對地租」的性質）。以

此觀點來看待先前的閱聽人（勞動）商品及商品閱聽人概念，其效果還如纏繞於葡萄酒或台灣茶上

的複雜氣味，僅僅參與了建構（價格而非價值）的過程，形同於混淆價值與價格的商品拜物教（C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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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性勞動（商品定義 c，勞動定義 C），後者則來自於壟斷市場所得的超額利

潤（rent2）69； 

（4）廣告資本家的收益較為單純，主要指的是廣告訊息產製的生產性勞動（商

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至於是否享有任何超額利潤，得視實際狀況而定70。 

透過以上對商品、勞動與地租的整理，分析的複雜度儘管提昇，卻也更接近傳

播體系的運作實況。 

表 3-11：傳播體系相關營收示意 
 

傳播體系相關營收（profit）示意 
營收來源 生產活動所得（surplus） 非生產活動所得（rent） 
分析項目 商品 勞動 收入來源 

工業資本家 i I 剩餘價值（surplus）
（rent3）周轉率加快的超額利潤，

是競爭中其他工業資本家的損失 

a2 A2 剩餘價值（surplus） 無 
此一收取地租的能力必須在媒體

本身具備生產性職能時才能獲得

（rent5）收視調查建構的超額利潤

（出於需求方的特殊使用價值） 
物理傳輸，剩餘（商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或地租（rent4）需判斷

媒體資本家 

f F 截至目前為止，尚未併同討論 
調查資本家 c C 剩餘價值（surplus）（rent2）壟斷生產享有的超額收入

廣告資本家 a1 A1 剩餘價值（surplus）
（rent0）必須視實際生產是否涉及

壟斷生產或特殊的使用價值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當中，「剩餘」僅來自於「商品」生產，「地租」則因性質而有多種樣態。 

然而，或有論者以為媒介依其營收又可區分為兩種形式，其一仍具有與一般閱

聽人直接交易的形式，另一則仰賴於廣告挹注，則是否會因後者之不具生產性而導

致研究者分析上的矛盾？在此研究者固然無法提出較細緻的分析，但以為這種說法

忽略了此時媒體內容之產製（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以及傳輸該內容於眾（商

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均以工業資本家為消費者（就滿足其使用價值而言仍

                                                 
69 收視調查業除了經營者投入資本所獲致的平均利潤外，所享有的超額利潤還來自於基於智財及技

術所獲致的市場壟斷地位（Meeham，1984、1991、1993），故而包含了「壟斷地租」的成分在內。 
70 在此我們固然捨棄對廣告資本家（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的超額利潤再做更進一步的分析，

然而此一超額利潤仍然具有地租的性質，如產製者對其名聲之獨佔即滿足了「壟斷地租」及「絕對

地租」的概念，而這也就形成文化勞動者的特殊性（Ryan，1991），稍後的章節仍會討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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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生產性的）71，閱聽眾既非消費者，自然與價值（及剩餘）之實現沒有關係，

則閱聽眾（或稱對閱聽眾的想像）儘管是以較迂迴的方式介入此一經濟關係中，卻

仍然屬於「消費與分配」現象之一環，可以說同樣不違逆上述的前提72。這個例子

一方面顯示以此取徑進行研究乃屬不易之外，也指出了以常識進行分析的危險73。 

此外，類似的價值（及剩餘）分析，若繼續依實際情況如媒介別等進行考量，

還有更多可茲探討之處，比如：國家若完全挹注媒體提供服務，該公共服務便必須

先排除在商品分析之外，對於價值（及剩餘）的分析便需要另鑄新詞；國家若部分

補貼媒體提供服務，還需部分地看待其生產性；電波既且公有，拍賣頻譜的收入是

否確實用以提供包括了「非商品化」的公共內容及公共傳輸服務；付費收視無廣告

頻道的內容（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經費是以怎樣的比例分別挹注於內容

（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與傳輸（商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閱聽眾付費

透過系統商接收（商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廣告訊息（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及其他為廣告主生產的內容（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是否有權力要求

以合理的價格取得所需的服務；系統業者若向頻道業者收取上價費（商品定義 A3，
勞動定義 a3），除了必須分辨傳輸的頻道有沒有廣告訊息（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還要更進一步看上價費是在怎樣的脈絡下支出。此外，地租的角色又是如何？ 

由於過去少有人從價值（剩餘）的角度對傳播體系進行分析，以上提到的種種

現象，研究者以為都還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而本於 Marx 概念對傳播體系中的價

值（及剩餘）進行分析，儘管乍看之下還與常識有違，卻是避免將價值與價格現象

混淆、落入商品拜物教陷阱的必要之路。 

剩餘、地租與媒體排程 

透過以上整理，研究者雖然已朝理解「媒介因刊登廣告得到的收益」及「工業

                                                 
71 張時健（2005）曾論及資本對文化工人自主性造成壓迫，竟使品質低劣的情狀。然若媒介提供的

內容（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僅是為了滿足資本家的使用價值而生產，那麼文化工人具體勞動

究竟自主與否、品質良窳如何，似乎本來就不是資本抽取抽象勞動之價值（及剩餘）的必要考量了。 
72 對單純以廣告挹注的媒介（如免費報及商業電視）而言，其內容（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
既是為了廣告主（即工業資本家）的使用價值存在，閱聽人亦不直接介入媒體營收的經濟關係，也

無怪乎本地閱聽眾抱怨媒體內容品質低劣的意見，經常不受到媒體業者的重視。面對這種情況，與

其說社會各界是因為財貨「半公共財」的性質發出不平之鳴，不如說其實係基於「外部性」的經濟

關係加以針砭。然而，閱聽人抱怨品質低落的情況，若根本導因於「非社會性的生產」（此處並不

意指集資入股的社會性），那麼不管是從產業民主及社會必要生產的邏輯來改造生產，或者，基於

傳播場域性質特殊（外部性），因而必須對其生產有所約束，再或者，由於實際生產的條件（如公

有電波等），對於其生產進行若干限制，或賦予一定的社會義務，似乎都還會是說的通的建議。 
73 若大言不慚地以 Marx 的話來比喻，「如果事物就是眼睛所見的樣子，那也不需要科學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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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因刊登廣告支付的費用」的目的地跨進了一步，但由於媒體排程（商品定義 f，
勞動定義 F）的定位還不明朗，分析似乎還有尚待補強之處。 

早在先前閱聽人（勞動）商品的討論中，即使尚未釐清其他內容（商品定義 a2，
勞動定義 A2）及傳輸（商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亦可為滿足工業資本家（即廣

告主）的使用價值而具有生產性之際，我們還可發現兩種商品同在廣告主與媒體間

交換－閱聽人（勞動）商品（商品定義 b，勞動定義 B），以及「媒體自身的排程

（時間／空間）」（商品定義 f，勞動定義 F）。其中，前者儘管已被證明是商品拜

物教（CF），但關於後者的吉光片羽，卻仍然可見於相關的討論中，比如： 

Jhally（1987／馮建三譯，1992）為了匡正 Smythe 將傳播過程摒除於大眾傳播

研究外的謬失，曾提出「如果產品銷量在促銷期間下跌，為何廣告主無法據以索賠」

的大哉問。對此，他雖然指出廣告主有時亦可以因為收視調查不如人意而要求媒體

補償74，但他所未多加闡述的是－不管廣告主原先購得的，或之後被補償的，在媒

體與廣告主間交易的標的，只可能是「媒體本身提供的『排程』」（商品定義 f）； 

而 Meeham 儘管為虛假的閱聽人（勞動）商品形式開發出更精緻的商品閱聽人，

但她（1993／顧玉珍譯，1995）也指出，「眾所皆知，販賣空間是媒介公司的主要

收入。報紙與雜誌由訂戶得來的利潤微乎其微。在廣播與電視方面，聽（觀）眾更

未曾提供電台直接的收益。試想，假若傳統看法為真，那麼任何空間都應該不二價

才對。《紐約時報》星期天的第二版應與第六十五版等價…但是，這些空間的價格，

媒介公司與廣告商並未一視同仁。為什麼某塊空間比其他空間值錢？答案『人盡皆

知』，特定『空間』吸引閱聽人的程度不一」。顯見，在將地租概念與實體空間構

連之際，吾人未必要如 Arriaga 一般將之構連到物理空間，只是在研究「媒體本身

的排程」（商品定義 f）之際，還有必要對 Meeham 提到的排程現象加以說明。 

另一方面，若從勞動來看，也有三種商品同由媒介中的勞動者生產，那便是其

他內容（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生產性的物理傳輸（商品定義 a3，勞動定

義 A3）及媒介排程（商品定義 f，勞動定義 F）。則前兩者作為生產性勞動固無疑

問，但後者是否亦可等同視之呢？ 

筆者以為答案是否定的，但也是肯定的。這樣的說法或許狡猾，卻最實際。與

先前論述的物理傳輸（商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相同，當所執行的是創造價值

（及剩餘）的職能，它便應視作是整體協作之部份，而應列入商品及勞動價值（及

                                                 
74 事實上，閱聽人（勞動）商品此一商品的虛假形式，在近年來甚至獲得了更為可觀的發展。比如

目前 AGB NILSON 在國內以收視點數計算的方式（CPRP，Cost per Rating Point），甚至已經成為電

視廣告買賣的標的及依據。而這種計算方式對文化勞動者的侵害，還可見劉旭峰（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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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的分析。換句話說，在此情況下，生產該排程（商品定義 f）的勞動（勞動

定義 F）還可以視為是其他內容（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及生產性的物理傳輸

（商品定義 a3，勞動定義 A3）的綜合現象（見表 3-12 的整理）。 

表 3-12：消費者（主要指閱聽眾，以及某意義下的廣告主）的媒體支出 
 

閱聽眾（含某一意義下的廣告主）的媒體支出 
支付對象 對價服務 支付的性質 

內容生產 生產性支出＋地租[rent0 才氣壟斷的超額支出]（白領勞動） 
物理傳輸 生產性支出（藍領勞動） 

媒體資本 
（生產性 
支出） 媒體排程 是包含生產性的物理傳輸及內容生產的綜合現象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然而，當媒體所執行的不過是純粹流通場域中的行銷職能，即包括先前定義的

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以及不具生產性的物理傳輸，則即使媒體能因此帶進

收益，也不過是工業資本剩餘之一部，相關服務既不滿足嚴格的商品定義，收入充

其量只能當成是地租（rent4、rent5）來理解。而關鍵即在於從勞務的職能來決定排

程的性質－是生產性勞動所生產的商品，或僅只是地租的對價物（表 3-13）。 

表 3-13：廣告主（含工業資本家）的媒體支出 
 

廣告主（含工業資本家）的媒體支出 
支付對象 對價服務 支付的性質 

物理傳輸 由於該勞務並非生產性的，僅能以地租理解[rent4]  

媒體排程 
含非生產性的物理傳輸在內[rent4]，且由於收視調查建構的影

響而可額外收租[rent5]，是整體地租的[rent4＋rent5] 對價物 

媒體資本 
（非生產

性支出） 
行銷服務 廣告主取得排程的目的，預期可因刺激周轉而帶入收益[rent3]

調查資本 收視調查 生產性支出＋地租[rent2 調查市場壟斷的超額支出] 
廣告資本 廣告影像 生產性支出＋地租[rent0 創作才氣壟斷的超額支出]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所以，即使排程（時間／空間）被「生產」出來，在未探究其職能前，我們同

樣無法斷定它的性質。若該排程用來載放內容（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則

此一排程的生產毋寧是生產性活動而能創造剩餘。但如果該排程為廣告主取得、用

以載放廣告訊息（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則該排程既是為了行銷（先前定

義的商品定義 o，勞動定義 O）而存在，自然不具生產性、也不創造剩餘，但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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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資本家處獲致地租。對媒體資本家而言，前者符合商品定義，而應列入剩餘

（surplus）的分析，至於後者則關乎地租（rent4、rent5），卻不適用商品定義了。 

「內容生產」、「收視調查」、「廣告影像」之外，透過以上對「物理傳輸」、

「排程」及「行銷服務」的討論，我們又再一次論證了傳播體系的生產性。只是，

這樣的分析是否違反了 Marx 所言、「地租」僅可能來自於勞動的原旨呢？ 

研究者以為答案是否定的： 

就工業資本而言，不論是否支付媒體資本的「地租」（rent1，包括因收視率建

構而多支付的「地租」rent5 及物理傳輸 rent4），都來自於工業生產部門創造的剩

餘。至於工業資本是不是因周轉率加速而有超額利潤（rent3），則還無關緊要； 

就媒體資本而言，其加速工業資本周轉的職能固然受益於其內容產製，但它所

以能收取「地租」（rent1），在性質上卻應更進一步區分為－工業資本家為行銷目

的、所支付非生產性的物料及人力支出（rene4），以及包含收視調查建構之效果在

內、出自工業資本家特別需求而得收取的額外地租（rent5）； 

就調查資本而言，所以能夠收取超額利潤的地租（rent2），還來自於它在市場

上的壟斷地位，特別是仰賴於對技術及智財的壟斷；就廣告資本而言，則與其他文

化生產者類似，如果能收取超額利潤（rent0），部分係來自它對於名聲的壟斷。 

然而若習於一般依訊息區分「廣告／內容」的分析架構，或有論者質疑： 

（1）廣告訊息（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既是為了行銷的目的而存在，為

什麼仍然可以算是生產性勞動？ 

研究者以為，這樣的問題除了一方面突顯一般所稱的「廣告」其實是複雜多重

的現象，另一方面，卻也混淆了廣告訊息（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做為中間

財進入行銷活動的特性－後者固不具生產性，卻不影響前者為生產性勞動的事實。 

（2）廣告訊息生產（商品定義 a1，勞動定義 A1）與其他內容生產（商品定義

a2，勞動定義 A2）儘管都是生產性勞動，但與之相關的物理傳輸與媒體排程，卻會

有不同的性質。而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兩組關係中的閱聽人呢？ 

研究者以為，廣告訊息既經置放於媒介空間而經物理傳輸，對於此一由媒介代

廣告主執行的行銷職能來說，閱聽人實在未直接參與其中，因而只能說僅僅是一發

生在「分配與消費（或再生產）」場域的現象。以至於其他內容（商品定義 a2，勞

動定義 A2）究竟是為了閱聽人或廣告主而存在，卻有分別看待的必要－當其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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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關係中的買方是閱聽人，廣告訊息與其他內容的分界十分清楚；當其他內容

在經濟關係中的買方是廣告主，閱聽人既未直接參與該經濟關係（與接觸廣告訊息

無甚差異），廣告訊息與其他內容的分界卻看似十分模糊。 

對於此一模糊現象，研究者儘可以指認其原因，包括可能來自「廣告」的異質

性（除了一般的商業或房產廣告外，尚包括分類廣告及政治廣告等）及「廣告主」

的不同意圖（除了上述探論的行銷外，也包括了贊助關係或形象廣告等），不過為

避免混淆，研究者還不擬在此更進一步的分析，但出於理論界定的需要，卻認為仍

然有強調此一類目存在的意義。 

小結 

本章中，研究者整理了文化生產的相關文獻、將各家看待傳播體系中剩餘來源

的觀點放入由第二章發展出、關於傳播體系內商品與勞動的架構中，藉由區分生產、

流通、消費與分配三大場域，以及引入「生產性勞動」的界定，研究者還對廣告主

（含工業資本家在內）的支出、媒體資本家的收入等性質加以確認，最後區分出剩

餘與地租兩種形式的收入。其中，剩餘來自於自身的生產性勞動，是出售「商品」

之所得扣去其生產性支出的餘額。以至於貨幣的對價物若不是生產性勞動的產物，

也就不應將之視為是商品來分析，或從由推導出剩餘的概念，而甚至誤蹈商品拜物

教的錯誤。以至於地租，雖然追根究底而言同樣是剩餘的形式之一、是生產性勞動

的產物，但鑑於傳播場域的性質特別，此一場域的地租與非生產性支出的關係還有

視狀況加以釐清的必要。就本章討論來看，至少還可指認出－（1）與內容產製有關、

涉及才氣壟斷的地租（rent0）、（2）涉及市場壟斷的地租（rent2）、（3）與競

爭相關、因能提升周轉率而獲取的地租（rent3）、（4）與非生產性物理傳輸相關

的地租（rent4）、（5）與需求方特殊使用價值有關的地租（rent5），以及（6）

與行銷相關、涉及媒體與廣告主雙方的地租（rent1＝rent4+rent5）。 

儘管本章對傳播體系的總體分析（表 3-12）就要告一段落，而其中對價值（及

剩餘）、地租的思辨與探索，可能還與一般的理解路徑有所不同，但研究者以為，

若能藉此看穿商品拜物教混淆價值與價格的分析，還有助於理解「存在於生產者之

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聯繫」（即商品及虛偽的商品形式）之後的「生產者同總勞

動的社會關係」。質此，研究者意欲就「媒體勞動者」（統以「記者」代稱）再論

媒體勞動，以下還將選擇報業作為具體探究的對象，並從勞動角度為篇首提到的「報

業危機」（報業主經營不善、閱聽人報業不滿、工作者權益不保）提出整體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