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全球化與文化混種的架構 

 

現代的通訊傳播愈來愈國際化，空間的距離已被不斷擴張中的通訊網路

縮短。在這方面，全球化過程的確在近幾年有莫大的進展，然而對全球化的

實踐及論述仍有爭議。東亞國家之間的文化交流反映了此新現象。首先，本

研究探討文化多樣性、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全球化與文化混種的理論背景。

其次，將分析「韓流」與其全球化運作。 

 

第一節、 文化多樣性 

一、從文化多樣性宣言到文化多樣性公約 

    在伴隨著全球化的某些文化（在大部分場合下是西方）逐漸地擴展傳播

的過程中，不僅強勢一方傳播擴展的動力來自民間，來自非政府控制、由民

間相對自由地積累創造的文化（從理論上說所有的文化、價值、生活方式都

是民間創造積累形成的，但這個世界上的確存在著某種由國家強加於其成員

和少數群體的文化），來自私人資本力量的推動。且相對弱勢一方的接受、

學習、模仿過程，也主要發生在民間層面上。 

 

 

  舉例來說，前有很多人在批判媒體的全球化弊端，然而對於根本沒有資

訊自由的人們來說，這根本就是一個僞問題；對他們來說，重要的是能不能



接觸全球化媒體的問題，而不是這些全球化媒體好或者壞的問題；好或者壞

應該由自由的個人根據自己作出判斷，而不是由政府作出判斷，並運用暴力

對它認爲不好的予以封鎖，這乃是剝奪了個人的基本權利；不管是好是壞，

一個成年的公民都有權利接觸並自行決定是否繼續接觸，唯一的約束乃是道

德和社會風俗，而非政府的暴力。 

 

    至於他說的是對是錯乃是另一個性質完全不同的問題，首先他們擁有接

觸的權利，只有在他們都可以自由地接觸之後，才可能作出選擇，在他們沒

有接觸之前就作出選擇或作出批判，是根本不可能的。 

    就全球電影產業而言，美國好萊塢電影在外國市場的龐大佔有率，產生

好萊塢化等同全球化的視覺錯亂，反而看不見各國原有的本土化、在地化的

獨特性，因此，在探討韓國電影產業前，先論述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兩者的

概念。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前殖民國家紛紛獨立，至 1960 年代出現不結盟的

運動。這些國家先從政治與經濟層面展開對文化核心國家的對抗。到了 1970

年代末，則重於文化面向的訴求，也就是「資訊與傳播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這個主軸。 

 

不多久，美國和英國在 1985 年先後雙雙退出了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兩

國的退出，導致新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意識形態的升高，而近代第一波的國際

文化重建運動聲浪就隨之退潮。1986 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ATT)」長達



八年的大談判，也開始試圖將自由貿易原則，延伸到服務業。 

1993 年底，在以法國為首，歐盟各國不得不背書的情形下，美國無法

將影視文化產業列入談判的議定書中。其後，美國及其支持者繼續通過雙邊

或區域的談判，要求更多的國家開放文化市場，作為「自由」貿易的範疇，

好萊塢的電影，即是在此條件下進軍各國的電影市場。 

 

電影產業在全球好萊塢化的趨勢下，出現另一種聲音－電影文化多樣

性。起源於教科文組織在 2001 年年底通過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各

國重申「文化間對話是促進和平進而保障和平的最佳方式」。聯合國發表了

這個在國際間具有重大影響的文件，將文化多樣性視為人類共同遺產。 

 

《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宗旨是「將文化多樣性視為源源不絕的生命

力，而且能持續不斷發展的財富，文化多樣性不應視為一成不變的遺產，而

應將其視為保障人類生存的一種進程。」世界人權宣言強調，在多元社會中，

不僅要承認各種差異的存在，同時也要承認這種差異的多樣性，唯有如此，

具有創造力表現的文化多樣性才能得到保護。所謂的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意指「文化不是一般商品，而不屬於自由貿易的範疇。」1，而強

調所謂的「文化例外」。 

                                                 
1 根據《宣言》第八條，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務，不同於一般商品面對目前為創作新開闢了廣闊前

景的經濟和技術發展變化，應當特別注意創作意願的多樣性，公正地考慮作者和藝術家的權利，

以及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務的特殊性，不因為他們體現的特性、價值和觀念，被視為一般商品或消

費品。 

 



 

    因此，各國政府能採取文化維護政策，保護該國文化及文化產業。2因

為，自由化的要求一直是視聽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最大生產者－美國所提出

的。法國、加拿大等其他國家在內，對美國「產品」的入侵感到擔心，一方

面是經濟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牽涉到文化和保持民族性的因素，因為自由

化產生法國人逐步接收美國人思想方式的危險，再加上自由化可能准許開放

其市場並把本國人的待遇給予所有人。 

 

一、 文化多樣性與創作 

目前在韓國實施的銀幕配額制度(Screen quota)3可說是符合「文化多樣

性公約」的典型。因此，2004 年韓國多樣文化保護聯盟（Korean Coalition for 

Cultural Diversity；ＫＣＣＤ）也在首爾舉行第三屆專業組織國際文化會議

                                                 
2 根據《宣言》第九條，文化政策、推動創作的因素，文化政策應當在確保思想合作品的自由交

流的情況下，利用那些有能力在地方和國際發展的文化產業，創造有利於生產和傳播文化物品和

文化服務的條件。每個國家都應遵守其國際文物的前提下，制定本國的文化政策，並採取其認為

最為合適的行動方法，不管是在行動上給予支持，還是制定必要的規章制度，來實施這一政策。 

 
3
銀幕配額制度又稱為「國片義務上映制度」，是為了避免國外電影在國內市場獨占，保護國片在

國內市場的放映天數，是一種保護、培育國產電影的制度。台灣傳播學者馮建三曾在二○○二年

發表〈反支配：南韓對抗好萊塢壟斷的個案研究，1958-2001*〉的論文中，他認為一九六○年代

中期，為確保電影映演數量所實行的「銀幕配額制度」，鞏固韓國電影的消費市場，吸引資本的

投入。 
    如同，據韓國產業研究院（KIET）的調查，「一九八五年代，銀幕配額制度保護下的國片，

從原先的 1/3 配額比例增加到 2/5，可是國片在內市場佔有率卻不斷降低。」我們可以看出銀幕

配額制度並不能完全維護韓國電影市場。其報告又指出這幾年來（1999 開始），韓國電影產業的

成功原因，不單運用銀幕配額制度，而是隨著對外開放，使電影產業轉向自由競爭模式。（引自

韓國〈每日經濟報〉「銀幕配額制度（Screen quota）是否為韓國電影產業發展的關鍵性的角色」

2003.11.13） 
 



（Thi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Cultural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 Seoul 

2004），有兩百多個文化組織代表、四百多位文化人士參加，包括來自歐洲、

亞洲、非洲等國家的影視、書籍出版、表演、報章等相關業者、工會團體領

導人。為了減低ＷＴＯ對各國和韓國電影業的衝擊，會中通過兩個國際宣

言，一個是針對全球多樣文化保存，一個針對韓國文化，反對美國挾其經貿

優勢，同時實行其文化霸權；在場四百多位代表，都表示支持通過這個宣言。

4

在日益多樣化的社會，必須確保屬於多元的、不同發展和不同文化特性

的個人和群體關係和睦共處。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制度息息相關，它有利於文

化交流，能夠充實公眾生活的創作能力。文化多樣性增加了每個人的選擇機

會，而每項創作都來自相關的文化傳統，但也同時在和其他文化傳統的交流

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因此，各種形式的文化遺產都應該受到保護、開發和代

代相傳，藉此支持各種創作和建立不同文化之間的真正對話。5

 

然而，2003 年「美國重新加入UNESCO，因此該組織進行的『文化多

樣性公約』恐怕將受到威脅。」6以電影產業為主要對外貿易商品之一的美

國，因受到國內電影界的抗議而返回世界發言。 

                                                 
4可參見http：//www.unesco.org/exboard/fr/166ex1provf.pdf.  
 
5根據《宣言》第七條，文化遺產、創作的源泉，每項創作都來自相關的文化傳統，但也同時在

和其他文化傳統的交流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因此，各種形式的文化遺產都應當作為人類的經歷和

期望的見證。進而保護、開發利用和代代相傳，藉此支持各種創作和建立各種文化之間的真正對

話。 

 
6 2003.09.29 法國「世界報」。 



    全球化的影響較緩慢的滲透，並且必然是經由文化共同體成員的自願接

受才能産生影響。全球化進程對於民族國家職能的削弱是一個不爭的事實，

在全球化下，某些普世性的國際慣例和制度的約束力越來越強、國際共同體

的輿論壓力能夠迅速激發出來，市場化的衝擊導致意識形態型國家的逐漸放

棄其強硬的意識形態而實現世俗化，所有這些在一定程度上能夠減輕國家對

於弱勢文化的壓制力量，或者由於國家會放鬆其對於意識形態的依賴或者弱

化其意識形態狂熱，凡此都可能爲受壓制的少數種族文化或同一種族內部亞

集團文化之發育、復興和公開化而擠出一定的空間，從這一意義而言，全球

化不啻是這些被壓抑文化的解放者，當然是無意之間的結果，而非其刻意致

力的結果。 

 

   迄今，全球化使得少數種族或亞文化政治群體能夠有更多的可以繞過國

家的控制來傳播自己理念的渠道，瞭解到曾經被刻意封鎖的外部世界的思

想、價值、生活方式從而其選擇的空間空前地擴大，而國際性慣例與制度使

國家更趨於文明化並約束其壓迫力使之不敢肆無忌憚，凡此種種喚醒了少數

種族和亞群體的文化自覺意識，起而異議甚至反抗多數借國家力量強加的文

化、價值和生活方式。不同文化之間更多的體認、交流、溝通，尤其是各文

化共同體成員在本傳統內學習、模仿之外更多地學習、模仿其他文化的機

會，將使諸文化趨於接近，然而也正是交流與學習，凸現了各種文化之特殊

性、個性，從而全球化可能並不是取消文化的多樣性，相反倒可能使文化的

多樣性更加繁榮昌盛 起碼在全球化的起步及此後一段時間是如此，至於隨

著交流會不會出現某種融合從而使多樣性開始弱化，則是一個需要想像力的

問題。簡單地說，全球化的作用機理在於通過限制國家對於其民衆的權力範

圍和縱深度，釋放小群體和個人的自由空間，從而可能增加文化的多樣性。 



 

 

第二節  從文化帝國主義探究 

 

對於新的規則和資訊不平衡現象，周邊國的捍衛和抵抗不斷用各種形式

呈現，但西方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不平等仍然存在。從歷史回顧，藉由支

配力量的剝削和結構性的不平等導致經濟上的剝削及不平等貿易，其經濟上

不平等便造成資訊下層結構以及後續的資訊不平等現象。而且，不斷累積的

資訊不平等、文化優越感及自卑感再度將經濟上的不平等關係鞏固化。對

此，本研究欲探究作為導致全球中心－周邊之間，其結構性不平等的資訊流

通的理論架構。 

 

Friedman（1994）指出早期探討全球化下的文化面向時，多將問題核心

與帝國主義作連結探討，特別側重於文化取得霸權地位的過程，或是美國價

值與生活形態的傳播；Bredin（1996）則由政治經濟的觀點切入，重視外來

資訊流通對在地產生的影響。這類論述多以「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稱之。文化帝國主義的論點，主要是站在外來強勢文化勢必

吸納在地弱勢文化以及造成文化同質性的預設，此觀點論者認為外來文化勢

必對在地形成影響與威脅。 

 



探討文化帝國主義及文化全球化的理論背景論述當中，列寧認為，帝國

主義是在資本主義後期催生的。在資本主義的後期，資本主義以取得資本的

壟斷地位為目標。傳播媒體跨國資訊流動的不平衡與國家之間既存結構上的

不平等息息相關。7同時，在帝國主義時代，資訊不平等流通造成國家之間

的不平等。因此，首先需要探索帝國主義及它的變形－文化帝國主義的特性。 

 

從歷史回顧，帝國主義的「支配」力量，是往軍事支配、經濟支配以及

意識型態(理念)支配的順序擴大，且「剝削」對象也是往掠奪、貿易以及他

者的順序進行。因此列寧將帝國主義定義為資本主義所發展的頂端 (Lenin, 

1917)。據列寧的說法，資本主義向生產及資本的壟斷發展，且導致金融資

本和產業資本的結合。到此階段，產品的出口轉換成資本的出口。到下一階

段，壟斷資本的國家之間形成聯合體，因而全球區域被龐大的資本力量重新

區隔。在此情況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互相磋商，也同時為了成為支配強勢

而進行內部鬥爭。 

 

其次談論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這個術語自 1960 年起被使

用，在歷史上是新穎的概念。自從文化躍升為研究的焦點，在原先講究經濟

至上的帝國主義概念中便經常被添加了「文化」二字。自此，許多周邊國家

                                                 

7 跨國新聞、資訊以及電視節目流通呈現國家之間的經濟和政治力量以及殖民關係的歷史脈

絡。因此成立新聞流通網絡的通訊社，以歐美國家為首也是理所當然。再加上優先引進殖民

母國的節目來填補傳播時段。 



(前殖民國)開始自覺經濟解放與文化解放息息相關。帝國主義國家在殖民統

治過程中受到文化的幫助是不可否認的事實。而且迄今文化本身轉變為商品

而成為經濟利益的手段。若將文化作為物質及精神上一切的生活方式，文化

帝國主義的範圍就擴大不少。 

 

    Galtung(1971) 將帝國主義分成如下五種類型：經濟帝國主義、政治帝

國主義、軍事帝國主義、傳播媒體帝國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 

在經濟帝國主義結構之下，中心國（殖民母國）提供處理／生產的工具，

周邊國（邊陲國、被殖民國）提供原材料（資源）／市場。原材料從周邊國

移到（輸入）中心國，在中心國進行技術加工的過程。「成品」又流通到周

邊國，進而在周邊國市場消費。 

 

    在傳媒帝國主義結構之下，中心國提供新聞以及新技術的傳媒工具。同

樣地，新聞產製在中心國進行，而新聞消費則在周邊國進行。但兩者不同之

處在於，新聞消費與一般商品消費不同，周邊國消費者不斷學習中心國對於

每件事件的定義、分析角度以及詮釋。針對此現象，Galtung 在文化帝國主

義的範疇中有做進一步的討論。 

 

    在文化帝國主義結構之下，也就是說，中心國教學、周邊國學習。中心

國扮演教授技術和創造的角色，而周邊國倚靠它們過日子。中心國塑造的理

論、立場以及典範，即成為周邊國所學習的榜樣及標準。 



    Galtung 又提出「結構帝國主義論述 (structural imperialism)」，進而對

帝國主義做詳細的陳述分析。Galtung 的帝國主義理論將物品、資訊以及文

化商品的全球流通結構分析為一種壓制結構，此構造由垂直關係原則及封建

關係原則這兩大原則構成。 

    第一、結構性帝國主義呈現國家之間垂直關係原則。意即，一個中心國

與周邊國之間形成支配和被支配的從屬關係。第二、該結構形成封建關係，

亦即封建支配結構形成多種中心和多種周邊的全體網絡。（參見圖一） 

    在封建中心－周邊結構的兩大關係原則的基礎上，我們可以說明各種不

同的流通關係。首先，中心和周邊形成從屬關係；第二，周邊和周邊沒有任

何連結關係；第三，中心和其他周邊也沒有任何連結關係；第四，任何周邊

未經過自己的中心也就無法與其他中心及其他周邊聯繫。透過帝國結構主義

所建立的架構，我們可以研究跨文化交流現象，並可分析邊陲國家間的溝通

與解放方法。 

    
圖一：封建的中心圖一：封建的中心--周邊結構周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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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關係網絡之下，如下四種方式讓周邊國從帝國主義的結構性暴力

脫離。第一，中心－周邊之間的橫向交流；第二，整個結構的去封建化（脫

封建化）；第三，中心－周邊之間的關係多元化；第四，擴大周邊國的交流

而作區域化（形成區域市場）。（參見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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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多元文化中心網絡圖二：多元文化中心網絡
 

 

Hoskins 與 Mirus（1998）指出，美國影視節目在國際影視產品市場能

強化其支配力量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投入巨額成本製作。第二，推銷到

國外市場之前，已在國內市場回收成本，也由於影視產品已經適應國內的多

元文化市場，所以在國外市場能減少「文化折價」的影響。 

 

    文化帝國主義或傳播帝國主義論述，某種程度上可以解釋為何西方媒介

產品在非西方國家流通的現象。但是，部分學者批判此觀點。Lee（2004）



指出，跨國影視流動隨著輸入國的貿易政策、閱聽人的收視品味以及在地節

目的競爭力會出現不同情形。像這樣不同於傳播帝國主義的論述有以下三個

重點： 

    第一，閱聽人依據個人的社會、文化背景及經濟條件運用不同的方式解

讀媒介文本，而不是完全被動的接收者。這提醒我們國外影視節目的引進並

不一定立即產生影響及威脅，而是經由與當地文化相互作用才能產生影響或

共鳴。 

 

    第二，在地節目比外來節目廣受歡迎。Hoskins與Mirus（1988）以「文

化折價」的概念說明在地節目對於本土觀眾的吸引力，當觀眾對節目風格、

價值、信仰或行為模式難以認同時，該節目對觀眾的吸引力將大打折扣。在

配音與字幕的影響下，觀眾對外來節目的興趣會減低，轉而尋求同類型、水

準相似的本土節目，也就是說，當節目品質相當時，觀眾會比較偏好本國製

播的節目。不同類型的節目具有不同程度的文化折扣，娛樂及戲劇性節目所

產生的文化折扣比較低，而新聞及公共事務這類較具文化特殊性的節目，在

跨文化流通時有比較大的文化折扣性。8因而本國製作的節目容易被安排在

黃金時段播出，也較能取得比外來節目更高的收視成績。9

 

第三、不是被同質化的全球文化，而是以文化相似性為主的「地理疆界

上的文化市場（geo-cultural market）」正在形成（Straubhaar,1997）。Straubhaar

                                                 
8 Colin Hoskins & Rolf Mirus, Reasons for the U.S. Domina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levision 

Program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998. pp.500-501. 
9 以韓國傳播生態為例，由三家無線電台（MBC，KBS1、2，SBS）製作的戲劇及綜藝節目安排

在週一到週五及週末的黃金時段。 



提出文化相似性（cultural proximity）的概念，說明跨國文本流動面對不同

地區相異的文化價值時，閱聽人會選擇與自身文化價值較為接近的文本

（Straubhaar,1992:178:John Sinclair et. al,1996:14），此說法常見於世界體系論

述，即邊陲國家對抗主流國家時使用。 

    Sinclair（1997）指出，跨國文本流動在面對不同地理疆界時，相異的

文化價值與語言成為明顯的障礙。因此，當輸入國在引進跨國文本時，會優

先考慮其文本的文化相似性與文化折價，而後形成比較容易聯繫的文化圈為

中心的區域文化市場。 

 

    Lee（2004）也主張，即使使用不同語言，藉由共同文化價值能建立此

文化市場。在亞洲地區即使以美國產製的影視文本為主流，面對日益成長的

跨國文化流動，鄰近國家間相互交流（interpenetration）的情形也逐漸增加。 

 

    從在地影視文本更受歡迎的現象與地理疆界的文化市場論述來看，西方

文化的單向傳播與西方傳媒的全球化效果（globalization effects）論述須被

修正。美國主導的全球影視文化並不是單向傳播於全世界，而是藉由在地的

文化脈絡而衍生出多重面貌。單向全球化概念無法解釋亞洲與西方間進行的

非線性（non-linear）、非系統性的文化或傳媒交流。但另一方面，文化相似

性概念亦無法釐清亞洲國家間跨國文本流動的多重面向。這些觀點並不能全

然說明歷史、文化、語言背景不同的亞洲國家之間，近幾年所產生的跨文化



（transcultural）的流動現象。10

第三節、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 

    「韓流」指的是韓國的大眾流行文化在東亞地區受到歡迎，並成為一股

流行的文化現象。以韓流為例進行東亞文化交流的理論性探討，首先，若將

此現象置於全球架構中思考，將此視為「全球化過程的某一面向」；這表示

「東亞區域」及「東亞認同」的涵義和所謂全球化的變動特性是無法單獨理

解的。 

 

    由於全球化過程有眾多的不同面向，研究者根據焦點和興趣的不同，也

會產生相異的觀點及看法。但本文在此只著重與傳播、文化流動及文化認同

的建構等議題，以此整理出下列有關全球化的特性。 

    第一，全球化意味著族群、影像（image）、科技、經濟以及意識形態等

的跨國移動，在範圍、流動量及速度各方面上，皆向全球各地擴散開來。11

    第二，全球化的流動趨勢，呈現生產的去中心化、多元化及流通的多方

向性，隨著全球化趨勢而來的文化權力流動受到關注。以全球影視產品市場

為例，原本由西方主導的文化霸權模式，開始轉變成以印度、日本、香港、

韓國等亞洲國家為新的節目生產中心（Sinclair, Jack & Cunningham, 1996）。 

    第三，在文化領域方面，必須先關注全球流動產生的文化混種化及文化

                                                 
10 20 世紀末起在亞洲出現的「哈日」與「哈韓」現象，使得文化研究者透過不同的理論架構分

析東亞跨文化流動。 
11 「全球化」的理念經常構連的是Appadurai（1996）所提出的五種景觀，他認為在後現代與全

球化的新時空當中，族群、財經、影視、科技、理念等五種景觀的移動，及移動之後所產生的衝

突，已經產生一種新的全球秩序與互動關係。 



認同的變化。以往國族論述所強調純粹單一的同質文化，被多種異質性的文

化因素重新建構起來。新科技的運用也使得社會成員所共用的認同基礎也在

「時空壓縮（Harvey, 1989, p..240）」與「地點和空間的分隔（Giddens,1990, 

p.18）」下被動搖。 

 

跨國媒體利用「文化異質性（cultural heterogenization）」（Appadurai,1996, 

p.32）的在地化策略，吸收其文化特殊性和差異性。同時，在地進行的文化

實踐與全球流通的文化產品融合而呈現出區域文化，使得全球化開始散佈各

地。 

 

這種現象與文化帝國主義論述的「中心／邊陲」、「西方／非西方」、「第

一世界／非第一世界」對應框架並不同，換言之，全球與在地並不是互相對

立，而是形成並存關係。「全球在地化（Robertson,1995）」代表「全球－在

地」的相互結合，全球化在消除差異的想像願景下，「文化混種化作用」成

為重要的文化效果。 

 

全球化下的文化消費情境更趨複雜而多元，金（A.King,1997）認為在

全球化過程中，文化呈現離根性與去領土化的現象，隨著國際移民活動的頻

繁，「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文化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正在削弱」

（Hall,1977）。在去領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趨勢下，國與國之間的

疆界已然模糊，「文化之間混雜與交融的狀態已是現今全球化過程中無可否

認的現況」（Kraidy,2002:332），關於在地文化認同的議題也因此備受關注。 



    隨著近代社會的發展，傳播媒體縮短資訊傳輸的時間而有助於拉近空間

的距離。自從印刷術的發明，透過虛擬媒介式的互動（quasi-mediated 

interaction），即使在不同場所仍有可能形成共同體(Thomson, 1995) 。迄今

透過電腦和長途傳播媒體組成的模控社群 (cyber community) 也呈現出傳

播媒體能形成新型共同體的可能形態。 

 

    既然如此，我們要如何定義全球化、其意義何在？Thompson（1995）

指出，全球化是（1）不僅在地區且在全球範圍發生的行為，（2）諸行為在

全球層次被組織或企劃，（3）諸行為之間互相關聯，特定地區的文化行為和

其他地區的文化行為一同形成的情況之下進行。該定義類似於 Waters 和

Mcgrew 的說法。Waters（1995）將全球化視為（在社會文化領域中）地理

約束力退潮的社會過程，同時也是人們意識到（知覺）的現象。Mcgrew（1992）

也將全球化現象視為「加深全球相互聯繫性」的過程。總而言之，全球化不

光是透過媒體資訊或跨國企業的活動範圍的全球擴散，而是藉散佈在全球的

個人和層次相互交叉而重組（re-construction）的整個過程。同時，關於所有

全球化的定義皆有「趨向一個單一的」收斂（的概念）；該收斂的結果必然

蘊涵全球化和區域化之間的緊張關係。 

   

    由此可知，全球化與特定區域有不可分隔（依附）的關係。在全球化論

述中，特定區域視為地方（local）或地區。儘管全球化意味著脫離特定區域，

同時將特定地區變成一種普遍而抽象的架構的力量，但特定空間和文化間的

關係卻是無法抺除也無法超越的。所以，與其說全球化是一種地區的消失，

不如說它是一種與再區域化（re-localization）有關的現象。意即，全球化就



像是將各種區域特性，鑲嵌於嶄新的世界體系版圖一般( Moley & Robinson, 

1995)。 

    現在的全球化有兩種不同發展方向和脈絡，一個是同質化、另外一個是

異質化，就異質化發展上，以往文化弱勢族群沒有機會展現自己文化的機

會，但是現在透過全球化它們也有機會推廣自身文化。因此，在全球化架構

中，文化一方面往形成普遍特性的方向發展，一方面則朝沒有比較對象的地

區文化發展較能發揮自己的特點。 

 

    我們將所謂全球化的概念，區分為更詳細的概念來思考看看。如同上述

所言，若將全球化視為隨著遠距離媒體興起而出現的資訊全球同步流通，簡

單來講全球化是媒體發展或（隨著媒體）影響而來的全球景象。但是若將全

球視為一個巨大的企劃，全球化就在各個領域中運作。因此，全球化一詞可

以個別適用於政治、經濟、文化及傳播等不同領域。 

 

    例如，Waters（1995）將全球化區分為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及文化

全球化作定義。Waters將經濟全球化劃分貿易、產製、投資、意識形態組織、

金融市場及勞動市場，將「區域之間貿易上的完全自由」視為理想的貿易全

球化（Waters, 1995, p.94）。而且，將政治全球化的類目劃分主權國家、國

際組織體系、國際關係及政治文化，將「主權國家的消失以及權力中心的多

元化」（Waters, 1995, p.123）視為理想的政治全球化。最後，將文化全球化

劃分宗教、種族、生態、傳播及休閒娛樂的領域，而視為「影響資訊的全球

傳遞」。我們往往說空間被新媒體消滅，但是「消滅」這個字眼是一種比喻，



並非指空間的消失，而是皆過去的空間被新的空間概念改變。 

 

    總之，抽象的現代空間可以與封建社會的絕對空間作對比。換句話說，

透過近代社會以後發達的傳播媒體，人們可以生產與過去封建時代不同的空

間概念，封建時代有明確的領土界線概念，到了現代卻越來越沒有明顯的界

限，所以已經不存在絕對性的空間概念，這樣的空間生產等於空間壓縮的工

作。近代以後進行急速壓縮的空間當中，人們正在體驗新穎的經驗 (David 

Harvey, 1994)。 

 

 

第四節、文化混種化（hybridization） 

     Robertson（1995）認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同時意味著在

地的全球生產與全球的在地生產，此概念說明在跨國文化引進的過程中如何

與在地文化相結合。因為零碎化 （fragmentation）與混種化（hybridization）

與同質性一樣重要，所以「全球同質化」是無法實現的（Pieterse,1995）。換

句話說，全球與在地或區域（regional）與區域間不斷相互影響，全球化過

程不只是「全球在地化」，還伴隨著文化交互融合的過程。 

    以韓國為例，經由 1960 年代起推動快速現代化促成的壓縮成長，使得

消費流行文化開始出現。到 1990 年代出現的韓國偶像劇，即是全球在地化

過程中多元文化「混合／融合」的典型例子。韓劇參考日本電視節目模式，

將西方傳媒文化轉成符合自己的文化脈絡，進而創造出自身流行文化



（trendy），在此情況下，韓國流行文化不知不覺吸收日本流行文化因素，

並同時引進亞洲全球消費文化模式（參見表三）。此現象不應只狹隘視為模

仿日本傳媒文化的日本化（Japanization）過程，而是全球在地化的表現。 

            表三：韓國影視傳播節目輸出入紀錄12

年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輸出 

金額 

5,996 8,318 10,017 12,736 13,111 18,920 28,813 42,135 71,461

增加率

（％） 
8.3 38.7 20.4 27.1 2.9 44.3 52.3 46.2 69.6 

輸入 

金額 

63,904 57,278 27,036 28,733 29,093 20,442 25,111 28,062 31,096

增加率 49.3 -10.4 -52.8 6.2 1.3 -29.7 22.8 11.8 10.8 

                                                  （單位：美金 ⁄ 千） 

 

    時至今日，殖民記憶遺產形成的中心國和周邊國之間文化交流匯集的結

果，「混種」已是能夠突顯出表現文化的新模式。例如，周邊國的消費大眾

挪用（appropriation）起源於核心國家的音樂、烹調方式（飲食）、電影及流

行等文化風格、慣例及其他商品，並將日常意義銘刻在其中（Bhabha, 1994）。

而本研究從後殖民主義的批評觀點著手分析韓流現象，還亟欲藉由探究在區

域內擴散的文化融合現象，進而研究全球體系中的核心部分和邊陲部分之間

的「權力拉扯」關係。 

                                                 
12 引自〈文化產業產業別成果及展望〉，《2004 文化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文化觀光部出版，

頁 255。 



 

    過去由於不重視接受者(消費者)品味的政治經濟學派及文化帝國主義

學派，與關注接收者收視行為的文化研究學派及主動接受者學派，兩派之間

過分的對立，因而在國際傳媒領域無法獲致豐碩的研究成果。比如 Fiske「文

化帝國主義理論／論述是否過度悲觀！」的質疑所展露的便是兩派難以協調

的一面（Kraidy, 1999, p.458）。對此，Bhabha（1994）指出，藉由關注混種

化的政治性，我們還可以看到當地人和少數民族的混種化戰略打擊帝國主義

的支配。 

 

Pieterse（1995, p. 45, 49）提出，全球化是一種混雜化的過程，將混雜

化的結果具體呈現出來，混雜化指是一個文化模式與既存文化實踐作區隔，

而在新文化模式中與新文化實踐相結合的一種文化混合方式。 

 

    以混雜化觀點解釋全球化是強調種種頻繁的「文化雜揉」與「文化挪用」

產生的多元認同；並且反駁狹隘的想像共同體、文化本質主義及狂熱民族主

義，而「重視不同文化融合所產生的雙重性及中間性認同」（Iwabuchi, 2001, 

p. 67）。     

    但是，文化混種是否能使長久以來吸收西方文化霸權影響的族裔，在「全

球化的景觀」下發展其文化多元性，進而成為文化權力競爭的力量，仍是極

需探究的重要議題。文化混種的概念未經批判，便將在地的文化交混等同於

去殖民主義或去帝國主義的論述方式，就像日本企圖將自身文化混種特性轉

換成另一種文化本質論，進而作為主張日本文化的優越性與獨特性的根本



（Iwabuchi,2001）。日本欲將一個明確的「日本性」根植於流行文化中，藉

由流行文化的跨國流動提升日本在亞洲地區的地位，來重新彰顯日本文化的

優越性。正如 Dirlik（2000）所說，「在全球化的浪潮中，跨國影視文化產

業企圖將民族傳統做商品化／物質化，進而納入全球文化資源裡。」由此可

見，對文化混種性保持盲目樂觀的態度十分危險。 

 

    因此，混種文化實踐並不是文化解放的過程，而是文化的霸權鬥爭過

程。同時也要關注「霸權不但被再製而且被再現的方式」（Pieterse , 1995 , 

p.57）。換言之，要探索的是混種文化實踐在何種社會歷史脈絡下進行，並

瞭解其他多種權力關係如何相接合以及權力關係之間的秩序(order)。 

 

    透過全球在地化與文化混種化的概念，我們一方面能回答非西方國家的

在地文化如何推動現代化，以及非西方文化如何適應西方的文化建構，另一

方面能進而解釋在地傳媒文本如何內化全球消費文化，再扮演散佈全球消費

文化的角色，最後由傳媒自身生產跨國文化商品的一連串現象。   

 

    由此可知，同時稽考不對等權力關係和接收行為的混種化論述，能成為

在兩大傳播研究分裂傳統間架起橋樑的轉機。也就是說，當我們思及混種化

時，必須認識到－不斷演進而達到混種化並不是僅限於後殖民社會的現象，

而是所有文化的必然過程。這就如同 Pieters（1994）主張將全球化視為混種

化，而 Hannerz（1987）亦主張將整個世界史看成混種化進行的過程。 



 

    而南美文化人類學者 Garcia－Canclini. N（1990）亦曾在此意義下藉由

Cultural reconversion 一詞申論，「即使中心國影響周邊國，傳統卻在現代化

過程中再度接合，而地區文化不遭破壞。」所以，「真正的」（authentic）、「固

有的」、「特有的」的文化並不存在，反而是所有的文化都互相影響而進化。

此外，Robertson（1995）和 Kraidy（1999）建議，能說明全球和地區之間

匯流（會合）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取代陳腐的全球化概念。而

混種化理論使國際傳播研究的成果及內涵既豐碩又精緻。 

 

    透過上述的文化多樣性、文化帝國主義、全球化和全球在地化以及文化

混種的概念，可以進一步探究目前東亞國家間進行的混種流行文化產品的製

作和消費現象。在東亞國家之間的跨文化交流現象中我們可以深入理解在社

會及歷史情境中各種既有的連接方式。而且，消費混種流行文化文本不僅能

提供消費者反思社會議題，同時也讓生產者理解其他國家如何產製產品的機

會。 

 

全球化導致具體的地理空間消失，國與國之間的疆界也消弭無形，使「國

家」這個框架與概念日益消失。加上傳播科技、跨國機制及跨國公司的發展，

更促進跨國文化產品的全方位流通，因此使得全球消費者在共同文化想像空

間下共用共同主體性。如同 Hall（1992）所指出，以往建構社會機制的階級、

性別、姓氏、種族及民族的文化景觀呈現出不同面貌，而將社會主體性的去

中心化、混種化、多元化、區塊化及流動化成為焦點。 



因此，相較於中心國－周邊國的傳播模式，「韓國文化熱」與此截然不

同，因為「韓流」可作為亞洲國家之間節目流通增加的例子。目前韓流不是

從周邊國向中心國的節目輸出現象，而是周邊國之間進行節目流通現象，即

為橫向性的傳播而非垂直性的傳播。這種亞洲國家之間的電視節目流通可分

析為 Galtung 所說的脫離結構性帝國主義的方式，同時也可以說明世界正在

朝著多元中心體系發展成零碎化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