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解釋當前的消費現象，我們就必須要注意到全球化作用的影響，在

全球化的影響之下，眾多的跨國企業紛紛向外擴張，造成在全球各地都可

以見到他們的蹤跡，同時也造就許多知名的全球品牌，銷售的範圍不再限

定於創始的國度裡，他們的消費者也同樣散佈在全球各地，在美國或法國

出現的品牌，很有可能會出現在英國、中國、台灣、澳洲甚至是非洲，他

們的貨品流通到各個國家。這都是因為全球化的影響，造成貨物的流通甚

至是文化的流通更加快速且容易，讓消費這件事變得更簡單，也導致全球

商品同步或是同質化的結果，我們將會在後面的章節中說明，但是重點

是，在全球化現象影響下造成了消費無國界，同時因為運輸器材的進步，

也使得消費更容易擺脫時間跟空間的限制。例如，在台灣的消費者可以利

用網路在日本購買一批帝王蟹，再利用飛機運送到台灣，因為使用先進的

冷凍器材，所以當台灣的消費者拿到貨品時，帝王蟹還是新鮮的。透過類

似的行動，各式各樣的商品流傳到世界各地，而且比以往更加快速且大

量，全球化幫助眾多的新消費工具更方便獲得各種不同的元素及商品，讓

新消費工具呈現出更大的魅力以吸引消費者。 

要研究現代社會生活方式就必須研究消費活動，就如同要研究工業社

會的生活方式必須要研究生產、勞動一樣。消費存在已久，但為什麼在現

代社會中會如此地重要呢？因為 Baudrillard 認為從前的消費在於物品本

身的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上，但目前的消費大多是在進行符號的消費。這

些符號並不表達一組既存的意義，意義只誕生於吸引消費者注意的符號系

統中。因此，消費過程不只是為了滿足既存的需求，消費這個過程在於購

買者透過展示自己所買的物品，創造並保持了一種認同感。他同時強調，

「要成為消費的物品，物品必須先成為符號」（Baudrillard, 1988：22），

不過物品本身並不等同於符號，物品必須經過文化媒介人之手，藉由加工

的過程鑲嵌進文化系統中，沾染了文化意義後，才能夠讓自己變成是符

號。本研究認為在新消費工具中充斥著符號的表現，新消費工具表現出吸

引消費者的符號，吸引並迫使消費者在其中消費，以期獲得更大的利益；

而消費者也藉由擁有各種符號以凸顯自己，表現自己的生活風格，藉此與

他人做一個區分。當他們倆者可以互相吸引或結合的時候，便是因為他們

可以提供給彼此相互所需的符號價值在裡頭。 

在這裡我們之所以引用 Ritzer 的「新消費工具」概念，因為這個概

念的產生正是從馬克思及韋伯兩人的概念而來，包括了「生產工具」的概

念以及對於宗教的「魅化」及理性化「除魅」的分析，還包含了後現代的

理論家---Baudrillard「擬像」的概念，所以說「新消費工具」的這個概

念具有一個承先啟後的作用。在後方，我們會將「新消費工具」的這個概

念及由來作一個較完整的論述。以 Ritzer 的說法，新消費工具乃是指一

些實質的消費場所（setting），但也可以是具有場所性質的結構機制如虛

擬賣場等不具有實質的場所，而它們所發揮的功能是：「允許、鼓勵，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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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強迫我們去消費數不盡的貨物與服務」（Ritzer，1999：2）。所以他認

為新消費工具不僅是被設計出來讓人們容易去消費，或是吸引人去消費，

更是讓人們渴望去消費。 

Ritzer 一開始是從麥當勞所引發的一連串問題進行研究，因為麥當勞

在美國已經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麥當勞以及迪士尼更是代表美國在二

次大戰之後經濟復甦的主要代表，這兩家公司的影響力仍持續至今。根據

Schlosser（2002：17-18）書中表示，麥當勞不僅是美國服務經濟的象徵，

有九成的新工作機會由麥當勞所提供，每年大約雇用一百萬人，更是沒有

一個單位可以比擬。同時它也是全美牛肉、猪肉以及馬鈴薯的最大買家，

全美雞肉的第二大買主。有 96%的美國學童認得麥當勞叔叔，他是唯一比

聖誕老公公更具知名度的虛構人物。從這些證據顯示，麥當勞對目前世人

的影響之大，比起基督教的十字架，它的金色拱門（M 字商標）更受愛戴。

台灣的麥當勞所影響的層面也許並沒有像美國如此龐大，因為它並沒有控

制政府的決策或是主導有利於麥當勞等速食餐廳的法案通過，讓政府漠視

麥當勞對於台灣環境及產業所造成的影響；但是它對於兒童及青少年仍具

有相當的影響力，且同時改變台灣許多的生活習慣及消費習慣，因此引用

Ritzer 的這個概念將有助於我們分析台灣的消費情況。 

隨著新消費工具的持續發展，本研究想要試著列舉出新消費工具具有

哪些魅力讓消費者沈迷其中，包括新消費工具的理性化部分例如「效率」、

「可預測性」、「數量化」及「控制」，這部分是來自於原本「麥當勞化」

所帶來的影響；以及它的「魅化」部分，例如以「驚奇」及「內爆」、「擬

像」來吸引消費者，這些都指出新消費工具必須能夠提供消費者一種新的

經驗，因為理性化的因素所帶來的魅力已經不再像從前的影響那麼大，為

了要繼續吸引消費者到新消費工具來消費就必須要做一些改變，同時，這

類魅化的吸引比起理性化所帶來的魅力更為龐大及無法抵擋，因為它與消

費者的情感相結合，讓消費者產生愉悅的感覺，透過體驗留下美好的回

憶，所以也就更無法阻擋，因為透過「體驗」的概念，消費者自己會產生

到新消費工具消費的慾望，而他每次消費的美好記憶都會吸引消費者持續

進行消費，反而比透過廣告來誘惑消費者還要有效。不論是理性化還是魅

化的部分，目的都是在於希望能夠更加吸引消費者到新消費工具之中去消

費，進而從中獲利甚至是剝削消費者。不同於以往在價格上的促銷方式，

或是以量來制價的標準，新的概念開始認為要吸引消費者就必須要提供一

些能夠讓消費者回味的體驗，在消費者的記憶之中留下不可抹滅的印象，

比起削價競爭更能夠提供消費者一個滿意的服務，也能夠讓消費者願意再

次光顧。同時，新的方式讓消費者沈溺於其中無法自拔，相較於以往的消

費方式，新消費工具的影響更加全面且不可防範，Ritzer 引用 Foucault

的話，新消費工具就如同一個個消費小島所組成的「消費群島」（consumer 

archipelago），消費者在其中穿梭，不斷地從一個島嶼轉換到另一個島

嶼，不同於 Weber 所說的「鐵牢籠」，他們可以憑自己的意志離開這些群

島，不過，弔詭的是，這些新消費工具所散發的魅力讓消費者不願意且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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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離開這些地方（Ritzer，1999：190-191）。 

從上個段落可以瞭解，我們引用 Ritzer「新消費工具」的概念，主要

的目的是在對目前消費型態作個批判，不同於行銷領域對於這類手法的贊

同及推廣，我們希望借著分析新消費工具，批判目前的消費型態對於消費

者而言，他們沒有能力（也不想）去擺脫這些新消費工具的吸引，而且新

消費工具所具有的魅力讓消費者總是購買那些他們不需要或原本沒有打

算要購買的商品。目前速食餐廳（如麥當勞、肯德基等）這類的新消費工

具已經遭遇到消費者的反彈，不論是對於消費者本身的健康，還是對於環

境的影響，或是它所引發一連串的模仿，造成小商店無法生存，而各個產

業都以連鎖及加盟的方式存在，讓消費者也沒有其它的選擇，這都是新消

費工具所引發的議題。 

我們還想要討論消費者與商品或是新消費工具之間的關係，消費行為

對於消費者來說不只是購買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而已，這些物品已經是一

種凸顯他個人身份以及品味的象徵。透過這些日常生活的實踐，消費者建

構他們自己的「生活風格」，以跟其他人產生區別。一些學者對於日常生

活實踐的分析有助於我們對於消費的研究，尤其是因為全球化的關係，貨

品的流通既快速且龐大，個人有了更大的選擇空間，如何選擇便是根據他

個人的品味所決定，所以 Bourdieu 及 Featherstone 等人對於日常生活實

踐的研究能夠讓我們更深入瞭解消費者與新消費工具之間的關連。 

消費大眾雖然會受到「新消費工具」的吸引，但是在眾多的新消費工

具之中，消費者仍會具有他們自己不同的選擇，這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生

活美學及品味在其中。本文「品味」的這個概念乃是來自於 Bourdieu 在

『秀異』（Distinction）（1984）書中，他在本書中最為眾人所週知的有

「生活風格」（lifestyle）、「品味」（taste）、「習性」（habitus）的概念，

藉由這些概念，讓我們能夠更容易去觀察在這些新消費工具之中的消費大

眾具有那些特質，藉由這些可以瞭解他們個人日常生活的言行表現。另

外，生活風格具有一些特質，要表現出個人的生活風格就必須要有一些個

人的審美素養，透過個人的審美素養所展現的行為表現便是一種生活風格

的呈現。但是生活風格可以去刻意培養，因此就有了表演的成分，表現出

跟他人不同的地方以凸顯自己，這也是「秀異」的含意--秀出差異，因此

我們引用 Goffman 的「戲劇理論」（Goffman, 1992）來描述表演的這個部

分。另外也透過這個理論來處理在新消費工具之中消費者與店員之間的互

動，如果消費者被某個新消費工具之中無微不至的招呼所吸引，而感受到

溫馨及舒服的環境，其實這一切對於店員來說只是一種表演，因此我們可

以透過「表演」的概念來說明店員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對於 Goffman 而

言，所有人類的活動都是在表演，不管是否經過排練。而員工透過他所謂

的「表達控制」（expressive control）的方式，約束自己的演出以產生

真誠的印象（引自 Pine & Gilmore, 2003：184），關於這部分我們會在關

於「控制」的部分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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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zer 的剝削概念是因為他認為資本家控制了新消費工具，將之前對

於勞工的控制轉移到對於消費場所的雇員及消費者的控制，讓雇員甚至是

消費者的行為如他們所預期的一般；同時，又藉由新消費工具的魅化特

性，使消費者消費更多他原本不預期或原本不打算要購買的商品及服務，

這點是 Ritzer 在討論新消費工具的定義時便已經強調出來的，所以他認

為消費者是被新消費工具背後的資本家所剝削了。他甚至還另外提到

Foucault「消費黑洞」的說法，認為消費者進到新消費工具就像進到黑洞

一樣，再也出不來了。而本研究除了 Ritzer 之「新消費工具」的概念外，

另外提出兩個 Ritzer 沒有提到的概念，分別是「生活風格」及「體驗」，

這兩個概念都是消費者本身的自我意識所產生的，但是也正因此，只要新

消費工具能夠讓消費者認為他們在其中是在展現自我的品味及創造自己

本身的體驗，那麼不僅能夠深深吸引消費者，更能夠讓消費者忽略他們是

被剝削的這個事實。 

本章在接下來的部分先介紹全球化及符號消費作為鋪陳，因為這兩個

都是造成目前消費社會如此複雜、多元的原因；然後介紹新消費工具的概

念以及新消費工具的特性，這裡所引介的乃是 Ritzer 的「新消費工具」

概念，從這個概念的由來以及新消費工具是如何透過理性化及魅化特性吸

引消費者；最後則是「生活風格」的概念以及「體驗」的概念，這兩個概

念是本研究特地提出與 Ritzer 做比較之處，說明消費者本身並不意識到

在消費中被剝削，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在消費的過程中得到了某些東西，不

論是自我品味的展現、生活風格的培養、得到美好消費的回憶或尋求特

殊、自我的體驗經驗等，但是這些東西卻可以由新消費工具刻意塑造出

來，新消費工具的品味以及創造給消費者體驗的場所都是經過精心設計以

及透過控制而得來的，而且比起新消費工具的驚奇更加難以察覺，消費者

會以為他們的消費是自我意識的表現，因為新消費工具具有這樣的特性，

所以消費者更難擺脫被資本家所剝削的結果。 

 

根據 Giddens 在台灣的演講中提到，全球經濟整合與金融市場的角

色，都是全球化中很重要的面向，但是，它們並不等同於全球化，若要給

予全球化一個簡單的定義，那便是全球化使這個世界的相互依存性變得更

高，許多住在百里千里之外的人現在都可以立即聯絡到彼此。全球化代表

的不僅是經濟而已，而且還有文化社會的面向。因此全球化對最重要的還

不在經濟的影響，而是全球化所造成的資訊化革命（參考 Giddens, 2002）。

全球化對於社會的整個結構產生了改變，不論是被破壞或是被迫改變，整

個社會的結構不再是維持一種保守而封閉的型態，而是一種開放且多元的

模式，另外，這個改變不僅僅是對於資本家而言，為他們創造了巨大的利

益以及龐大的商機而已，而且對於個人而言，也必須去面對一個新的社會

結構、新的生產關係，以及新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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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ls 提出了「流動空間」（space of flows）（Castells, 1998）

的這個概念，流動空間乃是經由流動而運作的物質組織，他們的社會實踐

享有共同的時間。所謂的流動指的是社會的經濟、政治與象徵結構裡，社

會行動者所佔有在物理上分開的位置之間，那些有所企圖的、重複的、可

程式化的交換與互動之序列。所謂的支配性結構，指的是那些其內在邏輯

在塑造整個社會的社會實踐與社會意識上，扮演了策略性角色的組織與制

度之安排。所有的物質、金錢、資訊以及文化元素都在整個世界上到處流

動，而這些如此大量的、不可思議的元素跨越國家地域的界限，在國與國

之間迅速地流竄著。我們目前的社會是圍繞著流動所構成的：資本流動、

資訊流動、技術流動、組織性互動之流動、影像、聲音和象徵的流動。流

動不僅是社會組織裡的一個要素而已，它更是支配我們的經濟、政治與象

徵生活過程的表現，所以因為全球化的關係造成資本、貨品、文化、訊息

還有新消費工具快速且大量地在世界各地流動。 

如果我們將資本流動視為全球化過程中的核心參考座標，那麼消費社

會的形成，在特定的在地空間裡，完全奠基於資本的積累，而在像台灣與

南韓這樣的新興開發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資本向外的流動與外資輸

入關係密不可分；推到理論極端，我們可以說，沒有資本的快速全球化，

就沒有消費社會的出現。更為重要的是，在另一個層次上，我們也發現，

消費社會作為一個社會形構的結構性切面，會是一種結構性的狀態，它的

形成是逐步的，也是不斷變動的；由於它的生成密切的接合到政經結構的

變化，所以雖然逐漸形成其內在邏輯，或是相對自主性，但是它直接與不

同的歷史社會場域相交錯，它不僅借用『民間』社會的資源與動力，影響

民間的既有形態，也滲入主導性政治空間，轉化政治操作的模式，它甚至

直接影響到反對性社會運動的自我表現形式。也就是消費社會在點、線、

面的地毯式的形成變動過程裡，它終於成為不可或缺的社會構造，直接衝

擊既有的（文化）生產（引自陳光興，2000）。 

全球化的各個影響力量（經濟、文化、消費）都已經彼此相互滲透，

透過彼此的滲透造成影響的力量更為強大，因此在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中，

很可能就會發現這些領域是同時糾結在一起進行的。根據 Held 等人的主

張，如同 Castells 所提到的「流動空間」一樣，文化的全球化對於意義

建構脈絡的最大改變是大量增加了「象徵性」的意象與物品在全球範圍的

流通，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強度、容量及速度，跨越了時空的距離而到處

流動。文化全球化造成了所謂社會生活的象徵密度(symbolic density of 

social life)的增加（Held et al. , 1999），Held 等人更進一步指出，

文化全球化是由所謂「基礎建設」支持下才得以開展的，這些基礎建設包

括：全球電子傳媒、國際語言、跨國財團與國外旅遊等。藉由這些基礎建

設，現代人得以取用象徵的意象與物品更為便宜跟輕鬆（劉維公，2000）。

在這個前提底下，我們可以輕易地吸收來自於世界各地的資訊及文化，以

及體驗一些從前根本無法接觸到的他國文化。 

Tomlinson 一派還認為文化全球化其實是現代西方霸權國家以更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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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進行更全面的殖民主義侵略，尤其是消費慾望的滿足。他認為「文

化帝國主義」主要有兩個宰制的特徵，即資本主義商品文化的宰制及西方

文化的宰制。在這二項結構優勢下，現代人的生活是由 Coke Cola、

McDonalds、Starbucks、Microsoft、Levi＇s、Nike、Reebok、CNN…等

等眾多財團所營造出來的一致性的品味、風格、語言、思想觀念跟價值判

斷等，而其所影射出來的與認同的對象便是西方文化及其生活形式。面對

這種發展，在地的社會如果不能積極增加本土文化的抗衡力量，那麼在地

的本土文化將會無情地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或取代而消失（參考 Tomlinson, 

2003）。不過，Featherstone 等人則提出了另一種看法，他們認為在全球

化的過程中，世界不可能形成單一文化的世界，而是形成一個舞台，由各

種文化共同展現彼此之間的差異性。Featherstone 認為，在全球化的過程

中，西方文化將被迫面對非西方文化的質疑與挑戰，而文化的去中心化與

複雜化才是此一過程的結果（參考 Featherstone, 1995）。 

這兩派論點自然有其立論的基礎，不過有越來越多的學者質疑，之前

那些分為兩派的學者學所提出的全球化與在地化、同質性與異質性、普遍

性與特殊性等這些二元對立的思考模式是否是一適切的分析架構？

Robertson 即不斷強調，全球化的研究應該要避免將全球化當作是在地化

的對立面，或是認為全球化與在地化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地，他指出一方

面全球化需要「在地」才得以進行，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是在地的構成條件

與存在脈絡。Robertson 提倡「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Robertson, 

1995）此一特殊的術語，「意指全球與在地套合成一混合物」他主張對於

研究者而言，應該思索的問題不在普遍性是否能結合特殊性，而是在全球

化過程中二者如何及以何種形式進行綜合。在此一觀點下，同質化與異質

化兩個過程對全球化來說是「互補的」（complementary）及「相互滲透的」

（interpenetrative）。這樣的觀點跳脫二元對立的思考模式所可能犯下

的化約主義分析疑慮，而充分掌握到影響全球化發展各項因素之間的複雜

性與變異性。因為全球化是不能夠簡單地被化約為單純是「文化帝國主義」

或是「多元文化」的，就如 Giddens 使用「糾結」二字來形容全球化與在

地化的關係，「離根」跟「再著根」的糾結、全球與在地的糾結、在場與

不在場的糾結概念來說明全球化（引自劉維公，2002b）。對於 Giddens 來

說，他並不認為全球化是美國化或是西方化，他抱持著的是比較樂觀的看

法，也就是說在全球化下，沒有國家或是企業是可以一枝獨秀的，美國或

美國的企業雖然具有龐大的影響，但是如果沒有一些其他因素及地方的幫

助，是不可能擁有掌控一切的力量的。 

不過 Ritzer 對於 Roberson 與 Giddens 的這些看法並不是太贊同，他

認為他們的這個觀點太過於天真，對於 Ritzer 而言，這些看法的錯誤在

於將文化全球化僅當作是互動的平台，而忽略了全球文化所具備規範束縛

的力量（normatively binding）（Ritzer, 1998：90）。事實上，Ritzer

他比較傾向文化帝國主義的觀點，他認為全球化等於美國化，這個觀點我

們不加以評論，但是不可避免地，有越來越多美國的跨國公司已經在全球

 23



 

各個國家中的各個產業造成了影響力，例如最有名的麥當勞及可口可樂、

最近竄起的星巴克、夢想的王國---迪士尼，以及電影王國---好萊塢，這

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企業無不在世界的各地展現它的影嚮力，同時也是在向

世界各國展現美國的影響力，雖然他們並不全然代表著美國政府或這個國

家，但是當他們在全球的據點越來越多時，人們很自然會將這些美國的跨

國公司就等同於美國這個國家。 

資本主義充分開發文化的經濟效益，正是文化帝國主義勢力之所以能

夠持續不斷擴張的重要基礎。不同於過去，文化帝國主義並不是以赤裸裸

的方式去進行統治與壓榨，相反地，它發展文化經濟，將權力宰制關係轉

變成為人所渴望的消費商品，有形的肉身暴力（如鎮壓、監禁等方法）為

無形的象徵暴力（symbolic violence）（如消費慾望的操控、意識型態的

灌輸等方法）所取代。文化帝國主義以所謂的文化經濟為利器，其經濟剝

削因為文化的粉飾而得到正當性，其文化霸權因為經濟的交易而更加鞏固

（引自劉維公，2002b）。在開發中國家或是未開發國家中，很自然會將西

方國家的進步當作一個嚮往或是努力的目標，對於一般民眾，最實際也最

快速的便是藉由消費來達到這個目標。不論是不是刻意的，但是非西方國

家的民眾對於西方國家的富裕、先進帶著某種程度的渴望，渴望這樣的生

活方式，因此為培養出這樣的生活風格就需要藉由消費來完成，藉由購買

西方的產品、食物、科技、服飾等等物品來塑造自己的生活風格，所以即

使不是刻意的，還是傾向了西方化或就是美國化。 

本文雖採用新消費工具的概念，但是針對全球化的這個看法並不遵循

Ritzer 的觀點，本文採用 Robertson「全球在地化」的觀點，因為 Robertson

指出一方面全球化需要「在地」才得以進行，但另一方面，全球也是在地

的構成條件與存在脈絡，採用這樣的觀點可以協助我們充分掌握到影響全

球化發展各項因素之間的複雜性。根據這個觀點，雖然新消費工具依據

Ritzer 的說法是從美國輸出到其他國家，但是每個新消費工具並非完全未

經過調整便受到在地民眾的歡迎的，我們在台灣消費社會的發展中可以發

現，許多的新消費工具（如好萊塢星球餐廳、溫蒂漢堡、Hard Rock 餐廳、

比大營披薩等）都已經退出台灣的消費市場，當他們在台灣剛成立的時候

都相當地轟動，但是如今卻也都被市場所淘汰，因此可知並不是每一個由

美國輸出的新消費工具都會受到歡迎，不過這也跟他們所採用的模式有

關，因為雖然新消費工具可以稱之為全球化的產物，但是消費它的卻是生

活在當地的消費者，因此從這點便可發現全球化的問題不如 Ritzer 所認

為的「文化帝國主義」觀點這樣簡單，在地有在地的喜好，雖然同樣都是

屬於西方或美國的新消費工具，但有的存活下來並相當受到歡迎，有的卻

黯然退出。 

Ritzer 反對「全球在地化」的原因是在於他認為 Robertson 忽略了在

全球化之間的權力關係，只是將其當作一個跨越國界的互動平台，不過，

正如本文所提到的，全球化需要「在地」才得以進行，而全球也是在地的

構成條件與存在脈絡，這樣的觀點才能夠深入瞭解全球化影響所造成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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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性。畢竟全球是由眾多的在地所構成，全球化不應單純化分約為美國化

或西方化，全球化若失去了「在地」也無法運作，而在地對於全球化的影

響也不會單純地照單全收，因為全球化是對其造成改變，但是某個面向而

言，是增加了他們社會、文化更多樣的型態，也許在商業、經濟的表面確

實呈現出西方國家的霸權，但這個影響是否長遠以及是否會整個改變在地

的經濟、文化，都仍有待觀察。 

在目前消費社會中，如果只針對部分美國跨國企業，或是部分美式強

勢文化與西方先進的文化對全球民眾所造成的嚮往作用，便將其稱之為美

國化或西方化，未免太過簡單，正如 Baudrillard 所言，如今所有的商品

都已變成符號，文化同樣也都變成符號在全球流動著，要如何選擇就端賴

個人所擁有的生活風格及品味，因為唯有透過個人美學的素養以及生活美

學的展現，才不會迷失在龐大的符號當中。另外，在符號的世界中，是一

種平等的關係，因為符號並沒有深度，當文化、商品都變成符號之後，便

都處在同一個層次。 

單就新消費工具而言，雖然這個體系是由美國傳遞出去，但是這只是

一種經營模式，新消費工具確實透過理性化的運作以供應廣大的消費者

（甚至是全球的消費者），但是新消費工具不單單只有理性化的運作，以

麥當勞為例，麥當勞雖然受到的抨擊不少，但是它積極透過在地企業的合

作，企圖將其美國企業的形象盡量減少，以減低在一些反美地區的反彈聲

浪，同時，麥當勞積極開發在地的商品，即使漢堡、薯條等傳統麥當勞的

食物是不會少的，但是在韓國就推出了有泡菜種類的漢堡、在日本也有照

燒醬的猪肉漢堡，在回教地區不販售有猪肉的漢堡，因應當地的習慣、文

化，而且在這些民族性較強的國家中，在招牌上一定還會再用當地的文字

標示，例如回教國家有阿拉伯文、韓國會有韓文的招牌。因此即使是全球

運作的企業為求生存，同樣也必須根據「在地」的狀況而加以修正，這也

凸顯了為什麼許多跨國連鎖的新消費工具在台灣雖曾紅極一時，但如今都

紛紛退出了台灣的市場，而麥當勞不僅生存下來，甚至對於消費市場仍具

有相當的影響力，是因為麥當勞不斷依照在地的現狀改變本身的經營情形

及產品，使自己變得更加在地化的緣故。 

 

前面提到在星巴克消費的人都認為在星巴克之中，它突顯出與眾不同

的風格及氣氛，因此對於新中產階級這些新文化媒介人而言，確實提供了

一個場所讓他們可以凸顯、表現自己的品味及生活風格，也說明為什麼這

類新中產階級會傾向於到星巴克咖啡消費。而這種凸顯對於他們來說就是

一種符號的消費，因為他們並不只是在星巴克內喝咖啡而已，還在裡面進

行了符號的消費。 

後現代的學者都將消費不再視為只是消費商品而已，而是消費符號，

正確來說應該是消費符號系統，人們購買商品是為了獲得商品本身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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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符號逐漸具備決定社會意涵的自主性；符碼主宰了社會生產與消

費；符號不再反應「真實性」，而是製造真實，符碼與實體間的分際已經

混淆且無法確定，甚至多半毫無關係，界線、差異性已經被拆除，這兩個

領域融為一體；內爆的後果之一是所有的社會生活都呈現出符碼的特性，

萬事萬物都被當作符號看待。Baudrillard 認為中介化的經驗（符號、媒

體、圖像）逐漸取代了實際面對面的互動，透過符號的邏輯，社會連帶也

跟著受到波及（Slater, 2003：350-351）。 

Baudrillard 指出，以需求來解釋當代的消費，其所犯的錯誤就像是

過去醫學認為歇斯底里發作時症狀所在的器官部位就是病因所在，其實只

找到表面的理由，而非清楚知道真正的原因（Baudrillard, 1988：45）。

需求理論假定，人們想要消費，是因為對某一物件產生需求，而這項需求

可以滿足他日常生活的需要。該理論無法解釋為何一旦擁有該物件而需求

被滿足後，人們還是想要消費？現代人消費不是因為對物件產生需求，而

是因為物件所承載的符號以及其差異性意義（differential meanings）。

也就是在對符號意義的慾望驅使下，人們才會持續想要去消費任何與符號

有關的物件，不會因為需求的滿足而停止消費（引自劉維公，2002a）。他

還認為認為一切的消費都只是符號的消費。這些符號並不表達一組既存的

意義，意義只誕生於吸引消費者注意的符號系統中。因此，Baudrillard

不認為消費過程是為了滿足既存的需求，在他的概念中，消費這個過程只

在於：購買者，透過展示自己所買的物品，創造並保持了一種認同感。他

同時強調，「要成為消費的物品，物品必須先成為符號」（Baudrillard, 

1988：22）。 

Baudrillard（1983：148，151）在《擬像》中說，在這樣的超現實

中，實在與影像被混淆了，美學的神奇誘惑到處存在。即使是日常事物或

者平庸的現實，都可歸於藝術的記號之下，因此也都可以被美學化。因此

透過日常生活商品的消費，我們可以在其中進行著符號的交換。因為符號

結構正在商品形式的核心之中，所以商品可以具有表意(signification)

的效用：不僅是在訊息或意涵自身的過度生產，同時還因為它以整體媒介

的方式建立起形式，如同管理所有社會交換的溝通系統一樣。就像符號形

式，商品是個管控著價值交換的符碼﹔它讓物質生產的內容，以及表意的

非物質內容之間的差異越來越小了（Baudrillard, 1988：81-82）。 

我們可以發現在消費社會中消費的對象往往不是產品本身而是符

號，消費往往是一種表徵的行為。一件產品的功用也許並不特殊，價格也

不一定昂貴，但消費者之所以會趨之若鶩，是因為這些產品擁有消費者視

為珍貴的符號價值。不過物品本身並不等同於符號，物品必須藉由加工的

過程鑲嵌進文化系統中，沾染了文化意義後，才能夠讓自己變成是符號。

不過這個工作並不是一般傳統的工作者所能賦予的，必須要透過一些瞭解

意義價值的人才能夠附加上去，因為想要創造物品的符號價值，必須先瞭

解哪些文化意義是可欲的符號，然後才能以涵義化的方式將這些文化意義

轉嫁到物品身上（劉維公，2001b：121）。而這些能夠為物品賦予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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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 Bourdieu 所提到的「新文化媒介人」了，這些擁有瞭解文化意

義、能夠創造文化意義以及賦予意義的人，才能夠將商品從物品轉化成為

符號。因此符號的工作者（即新文化媒介人）變成了商品價值的主要創造

者，他們同時也決定了商品價值的高低。 

這些文化媒介人為商品創造出他們的符號價值，在消費社會中，他們

是真正決定價格的人，這群符號工作者不同於以往創造商品價值的勞工，

他們可說是在充滿符號意涵的世界中，瞭解符號並操控符號。對於符號世

界而言，並沒有所謂價值的高低，有的只是彼此之間所具有的符號意涵的

不同，而商品之間的物質差異也消失了，不同的物質商品很可能具有相同

的符號意涵，那麼他們便擁有相同的符號價值，而不會因為物品本身的差

異而有不同，因此符號讓物質的世界去「差異化」，因為所有的符號都是

在同一個平面上，沒有任何事物能夠隱身於其下，或躍居其上。符號的平

等打破了時間、空間和人口差異的疆界，時間與歷史洪流不再構成邏輯或

組成實際社會過程和關係的脈絡（Slater, 2003：345-346）。 

在消費社會中，符號意義決定價格，例如一雙喬丹的球鞋可以訂價訂

到 3000 多元，甚至有簽名或是退休前的那一款球鞋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

甚至買不到。一雙球鞋的價格原本固定或者不昂貴，但是因為具有某些特

殊的意義，隨即為產品的售價加分不少。不過價格本身也可以轉變成符

號，成為產品的符號價值，例如一些昂貴的產品，對於某些人來說，擁有

這項昂貴的產品便凸顯了他本身的身價，例如擁有一棟豪宅或是一輛頂級

跑車。所以商品必須先具有符號意義，才會提高本身的價值，還是

Baudrillard 那句話「要成為消費的物品，物品必須先成為符號」，現代的

消費不是在消費商品，而是在消費符號。 

Robert Goldman 與 Stephen Papson 也在《耐吉文化》（Nike Culture）

（Goldman R. & Papson S, 1998）一書中指出，耐吉作為一家對產品以

功用為主的運動製造公司，它深知文化意義的操縱是價值創造的關鍵因

素，而非只是附加因素。因此它總是將它的商品跟運動明星相結合，不管

是田徑場上、足球、網球還是籃球，明星與商品的結合為商品帶來了最大

的利益。一雙 NBA 球星所代言的籃球鞋，其製造成本為幾塊美金，但成品

的售價可以高達八十幾塊美金。耐吉積極透過廣告行銷的方式賦予其產品

各式符號意義，讓其高價位成為合理的事情。不只 Nike，事實上現在世界

上的各個著名企業都深知這個道理，不論是迪士尼、好萊塢星球餐廳、星

巴克、Rainforest Café 還是好萊塢的電影工業，都是善用這些技巧的行

家。就拿 Disney 來說，它的卡通片幾乎征服了全世界的兒童，以它的卡

通明星為主的一些娃娃小飾品或是紀念品，一個的成本並沒有多少，但是

迪士尼在保護它所生產的產品上都下足了功夫，每一個卡通明星的產品都

是屬於他們的資產，想要生產他們明星的產品都必須跟他們協商或購買使

用的權力，因此幾塊錢成本的東西，往往在市面上都賣到了幾十塊甚至幾

百塊以上都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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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化的目的就在於「去物質化」，除了為物質提供額外的符號意涵，

例如故事化或透過廣告、包裝及設計來呈現，同時也包括提供非物質的商

品，例如服務、體驗等。那麼為何要為商品附加故事？為什麼要為消費行

為附加體驗？因為當代的消費者已經不是單純在購買商品或日常必需

品，消費都是為了消費符號，因此要為商品去物質化，將商品轉變為符號，

消費者也藉由消費這些符號而獲得身份地位。不可否認這樣的消費社會，

其消費文化是人類生活世界的主要構成要素，但是對於消費者而言，購買

以及使用消費商品，並不是為了要對消費市場做出貢獻，也不是單純地因

為受到刺激的吸引而消費，而是想要透過消費來建構一個有意義的生活世

界（劉維公，2001b：123），透過擁有這些具有象徵價值的商品及消費，

個人解釋了「我是誰？」這個問題，而不管是身份認同、品味的展現還是

個人美學的呈現，都是為了要豐富個人的日常生活。 

如何為商品附加上正確的符號意義，將是決定商品的價值是提高還是

減少的重要因素，同時也取決於商品的消費對象，針對想要吸引的消費對

象附加上相符合的符號意義將會使得商品更加具有魅力。不論是星巴克還

是其他的新消費工具同樣也都必須瞭解主要想要吸引的消費客群為何，進

而選擇適當的符號意義，如此才能夠味自己本身加分。由於符號的氾濫，

因此對於符號的選擇上則更需要小心，同時也顯得更加重要。以星巴克為

例，我們可以見到星巴克將他們的主要客群從一開始便放在對自己品味很

注重的消費者身上，而這群消費者的特性是他們願意多花點錢在所謂的

「新奢侈品」（Silverstein, Fiske & Batman：2004）上，只要東西具有

品味、品質，讓他們覺得這個花費是值得的，那麼即使在價格上稍微貴一

些，但只要還是在其負擔得起的範圍內，這群消費者也是會願意購買的，

因此在符號上就必須能夠符合及突顯出這個特色，星巴克在空間的設計、

整體的美學意涵以及價位都是符合這群消費者的特性，而這群消費者的出

現更是為星巴克加強了這方面的符號意義，對於其他的消費者而言，宣稱

了星巴克就是這樣一個強調品味的場所、能夠提供高品質咖啡的咖啡館。

也正因為星巴克在符號意義的選擇及凸顯上與他們的主要消費客群相符

合，所以星巴克才能夠如此地受到這群消費者的喜愛，同時還吸引了一群

想要學習或模仿這類消費者的學生，為星巴克培養了一群消費力較低，但

未來可能會成為主要客群的消費者。 

 

我們前面提到符號的消費，要進行符號的消費就需要一個場所，而這

個場所可以是實體的也可以是虛擬的，對於 Ritzer 而言，這個場所就是

「新消費工具」。那麼什麼是「新消費工具」呢？為什麼要提出新消費工

具這個概念呢？為什麼要取名為「新消費工具」，有什麼意義嗎？我們將

在後續的部分將新消費工具的起源以及特性詳細加以描述。 

George Ritzer 在《社會的麥當勞化：探討正在轉變中的當代社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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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特色》（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2001）根據對於

麥當勞化的研究，以麥當勞作為理念型，將麥當勞化區分為四個面向：「效

率」（efficiency）、「可計算性」（calculability）、「可預測性」

（predictability）、及「控制」（control）。他以 Weber 的「理性化理論」

（the theory of rationalization）作為基礎，他也很清楚地提到，在

麥當勞化及理性化過程所提到的「理性」指的就是「形式理性」，他甚至

提出如果讓 Weber 的「理性化」跟上時代，那便是「麥當勞化」（Ritzer, 

2001：44）。雖然對象及重點並不相同，但是他以「理性計算」的觀點來

討論麥當勞化現象，上面四個面向的核心便是「理性化」，不過他在討論

「麥當勞化」的理性結果時，一面也在做一種反思，他認為這四個理性化

過程都會各自導出四種不理性的結果，也就是理性化的過程最後都會導致

「不理性」的結果產生。 

Ritzer 在研究麥當勞之後，他提出「新消費工具」的概念，而麥當勞

就是所有其他新消費工具的一個主要典範。那麼，怎樣才算是一個「新消

費工具」呢？新消費工具的概念是 Ritzer 對於美國消費社會分析所提出

的一個理念架構，在這個架構下包含了麥當勞化，甚至是其他學者的「迪

士尼化」（Disneyization）（Bryman, 2002）的概念，不過由於麥當勞化

牽涉的層面相當廣泛，在結構上面幾乎包含所有理性化的組織，甚至性產

業以及教育等都包含在他所謂的「麥當勞化」範圍之中，不過為什麼本研

究不採用「麥當勞化」呢？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雖然「麥當勞化」應用到各

種廣泛的範圍裡，但是相較之下，「新消費工具」的這個概念更加注重在

消費者所消費的場所上，提供本研究一個更適當的研究概念，而且「麥當

勞化」所強調的是整個運作體系的理性化，但在新消費工具中，理性化只

是其中一項特質。那麼到底什麼是「新消費工具」呢？新消費工具主要是

指一些實質的消費場所（setting），但也可以是具有場所性質的結構機制

如虛擬賣場等不具有實質的場所，而它們所發揮的功能是：「允許、鼓勵，

甚至強迫我們去消費數不盡的貨物與服務」（Ritzer，1999：2）。所以他

是認為新消費工具是被設計出來讓人們容易去消費，而且是讓人們更渴望

去消費。 

Ritzer 又指出，在當代生活中的重要媒介就是「新消費工具」。Ritzer

提出兩個相關的概念，分別修改來自於 Marx 及 Weber 的概念，而轉變為

「消費工具」（means of consumption）及「消費教堂」（cathedrals of 

consumption）（Ritzer，1999：10）這兩個可以相互替換的名詞。為了讓

這個「新消費工具」的概念更加清楚，我們在此將「新消費工具」的產生

及概念的由來作一個說明。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 Ritzer「新消費工具」的

這個概念乃是來自於 Marx 及 Marxian 的概念，用新消費工具去理解當代

社會，直接就對比於傳統社會學中 Karl Marx 的「生產工具」。在 Marx 的

概念中認為，生產工具意味著具有生產性消費形式的商品；但消費工具則

是資本家與勞工個別性消費形式的商品。對於無產階級而言，消費僅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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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也就是必須的消費，但是資產階級卻是利用剩餘

價值購買奢侈品，也就是奢侈的消費，這一點正好說明了 Marx 分析的重

點在於生產的部分，因此 Ritzer 認為 Marx 犯了物質主義者會有的偏誤。

另外 Marx 指出，在生產過程中對「生產工具」的占有，是一個剝削勞動

者與產品的主要關鍵，然而 Ritzer 認為在消費社會當中，資本家轉而藉

由佔有「新消費工具」而繼續剝削消費者，新消費工具對於消費而言，它

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 Marx 生產工具對於生產所扮演的角色一樣。Ritzer

之所以要理解新消費工具的重要性在於：一方面，它可作為人們認知產品

與服務的中介，另一方面它也讓人們在消費過程中成為被控制與剝削的對

象（Ritzer, 1999：55-57）。 

我們可以從「消費教堂」的角度去思考：在消費生活中，消費場所像

是在宗教中的教堂所具有的神聖性一樣，人們再度被魅化（re-enchanted）

了。為吸引大量的消費者，消費生活變的越來越驚奇、夢幻與迷魅，消費

賣場也以「消費宗教」的聚集地呈現，取代了商業營利的特色，這些地方

越來越像一個傳統的宗教中心，人們在其中聚集，是為了要滿足彼此以及

與他人、自然的交流，同時也是歡宴的需求。不過，此魅化也僅是表面，

在消費場所的背後所具有的還是高度的理性化。因為，要應付龐大不斷再

生的消費者需求，其魅化的工具必須不斷地再生產出來，甚至跨越地區生

產，唯有系統性地在時空內再生產，才能應付這些需求，所以導致了理性

化的不斷發展。（Ritzer，1999：8-10）魅化與理性化幫忙吸引著大量的

消費者到這些場所內消費，但是魅化的吸引力也不斷地被「除魅化」的可

能性所威脅著（Ritzer，1999：54），因為理性化便是除魅化的開始，理

性化及魅化彼此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也就無法擺脫除魅化這個可能性結果

的威脅。 

此外，Ritzer 的想法還修正了 Weber 關於「理性化牢籠」與「除魅」

的想法。Weber 對現代社會的想法是：傳統宗教透過神聖力量魅化世界的

想法，已逐漸由資本主義精神中訴求「理性計算」的氣息所取代，譬如現

代科層制度與合法性權威的興起，整個世界已經透過合理化過程，逐漸取

代以往魅化的世界，人們於是變成生存在一個充滿理性計算的世界中，

Weber 將這樣的世界稱之為「理性化的牢籠」（rational iron cage）或是

「除魅的世界」（disenchanted world）。但是，Ritzer 在此引用了承接

Marxism 以及韋伯思想的 Campbell、Miller、Williams 等人的說法指出，

目前我們身處在一個再魅化的世界之中，各個消費的場所就如同當代的消

費教堂般，吸引著所有消費者。對於 Campbell 來說，資本主義社會甚至

是一個充滿夢想及奇幻的世界而非 Weber 所說的「鐵牢籠」，我們以後現

代主義學者 Baudrillard 的學說解釋這個狀況。Ritzer 還指出，在現代社

會除魅而著重經濟交換的生活中，我們不可能再回到以往純粹象徵交換的

社會關係，然而這種交換卻可以另一種方式得以達成，即對於世界的再魅

化（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Ritzer，1999：68-71）。不過，這

卻並非意味著現代性已經不存在，Ritzer 一再指出，除魅與魅化其實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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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區分，他們是彼此共生的。一方面，夢幻與驚奇吸引人們進入新消費

工具的世界之中去從事消費活動，而另一方面，它也依賴著理性化而生

存，因為唯有理性化才能夠做到提供大量受吸引而來的消費者所需要的服

務或物品。新消費工具的鐵籠外貌是夢幻的，它藉著這些產品與服務，讓

抱著幻想的人們更牢固地被鎖在鐵籠裡面。雖然魅化的世界誘惑消費者進

入幻夢般的狀態，進而藉此更容易地賺他們的錢，然而，長期地看，為服

務與控制大量的消費者，整座消費教堂事實上是被迫要理性化，而這個理

性化過程所導致的是狀態是：除魅的產生（Ritzer，1999：62-66）。 

由上述的理由讓我們知道，不論是 Ritzer 使用的哪個名詞都是為了

要能夠更貼切地描述後現代的消費型態，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將直接使

用「新消費工具」這個詞來代表著「消費工具」及「消費教堂」，而「消

費工具」、「新消費工具」又該如何區分呢？其差異又在哪裡呢？「新消費

工具」之所以「新」，是因為目前的社會中，消費與生產的界線可以被清

楚地區分，同時，由於對消費的注重也超越了生產，因此馬克斯學派對於

資本家掌握生產工具而對勞工進行控制及剝削的觀察也轉向資本家掌握

消費工具對於勞工及消費者所進行的控制及剝削上，而他們所認為的消費

工具則泛指被資本家所掌控之各種形式的商店。但 Ritzer 所提之新消費

工具除必須具有理性化的運作機制外，還比以往的消費工具更著重在其魅

化的層面上，任何的元素都被擷取成符號，脫離原本的意涵及所附著的空

間或是時間，而被廣泛地使用在新消費工具之上，同時，在新消費工具中，

更誘人、更虛幻的元素被鑲嵌在新消費工具的場所中，讓消費者被誘惑，

身陷其中而無法脫身，甚至被剝削還不自知。Ritzer 之所以引用馬克思「生

產工具」以及韋伯的「理性化」的概念，就是要藉此來反省目前的消費者

就如同在工業社會中的勞工一樣，我們依然是被資本家所剝削的，而且依

然困在一個理性化的「鐵牢籠」之中，只不過目前是藉由另一種形式所展

現而已。 

總而言之，新消費工具是一個具有理性化及魅化特性的場所，被資本

家所掌握以達到控制及剝削其勞工及消費者的目的。不過新消費工具雖隨

處可見，但卻不是所有的商店都能夠稱之為「新消費工具」，因為要成為

新消費工具就必須具有理性化的特性，一般沒有理性化管理的商店（例如

雜貨店）雖具有大量的貨物，但是卻無法有效率地提供消費者所需的商

品，也無法有效率的管理店內的貨物，因此這種不具有理性化特性的商店

不能稱之為「新消費工具」；除了理性化特性外，還需具有魅化的特性，

以達到吸引消費者消費的目的，才能夠稱之為新消費工具，因為在新消費

工具中，透過驚奇的創造吸引消費者是相當普遍的方式，而新消費工具之

所以「新」，主要也是因為創造驚奇的手法越來越新穎，也越來越吸引人，

因此新消費工具也才如此地具有魅力。除了 Ritzer 所提的驚奇外，本文

還額外增加了「生活風格」及「體驗」這兩個原本屬於消費者意識的概念，

新消費工具因為連這種主觀的選擇、感覺也都涵蓋了，所以消費者更加無

法逃離新消費工具的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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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新新消費工具會具有「消費教堂」般的吸引力呢？主要是因為

它具有某些特質，而這些特質正是它背後吸引人最主要的因素：一方面它

具有理性化的特質，它可以在短時間內提供消費者多樣的需求以及渴望的

商品，讓消費者可以依照他個人的慾望或需求，找到想要的東西；另一方

面，利用一些魅化的特質，吸引消費者進入且不想離開，或是讓消費者忽

略被資本家剝削的一面，只感受到充滿夢幻、柔性的一面，也正因為新消

費工具有這樣的特性，而造就它在現在的消費社會中得以生存甚至發揚光

大。以下將針對這些特質加以說明： 

 

一、理性化的特性（除魅）： 

基本上，在 Ritzer 對於麥當勞等新消費工具的研究中，清楚地告知

我們，他的這四個分析面向其實來自 Weber 對於科層組織理性架構的分

析，Weber 以這四個面向分析探討科層制的問題。而科層制與麥當勞化最

主要的核心其實就是「理性化」，Weber 認為科層制是最有效率的組織架

構，因為它能夠處理需要大量人力以及繁忙文書處理的工作；科層制在任

何層面都強調數量化，將所有東西量化以方便計算；方便計算之外，再加

上完善的規範與規則，使得科層組織同時是以一種可預測的方式運作，每

個人都知道該做什麼事以及該怎麼做；最後科層制甚至強調以規則、規範

與制度來取代個人式的判準，以掌控人們在組織內的行為（引自 Ritzer, 

2001：44-48）。 

在 Ritzer 提到新消費工具（Ritzer, 1999：78-95）及麥當勞化中

（Ritzer, 2001），他也用理性化的四個面向來分析，分別是效率、可計

算性、可預期性及理性控制，而這些理性化的面向為新消費工具帶來怎樣

的發展呢？它又是怎樣地幫助新消費工具？而 Ritzer 最後也提出在這四

個理性化的背後將無法避免地產生各種不理性的結果，也就是說理性化會

導致不理性的產生。以下就以這四個面向說明「新新消費工具」的特性： 

1. 效率（efficiency） 

提昇效率表面上是好事一件，效率的提升有助於消費者，他可以在花

費較少的情形下，更快速的得到想要的產品或服務；有效率的工人可以更

快更容易的完成工作；管裡階層跟老闆也會因為生產力的提升，以及更多

消費者的光顧而得到更多的利潤（Ritzer, 2001：74）。事實上，效率一

直都是工業社會中最強調的特性，透過福特主義的輸送帶或是資訊社會中

的快速資訊流通，無不是著重在效率上，即使到了目前的消費社會，效率

仍是新消費工具中所著重的一個要點。對於個人而言，能夠最短的時間之

內買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或是能夠更快、更方便的消費大量的商品及服務

時，這就是個人的效率；而對於組織而言，利用機器或是標準作業程序來

輔助，或是讓顧客自己來從事無給職的工作，也就是說讓消費者來服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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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這就是組織的效率（Ritzer, 1999：78-81）。 

不只在麥當勞中，還有家樂福、Wal-Mart、Disney World 及星巴克等，

甚至型錄購物、網路購物及虛擬賣場像 eBay、DHC、亞馬遜網路書店

（Amazon.com）等各種耳熟能詳的新消費工具中，效率是最明顯也最重要

的因素了。人們會計算從麥當勞取得食物所需花費的時間，提供餐點花費

的時間、享用餐點的時間以及回家的時間，然後加以比較在家裡準備食物

所需耗費的時間，但是會發現速食餐廳的花費往往較少（Ritzer, 2001：

18-19）。部分的麥當勞化的機構結合對於時間與金錢的強調，如達美樂或

必勝客披薩強調在一定的時間內保證送達，必勝客在最近的廣告更是強調

他們的保溫效果，透過「熱燒包」的保溫，消費者所拿到的披薩就像剛出

爐的一樣，更是強調效率。 

效率是麥當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更是所有理性化新消費工具中所

要求的重點。在麥當勞中，他們以最有效率的方式填滿人們飢餓的肚子，

而組織內部的規則與工作手冊同時也確保高度效率的工作表現。分隔線、

有限的餐點組合、少量的選項以及不舒適的座位，使得顧客迅速地吃完並

離開，甚至有時根本不需要進到店裡就可以完成消費的動作，這一切都是

為了要縮短一個消費者在店內食用的時間（Ritzer, 2001：17-18）。不過

這一點在台灣的速食店中稍有不同，一般來說，速食店都希望消費者能夠

盡可能地縮短在店內逗留的時間，不過，台灣的速食店（不只麥當勞）卻

是提供了消費者（不論老少）一個乾淨明亮的場所，讓他們很喜歡在裡面

從事各式各樣的活動如看書、聊天、嬉戲、辦生日 party、聚會，幾乎可

以說是提供一個休閒聚會的場所。不過即使如此，在麥當勞等速食店中最

重要的因素還是在於它的效率，麥當勞甚至還曾規定如果從點餐到拿到東

西超過一定的時間，不是贈送東西就是提供額外的飲料服務。 

想要提昇效率有幾個作法，Ritzer 提出了三個方式：合乎效率的程

序、簡化產品以及讓顧客工作（Ritzer, 2001：75、96、99）。在今天幾

乎所有的速食餐廳都以裝配線的形式來準備菜單上陳列的餐點，由許多的

員工負責特殊化的工作。不論是麥當勞、漢堡王或是必勝客，所有的製作

過程都有機器來輔助或是有一定的製作流程，員工所能做的就事遵照流程

來辦事，而透過這個流程，也可以使一些新進的員工很快進入狀況。不過

因為要符合效率，所有的程序都是固定的，甚至所有的行為也都是規定

的，因此也會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關於這點我們會在非人性的控制部分

再來討論。不只是在速食餐廳，在各個新消費工具中，效率的要求是一定

的，例如在遊樂園中，如何消耗大量的遊客，以及一定的動線、人員的應

對以及垃圾的清理都需要一套完善的程序，以確保其效率。甚至在網際網

路的購物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在購買商品的時候都有一定的程序，從

挑選商品、訂購商品、付費以及運送拿貨都有其一定的流程，而我們要購

物也必須依循其流程，因為我們只需要將我們所需的資料選擇出來， 因

此透過電腦的處理，可以很迅速的完成一個購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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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簡化產品，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以複雜的烹飪方式提供多樣的

食物並非是速食餐廳的基本模式，速食餐廳提供的食物只需要較少的材

料，並且簡化餐點的準備、提供以及食用過程（Ritzer, 2001：96）。雖

然在麥當勞中有大約 7種套餐可供選擇，且各地麥當勞都不同，但是這些

套餐的搭配基本上就是幾樣東西的交互搭配，因此透過這種簡化產品的策

略，他們可以一次大量製造相同的東西以應付顧客的需求，而顧客也因為

熟知能購買的選項有哪些，因此加快點餐的速度，雙方都得到效率。另外，

因為簡化產品的關係，使得新消費工具的場所可以一次訂購大量的材料，

並且要求固定的大小、格式甚至形狀，讓他們在處理這些材料的同時，既

快速又有效率。不過這一點還是有待商榷的，例如在大賣場中或是

7-eleven 之中，他們便是強調提供多樣可供選擇的商品，當然嚴格說來，

在 7-eleven 中所賣的商品種類雖然眾多，但是還是以一般民眾日常生活

的必需品為主，提供消費者可以迅速地得到他們日常生活所需的東西。因

此也不是無限量的提供各家品牌的物品，而是經過計算、研究所挑選出來

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它的目標不在於品牌的多樣性，而是在於商品的多

樣性以符合消費者的各種需求，所以它還是經過了簡化商品的步驟。 

第三點，讓顧客工作。相較於提供顧客全套服務的餐廳，速食餐廳的

消費者顯然做了許多無償的工作，例如：自己排隊點餐、端食物到座位、

將吃剩的食物丟掉、將餐盤收回疊放好，在某些餐廳中，還必須自己去裝

飲料及冰塊，甚至消費者還要幫忙做垃圾分類以及廚餘回收的工作。顧客

做這些原本是服務員的工作，並且是沒有薪水的，對於店家來說，確實節

省服務員的時間以便從事其他的工作，因而提升他們工作的效率，但是對

於消費者而言，減少的只是拿到食物的時間。以到 Amazon 網路書店買書

而言，消費者除了要自己尋找及訂購要買的書之外，還必須自己確認書本

寄出的時間，甚至由消費者自己推薦書本以及寫書評，對於書店而言，他

們省下聘請作家寫書評的時間及費用。不只是網路書店，許多的購物網站

也是如此，由消費者自己服務自己，而他們僅需做到管理的工作，因而確

實提升了他們的效率。 

最近在麥當勞等各個速食餐廳中，配合政府推廣垃圾減量以及資源回

收的政策，「東西放在對的地方就是資源，放在不對的地方就是垃圾」。導

致原本的消費者雖然要自己清理垃圾，幫店家從事一些無償的工作，但是

所要花費的時間還不算太多；如今通行這個政策之後，為了要將垃圾坐好

分類，消費者花了比以往更多的時間站在垃圾桶的前面。但是麥當勞等速

食餐廳業者對於食品的包裝並沒有因為配合垃圾減量而做出減少的動

作，反而是讓消費者幫他們進行垃圾分類，讓原本因為效率的因素而到速

食餐廳消費的顧客，反而花費了更多的時間的速食餐廳中，尤其是在清理

垃圾的時間上。 

2. 可計算性（calculability） 

可計算性強調的是商品販賣（產品體積以及售價）以及服務提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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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商品的時間）的量化層面。人們會計算從麥當勞取得食物所需花費的時

間、提供餐點花費的時間、想用餐點的時間以及回家的時間，然後加以比

較在家裡準備食物所需耗費的時間，但是往往發現速食餐廳的花費往往較

少。部分的麥當勞化的機構結合對於時間與金錢的強調，如達美樂或必勝

客披薩強調在一定的時間內保證送達（Ritzer, 2001：18-19）。在可計算

的面向中，我們可以用「數大便是美」形容它，或是在此特性下，品質往

往等同於數量甚至不如數量般受到重視（Ritzer, 1999：82）。為了能夠

計算，所有的東西幾乎都是轉化為量化的形式，以數字的方式存在，因此

大家開始在量上面做比較，要求東西越多越大就是好的，因此這個結果也

導致對於數量的要求遠勝於對於品質的要求。因此，在生產的過程中，強

調的是速度；而在最後結果的面向則是將焦點放在生產成品以及提供服務

的數量或大小上（Ritzer, 2001：114）。 

這個特點也是資本主義最強調的重點，以最小的資本得到最大的利

益，凡事都經過理性計算，因此這種結果產生了幾種結果：重視數量重於

品質、建立虛構的數量，以及將產品與服務簡化為數字（Ritzer, 2001：

116）。在重視數量上，我們可以從以下項目中看到：旅館中比較房間數、

顧客量；郵輪則比較噸位、載客量；百貨公司則比較顧客量、存貨量、商

品的種類；圖書館則比較藏書量；大學比較學生數量、教授人數、教室數

量、排名；比較醫生優不優秀，通常以一天所看的病人數量衡量；甚至旅

遊時也比較相同的價錢是否可以逛更多的地方，所有的評價都在數量上面

打轉，不是量要多就是體積要龐大，總是忽略了品質的重要，Ritzer 提了

一個 Kmart 的例子（Ritzer, 1999：84），它從 Kmart 改名為 Big Kmart

甚至 Super Kmart，當然不是指 Kmart 的品質不好，而是說明它強調要大，

而且還不夠，要超級大。這項因素在理性化的過程中是相當重要的，而且

影響各個層面非常久遠，即使到了目前，我們還是可以從各個國家爭相建

造摩天大樓以凸顯自己的經濟實力中可以看到；或是以數量化來衡量一所

學校的好壞，如有一陣子跟於大學評比的問題，顯示目前的台灣還深受數

量化的影響，以投稿國際期刊的數量衡量一個大學的品質好壞。 

因為大眾重視數量大於品質，因此在速食餐廳中，數量通常是虛構出

來的，舉麥當勞的例子來說，大而蓬鬆的的圓形麵包圍繞著漢堡肉，藉由

材料的外露讓漢堡看起來比實際尺寸更大。相同的，薯條的紙盒經過特殊

設計，使得薯條份量看起來物超所值，讓人產生巨大、物超所值的幻象

（Ritzer, 2001：135）。以 7-eleven 的重量杯為例，我們可以發覺對於

店家而言，機器所產生的飲料其實只需要一點點的原料，便可以產生一杯

巨大的「重量杯」，其本身的成本低廉，而所得到的利潤甚至是成本的十

幾倍，而消費者卻因為從數量上面思考，產生「賺到了」的幻覺，因為我

們只從外觀的體積來衡量，忽略這杯飲料的本質除了糖水就是二氧化碳而

已。 

在速食餐廳中，不只強調銷售的數字與產品的規模，像是一天可以生

產多少個漢堡或多少盒薯條；由有甚者，他們更加強調他們提供餐點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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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如同我們在前面「效率」所提到的，它們為凸顯本身供餐的快速，例

如提供一份餐點只需要不到 1分鐘的時間，必須在整個處理的過程省略不

必要的步驟。透過將所有的東西數字化，可以將所有的東西標準規格化：

一個漢堡肉有多重、一杯咖啡需要多少克的咖啡豆、一杯飲料需要多少毫

升、從點披薩到拿到披薩只需要多少分鐘等等，產品、數量都簡化為看的

到的數字。當然透過數量化的動作，對於每個服務的餐點而言，不但可以

加快處理的速度，更可確保其品質跟成本的一致性，保證每個做出來的東

西都是一樣，在麥當勞中，不論你是今天吃跟明天吃，在台北吃或在高雄

吃甚至在美國吃到的漢堡都是一樣大的，口味也不會相差多少。因為製作

每樣東西的每個步驟以及數量都經過精確的計算，再加上電腦、機器的輔

助，確保每樣東西的生產都維持在一定的品質，同時也加快了生產的速度。 

3. 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 

在一個理性化的社會裡，人們希望知道在大多數的場合與時間裡會發

生什麼事情，人們不需要也不期待驚奇的發生。為達到這個可預測性的要

求，一個社會必須要強調規則、紀律、制度化、形式化、例行公事、一致

性及有系統的運作。從顧客的觀點來看，可預測性讓他們更為平順地處理

日常生活的瑣事；對於經理或老闆而言，可預測性幫助他們吸引顧客以及

維持品質、管理日常所需貨品與材料的供應、個人的收入與利潤（Ritzer, 

2001：148）。 

可預測性包含了一個熟悉的環境，如在麥當勞中的可預期性，確保各

個不同區域或不同時間點所提供的商品與服務都是相同的。不論是在美國

或是台灣，它基本的東西是不會改變的，整個食物品質、點餐流程、雇員

的服務甚至是乾淨的廁所，不論在世界哪個地方的麥當勞都是一致的

（Ritzer, 2001：20；1999：86），因此麥當勞光是給員工的訓練手則及

規範便可以出一本書，因為它將所有的事情都列入規範之中，例如《麥當

勞操作手冊》（李平貴，2003）。在新消費工具中，同樣也具有這樣的特性，

由於有許多的新消費工具是屬於跨國的企業，不論在全世界的那個店內都

感受到熟悉，也因為熟悉而產生一種安定的感覺。因此可預測性提供給人

的便是一種安定感，不用擔心生活的步調會被打亂。 

不過對於員工而言，他們必須依著可預期的方式工作。他們根據公司

的規則與管理階層的指示行事，員工的言行舉止必須是高度可預期的，麥

當勞化組織中有一套行事規範，員工都被要求記得與遵守哪些場合該做哪

些事，這種劇本化的行為在員工與顧客間創造出高度可預期的互動行為

（Ritzer, 2001：20）。員工在受訓的時候便已經得到一個劇本，教導他

如何去應付跟顧客之間的一般狀況以及特殊狀況，因為有一個固定的規則

在背後教導員工，因此員工的行為便產生高度的可預測性，以方便管裡者

進行管理及協助服務員在面對消費者時，他會知道該做些什麼事情以及該

說些什麼話。與員工一樣，消費者也可從這些劇本或規則的可預期中獲得

好處，例行化能夠提供消費者更能信賴、更少花費及更迅速的服務，不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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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感到手足無措，把消費者所應遵守的行為規則降到最低，同時也可以

說明他們應有的權力。這樣的慣例保障每位顧客都會被同等的對待

（Ritzer, 2001：157）。當他進入到消費的場所時，他知道店員會說什麼

話、會問他什麼事，而他也已經想好要應對的話，因此不會覺得慌亂。雙

方的行為都被劇本或是規範給建立起來了，因此在這個場所中的人際互動

也變得可預期。 

我們可以發現，速食業提供一種複製的場所、與顧客之間進行劇本式

的互動、可以預期的員工行為以及可以預期的產品（Ritzer, 1999：86）。

事實上，不只麥當勞，Disney 樂園等遊樂園的展現也是一種高度可預測性

的情形。所有的員工必須各司其職，各有各的規範，在樂園中那些行為是

被允許的而哪些又是被禁止的，如同麥當勞般有著一份長長的列表。尤其

迪士尼樂園是提供消費者一種童話故事般的虛構環境，因此對於所有員工

的行為及給消費者的感覺必須清楚而一致的。樂園中的員工必須學習以

「迪士尼」的方式來服務大眾，並且「保留節目的原味」（Wasko, 1997：

130）。因此在樂園中工作有諸多的禁忌及紀律要遵守，例如：不要讓客人

感到害羞、別逾越本分、不要有脫軌的演出、除了在工作場所，否則不能

穿著制服（Wasko, 1997：131）。在處理緊急事件的行為指南上，必須要

避免驚嚇到遊客並且控制可能隨之而發生會傷害大眾的危險（Wasko, 

1997：132）。在服裝及外觀上也是嚴格要求，換句話說，主題樂園內員工

穿著的制服，看起來之所以「令人驚異的整潔」，並非自動或自然如此，

而是嚴格執行「迪士尼外觀」的結果，每個員工手上都會有一本名為《迪

士尼外觀》的小冊子，用來規定他們所有展現給遊客的行為以及外觀

（Wasko, 1997：133），另外再透過監視及觀察，以確定員工有依照規定

行事，使得每位員工的行為對於遊客或是管裡者來說都具有可預測性。 

當然不只是在樂園，整個迪士尼產業都是透過一整套完整的銷售計

畫，配合電影來加以推銷。一位獲得迪士尼授權的人表示：「迪士尼的目

標就是建立相似的整體行銷計畫，他們希望所有陳列在商店內的商品都能

給人相同的感覺與風格，所以他們會用迪士尼的方針來帶領我們，他們要

他們的東西看起來一致，他們把這些商品看的像品牌一樣重要」（引自

Biederman, 1997：24）。他們透過這些具體的行動將迪士尼整個產業變的

相當具有可預測性，因為不管哪裡的迪士尼都是提供一樣的商品、感覺以

及風格。事實上迪士尼從已經滲透到各個層面去了，不論是體育、旅館、

房地產、樂園、電影甚至是製造業，透過電影的製造及行銷，將每個創造

出來的電影角色發展到各種領域去，而透過電影，每個角色或是商品的風

格便很輕易地讓人瞭解，而這種高度的可預期性使得消費者可以很輕易地

接受以及感到熟悉。 

但是畢竟員工也是人，難免會有不遵守規定的時候，或是會有因為情

緒不好而無法做到和悅對待顧客的規定，或是因為個人的因素而使得整個

運作的過程變得不可預測，所以為了盡量減少這種情形的產生，就必須透

過一些更非人性化的管理以及去人性化的機械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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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control） 

在新消費工具中的第四個因素便是控制，不論是逐漸增加的管理或是

利用非人性的機器來取代人類，目的都是為了要提高控制，因為在所有理

性化的系統中唯一的不確定因素或是無法預測性因素都是人類（Ritzer, 

1999：87）。因此透過增加的規則或是如上個議題所提到的「指導手冊」，

都是為了要更加嚴格地控制人們的行為，以確保其可預測性及效率，因此

在迪士尼中所有員工的行為舉止便被清楚地規範，在樂園中那些行為是可

以做的而哪些又是不能去做的。樂園中的員工必須學習以「迪士尼」的方

式來服務大眾，並且「保留節目的原味」（Wasko, 1997：130），因此在樂

園中工作有諸多的禁忌及紀律要遵守，這個便是對於員工的控制。不管是

在遊樂園、速食餐廳或是連鎖咖啡館中，對於員工行為的控制幾乎是無所

不在的，為了確保服務的品質以及商品的品質，因此在每個環節都盡可能

地加以掌握，以確定每次提供的商品或服務不會有所不同，讓在其中的消

費者不會感到不安或是焦慮。 

此外還透過非人性的機器來代替人類以提高對於產品或服務的控

制，前已提到，員工受到高度的管理，他們被訓練在一定的事物內依照公

司的規則並確實的執行。甚至有些步驟難免會因為人為的因素而降低效

率，因此採用機械設備來取代人力（Ritzer, 2001：21-22），利用一些電

腦、標籤、飲料分配機、分銀機、炸薯條機等等，這些機器的輔助在新消

費工具之中已經是不可或缺的一部分，利用這些機器，一方面確保其效

率，透過電腦管理馬上知道缺少什麼或是庫存還有多少，可以立即透過網

際網路的聯絡系統讓供應商知道或是向供貨中心訂貨，在最短的時間之後

將缺少的東西補齊；另一方面更可保證一致的品質，因為透過機器或電腦

可以精確地掌控所有的進度以及控管整個過程，透過機械的運作也可以製

造出幾乎完全一樣的東西，因此也保證了品質的一致性。事實上電腦及網

際網路的應用在現在社會中幾乎已經涵蓋各個層面、存在於各個角落，而

利用電腦以及網際網路不僅可以提供最高的效率、一致的品質，還可以提

供消費者與業者之間的互動，因為它可以是個雙向的互動平台，讓業者與

消費者直接溝通或是立即反應顧客的需求，這個在之前只能夠過顧客反應

卡或是當面反應的情形是大不相同的，因為顧客反應卡的速度太慢，有時

甚至會被店員處理掉；而當面反應有時又會處理的不夠婉轉而造成雙方的

不悅，因此透過網際網路的專門服務，可以讓店家瞭解到顧客對於他們的

餐點、服務有什麼滿意或是不滿意的地方，進而繼續保持或是加以改善。 

在消費場所中，它們也會提供一些規則要求消費者要遵守，以期能夠

達到控制消費者行為的目的，避免部分消費者造成其他人的不便或是讓其

他人感受到不同的服務品質。在麥當勞中便是廣泛地將這套準則運用在所

有進入麥當勞世界的人們以及在其中工作的員工，當顧客進入到麥當勞中

便有些規則一定要遵守，它提供了分隔線、有限的餐點組合、少量的選項

以及不舒適的座位，使得顧客可以迅速地吃完並離開，甚至利用「得來速」

便根本不需要進到店裡就可以完成消費（Ritzer, 2001：21）。當你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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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勞的場所之中，你就必須要遵守他提供的規則並熟悉它，否則便無法

完成點餐的動作，所抱持的觀點當然是有利於麥當勞的，而不是站在消費

者的立場。此外，在某些百貨公司或是大賣場中，它們裡面不會有時鐘或

是有的甚至沒有窗戶，讓在裡面消費的消費者不會感受到外在環境以及時

間的改變，讓他們迷失對於時空的掌握，以迫使或是說「控制」消費者繼

續在其中消費；當然也會透過一些炫麗的廣告招牌、充滿吸引力的商品陳

設或是令人感到有趣的空間設計來令消費者願意多花點時間在裡面，進而

在不知不覺中消費超過原本預期的計畫或清單。 

不論是控制員工或是消費者，都是為了要讓管理者獲得更多的利益，

Ritzer 甚至引用 Foucoult 對於「圓形監獄」及「消費群島」的概念（Ritzer, 

1999：91-92），認為在新消費工具中，擁有者對於他的員工以及消費者控

制就好像在監獄之中的犯人一樣，受到完全的監視及控制。當然在新消費

工具中並不會真的像在監獄之中一樣，但是在新消費工具的場所中，隨處

都可以看到監視器以及警衛在附近巡邏，名義上是保護消費者，但另一方

面也可說是監視消費者，避免部分消費者做出影響他人消費的行為。因此

對於消費者來說，雖然是自願進入的，但這裡就好比是小型的監獄；另外

一個觀念是形容眾多的新消費工具場所就如同一個「消費群島」，消費者

不停地從一個消費小島逛到另一個消費小島，這樣的群島就形成或圍繞著

整個社會的主體，在這些小島中就必須要受到管理者的監控，因此是消費

者本身的意願。Foucoult 採用部分 Weber 關於理性化「鐵牢籠」的觀點，

認為現在的人是生活在一個個的「小牢籠」中，比起整個社會的「鐵牢籠」

更加不可忍受以及受到更多的控制。 

再將這種控制推到極致，Ritzer 還引用了 Goffman 所說的「完全機構」

（Ritzer, 1999：92），將人完全地控制在其中。雖然 Goffmann 是對於心

理治療所或是精神病院所做的研究，但是對於這種機構的定義可以應用在

新消費工具上，他說：「一大群相似處境的個人待在一個居住或工作的地

方，切斷與外在世界的聯繫一段很長的時間以及待在一個封閉、形式上完

全受到控制的生活」（Goffman, 1961：xiii），以豪華郵輪為例，所有的

人都在船上，消費者只能待在船上，消費船上所提供的物品以及器材，而

且只能從事規定允許他們做的事，比起消費群島來說，在豪華郵輪的控制

幾乎可以說是更加全面且無法脫離，直到靠岸為止。以這樣的例子來論述

也許太過，不過在實際運作層面上確有其必要性。 

在新消費工具之中，最讓人感到不舒服的也是在「控制」這個項目，

但是它也提供消費者一種不因時間、地點改變而有所不同，皆可以能夠體

驗到熟悉感及一致性，並且提供給消費者更快更便宜的商品及服務。雖然

他讓消費者感受到愉悅的消費經驗，但是對於為其工作的員工而言，卻必

須要遵守一大堆的員工手則，並且還必須隨時提防在身邊的監視者，違反

規定的員工不是被加以警告就是被解雇以做為懲罰。新消費工具的擁有者

為了能夠提供消費者一致的感覺及風格，因此對於員工的控制只會越來越

大，以期員工能夠完全遵守店家所制訂的規則，畢竟員工是店家與客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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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的第一線，員工的表現就代表這個新消費工具的服務品質，好的表現可

以為店家加分，並造成顧客的回復率高；相對的，如果因為員工的服務不

好，那麼即使產品再好、東西再美味，顧客也不願意再次光臨，因此員工

的控管就變的相當重要，這也是為什麼在新消費工具中對於員工的控制會

越來越嚴格的原因了，同時拜科技的進步所賜，已經可以達到不需要依賴

員工的地步，將人為的因素降到最低。而對於消費者的控制雖然不如對於

員工的控制如此地明顯而公然，但是新消費工具的擁有者對於消費者同樣

也是透過各種可能的方式來進行控制，前已提過透過一些明亮、具吸引力

的空間擺設來誘使消費者消費更多，也可以利用消費者的消費資料分析，

以便推銷給消費者更多的商品。 

5. 理性的不理性結果（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 

雖然說理性化可以提供消費者一種不會因時因地而有不同的商品及

服務，但是實際上施行起來無法保證能夠完全一樣，因為各地消費者的習

慣並不相同，當然跨國企業的進入使得該地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受到衝擊而

改變，不過也有些方式無法改變的，使得一些屬於跨國企業的新消費工具

不得不改變一些形式風格及方式以配合地方。例如在台灣，麥當勞對於

1970 年代之後出生的這一代來說，可以說是生活的一部份，不論是對於漢

堡的接受度提高，甚至將麥當勞當作一個正餐來食用。而對於麥當勞這個

場所而言，在國外，他們習慣買了就走或者在麥當勞裡面用餐，用餐完畢

也是馬上離開，如此而已。但是在台灣，已有研究者發現，台灣的青少年

習慣將麥當勞當作一個聚會的場所，甚至還將麥當勞當作一個唸書的地

方，因為麥當勞提供了一個乾淨、明亮的場所（Watson，2000：134-135）。

台灣的速食店（不只麥當勞）提供了消費者（不論老少）一個場所，讓他

們很喜歡在裡面從事各式各樣的活動如看書、聊天、嬉戲、辦生日 party、

聚會，幾乎是提供一個休閒的場所。而台灣的消費者也習慣於麥當勞化這

種高度受到控制的環境、或者說是一個不需要進行太多社交活動的場所，

在這樣一個理性化的場所中，周遭的都是陌生人，可以作自己想做的事

情，例如逃避日常生活、看書、聽音樂或是觀察周遭的人而不會有人來打

擾。因此與上面提過的將環境弄的不舒服，讓消費者在店內迅速地用完餐

然後離開有所不同，違反我們前面所提到的理性化原則。在星巴克中也是

一樣，許多的人在星巴克內幾乎耗費整個下午的時間，在店內從事著社交

活動或是做自己的事情，於是我們可以從這點看到，雖然一切都要求效

率、數量化、可預測性及控制，依然還是有些地方是無法達到這些面向的

要求，但是並沒有帶來什麼不良的影響。 

新消費工具的這四個面向是屬於理性化的層面，透過這些層面可以滿

足消費者的各種需求，提供消費者多樣且數不清的商品選擇，而這些特性

便是現代工業社會中所強調的一些因素所造成的：一切要求要有效率、要

數量化、要可預測並且透過控制的技術（不論是利用規則還是利用機器來

輔助），造成了所謂的「福特主義」的盛行，因此產生一些「數大便是美」、

「一切事情都必須加以數據化，以便可以計算、估計甚至預測」、「一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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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效率」的看法，這些影響都是理性化所造成的，在理性化的社會中，唯

有達到這些要求才是好的。但是目前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到所謂的「後現

代」社會，從著重生產的層面漸漸轉移到消費的層面，因此對於這些要求

開始有了些轉變，尤其是當大家發現遵守理性化的結果竟然也會發展出不

理性的結果的時候。 

在新消費工具中，雖然一切都依照前面所述之四個面向運作，但是遵

守這些理性的結果竟會衍生出一些不理性的結果，這是出乎大家意料的。

理性化的目的原本要求的是更快、更有效率、更大量地將商品生產出來，

但是沒有想到理性化的結果卻產生許多原本沒有預期到的影響，而造成效

率的低落、只重數量而不注重品質、不可預期的結果以及不可控制的情形

出現。理性的不理性化意味著理性化系統是個不理性的系統，為什麼？因

為它否認了在裡面工作或為它們服務的人的基本人性，也就是理性，換句

話說，它是去人性化的（Ritzer, 1999：93）。這裡我們可以將不理性分

成兩個部分，一個是因為遵循理性原則來生產所造成的影響；另一個是理

性管理的部分，對於人類的控制以及利用機器以方便管理所產生的後果。 

人們在健康或是生活的許多面向受到理性化結果的威脅，例如因為追

求效率而選擇在速食餐廳中用餐，但是在速食餐廳中食物具有高含量的卡

路里、脂肪、膽固醇、含鹽量以及含糖量，吃進這些食物導致了高血壓、

糖量病以及高膽固醇疾病，對人們的健康威脅很大，更糟的是這些食物對

於孩童而言具有強大的吸引力，當養成他們的飲食習慣之後，便為將來的

健康埋下了隱憂（Ritzer, 1999：94），這些食物為了要能夠吸引人，因

此在口味的拿捏上比較重，我們可以在一些醫學報導的文章中發現，醫師

們警告人們不要食用太多的速食食物，因為這些食物都是會造成身體負擔

的，這也是為什麼我們發現在最近速食餐廳的廣告都在訴求健康，不論是

麥當勞還是肯德基，都提出一些新的菜色，例如沙拉或是含有較多蔬菜的

漢堡，以反駁速食食物是垃圾食物的論調。 

另外，為了要提供給速食餐廳或是廣泛大眾的需求，在栽種蔬菜以及

飼養動物方面，大量利用機器以及化學藥劑在短期內提高產量，因此對環

境帶來了極大的污染；另外，為了符合經濟效益，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

大的產量，因此使用抗生素、營養劑來養雞、牛、猪、羊等肉類，而過度

使用農藥來提高蔬菜的產量以及避免受到害蟲的影響。這些化學藥劑的使

用不只是對於環境造成巨大的影響，對於人類的健康也很大，不同於上段

所提到的那些調味料所造成的身體負擔，在這裡則是造成現在的小孩發育

提早或是孕婦生下畸形兒，這一切都是因為人們遵循理性的法則而希望以

最小的成本得到最大利益所得到的後果。另外，為了提供消費者能夠擁有

最多的選擇，不少的新消費工具中都盡可能地貯藏食物或是商品，大量的

商品或食物雖然可以提供消費者更多的選擇，但是對於食物來說，因為要

囤積，所以往往都無法保證其新鮮度；而對於商品來說，要提供給消費者

更多的選擇就必須要有廣大的場地擺放這些商品，但對於消費者而言，廣

大的場地造成選購的不便以及購買的不舒服，因為他們必須走很長的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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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們只是要購買其中的一兩樣商品而已。 

不只是在素材方面，為了吸引消費者，食品的包裝也相當講究，因此

在食用過後垃圾的棄置問題也對環境造成了不良的影響。垃圾的問題在現

代社會中一直是個急需處理的問題，因為人口的急遽增加以及食物產量的

增加，因此垃圾量的增加今非昔比，在加上塑膠材料因為輕薄的特性，能

夠提供人類攜帶的便利性，因而被廣泛的使用，但是塑膠材質並不是一個

容易被處理的物質，對於整個環境的影響卻因為它廣大的利益或是因為符

合效率以及方便性而刻意被人們所忽略。理性化的結果讓人們只注意到結

果，專注於追求大量、快速，而忽略了為達到這個結果所造成的影響。我

們可以從每次園遊會的舉辦或是棒球比賽的會場發現，在比賽過後或是遊

客散去後，到處可見的垃圾往往造成清潔人員的不便，突然增加的垃圾量

對於附近垃圾場的收容量也是相當大的考驗。 

在理性管理方面，我們前已提過關於對於員工以及消費者的控制容易

造成他們的不愉快經驗，另外還有為了要降低成本，雇用大量的外籍勞工

或是使用機器的生產，而造成工作的短缺。同時拜全球化所賜，企業往往

在本國以外的國家尋求更低的勞力成本，造成本國工作的消失所引發的勞

工問題，以及對於當地的勞工而言，跨國企業雖然提供了工作機會，卻也

被國外的企業壓榨了勞力。 

在這邊理性的不理性也可以被視為是麥當勞化的第五個面向，其基本

概念是理性制度勢必伴隨著不理性的結果（Ritzer, 2001：24）。為什麼

呢？當人們因為理性的原因上速食餐廳用餐時，人們卻總是在收銀機前花

費更多的時間排隊等候。原本的訴求是追求效率，卻反而必須花費更多的

時間排隊等候，即使在得來速也是一樣在排隊，造成無效率的情形發生。

不只是麥當勞，宣稱提供顧客方便的一些事物總是提供給顧客更多的不

便，消費者必須要自己去賣場中找尋所需要的一兩樣東西、自己在電話撥

一連串的數字以找尋需要的幫助、在提款機前做著櫃臺出納員的工作，這

種種都造成民眾的無效率及不便。另外，當我們花費了大量的金錢在遊樂

園時，我們同樣也得花費時間在排隊上，真正提供消費者歡樂及刺激的時

間往往與花費的金額不成比例，大部分的時間並不是在遊玩，而是在排

隊，因此不僅沒有效率還是一種高成本的消費。 

同時，為了要提供消費者不論何時何地都能夠享用到一致的食物、商

品及服務，因此造成不管到那裡都會看到類似的商店或商品，也就是因為

理性化造成另一種現象的出現，即同質化的提高（Ritzer, 2001：233）。

為了提供多樣的商品而大量生產，卻造成同質性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各

種速食商店內尤其是麥當勞，不論是台北、高雄、美國、日本所賣的不外

是薯條、漢堡、可樂及咖啡，也許商品會依照消費者的喜愛或地區性的禁

忌而加以改變，但是在麥當勞中，創新並不是它最主要吸引消費者的因

素。同質性的問題，我們也可在大賣場或是超級市場中發現，雖然在這些

地方商品的種類繁多，但是這家大賣場跟另一家大賣場根本沒有什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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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每家所賣的東西幾乎大同小異，因此到哪一家消費也沒有太大的差

別。以台灣來說，不管在那個風景區、哪個夜市，我們可以發現，已經沒

有該地區的特色，不管在哪裡的夜市或風景區，都在賣著一樣的東西。同

質性的提高造成了店家之間的差異減少，凸顯不出特色，因此消費的地點

跟場所也就沒有什麼差別，因此最後都落到削價競爭的地步。 

再者，理性化為了能夠完全地控制，因此將在其中工作的人之人性降

到最低，因此理性化也可以說是去人性化，而這卻也是造成非理性化的原

因，因為理性是基本的人性之一。Ritzer 甚至將這類去人性的工作稱之為

「麥克工作」（McJob）（Ritzer, 2001：235），員工只能使用他們熟知技

術與能力的一小部分，店家不需要依賴員工的專業技術，因為他們總是做

著類似裝配線的工作，不需要花費額外的心思在上面，而由於員工的可替

代性很高，因此員工的流動率也相當高，對於自己的工作沒有認同感，對

於服務的公司也同樣沒有向心力，因為任何人都可以取代他的工作，所以

員工相當沒有地位。另外，消費者也會因為他們劇本式的互動或是將互動

的行為標準化的緣故，而造成消費者與員工之間人際關係冷淡的結果，因

為消費者及員工雙方都很清楚，這個互動只不過是一種表面化的行為或是

只是一件例行公事而已。 

 

二、情感的特性（入魅）： 

理性化的結果會導致「除魅」的產生，將一切非理性的事物都加以抹

滅，將所有的事物都歸納到理性的法則裡去，推崇理性價值及方法，不過

我們上面也可以發現，理性化的結果卻也產生意想不到的非理性結果。既

然理性化的不理性讓人如此地不愉快，那麼為什麼我們仍然對於這種高度

理性化的新消費工具如此著迷呢？因為諷刺的是，理性化不是只有「除魅」

性質的，它本身也可能具有「入魅」的特性（Ritzer, 2001：326），也就

是說即使是高理性化的特性，對於某些人而言這種理性化同樣具有吸引

力。在新消費工具當中，理性化本身也會產生「入魅」的作用。這又是怎

麼回事呢？理性化的系統無疑地導致了各個面向除魅的產生，但是它弔詭

地以及同時地產生了他們獨有的魅力。 

為什麼呢？因為在速食餐廳中，幾乎所有的餐點都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之後提供給消費者，或是在 Amazon 網路書店中訂書，它可以在一兩天的

時間內將所訂的書送到你手上，它的效率所提供的迅速服務對於消費者而

言就好像變魔術一樣，尤其迪士尼世界有效率地引導眾多的遊客在樂園中

前進以及處理大量遊客所造成的垃圾，對於某些人而言這就是一種神奇的

事物；另外，在大賣場中，理性系統提供給消費者超出他們想像的商品選

擇，同樣也令消費者感到驚訝，尤其是當這些商品比外面小店家的價格還

要便宜，這更是讓消費者感到不可思議。因此，這樣大量的以及低價的選

擇對於消費者而言，不僅像變魔術，同時更是充滿吸引力。理性化的可預

期性同樣對於某些人來說也是相當具有魅力的，因為對於他們來說，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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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還是在英國，不論是上禮拜還是今天早上吃的漢堡、薯條及可樂，

都沒有不同，這種同質性同樣也是對於部分的消費者來說，是具有熟悉感

及容易讓人安心的；最後，在新消費工具中，理性化所具有的魅力則是對

於新科技的功能以及其生產力感到驚異及深受吸引。機器可以從事十倍、

百倍甚至千倍人力所做的工作，精確度也比人工高，再加上電腦的輔助，

對於精細的工作、龐大的工作量、所能提供的服務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同樣

也是一種神奇的事物（Ritzer, 1999：100-102）。 

不過理性化的硬冷多少讓消費者感到不愉快，同時為了吸引更多的消

費者，也為了讓消費者更加沈溺在其中無法自拔，新消費工具則在這些理

性化的結構外觀，創造出更具有魅力的特質以吸引消費者，並且讓他們自

己願意在新消費工具中進行消費。同時這樣充滿魅力的特性成為新消費工

具最主要吸引消費者的原因，而不再是傳統理性化的因素。Rizer 認為要

「入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創造「驚奇」，不論是透過不尋常的事物、擬

像還是內爆，都是在創造驚奇，以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1. 創造驚奇（Spectacle） 

要再次讓新消費工具入魅，最重要的就是根據它不斷增加的驚奇，「驚

奇」及「娛樂」跟消費世界是一體的兩面，是不可劃分的」（Miller, 1981：

173），驚奇的事物不像以往在空間中或時間中被隔離開來，驚奇逐漸變得

在日常生活中到處存在，因為驚奇可以被刻意創造，而驚奇的事物總是吸

引著人們的目光，所以透過驚奇，Debord 聲稱它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去模

糊及隱藏「系統的理性」（Debord, 1994），Ritzer 則是認為驚奇是被用來

克服高度理性化系統的不利條件，尤其是「除魅」（Ritzer, 1999：105）。

由此可知，驚奇除了可以達到吸引消費者的目的，還可以讓人忽略理性化

系統的缺點。此外，在過去，驚奇是跟整個社會結合在一起，例如說一個

鄉村的美女或是一個節日的慶典，但是在現在社會中，提供驚奇的東西並

不是日常生活的內在部分，現在的驚奇都是由各式各樣的新消費工具所創

造的，但是新消費工具創造驚奇的事物並不是只為了吸引民眾的目光，而

是為了讓廣大的消費者進一步去消費他們的商品及服務。 

透過後現代的擬像（simulation）的複製以及內爆（implosion）的

過程而造成這些理性化的新消費工具再次「入魅」（Ritzer, 2001：

326-327）。Baudrillard 說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擬像的時代」（Baudrillard, 

1983：4）。Ritzer 認為這種在消費社會中普遍且廣泛存在的擬像有個巨大

的貢獻，就是它侵蝕了現實與想像以及真實與虛假之間的區別。當在拉斯

維加斯（Las Vegas）的各家飯店想要吸引顧客，就必須要提供他們驚奇

的事物，不論是在飯店內設一個主題樂園，或是將帝國大廈及自由女神

「搬」到飯店裡來，目的便是為了吸引消費者的目光，進而促使他進入賭

場裡消費。當然不是只有在賭城才是充滿驚奇的，在台灣，我們可以發現

京華城的球型建築、新光三越信義店以及華納威秀後現代式的建築風格、

101 大樓的竹節設計、淡水線沿線的車站皆採用中國風味建築、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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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創刊的時候，將西門町的一棟大樓打扮成一隻狗的頭，意味著狗仔隊

的進入，這種種的情形怎能不讓消費者感到驚奇、眼睛為之一亮。 

或者各式各樣的主題餐廳、bar 或是 pub 或是個性咖啡館其內部藉由

各種驚奇的裝潢來吸引消費者，有的將店打扮成公車的樣子，顧客感覺在

公車裡面用餐；有的用一架真的飛機布置餐廳，只不過剩下的是飛機外

殼，但消費者感覺就像坐在真的飛機裡面用餐；也有將以前將軍的家、造

酒廠、火車倉庫、碼頭都重新粉刷裝飾，藉由原場地的特殊性，引起消費

者的好奇想一窺究竟，達到驚奇的效果。前一陣子的新聞，一家電影院為

恐怖電影作宣傳，而放了一個打扮成女鬼的假模特兒在樓上，引起不小的

騷動；福特在替 Escape 這款吉普車做宣傳時，將整台真的吉普車掛在大

樓的外面，確實達到了抓住消費者目光的用意。不論是內部還是建築的外

觀還是大量的能見性，都是為了引起消費者的注意。現實的驚奇畢竟有

限，透過一些擬像的創造甚至利用電腦繪畫或是電影的創作，將會提供給

消費者更多的驚奇，這也意味著將吸引消費者從事更多的消費。 

2. 內爆 

新消費工具挑戰時間的侷限以及創造無限的空間感，這種包含內爆以

及時間和空間異常使用的驚奇，提供新消費工具再入魅的功能，同時也由

於新消費工具爆炸性的成長，造成一系列這樣內爆的現象產生，這種現象

導致了新消費工具之間的界限被侵蝕甚至是消失，我們也發現人們逐漸習

慣於這種界限的消失，於是新消費工具看起來似乎都是沒有邊界或限制的

（Ritzer, 1999：132）。雖然這樣的「內爆」現象並不是完全是新的，例

如以前的百貨公司中，便已經將許多的專櫃、店家集合在一棟建築物裡

面，以吸引更多的消費者。但是現在內爆的現象更為普遍，規模也比從前

大上許多，一家購物商場中可能就包含了好幾家的百貨公司，甚至在一個

建築物當中，包含了百貨公司、主題餐廳、主題樂園等眾多的新消費工具，

因此其規模已經不是以前的情形可以比擬的。此外，內爆的目的也不總是

以創造驚奇為首要的，有時是為了提供消費者方便購物，但是整體而言，

驚奇還是內爆的一個主要的目的（Ritzer, 1999：133）而驚奇則是為了

吸引更多的消費者到新消費工具裡消費。 

當代社會的特色是差異，透過工業革命，所有的東西被大量地生產、

被創造及發明出來，依照各種需要而被生產出來，因此導致所有的東西都

被明確地區分開來；但是在消費社會中，後現代學者認為雖然這些東西之

間的差異並沒有完全消失，但是對於消費者來說，之間的差異被彼此滲

透、侵蝕，整個世界正逐漸被去差異中（Ritzer, 1999：133-134）。這個

去差異就是一種驚奇，並以此去吸引更多的消費者到這樣去差異的本質上

去。所以說新消費工具正在一個相互混合的過程中，將各種差異的劃分將

以模糊，例如讓購物賣場跟遊樂園之間的差異消失，購物賣場就像是遊樂

園一樣，提供消費者一種驚奇且愉快的購物經驗，或是在遊樂園中也設置

購物賣場，讓消費者在遊玩之餘也可以購物，讓之前那種平行性的差異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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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消失，以吸引更多消費者。我們可以看到在運動場、醫院、學校、百貨

公司、捷運車站以及火車站裡，同樣可以看到其他各種的新消費工具的存

在，例如麥當勞、7-eleven、康士美、肯德基或是各種咖啡館；同樣地，

反過來也可以說我們可以在各個新消費工具裡發現麥當勞的蹤影，不論是

車站、百貨公司、學校或是醫院裡，我們也都可以發現它的存在，所以這

就是內爆。Baudrillard 甚至還將這種內爆的情形比喻為「黑洞」，就好像

所有的東西（例如新消費工具）全部都匯聚到一個點上或是匯聚成一團（引

自 Ritzer, 1999：133）。 

因為全球化的因素，同時由於新型態的溝通工具以及交通工具的發

明，使得空間的意義產生改變，空間出現內爆的情形，開始失去界限，我

們可以發現我們可以正在購買一個美國的商品或是英國的商品，它可能前

幾天還在原本的產地，而這個地方距離消費者好幾千公里遠，但是如今卻

出現在消費者所在的地點，地理上的空間已經不再是彼此的界限；或是我

們可以在一個賣場中看到來自於世界各地的商品並列在一個架上，當你購

買這項商品時，就好像與世界的其他地方透過這個商品而產生聯繫。更甚

者，以往我們可以透過家裡的門將推銷員擋在門外，透過這個內、外而與

商品有了區隔，決定權在消費者的手上，但是現在電視購物以及虛擬賣場

的出現，將購物的這個行為從門外侵入到家裡面來了，以往內外的那種區

隔消失，因此我們就變得無時無刻都與消費這個行為劃分不開來了。另

外，透過電話、電腦、視訊會議，我們可以就待在房間裡面而與世界各地

的顧客對話或推銷，也就是說消費與生活已經彼此滲透，消費者的日常生

活就是消費生活，原本壁壘分明的界限因為滲透及侵蝕的影響，已經不可

分割。因此空間的壓縮及內爆的驚奇是造成消費者無法擺脫新消費工具的

誘惑的原因。 

我們還可以在一個樂園之中看到過去的某段歷史片段、某位歷史人

物、現在的科技發展或是未來可能的生活，也就是說不僅僅是空間的內

爆，連時間也被內爆，各個時間點都可以被匯集在一個新消費工具的場所

之中，另外時間對於消費者來說也不再是阻礙購物的因素，許多 24 小時

營業的店陸續地開幕，或是有許多的店時營業到凌晨的，不論消費者在什

麼時候有需求，都可以立即被滿足；而且還可以透過上面所述的電視購

物、網路購物等虛擬賣場，不論何時想要購買商品，都不會受到時間的限

制，因此即使現在的消費者因為必須要工作，無法去外面新消費工具的場

所購買家庭用品或進行其他購物的行為時，都可以在任何許可的時間範圍

內上網或利用電視、電話進行購物。新消費工具提供給消費者一種只要他

想要進行購物，即使不想出門，也可以從事消費的行為。這樣方便的購物

讓消費者感到不可思議、充滿驚奇的效果，可是消費者忽略了這樣的現象

將導致他們無時無刻都籠罩在消費的吸引之下。 

今天的科技進展，導致產品不斷推陳出新，消費者和分析師也期望企

業源源不斷地推出新奇產品。事實上，不論是時裝、汽車、電腦器材或軟

體，新奇創意都已成為家常便飯。供應商每天都推出含有更新性能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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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服務、裝置和電器，包括一些我們可能永遠都不會使用的功能。

Baudrillard 在〈物體系〉的文章中有個論述，他認為所有的物品都把自

己當作是模範，因此會以差異表示自己與其他商品的不同，但是實際上，

車子還是車子，刮鬍刀還是刮鬍刀，並不會那些附加的一點小功能而產生

改變，因此在這些物品之上所附加的東西其實都只是一種「邊緣性的差

異」，然而他們卻在這項邊緣性差異上大書特書，說是所謂的「重要性突

破」，或是以此作為跟其他同產品的差異以吸引更多的消費（Baudrillard, 

1997），這是因為消費者總是喜歡新奇的事物，使用新奇的事物可以帶給

他們驚奇的感受。 

在企業對企業階層市場，新產品和服務及現有產品的變化，無疑與消

費者市場一樣多，甚至猶有過之。顧客每天都受到有關新產品的廣告、新

聞報導、郵件、推銷電話和電子郵件疲勞轟炸。消費者也認定下一波上市

的產品和服務，品質會更好，價格更便宜。新推出的產品，每兩、三年就

增加一倍，在小市場內製造更小的市場，而每一市場部門都充塞無數競爭

對手。大多數高科技業者表示，不論在任何一年，他們的營收有一半以上

來自研發完成不到兩年的產品。業者接二連三地推出這麼多的新奇產品，

並不表示顧客對原來使用的產品不滿意。這只是表示隨時都有新東西吸引

他們注意，並滿足他們追求新奇的偏好心態（引自 McKenna, 2003）。 

Rifkin 舉 MTV 音樂頻道節目來做為例子，他認為 MTV 是所有電視節目

中最能充分捕捉後現代主義特質的娛樂性節目。《滾石》雜誌作家 Stephen 

Levy 指出，MTV 最大的成就在於它將搖滾樂帶入電視影像的領域之中，讓

消費者無從辨識娛樂與促銷活動。MTV 將文化片段以幻想模擬的形式重新

包裝而成的娛樂與刺激，以提供給無數年輕人模擬的真實體驗。人類的文

化被徹底轉化為一個個的影像符號，然後拼湊成具強烈煽動性與震撼性的

視覺興奮劑，用以迷惑並鎖住觀眾的目光（引自 Rifkin, 2001：250）。所

有事物的時間性與空間性都可以消失於無形，只要能夠迷惑觀眾或是消費

者，所有相關事物的連慣性並不重要，因此即使只是片段、無意義的畫面，

也都達到「驚奇」的效果。 

3. 擬像 

現代社會很難區分什麼是虛擬的影像，什麼是真實的影像，

Baudrillard 甚至認為真實與現實已經消失在龐大的擬像堆之中（Ritzer, 

1999：114）。例如在迪士尼樂園中，當消費者漫遊在各個主題之中，他們

會認為是處在現實的世界當中，還是處在一個幻想的世界當中呢？當周遭

都是米老鼠、唐老鴨或是穿著虎克船長服裝的人站在他們的身邊時，造成

消費者本身的錯亂，以為他們正身在童話世界當中；或是在一個西部的場

景當中，周圍的景色都是沙漠、仙人掌以及牛仔時，對於消費者來說，他

們又如何能夠意識到他們所處的世界是真實還是虛擬的？因為現實與這

些虛擬的世界已經結合在一起了，你甚至在這樣的場景中（或應該說是西

部世界）可以買到可口可樂或是點一份披薩。擬像與真實界限的模糊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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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失可以說是替新消費工具提供了吸引消費者以及達到誘使消費者在

裡面消費的目的。不只是在迪士尼當中，在拉斯維加斯的賭城中更是將這

種擬像的技術應用到各個層面，為了吸引消費者，每間附有旅館的賭場都

會固定展出一些吸引顧客的表演，利用各種聲光效果以及在建築外觀上做

特別的裝飾或設計，凸顯自己的特色以吸引顧客（Ritzer, 1999：

117-124）；在台灣，我們也可以看到每個展覽會場都可以看到有辣妹在跳

熱舞或是模特兒的走秀，對於消費者而言這也是一種驚奇的事物，即使這

種現象已經可以說是種常態，但還是受消費者所喜愛。 

也許創造擬像的一個重要的理由是因為擬像不僅較容易創造，而且它

還可以建造的比真實的地點更具有吸引力，對消費者更具有誘惑。另外，

一個擬像的新消費工具中，比起真實的地點，消費者甚至可以在一個充滿

擬像的地點中，同時經歷了多個「真實」的場景或地點，這都是真實的地

點所無法提供的（Ritzer, 1999：118）。在現代這個電視機、電影、遊樂

器以及電腦影像如此普及的同時，在真實的地點所能提供給消費者的變十

分的有限，也不像以往因為神秘而具有吸引力，因此就連真實的地點也都

開始增加擬像的因素在裡面，許多「真實」的場所也開始改變他們的設計

以便容納及吸引那些已經被「擬像」所吸引的消費者，讓他們的景點更加

虛假、更加吸引人。這現象支持了 Baudrillard 的觀點：已經沒有真實的

存在，所有的一切都是擬像的。 

在新消費工具中，不只是因為透過這樣的擬像可以吸引住消費者的目

光，另一方面，消費者也可以藉由到這樣的地方消費來滿足自己無法體驗

真實的這種環境中，例如說沙漠或是雨林，法國巴黎鐵塔或是埃及金字

塔，因為消費者可能無法去這些地方或是不能長久待在這些地方，因此透

過在新消費工具的擬像中，他們依然還是可以體驗到類似當地的景象及環

境，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除了可以體驗到當地充滿奇幻的特色，還可以

將一些真實世界中的危險去除，在這樣的環境中，消費者不用體驗沙漠中

的酷熱、毒蛇猛獸或是在雨林中的毒蚊子或是蜘蛛，因此這樣擬像的環境

一方面提供消費者體驗類似真實的世界，一方面又幫消費者將真實世界不

確定的危機因素給去除掉了，提供那些熱愛冒險但又不喜歡危險的消費者

一個很好的選擇。因此，主題餐廳以及主題樂園這類的擬像環境越來越受

到歡迎，這類受到控制的環境提供消費者一種沒有風險的冒險活動

（riskless risk），對於喜歡刺激又不喜歡風險的消費者來說，在這類擬

像的環境中，可以充分享受身處在這類危險的環境中的那種刺激，卻不用

擔心真實世界的危險（Hannigan, 1998：71）。 

前已提到電視、電影、電腦繪圖以及電視遊樂器的盛行，對於消費者

來說已經提供一個充滿擬像的世界，因此媒體在消費社會中，扮演著一個

重要的角色（Ritzer, 1999：119）。遊戲之中的角色或是電影中的角色是

個不存在的人物，但是這個人物卻可以在主題餐廳或是新消費工具的場合

中真實化，呈現在消費者的眼前，因此也造成了一種「主題化」的效應，

藉由主題來不斷地改變所呈現出來的擬像，讓消費者一旦厭倦了其中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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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的吸引之後，馬上又會被另一種主題所吸引著，透過這樣「主題化的

擬像」，不斷地給予消費者新刺激，讓消費者不斷地沈溺於其中。另外，

還可以透過一種「真實的擬像」，如前面提到的埃及的金字塔、紐約的自

由女神、熱帶地區的熱帶雨林或亞馬遜河流域等真實地點的複製，同樣可

以為新消費工具吸引更多的消費者，甚至可以將各個不同地點的景象放在

附近，因此顧客在逛完金字塔之後，隔壁就是自由女神，讓在其中的人產

生一種空間、地理的錯亂，而迷失在新消費工具中。 

而要提到主題化的擬像，透過「故事」的情節是最能吸引消費者的注

意的，因此在「夢想社會：後物質主義世代的消費國度」一書中，作者 Rolf 

Jenson 提出，在這個時期，想要讓消費者對商品進行消費，最主要的策略

是要對於商品編造一個能夠感動到他人的故事出來（Jenson, 2000）。對

於迪士尼來說，每次當電影準備上映的同時，便已經準備好一系列相關商

品的製作以及行銷管道，因此配合著電影的放映，消費者在被電影情節所

吸引的同時，還可以透過購買他們所提供的商品來延續對於電影主角或是

電影故事情節的迷戀（Wasko, 1997）。所以說這樣主題化的擬像對於消費

者而言是種強大的吸引力，Jenson 也認為消費者願意多花費商品價格的百

分之十幾來做為商品故事的附加價值，故事不僅可以吸引消費者，甚至消

費者還願意為了故事而付出超過商品本身價值的價格來購買。 

還透過廣告的呈現，許多的企業秀出了他們企業的背後所想要傳達給

消費者的故事意涵，藉由這些故事，企業可以跟消費者共享一個夢想，例

如許多的汽車、菸酒商都習慣將這些他們的產品賦予一種故事，即一個成

功的企業家的表徵，透過使用這些東西，便可以凸顯你自己同時也向他人

表示你的成功或是地位，因此在購買時，不只是買了商品，也買了商品背

後所代表的故事意涵。星巴克所要說的故事就是他們想要把重烘焙咖啡的

好及高品味的咖啡文化以及對於重烘焙咖啡的這種熱愛推廣到全人類，並

且希望能夠在公司及家之外，提供一個絕佳的第三個去處。在商品之上附

加了故事，便有了附加價值在上面，這就是擬像，也就是為什麼

Baudrillard 會說「一切的消費都是一種符號消費」。因為你所購買的並不

是那件商品，而是商品所代表的意義或是商品背後所傳達出來的訊息，即

是擬像的意義。 

故事的來源可以是真實的歷史或是故事，甚至也可以將這些故事加以

改編或是就直接捏造一個虛假的故事，消費者並不會去在意故事的真假，

因為這是一個擬像的時代，消費者已經習慣於這種虛擬的創造，但是重點

在於故事是否可以引起消費者的共鳴。在後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於歷史興

趣缺缺，歷史已經不再是人們瞭解過去、探索未來的一項重要參考指標，

而是當代社會用以編撰劇本的一個個故事片段（Rifkin, 2001：247）。即

使是虛擬的故事，只要能夠引發消費者的共鳴，對於消費者而言就是一個

好的故事，我們可以從一些精彩的故事小說或網路故事因為大受歡迎，而

拍成電影的情形可以發現（向左走向右走、第一次親密的接觸、地下鐵、

哈利波特、魔戒等等），電影工業也是一個推波助瀾的重要角色，藉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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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的詮釋，許多的感人故事以影像的形式出現的人們的眼前，進而接觸並

感動著人們的情感。對於店家或是企業而言，這不就是最好的推銷嗎？透

過這種擬像的故事詮釋，引發了消費者的興趣，而附加了故事意涵在上面

的商品，又怎能不受到消費者的青睞呢？ 

除了將故事附加在商品之上外，還可透過表演的方式呈現給消費者

看，我們還可以引用表演跟劇場的概念來解釋在「新消費工具」裡頭，他

們透過怎樣的方式來吸引消費者，又是怎樣地具有魅力，才可以讓消費者

在這個場合之中能夠擁有一個難忘的回憶。透過一次次精彩的故事表演，

同樣也是呈現一種「擬像」的感覺給消費者，藉此以吸引消費者，例如在

每次的耶誕節、萬聖節的時候，不論是在百貨公司、遊樂園、咖啡館、主

題餐廳等眾多的新消費工具中都可以看到一些應景的布置，甚至還有表演

人員會在店內表演著相關的話劇，透過表演，消費者可以更清楚店家所想

要告訴消費者的故事是什麼，更可以突顯出整個主題是什麼。消費者是新

消費工具這個商業舞台表演中主要的觀眾，但並不是唯一的觀眾，因此在

這個消費劇場中表演之工作人員的角色必須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不能做

出跟角色不合適的表演，以避免破壞整個表演，如此才能提供一個完美的

表演。如果表演者沒有意識到他的表演是整個劇場能否吸引觀眾最主要的

因素的話，那麼這個表演便不具有吸引消費者的魅力，這個表演就是一個

失敗的表演。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劇場中表演的每個角色都是重要的，

而且每個角色都具有他應該要遵守的規則，如此才能夠提供消費者一個難

以忘懷的經驗。所以工作人員必須將工作稱之為戲劇表演，將一般的普通

行為與工作的表演確實地區分開來，如此的表演才能夠影響到他人的感覺

（Pine & Gilmore, 2003：184）。 

事實上，我們已經在「理性化」的部分討論過關於受到控制的表演，

由於一切都依照手則的劇本在進行互動，讓人感到不真實及虛偽，不過表

演也有身為好的跟壞的表演，好的表演絕對不會讓消費者（觀眾）察覺到

他們正在表演，如此一來這樣的表演才能夠提供一個美好的回憶。消費的

場所（新消費工具）就好像一個劇場一樣，工作人員在其中表演以吸引消

費者，但這還不夠，新消費工具要能夠吸引消費者必須要整個情境及人員

都要配合，這樣才能夠提供消費者一個完整的體驗，一個完整的擬像，對

於消費者而言也才有難忘的回憶，有助於吸引他下次的光顧，例如有的餐

廳裝潢成監獄如「火燒島」、或是就是真的監獄加以裝修如綠島監獄，員

工打扮成獄警，消費者打扮成囚犯，透過場景以及員工的表演，讓消費者

在用餐的同時，也感受到彷彿置身於真的監獄當中，這樣的表演會讓消費

者感到驚奇、留下深刻的印象，這也說明為什麼在新消費工具中，會具有

「消費教堂」的「入魅」功能，讓消費者沈浸在其中而無法自拔。 

這些都是「新消費工具」令後現代社會的消費者感到不可思議以及深

受吸引的特色，當然我們可以發現，透過了新消費工具的理性化，我們在

量的方面得到了滿足，藉由「效率」、「數量化」、「可預測性」及「控制」，

就如同我們在工業社會對於所有事物的要求一樣，希望一切的事物都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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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於理性的控制之下，但是事實上一切都遵照理性化原則的結果，卻導致

許多我們不願意看到的不理性結果，因此也開始從所謂的「福特主義」開

始走向「後福特主義」，利用專屬的客制化服務，提供較為彈性的生產方

式。但是這並不意味著理性化的消失，而是透過一些非理性的元素來降低

理性化所帶來的不愉快，因為在資本主義當中，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

的利益」還是其一貫的準則，而「獲利」更是最主要的目的，所以在新消

費工具當中，運用「擬像」以及「內爆」來創造「驚奇」，讓消費者再次

被新消費工具所吸引、迷惑，讓消費者自願地在其中消費，就如同 Ritzer

為新消費工具所做的定義一樣，它們所發揮的功能是：「允許、鼓勵，甚

至強迫我們去消費數不盡的貨物與服務」，甚至是受到資本家的剝削而不

自知。後現代的消費者就如同在工業社會中一樣，我們依然是被資本家所

剝削的，而且依然陷入一個理性化的「鐵牢籠」之中，只不過目前是藉由

另一種形式來展現罷了，這種形式讓消費者不僅忘了他們仍是生活在理性

化的「牢籠」之中，甚至也讓他們忘了自己仍是被資本家所剝削的，在新

消費工具魅化的形式下，消費者甚至會以為是自己本身的選擇，是自我意

識的展現，殊不知連自我意識的展現、體驗的創造也都被新消費工具所設

計進去了。 

 

前面在符號消費的地方已經提到，消費者會選擇符合他們的符號，是

為了要凸顯他們自我的生活風格，在眾多的符號當中選擇適合自己、得以

展現自我品味的符號來代表自己。所以在這個地方與 Ritzer 不同的地方

是，Ritzer 認為消費者是被新消費工具的驚奇所吸引，在這樣的新消費工

具中，消費者會被迫消費更多他們所不需要的東西，但本文認為，雖然這

些購買的商品及服務都是經過消費者自我選擇的結果，與個人的品味相符

合的商品，但最終還是被資本家所剝削，只是消費者並不會意識到他們是

被剝削的，因為他們認為選擇這些商品或是服務是他們生活風格的展現，

但事實上，新消費工具設計了消費者的體驗，刻意規劃、模擬了不同生活

風格的場所來吸引消費者，將各種品味的消費者都涵蓋在裡頭，比起驚

奇，這樣的模式更加意識不到，但效果卻更加驚人。 

消費生活風格的研究自從 Bourdieu 以降，認為消費的物品是做為消

費主體本身的身份認同，消費的物品也突顯出消費主體的身份地位，即使

後來的研究者漸漸不再將品味（taste）作為某種階級的某種表徵，但是

品味這種東西仍是代表著個人自己本身的美學圖式，藉由消費購買的行為

來建構自己的生活世界，有些也作為他個人的一種身份認同，以跟他人做

一個區別。Bourdieu 的生活風格研究讓我們理解到，生活風格是行動者經

過精緻的行動與認知圖式所產生的，即所謂的習性（habitus），而非盲從

或是臨場的行為表現；生活風格不僅是秀異的符號，發揮內聚（與自己相

同品味的人）及外斥（與自己不同品味的人）的作用建立集體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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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是行動者再生產（或是挑戰）既存權力宰制關係，亦即進行象徵鬥爭

（symbolic struggle）的憑藉。（劉維公，2001b：14-15）Bourdieu 以此

想法為基礎繪成了一個空間座標圖，來為整個社會作分類，但是它也強調

在這個座標之中還有時間的因素要加以考量，因為習性是一個變動的過

程，而不是一個固定不變的結構，隨著行動主體的生活體驗以及生活美學

的培養，而會展現出不同的習性或品味，因此時間因素也會造成個人的習

性有所不同。 

「生活風格」並不是一個階級的依變項，而是一種特殊的表現及體

驗，它具有兩項特質，即意象傳達（presenting image）及美學體驗

（aesthetic experience）（劉維公，2001b：14）。強調生活風格是在傳

達「意象」，是因為並非個人所有的行為與思想都為生活風格所涵蓋、所

統轄。由於是意象，生活風格無法避免會被假扮偽裝與竊用模仿，生活風

格變成是一個人的「門面」，可以刻意加以粉飾。Goffman 在《日常生活的

自我表演》（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中也提到，

個人在一個情境之中會先對情境做一個瞭解，並且表現出符合現場情境的

那一面向行為表現，以確保整個「表演」可以順利地進行下去（Goffman，

1992：265-266）。每個人都具有各種不同的角色，當在扮演這些角色的時

候，便是在傳達某種「意象」。因此對於消費對象而言，當他想要呈現某

種意象、或是角色、或是面具的時候，他便會以此表現自己，或是凸顯出

自己的風格。但是扮演不同的角色或是凸顯自己，並不是說刻意表現的跟

他人不同就是在傳達意象或是展現不同的生活風格，而是當他在扮演那個

角色的時候，就是在呈現他要讓別人所感受到的那種風格。這種風格雖然

說是刻意加以粉飾，但是卻不會不斷轉變，而是會持續地展示他所想要表

達的那種風格，以及表現出他個人或團體與其他人的生活差異。 

日常生活的美學化並不是說，現代人在生活中多麼重視珍貴的藝術資

產及表現出高水準的審美素養，相反地，日常生活美學化的重要意涵即是

在於打破生活與藝術間原本存在的二元對立劃分，連結生活與藝術這兩個

不同的領域。在現代社會中，生活與藝術彼此跨越界線相互的滲透，商品

設計、公共藝術（劉維公，2001b：14-15）。這裡所提到的美學或美學體

驗，其所指涉的層次是行動者的生活經驗。生活風格是行動者從日常生活

中所獲得美的體驗及所採取的行動。而 Bourdieu 的這個看法，將藝術高

高在上的地位去除，反而具體地落實在一般日常生活之中，這也是說為什

麼生活風格並不是單純的一種差異，而是個人所養成的一種生活態度、一

種美學的感受，也就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Mike Featherstone 更進一步指出消費生活是個「日常生活的審美呈

現」（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過程，當代社會中符號與

意象（image）都是快速流動的，它們滲透到了日常生活各個部分之中。

Featherstone 從三個面向來將以論述：首先，是新藝術流派的興起以及對

於舊有藝術流派的挑戰，他們所追求的是消解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界

限，認為藝術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上；第二，將生活轉化為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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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作品的規劃，即「生活即是藝術」。在服裝、行為舉止、個人嗜好及家

俱擺設上突顯出自己的審美品味；第三，符號跟影像是快速且大量地充斥

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這個面向也是消費文化發展的中心（Featherstone, 

1991：66-68），藝術就在日常生活言行中展現。Featherstone 借用了阿多

諾的觀點，認為交換價值的支配作用不斷增長，不僅消解了物品原有的使

用價值，並以抽象的交換價值取而代之。在現代社會中，實在與影像之間

的差異消失了，日常生活以審美的方式被呈現出來。 

Baudrillard 在《擬像》（Simulations）一書中也提到這樣的超現實

中，實在與影像被混淆了，美學的神奇誘惑到處存在。即使是日常事物或

者平庸的現實，都可歸於藝術的記號之下，因此也都可以被美學化，藝術

已經是無所不在（1983：148-151）。Lash（1987）也認為，透過具體的意

指體系來表現日常生活的審美形式是後現代主義的核心。因此在後現代的

社會中，消費文化便是體現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之中。生活風格與生活美學

可以說是現代人不斷累積日常生活美感經驗之後所沈澱與結晶的思想與

行動模式（引自劉維公，2001a：124）。因此日常生活的消費行為正是個

人生活美學及生活風格的實踐，同時也是對外人宣稱自己的品味以及對於

符碼的解碼能力。 

而在此體驗持續運作與維持的過程當中，Featherstone 認為有某種類

型的人起著關鍵的作用，那就是以新中產階級為主的新文化媒介人，而這

個概念乃是來自於 Bourdieu（1984）在《秀異》（Distinction）一書中所

提到的，他們迷戀於藝術家與知識份子的生活方式，對藝術家的生活風格

有著很大的興趣。他們為了與舊有的布爾喬亞階級做區別，因此這批人持

續地關注於新文化商品的創造以及產生新的品味，同時也教導和指引著大

眾的生活方式，他們運用藝術與知識的潮流來刺激人們。這批新文化媒介

人分佈在各個文化生產的場域之中，對於 Bourdieu 來說，他們對於日常

生活美學化的過程是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Featherstone 指出，要理

解後現代商品的實踐過程，就必須考察這些在符號生產中的專家是如何出

現的，特別是藝術家、知識份子、學者與文化媒介人等團體之間的變化關

係，以及他們是如何與商人、政客、管理人之間是如何相互依賴的。事實

上，這些新中產階級被教化成處在一種有控制的情感宣洩、感覺與品味之

中，同時也支持著日常生活的審美欣賞（引自 Featherstone, 1991：45）。 

這群文化媒介人展現了他們的創意，為各式各樣的新消費工具附加上

藝術的元素，不管是咖啡館、速食餐廳、主題餐廳、主題樂園、賭場還是

大賣場，給予一種與眾不同的符碼，讓新消費工具呈現出某種特色，以吸

引某種生活風格或是具有某種美學品味的消費者。透過符號及意象的裝

飾，新消費工具不再只是一個消費的場所，同時也是凸顯消費者品味以及

審美能力的場所，以台灣的觀點來看，將藝術文化的構想實際落實到具有

經濟價值的文化商品與服務，使消費者透過空間場域、外在的呈現以及生

活體驗，將本身的生活風格或是品味展現出來，落實到一般的日常生活

上。透過新文化媒介人的努力，近年來出現的主題商店與提供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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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的商店盛行，例如在店內提供籃球場的摩曼頓，不定期舉辦籃球比

賽，或邀請籃球明星來現場表演；以茶藝、美食為主的天仁喫茶趣，將各

種傳統飲用的茶葉與食物相結合，開發出各種新菜色；以藝術、人文、生

活為經營核心的誠品書局，刻意營造的高品味風格以及具有高度美學展現

的空間設計；京華城改變傳統對於各樓層的命名採用單調的紳士、淑女等

方式，反以香榭大道街、張曼玉街等方式為各個樓層以主題化的方式呈

現，再以相關的符號元素加以綴飾，呈現出相稱的風格。 

透過日常生活美學的實踐，使知識的創造、技術的創新，以及文化的

積累所展現出的無形資產，也廣泛地呈現在流行時尚、藝術文化、觀光休

閒，以及生活體驗上。芬蘭的 NOKIA 科技集團，以一句「科技始終來自人

性」的口號，在手機上加入播放音樂、收聽廣播、照相錄影、網際網路服

務特別它提供換殼服務，使人們透過擁有這個產品得以向外人展示他的品

味及美感；同樣地，台灣的明碁電通（BenQ），也以「享受快樂科技」一

詞帶動一種享樂、體驗、遊戲的生活品味，不論是旗下的 PDA、MP3 隨身

聽還是筆記型電腦，透過擁有這項產品，便是對外宣稱個人本身的品味。

另外，台灣本土品牌的「生活工場」（WORKING HOUSE），販賣的則是一種

生活主張與態度，其提供的產品可以讓消費者演出屬於自己品味的空間，

經由專屬的空間的布置，個人可以將本身的品味及風格毫無保留地藉由自

己日常生活的空間環境表現出來。 

在星巴克消費的消費者可以發現在星巴克之中，展示著後現代的畫作

及呈現現代感的空間設計，並且播放著 Jazz、古典樂等音樂突顯出與眾不

同的風格及味道。對於新中產階級這些新文化媒介人而言，星巴克確實提

供了一個特殊的空間場域，讓他們可以凸顯、表現自己的品味及生活風

格，也說明為什麼新中產階級會傾向於到星巴克咖啡消費。另外，也因為

星巴克給人一種高品味的感覺，因此有些人到星巴克中是在「學習」如何

當一個中產階級，培養中產階級的品味。因此這群具有相同咖啡品味或是

類似美學素養的人不約而同地透過到星巴克消費，展現自己與他人的不

同，透過到這樣的場所及喝咖啡這樣的日常生活展現，讓自己的生活風格

更加顯著或是塑造出來。 

這群所謂的新中產階級，為了要凸顯自己的生活風格，一定會刻意在

相符合他們品味的新消費工具中消費，因此只要掌握了他們的生活風格為

何，便很容易擁有一群忠實的顧客，同時，由於是消費者自己本身品味的

展現，所以他們就不會認為自己是被剝削的，也就不會去抵抗新消費工具

的剝削，可以很明顯地發現，資本家對於消費者的剝削比起之前對於勞工

的剝削更加的細微、不起眼，也更加難以察覺及抵抗。 

 

（experience）

新消費工具與體驗之間的關係又為何呢？以 Ritzer 的說法，新消費

工具的目的在於創造一個魅化、能夠吸引消費者的場所，讓他們能夠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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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不斷地消費，因此新消費工具運用了許多的元素來吸引消費者，所有的

驚奇都是為了要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如果不能給予消費者一次難忘的經

驗，那麼就算能夠吸引消費者一次，也無法讓他們沈溺在其中，因此體驗

的概念便相當重要。體驗隨時都在產生，但是要持續創造能吸引人的體驗

是需要經過設計的，同時也必須要完整地搭配主題，這樣的體驗才能夠讓

消費者對於新消費工具所產生的魅力無法阻擋。Ritzer 在討論新消費工具

時並沒有提到體驗的概念，而這也是本研究在討論新消費工具時與 Ritzer

不同的地方，體驗是持續驚奇效果最好的辦法，同時也是留住受到驚奇所

吸引的消費者最有效的方式，而透過完整的體驗設計，消費者才會有個美

好的回憶及消費經驗，於是不需要再次吸引他們，他們便會自己期待再一

次的消費，因此本研究認為體驗的概念也可算是新消費工具的驚奇之一，

驚奇與體驗的配合將使得消費者更難脫離新消費工具的吸引。 

那麼體驗為什麼會變得這麼重要呢？當我們受到驚奇的吸引而進入

新消費工具之後，如何吸引消費者在消費的場所中流連忘返以及消費更

多？答案可能就是要讓顧客感受到「有趣」（Fun），當顧客在消費場所中

感受到樂趣，讓他有個美好的「體驗」，便能夠造成足夠的吸引力，吸引

他下次的光臨。Rifkin（2001：249）認為在後現代的紀元中，人類生活

的重心在於玩樂。在一個由玩樂構成的世界中，表演活動成為生活的重

心，商務性文化體驗成為人類活動的主要目標。事物的製造與交易以及資

產的累積，則是使用權紀元的人們用以撰寫故事情節、述說故事以及生活

演出的附屬物。不只如此，他還認為工作倫理也已經被玩樂倫理所取代。

玩樂與工作在本質上就有相當的差異，玩樂能夠帶來樂趣，而且是一種自

願性的行為。玩樂的目的就在玩樂本身，而它的最終報酬也在於玩樂。但

是到了後現代社會，文化性生活體驗的商品化，正是商務範疇將玩樂的各

種面向，轉換成可銷售形式的代表性行為（Rifkin, 2001：327-329）。現

代的人工作不再是像從前的人一樣，是為了累積經濟資本，現代的消費者

認為工作的所得乃是為了支付玩樂時所需的費用，玩樂已經成為他們工作

的目標以及動力，而工作只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而已。Baudrillard 也

指出，在消費社會中，人們是由「享樂道德」所驅動著。這些歡愉是由緊

張與體制化所構成的，它並非權利或是快樂，而是市民的責任。消費者，

作為一個現代社會公民，已經不可能逃脫幸福與歡愉的壓力，其壓力變成

了一個新的倫理，等同於以往生產與勞動的壓力。這點可自現代人花越來

越少的時間在生產，卻花越來越多的時間在面對持續的個人需求之創造與

生產上得知（Baudrillard, 1988：48-49）。 

因此娛樂的重要性在消費社會中是不可忽略的，甚至可以說它已經跟

消費的四個消費者活動系統---購物（shopping）、用餐（dining）、娛樂

跟教育（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以及文化（culture）---相互

滲 透 、 結 合 ， 而 出 現 了 一 種 混 合 的 名 詞 ， 如 「 娛 樂 購 物 」

（shoppertainment）、「娛樂飲食」（eatertainment）以及「娛樂教育」

（edutainment）（Hannigan, 1998：89）。「娛樂購物」就意味著將購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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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活動，跟奇幻、樂趣進一步地結合在各個面向中。將購物的場所呈現出

新奇、有趣，或透過活動、構造將購物的過程變得充滿樂趣，讓購物也是

一樣驚奇、有趣的事情。「娛樂飲食」同樣也是在空間設計上、食用的過

程中，讓在其中用餐的客人感到有趣，我們可以從許多的主題餐廳中看

到，他們透過主題的方式呈現出他們的獨特性，不僅在餐廳的設計上新

奇、充滿樂趣，同時也讓消費者在用餐的過程感到不乏味，從用餐開始到

結束都處在一種興奮的狀態。針對「娛樂教育」，我們可以發現越來越多

的文化、歷史開始運用有趣的故事呈現，或是利用有趣的圖片、影片來詮

釋，不僅讓學生因為有趣而願意主動去學習，也使各種文化、歷史的元素

被解構，然後再建構成一則則小而有趣的劇本或故事。一些之前嚴肅的教

育場所如博物館，也開始讓參觀的人能夠藉由活動的呈現、親身的經歷以

及親自的接觸，而造成深刻的印象以及有趣的體驗，讓參與其中的人都期

待下一次的體驗，因為它「有趣」。 

「有趣」對於消費社會來說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東西因為有趣才有人

購買，餐廳因為有趣才有人願意再次消費，網站因為有趣才有人願意繼續

光顧，「有趣」變成一個吸引消費者的重要指標。現代消費者喜歡沈浸在

享受的氛圍當中，生活越枯燥，就要設法將它充滿樂趣，所以「娛樂」的

元素便鑲嵌進現代社會的各項活動中，而也因為「有趣」才能夠產生美好

的體驗。在傳統的經營方式上，目前最為人所週知的便是以服務為導向，

透過令人滿意的服務來吸引顧客願意再次光顧，給予顧客的感受僅維持到

消費結束，服務所提供的美好感受便結束了！但是進入體驗經濟的時代

裡，他提供給消費者的是即使消費活動結束，體驗的價值卻被延續下來，

因為它已經存留在記憶中而不會消失（Pine & Gilmore, 2003：47）。因

為如此，那些我們所謂「新消費工具」的經營者致力於精心營造一種溫馨

的氛圍，或引導消費者來參與其中，將他們所提供的服務轉化為難忘的經

驗。 

Jenson 認為在夢想（消費）的社會中，品牌的特色關乎親密感，這個

情感的市場也就關乎團結與人際的關係（Jenson, 2000：66）。在星巴克

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到這個觀點，因為它最令消費者印象深刻的便

是它的親切服務。當然不是只有星巴克，在未來的消費社會中，販售的商

品要具有附加價值，要具有吸引力，這種親切的形象是不可或缺的，在目

前的消費社會中，人們會越來越強調「感覺」這個在理性社會一度加以排

斥的東西，熟悉以及溫馨會讓我們樂在其中，而這些原本受到理性社會所

排斥的特質，在後現代社會裡再次地吸引著眾多的消費者。不只是溫馨

感，一些屬於人際關係的情感或是親切感，對於目前消費社會的民眾特別

具有吸引力，可能是因為經歷理性化的過程，對於一些情感刻意排除的結

果，讓人們開始懷念或是特別喜歡這樣的情境，而要突顯出這樣的氛圍，

就必須要用心（或刻意）去經營，讓消費者在其中時能夠深刻地體驗到那

種充滿情感的環境，這樣的體驗自然會讓他們為了再次的體驗，而願意持

續不斷地在這樣的新消費工具中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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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咖啡為例，消費者可以選擇購買罐裝咖啡飲用，可以自己買咖啡豆

沖泡，或是到咖啡館點一杯咖啡來喝，甚至是到國外的露天咖啡館享受，

整體而言，消費者當然會希望坐在國外廣場上的露天咖啡座飲用他們的咖

啡，因為這樣的體驗可以提供給他們一種不同的感受，而這段記憶也會在

他們的腦海中保存很長的一依段時間（Jenson, 2000）。而從這些不同的

咖啡飲用模式中，我們也可以知道不同的形式所販賣的咖啡的價格也不盡

相同，因為這些咖啡所附加的價值並不相同，尤其是在國外的露天廣場上

喝咖啡，在咖啡本身的價值之外，附加了一種讓人充滿回憶的浪漫氛圍，

透過這種氛圍或是附加價值（符號），咖啡的售價提高了，但消費者卻不

會認為咖啡變貴。 

但是什麼是體驗呢？Holbrook（2000）將消費者體驗分為：幻想

（fantasies）、感覺（feeling）及趣味（fun），或稱為 3Fs，並認為消費

者體驗來自於對幻想、感覺與趣味的追求（引自陳育慧，2002），這些特

點我們都可以從上述之分析中見到。而 Schmitt 則認為體驗是發生於對某

些刺激回應的個別事件，它包含整個生活本質，通常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

是參與所造成的，不論事件是真實的、如夢般的或是虛擬的（Schmitt，

2000：81）。那麼如何提供一個難以忘懷的體驗呢？他提出五種策略體驗

模組（Schmitt，2000：86-92），目的在為顧客創造不同的體驗形式，分

述如下： 

（一）感官行銷（sense） 

    感官行銷是以五種感官為訴求：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與觸覺。感

官行銷活動大致目的是由知覺刺激，提供美學的愉悅、興奮與滿足。 

（二）情感行銷（feel）： 

    情感行銷的訴求在於消費者內在的情感與情緒，目標是創造情感體

驗。大部分自覺的情感是在消費期間發生的。情感行銷運作需要的是，真

正瞭解什麼刺激可以引起何種情緒，以及促使消費者自動參與。 

（三）思考行銷（think）： 

思考行銷訴求的是智力，目標適用創意的方式使消費者創造認知與解

決問題的體驗。思考訴求經由驚奇、引起興趣、挑起消費者做集中思考與

分散思考。鼓勵消費者從事較費心與較具創意的思考，促使他們對企業與

產品進行評估。 

（四）行動行銷（act）： 

行動行銷的目標是影響身體的有形體驗、生活形態與互動。藉由增加

身體體驗，指出做事的替代方法、替代的生活形態與互動，並豐富消費者

的生活。 

（五）關連行銷（relate）： 

    關連行銷包含感官、情感、思考與行動行銷的層面。關連行銷超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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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格、私人感情，因而加上「個人體驗」，而且讓個人與理想自我、他

人或是文化產生關連。讓人與一個較廣泛的社會系統產生關連，引此建立

強而有力的品牌關係與品牌社群。 

這五種模式是體驗行銷的策略基礎，但是體驗就像是產品與服務，必

須經過一段設計的過程才能夠呈現出來。在《體驗經濟時代》（The 

Experience Economy）這本書中，作者提到「當某人要購買一種服務時，

他購買的是一組按自己的要求實施的非物質形態的活動；但是當他購買一

種體驗時，他是在花時間享受某一企業所提供的一系列值得回憶的事件來

使他有身歷其境的感覺。」（Pine & Gilmore, 2003：31）那麼怎樣才算

是值得回憶的事？Pine & Gilmore 歸納出設計體驗的五項要素： 

（一）訂定主題（theme the experience） 

訂定明確的主題是經營體驗的第一步，因為主題是體驗的基礎，而要

將體驗主題化（Pine & Gilmore, 2003：95），主題就應該要簡潔且吸引

人，除了帶動所有的設計與活動朝一致的故事情節外，更應該透過表演的

方式將主題傳遞給消費者知道，讓消費者能夠清楚地感受到你想要提供的

主題是什麼，因此除了要找尋一個具有魅力的主題外，更應該完美地表

演，才可創造出一個引人入勝的環境，讓參與其中的消費者能夠更快地被

你的主題所吸引。不管是在主題樂園中，還是在主題餐廳中，除了透過員

工以及空間布置，讓消費者對於所要呈現主題清楚的體驗到之外，主題是

否能夠吸引消費者，以及是否適時更換主題，或是以多個主題的呈現，對

於吸引消費者的效果上也都有決定性的因素。如果主題無趣或是單調沒有

變化，那麼體驗的樂趣將會隨著體驗的次數而遞減，當體驗的樂趣不在

時，這個新消費工具也將不再吸引消費者，因此主題相當地重要。 

著名的迪士尼世界具有各式各樣的主題，當消費者處於這些主題之中

的時候，故事或場景必須要有能夠吸引消費者的魅力，除此一來，消費者

將可以短暫地跳脫他所在的時空而完全沈浸在故事的時空當中，能夠具有

這樣的魅力，對於消費者而言，這樣的消費場所就如同具有具有魔法一

般，提供了消費者難以抗拒的誘惑，誘使他們再度光臨。而一些關於迪士

尼的研究或是對於它主題樂園的觀察表示，在園內的一切基本的設計，更

加增強遊客購買迪士尼商品的意念。樂園設施的配置，助長遊客想發現商

品的感覺，更進一步鼓勵他們購買（Wasko, 2001：226）。因此透過樂園

中主題設施的建立，遊客在體驗過程中，進一步想要透過擁有紀念品來保

有這次的經歷及回憶，所以也就促進他們消費的慾望。同時，對於消費者

而言，經歷每一種迪士尼的樂園都帶給他們不同的感受，不論是魔法王國

還是動物王國都具有不同的風格，自然吸引各種不同的消費者群體的青

睞。而園內的遊樂設施、故事情節、多樣的遊園動線以及清潔乾淨的環境

給予消費者深刻的體驗，每次遊玩後都留下美好的回憶及愉快的印象，除

了購買紀念品以紀念這次的參觀外，紀念品也會加強該次的體驗，讓消費

者更是期待下次的參觀遊玩機會。某些狂熱的迪士尼迷們甚至會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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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生活都跟迪士尼的元素相結合，每天都體驗著迪士尼式的生活風格。 

（二）以正面線索塑造印象（harmonize impression with positive cues） 

前面也提到過，消費的場所（新消費工具）就好像一個劇場一樣，工

作人員在其中表演以吸引消費者，但新消費工具要能夠吸引消費者就必須

要整個情境及人員都要配合，一場完美的表演才能夠提供消費者一個完整

的體驗，如此才能夠提供正面線索的印象，對於消費者而言才有難忘的回

憶，有助於吸引他下次的光顧。因為體驗必須透過深刻印象來實現，而所

謂印象就是體驗的結果，一系列印象組合起來就可以影響個人的行為並實

現主題（Pine & Gilmore, 2003：104）。整個來說，體驗就是必須要留下

無法抹滅的印象，這樣這個體驗就會被牢記在心裡，進而吸引人想要再次

的體驗。 

Pine & Gilmore（2003：106）在書中提到一個有趣的例子，在阿拉

馬克（ARAMARK）的校園服務部開辦了一家新的自助餐廳，並將之稱為「餐

飲服務的下一個革命：滿足各種口味的市場體驗」。為了實現「新鮮的世

界風味」的主題，開發了一套名為「5F1W」的印象組合。世界各地 7種美

食，配合節氣閃亮（Fresh）登場，形成當天的特色。穿著特別服飾的廚

師，用快速（Fast）、便利（Forthright）的方式烹飪著菜餚。伴隨著色

彩和香味的飄出，廚師把晚餐製作的更佳個性化，照顧到每位顧客的口

味，都是為你（For You）！廚師和顧客間保持愉悅（Fun）的氣氛，最後

顧客打從心底發出讚美：「哇（Wow）！」這樣便創造出一種正面的印象，

提供給顧客相當一個難忘的回憶。 

在迪士尼世界及其他主題樂園之中，保養及清潔工作都做得相當好，

穿著白色服裝的清潔人員巡行整條大街，檢起以及剷除任何從馬身上掉下

的東西，而這些馬是負責將馬車由城鎮廣場拉到城鎮中心的。魔法王國內

所有的人行道每個晚上都要用消防水管清洗，有一群專門負責保養的工

人，他們唯一的工作就是將屋頂的白光做些微的調整，還有一些工人專門

負責木製圖畫的維護（Wasko，2001：233）。不管什麼時候顧客只會看到

光鮮亮麗的樂園及街道，因此有了一次美好的體驗之後，就會留下正面的

印象，這樣正面的印象將會吸引每個遊客的心以及誘使他們再次進行消

費。 

（三）去除負面線索（eliminate negative cues） 

要提供印象深刻的體驗，除了要具有主題、完整的表演及提供正面線

索的印象外，必須要將一切可能會破壞體驗的負面因素加以消除。體驗的

提供者必須刪除任何可能削弱、抵觸、分散中心主題的環節（Pine & 

Gilmore, 2003：108）。跟主題不相符合的議題或表演將破壞整個體驗的

結果，另外過度的親密或客氣也會導致破壞一切完美的體驗，因此在提供

消費者體驗的細節上，必須要相當地小心跟仔細，否則就不能稱的上是好

的體驗。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要提供消費者一次美好的體驗，是必須經過

詳細地規劃以及設計的配合，在透過完美的表演呈現出來，在小心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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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題無關的細節，才是好的體驗，也才能夠讓消費者留下難忘的回憶，

以造成他下次的再度光臨。 

之前提過迪士尼樂園動用大量的人力以維持清潔及對於器具的維護

使顧客留下正面的印象，但是這些動作都是在園區關閉以後，在夜間進行

的，除了創造正面印象之外，負面的印象也必須要加以消除才行。向迪士

尼樂園的工作人員在穿著迪士尼服裝的時候，彼此不能夠交談，只有在下

班之後才能夠比較輕鬆地交談，但必須要脫去代表迪士尼的服裝，以維持

在迪士尼樂園中所提供的「想像樂趣」。Wasko（2001：235）提到某位記

者的回憶，他目睹了一位迪士尼角色服裝的工作人員，因為遭受到一位任

性孩童的攻擊而還手時，吸引了眾人以及樂園幹部的目光。結果一群民眾

要求園方退費，因為打鬥的場景破壞了他們將主題樂園視為「地球上最快

樂的地方」的期待，這種場面造成他們的負面印象，破壞了園方努力經營

的正面印象，也破壞了他們的體驗。 

（四）配合加入紀念品（mix in memorabilia） 

    人們經常會購買紀念品，遊客會買明信片紀念遊玩的景點；結婚週年

紀念或情人節會特地準備一些禮物來作為特別的紀念；到某個特產地方或

國家會購買土產當作紀念，這些都是用來對難以忘懷之體驗的留念，而紀

念品並不是以成本來決定價格，而是以紀念的意義決定它的價格。事實

上，紀念品幫助消費者得以延長一次美好的體驗，並且可以藉由這項實質

的物品來向他人述說或讓自己不容易忘記那次美好的體驗，甚至某種程度

上來可作為炫耀之用（Pine & Gilmore, 2003：110-112）。我們也常發現，

紀念品有時是「只送不賣」或是限量發售的，對於參與當次體驗的消費者

而言，這項紀念品的價格更是無法用金錢來表示。因此，紀念品與美好的

體驗是相輔相成的。 

為什麼喬丹第一次及第二次退休前所出的那款喬丹球鞋價格會高於

之前所出的任何一款鞋？因為如果他真的不再打籃球，那麼那一代球鞋將

是相當具有紀念價值，因為可能再也買不到了！日本偶像團體傑尼斯到台

灣來，為什麼有日本的偶像迷特地跑到台灣來購買當次演唱會的紀念品？

因為那些紀念品就只有在演唱會的時候買的到，或是在台灣才有發售，日

本並沒有，因此對於狂熱的偶像迷而言，買到這項紀念品的價值是無法估

計的；到某些主題樂園去，在一些刺激的器材裡，還會幫遊客拍照，當你

在體驗他們所提供的遊樂器材時，根本沒有機會拍照，他們提供在最緊張

時候的照片，對於遊客而言，雖然價格貴很多，但是如果當次的體驗對他

們來說是重要的話，需要一項紀念品來當作懷念的話，他們就會去購買那

張照片；參加某一次的研討會、研習營、校際籃球比賽或是各種特別的比

賽，如果有配合推出具有紀念意義價值的商品也好、贈送的包包、T-shirt

也好，可以延續參加者的記憶，對於當次的活動體驗會持續更久。 

紀念品的價值是無法估計的，因為那不是商品本身的價值，對於購買

的人而言，紀念品代表了當次的體驗，因此如果他們並不想買紀念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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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當次的體驗對他們來說有所不足，如果規劃當次體驗時，確實將正面

印象加以強調並且減少負面印象，而主題又相當吸引人的話，消費者絕對

會有需要紀念品來紀念的需求的。布魯諾‧吉烏沙尼（Bruno Giussani）

（瑞士 Davos 世界經濟論壇線上策略的召集人）說：「紀念品是一種是體

驗社會化的方法，人們透過它把體驗的一部份與他人分享。對於企業而

言，參與體驗經濟就意味著吸引更多的顧客」（Pine & Gilmore, 2003：

111）。 

（五）包含五種感官刺激（engage all five senses） 

    隨著體驗而來的感官刺激應該支援和加強它的主題，該項體驗越能有

效地刺激感官，就越不容易讓人忘記。有效的感官刺激能使人們對體驗印

象更深，也就是說一種體驗越是充滿感覺，就越值得記憶和回憶。單獨強

調一種感官刺激便可以達到令人難忘的程度，更何況是包含了五種感官的

刺激，不過，感官刺激同樣必須要能夠與主題相互配合，而各個感官之間

也必須和諧，否則會有反效果的產生（Pine & Gilmore, 2003：113-116）。 

    當我們路過一家麵包店的時候，剛出爐的麵包香味總是特別容易吸引

大家的注意，那種香味總是特別的濃郁也令人印象深刻；當我們想到酸梅

時，立刻就能回憶起吃酸梅時所帶來的記憶，這種記憶一直留在我們腦海

中，當我們想起這項東西時，嘴巴馬上又會不自覺地留下口水；看到大海

或是大片早原的時候，呈現在眼前的那種震撼也同樣在心中留下了深刻的

印象。這些都不需要去打廣告，但是又很自然地在我們的心中留下不可抹

滅的回憶，如前面提到，單獨強調某一種感官的刺激便可以達到難忘的程

度，更何況如果刻意去揉合這幾種感官的刺激，那麼還有什麼廣告的吸引

能夠比得上呢？因此，善用感官的刺激便能夠達到吸引消費者以及持續誘

惑消費者的目的。不過，並不是感官刺激越多越好，而是必須要整體的搭

配恰當，唯有跟主題能夠緊密結合的感官刺激，才能夠給予消費者正面的

印象，也才能夠達到想要給予顧客美好體驗的目標。 

我們在前面有提到 Rifkin 認為在後現代的紀元中，人類生活的重心

在於玩樂。在一個由玩樂構成的世界中，表演活動成為生活的重心，商務

性文化體驗成為人類活動的主要目標。驚奇是吸引消費者的目光，但是要

讓消費者覺得「有趣」，那麼才會造成他的再次光臨，要怎麼讓他們感到

有趣呢？讓他們親身去體驗、去感受，便能夠讓他們印象深刻、充滿樂趣

且回味無窮。例如有些新消費工具裡將整個攀言場搬到賣場裡來，讓消費

者親自在賣場中攀岩，讓他們實際體驗店家所提供一系列相關的登山用

具，透過這樣的活動以及展示，對於消費者而言，不管是否購買，這次的

經驗對他而言便是一次難忘的經驗，而這次的經驗很可能促使他在將來繼

續到這家店來消費，這就是體驗的魅力。又或者賣休旅車或吉普車的商

店，提供消費者實地在賣場裡的各種路面進行測試，讓體驗的人實際瞭解

到車子的性能以及擁有一次特殊的體驗；甚至還可以在售後，邀請每位購

買休旅車的車主加入店家所舉辦的俱樂部，或是鼓勵他們成立俱樂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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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定期舉辦相關的活動，讓車主可以實際地感受到擁有這台車以及駕馭這

台車的樂趣，一方面也可以吸引想要購買的人透過參與這樣俱樂部的體

驗，讓他們也想要擁有一台這樣的車子。事實上，透過親身的實地操作或

是親身經歷，這樣的經驗對他們來說會相當難忘，因此在活動或體驗結束

後，這個美好的體驗會促使他們開始期待下一次的體驗。對於誘惑消費者

而言，這不正是一種最好的促銷方式嗎？不需要去打廣告，消費者已經因

為體驗所帶來的美好回憶，而自己期待下一次的消費了。 

從體驗的概念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體驗並不是隨便就能夠吸引消費

者的，都是經過刻意的規劃及設計，才能夠讓消費者留下美好的回憶，因

此只要新消費工具能夠製造出這樣的體驗，那麼消費者就難以脫離新消費

工具的控制及剝削了。 

 

本研究雖然是採用 Ritzer 新消費工具的概念研究台灣消費社會，但

是並不是完全依據 Ritzer 所採用的觀點，例如本研究在全球化的觀點中

是傾向「全球在地化」的觀點，因為全球與在地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不

能單純以經濟的層面或對於某一種優勢文化的接受就宣稱是西方化或「文

化帝國主義」，事實上，以新消費工具而言，許多的新消費工具因為無法

吸引在地的消費者或是當新奇所造成的好奇效果結束了，仍然無法緊緊抓

住在地消費者的心，那麼這些不被接受的新消費工具只能選擇退出在地的

市場，因此不管多麼強勢的新消費工具或文化，如果無法在「在地」著根，

那麼最終仍難逃失敗或倒閉的命運。 

在前面的文獻分析中，本文指出新消費工具透過其理性化特性及魅化

特性吸引了眾多的消費者。同時由於全球化的因素造成許多的新消費工

具、符號、商品及資訊在世界上流通，消費者的選擇相當多元，但如何在

眾多的選擇當中脫穎而出呢？在符號意義的選擇上、生活風格的挑選及完

整體驗的設計將是造成吸引消費者及留住消費者的關鍵，而這些因素也是

消費社會中越來越重要的元素，因此新消費工具同樣受到這些元素的影

響。本文採用 Ritzer 新消費工具的概念作為主要的分析架構，但是 Ritzer

在提新消費工具這個概念時，他認為新消費工具的理性化特性支撐著新消

費工具得以順利的運作，才能夠在短時間內提供大量的商品及服務，並且

有效率地管理商品。Ritzer 對於新消費工具魅化的特性相當注重，他認為

新消費工具也跟廣告具有同樣的特性，也就是新消費工具具有吸引消費

者、誘惑消費者消費的功能，他提出透過「內爆」及「擬像」的方式創造

能夠吸引消費者的驚奇，而這兩個特點其實是引用 Baudrillard 的概念，

著重在「符號意義」的上面。不過，本研究認為這樣會忽略消費者本身具

有自我的意識，甚至新消費工具模式的轉變也會因為消費者自我意識的改

變而造成，因此光是觀察新消費工具的魅化特性（符號意義）是不夠的，

所以在文獻分析的地方還提到 Bourdieu 對於「生活風格」的介紹及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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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對於此概念的延伸運用，以及「體驗」這個概念的出現及設計及在

新消費工具中的應用。 

新消費工具雖是資本家運用來剝削消費者及謀取利潤的工具，但是要

達到這個目的卻必須隨時注意消費者的喜好，因為如果抓不住消費者的喜

好，那麼必然會喪失顧客，而不受歡迎的新消費工具不管在驚奇上有多特

別，最終仍是只能退出消費市場，正因為如此，消費者的生活風格以及消

費體驗就顯得格外重要。而 Ritzer 並沒有討論到這個部分，他認為消費

者是被新消費工具所剝削的，而消費者也是被新消費工具的魅化所吸引而

沈迷於其中，因此他並沒有討論到消費者的選擇及意識。因此本研究在討

論台灣的新消費工具問題時，與 Ritzer 最大的不同就在於本研究將「生

活風格」及「體驗」的概念納入本研究的討論中，畢竟生活風格的概念在

消費社會中的重要性日益增加，許多的新消費工具為了能夠吸引消費者，

紛紛在風格上面建立特殊性以吸引眾多追求自我風格的消費者，而這也導

致新消費工具為了與其他新消費工具的風格不同，致力於創造出自己本身

獨特的風格，而使得新消費工具間的差異性及數量都大大增加。同時，「體

驗」的這個概念也逐漸受到重視，因為留住老顧客比開發新顧客來的容

易，但在這個消費者喜好變動快速的時代裡，創造讓消費者滿意的「體驗」

將是留住消費者最好的辦法，體驗同樣也是屬於個人特殊的經驗，即使經

歷了相同的消費經驗，但個人的感覺及心裡的感動卻是各有不同，因此體

驗也是個別化的，沒有人能夠取代，所以只要能夠設計出美好的體驗經

驗，那麼消費者便會為了自己難忘的回憶而再次消費，也因此留住了每個

體驗過的消費者。 

本文認為消費者被資本家所剝削的這個概念，因為資本家掌握了新消

費工具，而且其所販售的價格往往已經脫離了成本的考量，附加了符號的

商品價格往往無脈絡可循，而消費者除非不購買，否則便沒有商量的餘

地，因此在金錢上都是處於一種被剝削的狀態，再加上新消費工具魅化的

特性，消費者總是被迫、被吸引消費更多服務及商品、付出更多的金錢，

因此本文認為消費者是被剝削的。但是引用生活風格及體驗並不是因為透

過它們可以脫離被剝削的事實，而是因為透過這兩個特性，消費者在被剝

削的這個情況之下，他們仍可保有其自主性，透過自我的選擇創造本身的

生活風格，以及透過每次消費的體驗，創造自己獨特的消費經驗，留下美

好的回憶。但是，資本家如果可以掌握到消費者的這種自我意識，創造出

符合他們體驗及生活風格的新消費工具，將會使得消費者更加無法脫離新

消費工具的吸引，而且也將使消費者忽略了被剝削的這個事實。 

另外，新消費工具所剝削的對象當然不只有消費者而已，在裡面工作

的員工其實也是被剝削的對象，因為為達到吸引消費者的目的，就必須將

新消費工具場所如劇場般地表現出來，而其中工作的員工便像演員一樣，

必須盡責地表演才能夠呈現一次完美的演出。如果資本家不好好控制員工

的行為，精心設計的一次演出便很容易因一位員工無心的過失或是不注意

而被破壞，所以員工的行為總是必須依照新消費工具的要求，因此員工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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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會被希望越少自主性越好，這點我們在控制的地方已經討論過了。另

外，當然資本家的剝削還不只如此，以星巴克為例，雖然他們一直很自豪

對於咖啡豆產地農民進行公平交易，也宣稱他們致力於改善當地的生活水

準，以改善批發商對於重咖啡豆農民的剝削。不過即使如此，而有報導指

出星巴克與其他批發商的作法並沒有太大差異，對於當地的農民而言，仍

是被剝削的，「公平交易」根本就是騙人的。除了這些，在美國有些社區

抵制星巴克，不讓星巴克在他們的社區開店，因為他們認為星巴克刻意提

供優渥的租金吸引房東將房子租給星巴克，拉抬了附近的房價，使得其他

咖啡館經營不下去，這對於其她的咖啡館而言，星巴克也剝削了他們原本

的利益，或是導致整個社區變得枯燥，缺乏新鮮感，剝削了原本社區多元

的發展等等。不過這由於這些我們並不打算在本文之中加以討論，我們把

剝削的重點放在新消費工具場所上，對於社區的影響以及產地農民生活的

影響這些並不是本文想要研究的部分，因此就不再深入探討了。 

新消費工具這個概念，雖然還需要補充一些概念，但是其本身對於理

性化特性及魅化特性的分析，能夠對於消費場所有個較詳細的分析，有助

於我們對於消費社會的研究。另外，本研究發現星巴克呈現一種與麥當勞

等新消費工具不大相同的特性，星巴克所呈現的是否只是麥當勞模式的一

種變形，還是繼麥當勞模式之後，又再出現的另一種新的模式呢？因此在

後面的章節除了要回答之前所提之研究問題外，也試著回答這個問題，如

果是新模式，那麼與麥當勞模式的差別又在哪裡？麥當勞的模式會被取代

而消失嗎？還是有其它的轉變呢？那些轉變是否是因為本研究為新消費

工具概念所補充的那些特性所造成的影響？而這個影響所形成的改變又

有哪些？都將在後續的文章中加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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