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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不要看太多電視！」，每個人在求學的國小或是國中時期常常聽到這樣的

話，不論那是從老師或是父母的口中說出的；「看太多電視對眼睛不好！」，在醫

生、父母或是眼鏡行能聽到的則是這樣的話；而更常能夠聽到對電視的批評是在

節目或是新聞上，人們常常說著：「現在電視播放一堆亂七八糟的東西在敗壞社

會風氣！」，這是最常聽到的批評方式了，這些單純是由父母或是師長給予的警

戒，在人們成長的過程中多少都出現過，如同常識或是俗諺那般充斥在生活當

中，不斷的強調我們必須要對電視提高戒心。 

 

當然我們不能單純用日常生活中的俗諺或是一些勸說上的口頭禪來作為一

件事情在描述上的因素，然而在 Bourdieu(1990)那邊，日常生活中的諺語不能被

單純的視為一些無用之物，時常，生活諺語反映了一個社會中的結構：「處在孩

子和世界之間的是整個集團，此居間作用不僅表現為集團發出的種種告誡

（warning），以灌輸對超自然危險的敬畏，而且體現在整個儀式活動和話語領域

之中，這些儀式活動和話語使世界充滿了按共同慣習被結構化的意義。」(Bourdieu, 

1990: 76)；這種教育法通常都是隱性(insignificant)的，「能通過『站直了』或『不

要用左手拿餐刀』這類平平常常的命令來灌輸完整的宇宙論、倫理學、形而上學、

政治學，還能把文化隨意性的基本原則銘刻在表面上微不足道的穿著、舉止或身

體和語言態度的細節之中…。」(Bourdieu, 1990: 69)，一旦一些概念成為一些諺語

或是一些口號，隨著語言的生產飄然進入生活當中，成為不可見的可見事物，人

人能夠朗朗上口，卻也不必去注意這句話所具有的意義；說起來，究竟我們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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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這樣的媒介或者說它是科技，到底來說是沒有什麼好印象的。 

 

這種情形在對於大眾文化的批判也很容易看見，從我們開始進入社會學式的

討論之後，電視成為一個更需要去警戒以及要去注意的媒介或科技，在此必須要

區分出它是媒介或是科技，正因為在對於電視這樣的討論上，除了它在運作上帶

來的系統性的效果之外，如 Adorno(2008)所描述的文化工業，另外一種討論方式

則是對它本身的內在性質作出界定，如 McLuhan(2006)所述的電視是種觸覺性的

媒體；電視始終是一種冷調性，內容在系統性上永遠一致、標準化，充滿各種限

制，我們難以利用它去成就什麼的科技或是媒介，在學術單位所生產出來的論述

當中，用了非通俗性口語的方式，教導人們如何去解讀它，例如在媒體識讀這樣

一個課程當中，告訴人們必須要能夠看透電視的真相，或是隱藏在電視背後的一

切，必須小心，不能沈淪其中，否則將踏入某種不可知的陷阱當中，那是被欺騙、

被剝削以及被宰制的巨大陷阱，就透過著這些媒介對人們的宰制不斷的再生產；

在學術性論述當中所憑藉的是科學性以及批判性的分析，確實能夠有憑據的去分

析包圍在電視周邊的一切，只是，這些論述在基本上對於電視的印象似乎也不怎

麼好。 

 

或許在這兩者之間是種巧合，在正式化的學術論述以及我們在生活過程中所

聽見的那些告誡或是勸說，似乎都已經提供了我們對電視所應該要擁有的警戒心

以及對它的理解，當然在這方面會面臨一者是知識一者是常識的反對聲音，然而

必須要強調的，在知識和常識之間的區分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我們去研究的事情，

單純的將知識和常識之間無意識的做等級分類，正是 Bourdieu(1990)所提到的正

式化（officialisation），他是這麼說道：「正式化是一個過程，通過這一過程，集

團（或支配團體者）使自己受到一種公開主張的約束，並因此而獲知並掩飾自身

的真實性；此公開主張使其所述合法化，並迫使他人接受之，同時以默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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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可思和不可思事物的界限，從而有助於維持他從中獲得其影響力的社會秩

序。」(Bourdieu, 1990: 108)，我們必須從否定這種無意識的分類出發，才能夠在

學術性論述以及生活中的告誡之間，試圖提出問題，在這兩者之間是否有著某種

關連性的結構性耦合。 

 

然而我們可能會提出一種懷疑，電視本身在討論上有異於其他討論的媒介內

容嗎？在論述上的傾向絕對是與其他的媒介有差異的，我們可以發現，在近日所

討論的幾個媒介(科技)當中，網路以及電影，對這兩者，在論述上並沒有特別給

予他們特別的待遇，尤其在電影那邊，即使我們能夠見到 Adorno(2008)對於文化

工業的批判也包含了電影在內，然而我們也見到了 Lenin 在 1912 年所宣佈的：「在

所有藝術中，對我而言電影最重要。」1，1924 年當 Lenin 死時，文化部長 Anatoli 

Lunacharsky 也回應：「不用懷疑，電影藝術當然是第一流的藝術，以及各方面想

法上無可匹敵的宣傳樂器，俄國革命顯然極度引起廣大興趣與影響，把此注意力

轉到電影上，將有更長遠的影響。」2，電影對於共產黨來說一直是種顯學，或

是直接稱呼它是種藝術；而最近研究逐漸增加的網路新科技的研究，在論述上更

是無所不用其極的將網路與公共領域的可能性不斷的討論、接合起來，網路是種

具有無限可能性以及希望的媒介，或者說至少在討論上，它是中性的，更不用說

具有藝術性質的電影這樣的媒介了，或者是說我們被日日夜夜強制使用的電腦；

電視的獨特性在於，再也沒有一個媒介能夠如它那般單一、僵化以及充滿了欺騙

的性質，人們對於電視不抱希望，僅僅是悲觀的希望它能夠不要帶來壞影響就好

了，在那映像管或是液晶體後方傳達訊息的那條纜線，以及節目內容的廣大製作

群體，是廣大並且傳達欺騙的介質。 

 

終究在這樣的論述之後，在電視節目上面我們也可以見到電視製作者表達著

                                                
1 請參考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classic/3/1276544746/20061208174646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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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視不信任的說法了，而且這樣的說法被作為一種標語或是策略，來加入收視

率的戰爭；我們看見新聞打著獨家、第一手的時代似乎已經過了，報導之間的互

相懷疑，在之前 TVBS 黑道互相嗆聲3的新聞當中，在電視媒體本身已經將報導

內的真實性置疑，來作為另外一種節目內容的策劃，一種懷疑是由一個節目去質

疑另外一個節目的真實性，然而在這樣的情形中反而生產出了更多的節目，在新

聞之後討論新聞內容的節目，或是一些政論節目，所憑藉的假設正是由電視內容

帶有欺騙性的前提開始，當然在這樣的前提下，對於電視製作人本身是有利可圖

的，然而這也正說明了，在電視中所傳遞的訊息內，也包含了「千萬別相信電視」

這樣的訊息。 

 

然而我們回頭過來看，對於 Adorno 的說法的批判，指向的討論是認為那是

一種菁英主義，而藉由此來對電視以及大眾作出辯護，然而始終脫離不了的是，

電視與大眾之間的聯繫，在電視的背後，總是已經隱藏了一群不為人知的大眾，

即使他們不一定存在，然而總是假定著，如果這節目能夠存在必然有著一群不為

人知的人們在支持著，對於電視的不良印象，事實上也同時表現了對於大眾的恐

懼感，那些人是一群沒有自主能力然而卻能夠對於整個社會造成巨大影響的人，

如果電視是具有欺騙性質的媒介，那麼被欺騙的那群人除了無辜之外，他們也同

時是幫兇，具有行動能力的無知者，在 Sartres(2006)那裡，這是一群具有惰性狀

態的人們；而在 Kant(1970)那邊，則描述為未成熟(immaturity)。 

 

那麼在這邊，我們可以提出一種合理的可能性，在媒體、非正式諺語以及正

式化的論述三者當中，所具有的巧合我們或許可以從義務教育的提升來作出考

量，普遍的義務教育當中，除了那些我們常見的，隱藏了政治內容之外，事實上，

若我們直接將學術視為一個場域，那麼他們所制訂的規則直接的就灌輸到義務教

                                                
3 請參考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30/n16630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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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當中，從理想轉化為規範：「給文化需求和追求設定限度，但同時又設法讓人

們不知道這些限度限制人們的視野，誘使他們對殘缺的東西表示支持，導致他們

看不出在”普遍教育”的幌子下其實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文化，還反以為那是有普

遍性質的東西。」(Bourdieu, 1988: 100)，這說明了人們或孩子們在普遍教育中所

得到的，至少是某種暗示性的信仰，這表現在孩子們對於電視中各種欺騙的意圖

的閃避，表示出更小的孩子受騙，然而自己有著看穿的能力(Buckingham, 2000: 

133)，而這與我們上面所提及的那些部分具有同質性。 

 

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在整體當中，存在一種系統性的整合，使得整體能夠

如此協調一致的接受電視，然而又同時要去對抗他們，如果說電視是種休閒，那

麼放縱就是一種罪惡，對受騙的恐懼，然而究竟這樣的系統怎麼與個體產生聯

繫，使得人們在這方面上能夠自我運作呢？那麼另外一個過程就是自我認同的問

題了，我們在接續下面一章中討論這個問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自我形成的生命史4 

 

如果在前言中講述的是一個自外而來對於電視的論述，那麼在研究動機中我

所必須講述的就是一個我的生命史的過程，必須要強調在自己的生命史中涉及了

                                                
4 在這邊我必須要去解釋自我形成的生命史對於本研究的重要性，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主體本身的

性質是獨特且封閉的，在這邊我運用我的生命史來作為動機，然而在我們後面對於研究結果的發

現，主體的獨特性本身並不獨特；也因此我在這邊論述了自身具有正當性的一個論述來作為問題

出發的依據，那將更突顯出本研究的主題，也就是由主體的獨立思考出發，那麼這將使得獨立思

考成為核心，而不是由媒體、知識或是其他外在力量的輔助而造成，同時和研究結果的比較我們

可以看見強烈的自省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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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我從未能夠理解的過程，然而這個過程卻又是問題形成的主要因素，在底下

將描述我如何看電視的瑣碎過程，個人生命史在正式的文獻當中看起來似乎不太

重要，然而對於釐清概念以及問題意識上，會遠比使用研究成果來的重要，在我

們的問題中最重要的事實上是一個自我的問題，而必須強調的，在我的生命史當

中較為重要的部分則是轉折，描述我個人如何從毫無自我意識到後來意識到自我

這樣的一個歷程，而同時這也是我的問題意識形成的最核心的部分，也因此佔用

了很大的篇幅。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涉及了不太重要的部分，那是一個沒有什麼選擇的時

代，單純的遵照著孩子就是要看卡通，或者是兒童節目，至少在國中畢業之前，

對於電視節目，主動的選擇性遠遠不如被選擇性，簡單來說在當時，我只是照著

我該做的事情做，不會特別去決定什麼。 

 

在我個人後來從台北工專入學之後，在當時事情開始有了巨大的轉變，如同

暗示或是神示一般，總是覺得自己會是個與眾不同的人，因此在當時最不能接受

的是愚蠢、未思考以及非理性的事物，而在電視當中存在著最多這樣的事情，包

含了永遠不能相信的新聞，包括了眾多愚蠢的綜藝節目（即使我並沒有收看過太

多），以及一些幼稚的卡通（就算那是在一兩年前我仍然準時收看著的），同時還

存在著一些民族情節，對於美國的電視影集幾乎不能接受，那不過就是一些從好

萊塢生產出來，讓不知情的人對於美國的生活充滿著嚮往的節目罷了，如果是一

個有理智的人，就必須要有判斷力，並且不能受到任何電視的毒害，這些沒有什

麼深度的娛樂一直以來就是一些腐敗心智的東西，那麼在同樣的推理下，就必須

將這些範圍涉及到其他地方去，像是一些電影、音樂，因此也不太接觸流行音樂

和所謂的大眾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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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很清楚的是一種覺醒感，能夠明確的劃分在我身邊那些聽流行音樂

的人們，或是跟隨流行服飾的穿法的同學，我會告訴自己，我就是這樣的我，必

須要保持一種自制的原則，再怎麼樣，都必須要能夠自己掌握自己應有的面貌，

跟隨流行的人對當時的我來說有兩種，一種是完全沒想過自己應該是什麼，就也

不清楚自己在做什麼的人，另外一種則是放縱自身，即使他清楚自己在做什麼，

但是他無所謂；然而在當時，對我來說大眾的主力是由這兩個軍團組成的5，在

大眾之中隱藏了各種愚蠢與污穢，是我所見到，但難以想像會有多少可能性的一

群人，正因為大眾可能創造更好的世界，同時，也是他們使得現在的世界成為如

此。 

接續下來的過程是在五專畢業之後，進入了世新大學的社會心理學系，有鑑

於學習社會學與媒體識讀，學習到一些比較簡易好懂的馬克斯主義，得到一些對

於媒體批判的方法，這時候有了一些正當化的理論基礎來當作自己行動的依據，

那麼就使得一切更加合理化了，對我來說，理論是一種相當容易和人生觀結合起

來的知識，尤其在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下去看電視，確實可以看見許多之前難以發

現的事情，至少可以確認自己所學習到的是一種「看透」的能力，如果要給每個

時期一個主題的話，那麼在這個時間點上的主題就是「解密」，在電視媒體當中

隱藏了太多難以察覺的秘密（或者說是陰謀），然而卻存在一群無法看穿那些陰

謀的大眾，然而他們卻具有改變世界的能力，一個觀看者就增加了一分的收視

率，如果他們不這麼做的話那些不優良的媒體或許就不會存在，這對我來說是一

種集體的無知實踐，強大的共犯集團對我來說一直是不知道在何方卻隱藏在螢光

幕後方那些隨意瀏覽著電視的人們。 

 

這樣的時間一直維繫了很長一段時間，在當中隨著念的書不斷的增加，讓我

                                                
5 會運用軍團這個譬喻則是因為在當時對於軍人的反感，軍團對我來說象徵著只需要服從命令不

用思考同時也不會去抵抗的人，他們可能助紂為虐，在 Kant 的「何謂啟蒙」中是這麼描述未成

熟狀態的：「唯命是從，勿需推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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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更多的理由或是分析方式來看待電視節目以及其他媒體，尤其是近日大量增

加的歌唱節目以及一些無節制的綜藝節目更是令我產生許多不滿，這時候我已經

在政大社會學研究所當中了，這些學習到的理論與知識對我來說在分析與批判上

確實是有增無減。 

 

在社會所唸書的時間，確實所接觸到的理論也比較多樣化，並不單純只會照

著之前所學習的一直延續下去，相反的在這個時間點上我還接觸了很多不一樣的

東西，然而這些多樣化的理論並不必然成為轉變我思考方式的主因，主要的轉捩

點是在之前修了媒體社會學的時候所發生的；在之前主要的觀察對象幾乎全是媒

體，然而在這個課堂上對於上課同學的觀察，另外一個念頭開始逐漸萌生：那些

似乎是我們在獨特思考中所思考出來的事情，竟然如此巧合，性質如此的相似！

另外一個問題則在於，似乎我們在上課發表意見的時候，總會有些限制，至少在

我自己發言的時候，我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社會壓力，似乎不能違背某些道德良心

說出一些愚蠢的發言，當我們提到綜藝節目的時刻，所被限制說明的是那些分

析，綜藝節目所販售給我們的是什麼，而無法說明為何我們看了會笑或感興趣；

面對這些電視節目或是媒體，課堂上保證了我們的嚴肅與理性來觀看它們，並且

仔細的去討論這些節目究竟對於大眾帶來什麼影響，這是在上課當中所能見到與

聽到的，然而在下課的時間聽著同學們的聊天可以聽見許多與上課中所討論的不

同內容，像是上課時候播放的影片那些藝人的八卦，或是對於廣告的商品的討

論，這些不是在上課可以聽見的。 

 

當然在這種念頭萌芽之後，我自己也開始觀察自身與其他人看電視不同的模

式，這時候在[V]中出現了一個節目「我愛黑澀會」6，這個節目一直是我無法接

受的那種節目，然而當我聽說有朋友在當兵之前也不看，然而當兵之後卻開始收

                                                
6 請參考 http://blackie.woo.com.tw/blacki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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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些節目，我開始思考，如果一種對於電視能夠審慎篩選之後再收看，這是一

種自由選擇；然而當我並不是不選擇那個節目，而是無法選擇的時刻，我還具有

自由決定自身的主體存在嗎？或許我自己並不是照著我一開始所想的那樣具有

主體能力的在做選擇，相反的我是因為某些因素就決定了我只能做些什麼，不能

做些什麼，如同具有某種隱性法律的存在支配著我的身體，一旦我擁有越豐富的

學術資本這種戒律就越來越嚴格，這開始形成了一種基本的提問，或者說是另外

一方面的自省，自己在之前所自豪的這一切選擇，究竟是怎麼來的？而又具有什

麼意義？ 

 

當然在這種提問誕生了之後，我開始自己去嘗試理解自己的極限，我並不認

為我對此一無所知，不像是一些媒體理論描述人們收看電視的時候呈現的癡呆或

是無意識的狀態，相反的我自己能夠清楚的知道哪些節目是我能夠觀賞的，而哪

些節目又是我的思考中所謂的那些「大眾」喜愛觀看的，試圖要去越過界限的我

開始能夠理解到事情並非這麼容易，這些電視節目並不是我想看我就能夠持續的

看完它們的，很快的我感受到無聊想睡或是低俗的感受，當然是沒有辦法很清晰

的說明因素，然而如果要我自己給我的無聊感受一些理由，其實只有一些簡單的

說法：「就是看不下去。」或是：「不太喜歡看。」，簡而言之，要越界行動並不

是一件容易的事情，然而，理由越單純代表事情越不單純，這說明了對我來說這

事情「本來就是這樣」。 

 

這不單單只是一種身體的限制，另一方面似乎在我自己的身體上儲存了某種

病徵7，這種病徵一方面限制了我在節目上的選擇，另外一方面也指涉了一件事

實：不願成為大眾的一份子，害怕成為大眾，那些我所認為愚蠢無知且僵化的大

眾，從行動上或許可推論這是某種恐懼症，從害怕受到電視的影響，到那些不良

                                                
7 「病徵」在此的運用是在心理分析的脈絡上使用，所說明的意義是在個人無法認知或察覺，然

而身體卻展現了並非主體所欲行動之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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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可能會污染我的心智，最後到達的是接受這些不良影響之後，我遲早有一天

將會成為我幻想的那些無意識的大眾，恐懼症是展現在無意識當中的，無法自由

的任意接受必然代表了某種在身體上的限制，這是一種恐懼症的症狀，或者在我

身上已經患有一種稱為「大眾恐懼症」的精神疾病。 

 

當然，環繞著我生命史的這些事件與結構，從社會學的解釋上並不會是我一

個人的獨特事件，儲存在我身上這些東西必然會對應到某些社會機制上，或者是

某種傳統或說是慣習8（habitus），因此在這邊提出這樣的問題一方面除了解決在

我生命史中一個重要的問題之外，另外一方面則是希望能夠理解這樣的機制的運

作原則為何，這也是本研究之主要動機來源。 

 

二、 研究目的 

 

在啟蒙的辯證當中，Adorno 和 Horkheimer 曾經寫下這麼重要的一句話，「神

話早已是啟蒙，而啟蒙卻又翻轉為神話。」（Horkheimer/Adorno, 2008: 22~23） ，

這句話確實能夠作為一個方向能夠引導我回答在我自己生命史中遇到的問題，然

而它對我來說太過巨大，藉由生命史來作為我自己問題意識的核心，這代表了我

的主要問題存在於日常生活的細節當中。 

 

看電視確實是一個再單純不過的行動了，在台灣我們或許可以確定幾乎人人

都可以收看到電視，即使存在家中沒有電視的人，但是不論是在小吃店或是餐

廳，乃至於巨大的電子看板當中都存在著電視的影像，是一個再普遍不過的媒介

了，然而也正因它的普遍它從播放至今一直受到相當的重視；在前言中也曾經討

論過的，電視是一個相當獨特的媒體，在日常生活當中舉凡師長，甚至一些諺語，

                                                
8 Bourdieu 所用的 habitus 在目前的中文翻譯中主要有高宣揚所用的生存心態以及林志明所用的慣

習兩者，在高宣揚那邊使用生存心態所強調的是 Bourdieu 的現象學脈絡，在這邊我選用慣習這樣

的翻法是順應在我的文章脈絡比較偏向結構的方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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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不阻止我們去看電影，似乎從來沒聽說過「少看點電影吧！」這樣的話；而另

外一個重要的媒介是電腦，電腦就更不用說了，即使我們再怎麼不喜歡它，它仍

然每日宰制著我們的生活，包含在我眼前的這份文章，也是在鍵盤中逐漸的生產

出來；甚至我們會提到在電腦運用的後期的網路，網路就具有更多的性質了，然

而我們仍然必須被強制使用它。 

 

電影或許也存在著娛樂性，然而不可否認的更大的成分電影著重在藝術這塊

領域上，而電腦與網路則著重在實用上（至少沒有人整日討論用電腦做一切事情

是錯的），而像是印刷品這樣的媒介更毫無疑問，即使有著墮落的可能性然而它

仍然是與知識之光做出密切的聯繫，那麼我們的主要問題就出現了，為什麼選擇

要理解那些特別去選擇如何收看電視的那些人？正因為電視具有著最特殊的性

質，它就是唯一不存在什麼希望的一種媒介，正統的知識體系中電視從來沒有存

在什麼對人類的貢獻，除了回家成為沙發馬鈴薯，或是散播謠言，或者是可能僵

化在螢光幕前方的那些人們，那麼可以說它唯一的貢獻是特殊的，就是將那些播

放的產物獻給特權者。 

 

確實，捫心自問，我懷疑過部分的電影，懷疑過為何要用電腦與網路，雖然

我不得不使用它們，如 Buckingham(2000)對於《在數位世界中長大》提供了一個

論點，他認為作者以二元對立的概念為基礎來討論了網路與電視：「電視被視為

被動的，網路則是主動的；電視使他們的使用者遲鈍，網路則提高他們的智力；

電視所報導的是單一的世界觀，網路則是民主與互動式的；電視孤立其觀眾，網

路則為他們建立社群；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種種對比。」(Buckingham, 2000: 46)，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見看見在《在數位世界中長大》當中對於電視的無奈感；同時

我也也懷疑過報紙，然而它跟電視比較起來他具有更充足的知識性，但是對電視

卻是徹底的懷疑，然而，我卻不能給予自己一個充足的理由，回答自己為什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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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當然不一定事事都會有答案，然而一旦存在行動，代表了必然存在一種客觀

的因素，無法在意識中給予自己明確的答案，代表了這或許存在於身體或是無意

識（unconciousness）當中，然而在身體的基礎需求上並不存在對媒介的生理需求，

那麼我們在這邊可以推論出一種社會性的無意識的存在，確實有某種東西儲存在

我身上，並且在無意識中發動，生產出一些思想以及行動。 

 

我們可以發現我們每天最容易接觸到的媒體是電視，不論年紀大小不需要技

術就能夠觀看，我們看到我們所對比的媒體，網路需要技術，而電影則需要花費、

出門以及播放工具，相對來說電視在接觸空間上遠比別的媒體要來的高，同時也

最不存在隔離性，幾乎人人都能夠自行觀看電視而得到一些批判或心得，然而這

也說明了電視本身的危險性，正因為它的隔離能力非常薄弱，這也導致了每個人

都必然有著接觸電視的長久過程，然而我們也可以看見電視在這邊的獨特性。 

 

那麼我們也可以因為電視作為一個過於普遍的媒體，而去推想得知對於電視

的警戒這樣一個問題，不論是在生活周遭或是網路上的批評，甚至是朋友周遭的

聊天都對於電視上的新聞、綜藝節目或是偶像劇等等有太多的意見，我們甚至可

以在生活周遭，而不是在學術批判中發現，對於電視的批判是一個常見的現象，

或者我們可以說罵電視人人都會。 

 

但是在這邊我認為不可能能夠正式的回答為什麼是電視這樣的問題，正因為

這個問題確實太過巨大，我們唯一能夠確認的是電視在所有媒介當中所存在的特

殊性，它是學術與日常生活舞台中的一大反派，一旦接觸到啟蒙這樣的問題，就

必然與電視這樣的媒介產生對立，然而在教育逐漸普及，並且終日告訴我們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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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為你所是的人（Become what you are）(Bourdieu, 1991: 122)的前提下，具有「啟

蒙感」的人是否也是逐漸在增加？當然在沒有確實的實證資料的前提下我無法直

接的做出確認（當然也沒什麼實證資料能夠確認這點），然而我們可以就學術領

域當中的理論與日常生活所觀察來做對比，確實存在著一部份這樣的人。 

 

那麼，在本研究中，我們的目的也就是去理解一個學術人9在觀看電視的時

候，他們如何做出選擇，以及包含在經驗訪談中對方和我的互動，都是被我們視

為策略的一種行動，正因為所累積的資本一方面能夠取得利潤另外一方面所造成

的是對於規則的信仰，那麼我們或許能夠跟隨著 Bourdieu(1990)在實踐感當中對

於阿爾及利亞所做的人類學式的行動分析，來做一個學術人如何面對電視的策略

分析，另外一方面則是藉由對於策略的分析來試圖找出某些原則，那麼我們將可

在這樣的原則當中試圖找出一個抽象的邏輯。 

 

當然有趣的是，不同於一般的行動研究的邏輯，在本研究中完全不將行動者

視為所謂的「無意識者」，相反的，我們必須假設行動者是「無意識的全知者」

或是一個能夠理解狀況的行動者，那麼在我們的研究中將已經把「情境」放置在

脈絡當中，也就是訪談本身所具備的特殊性，行動者在一個正式的訪談當中可能

性的將展現出能夠獲取最高利潤的策略。 

 

那麼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就兩個主要的面向來研究所謂的學術人，第一則是由

行動者對於他自己身份上所應該如何作的規範理解，以及自己的身份在訪談中如

何去論述，將其所做出的行動視為策略，那麼我們所要理解的則是在這些策略之

外，行動者如何去理解他自己所擁有的身份應該如何行動，如此一來我們就可以

去推論他對於他自身的論述佔據了哪些位置，以及他所持有的資本10；第二則是

                                                
9 在本章第三節當中本研究有對於學術人的定義做出解釋，請參見 14 頁。 
10 也就是他所擁有的資本如何在論述中創造利潤，例如擁有較多對於媒體的知識的人他能夠運用



14 

 

從行動者生命當中有關於電視的一些事件11以及思想史12的結構下去理解行動者

形成策略的可能性與機率，以及在這樣的策略下反映了什麼樣的結構，我認為本

研究必須要在這兩者同時理解的情況下，我們才能理解作為策略的行動之意義。 

 

 

第三節、 名詞解釋：學術人、看電視 

 

 

    在這裡所使用的「學術人」的概念我所用的是一個抽象意義上的學術人的概

念，本研究在此不理會此概念是否有客觀化的可能性，而是在行動者對於自身的

理解的論述上去定義這個概念，當然在這個定義上我們不能否定並沒有客觀的象

徵資本然而他認為有：「活到老，學到老。」的道理存在的行動者，並且他可能

將此作為抵抗客觀文化資本的策略來做以行動，當然客觀的文化資本以及象徵資

本都會具有特別的意義，包含學歷、頭銜，同時這些也可能作為行動者的限制以

及形成策略的資本，然而在客觀的學歷或是頭銜確實也具備相當完整的參考意

義，然而這些屬性確實只能作為方便本研究的參考指標，那麼我們必須將定義延

伸到自我認同，也就是一個人他如何提出他的理由來說明為何他是屬於這個位置

的人，以及他所能夠提出的邊界範圍，他如何認定什麼樣子的人跟他並不是同一

類人，那麼除了自我認同之外另外一個關鍵的重點在於他的分類，因此本研究也

以這兩個點作為主要的定義來確認學術人的定義。 

 

                                                                                                                                       
更多這方面的論述，而擁有教師或是研究生身份的人則可能運用他們的身份來使得論述合理化，

也就是說我們能在論述中見得到的必然只有轉化過的資本，然而他們卻可能利用這些資本轉化之

後呈現在論述當中，而使得論述具有個人的風格在。 
11 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事件一旦被行動者作為論述之後，那麼這個事件對於行動者本身必然具

有一定的意義，那些事件在論述中不僅能夠使得整體的論述擁有完成的依據，同時也能夠表現自

己獨特的生命經驗。 
12 我們在這邊所謂的思想史事實上所指涉的是作為一個學術人的歷史，也因此我們必須在此分別

他與生命經驗的差異，在論述中行動者將論述正當化的同時，也必須提供正當化的依據，那麼所

包含的是自己學過哪些以及那些東西如何造成今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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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看電視的意義上，我們必須否定電視本身，看電視我們所定義的意義在

於如何觀看電視，這包含了一個人在面對電視的行動策略，除了如何選擇，說明

為何選擇這麼做的因素，當然，不肯接觸電視本身也是他的一個選擇；然而，我

們在這個定義上並不討論我們所見的行動者如何看電視的過程或是一些細節，在

此定義上重要的是行動者在情境中所提出的他的行動以及論述(discourse)，這涉

及了他如何去正當化他的行動來符合訪談情境的內容，即使他在訪談當中說謊或

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並沒有這麼做，然而這樣的論述一方面說明了他理解在此情境

中應該怎麼說或是怎麼說是比較好或是避免丟臉等理由，因此在定義上本研究必

須將焦點著重在行動者理解應該如何討論電視，因此在這裡的看電視的電視定義

純粹是由論述來決定，而不理會節目內容、電視是映像管或是電漿，或是他是有

線電視無線電視，因此本研究在此並不會對電視本身具有任何評論，而是研究看

電視的行動以及行動者所提出的論述為主；雖然，行動者所提出的有關於電視的

內容可能會對我們的研究有些許幫助。 

 

    那麼在接下來的文獻探討中，本研究將針對這兩個概念作更詳細的討論以及

提供理論探討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