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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相關研究 

 

 

    在我們的研究目的當中曾經提及過的，電視既然是一個需要警戒的概念，那

麼行動者是積極主動的去對抗，使自己不會受到影響甚至是欺騙，或者只是消極

被動的讓意識被操縱或是上當，乃至於到放縱的地步；那麼也就是說，主動與被

動之間反映了意志、抑制與判斷，在這樣的分類下行動者能夠有一些技術或策略

來構成自我。 

 

    而與這種二元對立同時產生的，是那些同時是模糊又同時是清晰的界限，如

果我們並非是在二分的圖形而是在一個空間的概念之下，那麼那些界線對我們而

言就是邊界，這導引了行動者在看電視的行動上，哪些人跟自己是同一類，而哪

些人不是，而在空間範圍內有哪些規則，空間之外則沒有或是沒有必要。 

 

    這兩個概念是同時發生並且是一體兩面，我們必須理解到，如果要理解自己

的所在，所必須依靠的也就是一些界線，而這些界線可以幫助我們劃定空間來理

解自己所在的位置；一旦我們的研究要探討行動者如何正當地選擇看電視的行

動，或是正當的討論電視，那麼我們也就無法忽略這兩個概念。 

 

 

第一節、 主動性與被動性 

 

 

    首先，我們在討論主動性與被動性之前，在上一章當中對於我們對學術人的

定義，我們可以再清楚的說明一次，在我們的假設當中學術人是身處於學術場域

的結構當中的人們，那麼在他們的行動上必然會對結構上的規範做出回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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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所擁有的場域內部的資本越豐富他們越能熟練的玩弄遊戲規則。 

 

一、 啟蒙的兒童？ 

 

    在我們的研究當中，Buckingham(2000)在《童年之死》當中為我們提出相當

豐富的經驗材料，然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他在訪談兒童對於電視的看法的時候所

得到的結果：「他們會表示，雖然他們的弟妹可能模仿在電視上看到的行為，但

是這種情形當然不會發生在他們自己身上。」 (Buckingham, 2000: 113)，而不單

純是提到這樣的結果，在 Buckingham(2000)的研究中，這些受到訪談的兒童相當

有志一同的強調，他們並不會受到電視的影響，會受到影響的是那些不成熟的孩

子或是一些無知的成人，在這邊事實上很明顯的，兒童能夠理解，受到電視影響

在名聲上並不是一件好事。 

 

    而更有趣的，在 Buckingham(2000)的研究中，兒童的論述並非單純的只具有

同一種結構，在階級的差異上能夠引導兒童做出不同的論述，中產階級的兒童在

訪談的時刻會強調從教育的方面來說明看電視這一回事，並且理解訪談的情境，

因而做出某種批判性的回應；而在勞工階級的兒童那邊所得到的，則是一種對於

自己的品味的強調，以及從電視中獲得的樂趣，這兩者基本上有著相當大的差

異，Buckingham(2000)認為中產階級兒童的批判性的回應似乎具備了某種特殊結

構：「在與他人對話(dialogue)的情境中，這類批判性的談話具有特殊的社會或

人際功能…任何一個成人在詢問兒童有關電視的問題時 — 尤其是在學校的情

境中 — 都可能導引後者做出這些批判性的論述。」(Buckingham, 2000: 113)，而

且，除了對於社會功能的強調，另外一方面也展現了這些兒童強調自己與所謂的

大眾的區隔：「這些論述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工具，用來證明兒童自己的批判權威，

並藉此將發言者與那些隱形的「其他人」－ 也就是「大多數」的觀眾/閱聽人 — 

區別開來；後者—在某種含蓄的方式暗示下—比較容易受到電視的有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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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ingham, 2000: 114)，一方面這樣的兒童可以從批判性的回應中得到某些利

益，然而同時也代表了在回應上他們也受到了某方面的約束，在這邊或許我們可

以假設，這些規範以及利益對中產階級的兒童比較具有意義，然而在勞工階級的

兒童那邊，我們看到了另外一種結構，他們所做出的論述則強調了他們就是他

們，他們就是喜歡這些節目，在某些程度上，兩者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他們都

強調了如何作自己這樣一件事情。 

 

    然而，在這樣的一種研究結果中具有什麼特別的意義呢？「兒童對於媒體所

做的批判性論述，似乎是由訪談的情境所促成的 — 他們相信訪問者想要聽到這

樣的內容，於是便做出相對的回應。從這個觀點來看，批判性的論述可能只不過

是一種社交上的合宜反應，一種將自己與「非批判性的觀眾」區隔開來的方式；

因為非批判性的觀眾在許多關於媒體的學術辯論和公眾辯論中受到暗示性地引

用與指責。」(Buckingham, 2000: 183)，在兒童身上所展現的是一種對於情境的理

解，而且他們相信訪問者想要聽到這樣的內容，同時也說明了他們認同了批判性

的論述在情境中所具備的正當性，或是說在這樣的訪談情境當中，也構築了某種

場域在內，然而可以確認的是，在場域當中最為禁忌的事件，是上當、受騙以及

受到影響，也就是產生一種被動的行動；而主動性在當中產生一種座右銘的效

果，是一種指導方針，同時也具備結構性。 

 

    然而特別重要的則是學者對於電視這個媒介本質的定義，讓他成為一種具備

了幻覺、欺騙以及使人成為被動者的媒介，Postman(2000)曾經這麼提到：「電視

是一種視覺性的媒體。他並不要求觀眾具備特殊的技能來詮釋其意涵，也不會培

養任何技能。他不提供任何建議，而且也不符從證據或邏輯的規則，他在本質上

是非理性的。」(轉引 Buckingham, 2000: 27)，而比較激進的說法我們則看到了

Sanders(1995)說過：「電視削弱年輕人的力量…..縮短並簡化他們成為健康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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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須經歷的自然發展與情緒發展…..扼殺了他們發展自己的意見的過程，並且

拒絕給予他們想像的力量…..徹底沖洗掉一個孩子的自我形象…..軟化其意

志……（並且）在拒絕給予年輕人機會內省、不讓他們與正在萌芽的社會結構 — 

也就是自我 — 進行沈靜的對話之同時，發動一種最具削弱力的心理打擊。」(轉

引 Buckingham, 2000: 30)，面對電視這樣的媒介，基本上必須要有的是一種抗衡

的力量，然而在兒童身上發現這樣的行動則說明了什麼？兒童在我們的認知中，

一直是不成熟並且對危險事物並沒有辨識能力的人，「社會大眾(the popular 

image)認為兒童是無辜的受害者，受制於邪惡資本主義的引誘手段；這種通俗形

象所訴諸的，是遠較為基礎性的童年意識型態。」(Buckingham, 2000: 146)  — 然

而我們可以發現，所謂的社會大眾眼中的兒童，事實上與某些人眼中的社會大眾

具有同質性—當一個我們想像中的兒童竟然也具備了成熟的性質以及對於謊

言、幻象的辨識能力的人，那麼在這邊或許可以推論兒童的發展比我們想像中的

驚人，而另外一方面則是可以推論出，這樣的結構透過某些因素已經作用在兒童

身上，兒童們理解這樣的規則，並且順應著自己的資本而做出不同的策略，那麼

我們可以見到，成熟這件事情並非是單純建立在知識或象徵的累積上，成熟本身

就是一種存在的結構，除了值得人們去追求之外，另外一方面也具備了強制力；

而且，啟蒙/非啟蒙、成熟/不成熟這樣的二元對立模式必須被否定，在兒童身上

發現的是啟蒙或是成熟的概念，本身是類似於法律的方式存在著的。 

 

二、 自制的統治者 

 

然而，在 Foucault(1985)《快感的享用》當中 Foucault 提出了不同於策略的生

產與法律之間的關連，必須要被注意的事情是，學術人必然是一種歷史性的產

品，同時倘若我們要去觀察這個概念就必須要將他放置在歷史的脈絡下去討論

它，我主要挑選了兩篇文章去討論這個問題，分別是 Foucault(1985)的《性史》以

及 Veblen(1953)的《有閒階級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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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從 Foucault 的性史討論學術人的概念之前，在 Gros(1996)的《傅

柯考》當中提到一個重要的段落：古代道德是針對自由人而開處方，亦即所針對

的對像是那些享有不可被規定的主動性特質之權力的人（Gros, 1996: 153）。那麼

我們就必須將焦點放在一個問題上，自由人，已經被預設為能夠自由選擇自己的

行動並且要為之負責的這些人，而在 Foucault(1985)的文章中所提到的自由人的概

念事實上相當容易定義，也就是能夠參與公共決策的那些人，當然包含的是男

人、必須在當地居住，而這些人當中則排除了女人、小孩以及奴隸，並沒有什麼

法律能夠真正限制一個男人，反而他的行動是建立在一個能夠為自己負責的主體

上：在此「倫理主體」不應視為一種面對道德價值問題的主體；主體反而應要從

其「自我構成」的要求來理解（自我構成乃是：有助於建立明確之自我關係的技

術與實踐）（Gros, 1996: 146-147），在 Gros(1996)對性史的詮釋上來說，他認為這

些自由人並非是透過允許或是禁止來作為行動的準則，相反的，他們所追求的是

一種美好的生活或是正確秩序的生存方法，更正確的來說，他提出了兩個特點來

討論選擇以及對限制的追求：第一、限制的追求並非採取禁止法規的形式，而是

以風格化(stylization)的形式呈顯（Gros, 1996: 153），第二、性特質的選擇不

是根據允許或禁止來運作，而是根據一種生存美學的典範（Gros, 1996: 153）13，

而更必須要去強調的，並非是人人都如此，只有身為自由人的那些人，當然在我

們的研究脈絡中，自由人這個身份同時已經附帶了某些資本與無形的限制。 

 

接下來我們直接跟著文本，在希臘城邦當中，身為一個自由人的另外一個層

面，自由人同時又是統治者，然而身份並不完全決定規則以及限制，相對的這更

接近於自我監控以及策略生成的概念，這種概念最重要的是建立在自制的原則之

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建立一種契約，被統治者們可以服從他，而他必須控

                                                
13 這在我們的研究當中意味著，行動者並不是透過一種戒律來規定自己不應該做什麼，而是透過

一種導引和選擇，來告訴自己怎麼做對自己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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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自我（Foucault, 1985: 174），甚至可以說，統治者的身份是伴隨著這個原則作

為前提而存在的，然而微妙的事情是這絕對不是一種如法律般的限制；相對於自

制的是放縱，放縱本身是一個被剝奪自由人身份的特質，女人、奴隸以及兒童受

到統治者的治理，而只有統治者能夠統治他自身，統治者是主動且不能受到影響

的，我們在當中看到一條明顯的界線，主動/被動、統治/被統治以及自制/放縱這

樣一條界線，而在當中能夠主動的控制自己以及他人則是身為一個男人的條件：

自我控制(mastery)是一種使自己成為男人的方式，即控制必須被控制的東西，

約束不能自我引導的人，把理性原則強加給缺乏理智的人（Foucault, 1985: 

82~83），然而自制究竟具有什麼意義？ 

 

我們可以看見自制與選擇性的關連在文本當中不斷的重複，在 Xenophanes

的《回憶錄 IV》當中他曾經提及這麼一句話：「惟有有節制的人才能夠在各種事

物中發現什麼是最好的，並且在實踐上與理論上把他們分門別類，挑選好的、摒

棄壞的。」（轉引 Foucault, 1985: 87），換句話說，應該要做什麼？什麼對自己是

最好的？要如何去做？他必須不斷的捫心自問，自己究竟是什麼人？如何控制自

己讓自己的靈魂純淨？並且能夠主動有效的管理身體，而不受到有害事物的影

響，當然被動的那些人並不會瞭解他們受到什麼損害著，也無法判斷什麼是不好

的，因此主動者必須要將理解強加給缺乏理智的人；然而，自由人並非全然的自

由，他們必須花費大量時間關注於自身以及自身的聲望上：有必要進行自我反

思。他應該不止是一種節制人們能力的檢查，他必須不同於根據行為守則來評估

錯誤；他應該具有對各種表象進行過濾檢查的形式，即檢查、控制和挑選它們。

這不只是一種定期檢查，更應該是一種對自我的平常態度（Foucault, 1986: 62），

自制的概念建立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當中，並且被設定為具有邏輯的一致

性，那麼當然的，我們可見到自制以及自我關注的大原則，然而施行的方式卻是

在詳細檢視自己生活的原則上進行，因此即使我們看見在原則上一致的精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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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是必須要思考到的，在實踐上必然有著不同的方式，正因為倘若我們將他

視之為同樣的實踐方式，這代表了一個人並沒有尋找一個合宜他的靈魂以及身體

的實踐方式，那麼這種實踐方式必然將人們建構為被動者。 

     

    而從上面的討論繼續看下來，我們能夠發現在 Foucault 所提及的這些原則當

中，事實上已經指向了在實踐上具有策略存在的性質，策略必須在於考慮個人所

擁有的資本以及條件來做出能夠轉取遊戲籌碼的實踐，而 Foucault(1986)也在當中

提到：「這一原則適用於任何統治者：他應該關注自我，引導自己的靈魂，豎立

起自己的精神氣質(ethos)。」（Foucault, 1986: 89）以及「統治者應該：『給自己

的靈魂指出正確的方向。』，恰當地規範自己的『精神氣質』。」（Foucault, 1986: 

92），藉由對於自身的關注進而發展的策略導致了在「自制」這樣的一個遊戲上

可能發展出各種匪夷所思的實踐，遊戲規則以及判準也並非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單

純，它是必須配合個人所具有的條件以及所持有的正當性來做判準的，

Foucault(1985a)在性史第二卷中的導言將這種策略稱為一種作品：「我們可以稱之

為各種生存的藝術(art of existence)。由此，我們必須理解那些審慎的和自願

的實踐，人們通過他們不僅確定了各種行為的規則，而且還試圖自我改變，改變

自己獨特的存在，把自己的生活改變成一種具有審美價值(aesthetic values)

和反映某些風格標準(stylistic criteria)的作品。」（Foucault, 1985: 10），那

麼在這邊我們可以發現，對自由人本身這些策略必須是長期的自我關注以及思

考，而另外一方面必須要強調的，人們並非一無所知，相反的，策略是在人們十

分瞭解規則並且熟練才能做出的決策，即使那必然是受限的；而另外一方面，長

期的策略的實踐同時也建構了一種特別的狀態，我們稱之為風格化或是生存美

學。 

 

三、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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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啟蒙的兒童當中我們直接了當的發現了一件事情，批判性的論述本身並不

是單純是所謂的「理性」的產物，相反的在 Buckingham(2000)的討論中，我們發

現了這種論述他本身具備了多樣的性質，一方面來說它是可被容易地察覺的一種

規範，甚至連小孩都很能夠簡單的察覺到，然而多少會根據行動者自身對自己的

身份或家庭地位的理解而有所差異，然而差異在於選擇的主題而非可被認知到的

原則，最容易見到的則是在中產階級和勞工階級的孩子的回應的差異，一者強調

的是他的批判，而另一者強調的則是品味，我們在當中可以看見同樣的原則然而

卻用不同的主題去表現；而第二則是這種論述本身具備了一定的展示性，尤其當

它在對話中具備了一定的功能的時刻，論述本身是以類似於制服14的方式出現，

批判或是品味的展現在這邊近似於某種標準答案的方式的存在，而另外一方面行

動者理解論述本身是可以用來展示的，不論展示的對象是訪談者或是想像的他

者，主動性與區分出被動性的論述都具備了強大的功能。 

 

而在對 Foucault(1985)的討論中，我們則更進一步的看見主動與被動我們的研

究的聯繫，我們可以在當中認知到的一個原則是，沒有人會規定你或是逼你該做

些什麼，這些是你應該要知道如何去做的，在 Foucault(1985)的討論中，這是作為

一個自由人的基本原則，自由人應該知道要如何去玩這個遊戲，而不是純粹的遵

守規則，純粹的遵守規則或是不知道自己該做些什麼本身就剝奪了自身的自由人

的身份，他們如何去玩以及如何去理解一切來引導自己該如何去玩，這是在討論

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所在，也界定了主動者與被動者的界線所在；另外一方

面，我們同時也見到了，在這樣的遊戲中，必須要注意到的是靈魂的概念，一個

人行動的後果，則來自於他的靈魂，在我們的研究中或許可以得到所謂的專業、

素養或是涵養這一類的形容詞，而貫串其中的則是一種觀看方式，人們如何由一

些外在的表象去察覺到內在的真實或靈魂，一種對於內在的推論方式，也佔據了

                                                
14 我們在這邊運用了制服的譬喻，一方面所指涉的是訪談結果所帶來驚人的相似性，另外一方面

則是制服本身所具備的展示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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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研究一個相當核心的地位。 

 

那麼在我們對於一個行動者如何討論他如何看電視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假設

性的去推論，第一，行動者本身理解到訪問者想要得到些什麼答案，或是在什麼

樣子的回答方式下是正當的，然而與自身的身份或是理解具有一定的差距的標準

答案本身就是愚蠢的回應，也因此行動者必須要有一個自己獨特的論述，是與他

自身結合的一種論述，這種論述同時反映了行動者所認知的規則以及他所認知的

自我；第二，行動者的論述必然存在一個內在的邏輯，而這個邏輯是跟隨著在

Foucault(1985)得到的對自我的問題，不論是對自我或他者的討論，貫串於看電視

的行動上的是一些從內在去推論外在的邏輯。 

 

 

第二節、 邊界及對邊界的認知 

 

 

    我們在前面看見了，不論是看電視的兒童或是古希臘的自由人，他們的行動

明顯的為了留存在空間中的某一個區域，而相對的在這些區域之外必然存在著一

些外邊份子，在《童年之死》當中那些外邊的人是不具有辨識能力而上當的那些

更小的孩子或沒知識的成人，而在《性史》當中，則是由長久的實踐以及身份來

複合的判斷外邊的人，包含在客觀條件上的婦女、兒童以及外地人，另外還包含

了無法自我克制的自由人 — 當然這樣的人也不會再是自由人，從整體文本的脈

絡中，我們可以得知那些人在定義上都是被動的；然而在第一節當中，我們主要

討論的「主動與被動」所指涉的事實上是一種自我認同所發動的策略，然而在自

我認同當中我們能看見的是所謂「應該怎麼做」，而我們所必須瞭解的是，人們

所認知的所謂的邊界或是在 Bourdieu(2002)意義上的「入場」，入場與出場在

Bourdieu(2002)的定義上都附帶著代價，也就是在個人在空間中移動所付出的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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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那麼可以確認的是，人們必須理解在一個入場的情況下「至少」必須具備什

麼樣的條件，或者必須擔任的責任以及要做什麼，才能夠獲得最低標準的入場卷。 

 

一、 有閒階級中的強制性 

 

在有閒階級論的文本中，所討論的不是有閒階級如何提昇自己的優勢地位的

歷史，相反的在我的解讀中 Veblen(1953)所提出的是一個有閒階級被生產的歷

史，在文章當中的主題不斷的涉及的事實上是兩個重點，第一個是過去的消費規

範所帶來的強制性，亦即那些有閒階級應該要如何消費，而另外一方面則是非有

閒階級的那些階級應該要如何消費，事實上這些都具備著規範性；而第二個方面

的討論則是在於禁忌所帶來的分類之上，一旦我們可以確立在階級內部的規範

性，相對的則是階級間如何劃分不可跨越的界線，而這些界線像是法律般強制的

執行他們的效果，當然在此必須說明的是，這是一個近似於人類學的考察方式，

對於現代的消費本身並不具有強大的解釋力，然而這個在歷史中不斷的延續的結

構可以在我們後面的討論重新作出不同的解釋；那麼接下來我們就可以直接開始

討論在消費的規範性的部分。 

 

（一） 消費的強制性 

 

Veblen(1953)在有閒階級論當中所處理的一個概念，也就是炫耀性消費的概

念，作為一個優勢階級的群體成員，比起消費更重要的則是消費的原則，存在一

些法則或是導引在引導著消費，也就是說在 Veblen(1953)的說法當中，有閒階級

是一個處處受限的消費者，「此項原則已成為消費所必須遵守的準則，任何稍微

違背此原則的行動，就被視為大逆不道。」(Veblen, 1953: 63)，另外一方面，在

分工上有閒階級必須要負起責任來處理這些消費的分類，並且在這當中取得某種

適當的平衡，如同烹飪的藝術一般，有閒階級被強制著創造消費的藝術，「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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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能適量及適質的消費就成為下賤與罪過的符記。」(Veblen, 1953: 64)，下

賤與罪過的符號是對於有閒階級最強烈的懲罰，因此在消費上除了必須對於那些

消費品作出知識性的理解與品味，另外一方面則是必須要用心的學習，在這邊展

現了一種專業性，對於消費的專業，然而這種消費是必須要建立在知識的前提

上，有閒階級不能任意的消費，消費是他們的義務，他們必須像是藝術家那般的

專業，調配出完美的平衡，同時在調配上展現精熟的知識與技術。 

 

而另外一方面，有閒階級這些消費以及休閒行動在 Veblen(1953)眼中是被視

為一種手段，這種手段的目的是為了博取聲譽，或者我們可以說是一種象徵資

本，在 Bourdieu(1990)那邊也同樣的提到，這些看似不理性的行動事實上是理性

的，正因為在這個場域的遊戲規則當中，要先計算如何適當的消費在宴席上面是

在這個場域內部的遊戲，而禮物與宴會則是賺取場域當中的籌碼的最好手段，然

而隨著時間的變化，發生了一種有趣的情形，出現了一批傳承傳統的有閒階級，

然而「可能是一種沒有相應財富來維持尊崇的休閒。」(Veblen, 1953: 65)，遊戲

規則是隨著場域的存在而傳承下來，然而這些人卻沒有兌換籌碼的成本了，產生

一批無奈的消費者，他們必須要維持著他們的消費，而過著窮苦的生活；或許在

今日我們對於這些人的作法有著某種道德上的批判，也就是虛榮這樣的字眼，然

而可以發現確實在過去存在著無奈的虛榮的痕跡。 

 

然而隨著社會整體的轉變，當從鄉村轉移到都市之後，人們展現義務的方法

也有某些轉變，變成從休閒轉向消費，休閒的展現必須要具有長時間的觀看以及

接觸才能判定，然而消費並不用，因此在這當中發生了比例的變化，在城市中創

造了一種一夜成名的消費遊戲，展現各種人們能夠觀賞的財力，而在社區或是鄉

村當中維持了傳統的細水長流且具備理性計算的休閒性質，於是隨著人口的密度

的變化也產生了不同的消費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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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休閒的性質隨著社會進入薪資勞動的階段之後，那些休閒本身開始具

有矛盾的性質，從「不能夠有目的」轉為有某些技術目的的存在，然而他仍然是

休閒，「也因此為有以掩人耳目的方式發揮出來。」(Veblen, 1953: 76)，像是

Veblen(1953)所提到的準藝術、學術成就或是精於衣著、牌藝等等。 

 

在 Veblen(1953)的討論當中維繫了一種強烈的唯物觀，人們的消費並不是自由

的，而是由各種轉變以及生產方式來決定他們的消費，消費並不只是不自由的，

同時還存在著義務的痛苦性質，這是種如同修道院般的痛苦，修道院的牆將修道

士們封閉起來，他們在裡面實踐著他們的義務；而 Veblen(1953)描述了一個群體，

或者說一個消費場域的界線，這界線具有歷史性，並且具有著結構的強制力，將

一個有閒階級封閉起來，讓他們在裡面遵守各種戒律，學習各種消費的方式，以

及遵從消費所制訂的法律。 

 

（二） 消費的禁忌 

 

在這個部分 Veblen(1953)所提到的部分並不多，然而卻相當重要，在掠奪型

文化早期，出現了優勢階級文化與卑賤階級文化，然而在對消費物的分類上事實

上是相當嚴謹的，尤其是對於卑賤階級，如果我們從優勢階級消費卑賤階級的消

費物這點上來看，這種禁忌還可以勉強解釋為對聲望的損害，然而假使從另外一

個方面來看，卑賤階級要去消費優勢階級的消費物來看，就存在著嚴格的限制，

「享用精美的食品，通常還包括稀有的飾品，都成為婦女及兒童的禁忌。」(Veblen, 

1953: 61)。 

 

然而在這個可以確立的牆的背後，Veblen(1953)提到了一個很有趣的概念，



28 

 

也就是越位消費，在這邊他提到了事實上在某些條件限制之下，人們是有可能可

以越界的，「在某種特定場合或配戴某種特定徽章來執行，從而明白的顯示這類

休閒或消費是屬於主人，因此坐享隨之而來的新增好名聲的權力也歸主人。」

(Veblen, 1953: 66)，一旦同意將名聲歸到主人身上越位消費的契約就成立了，而

這種契約通常是在服裝或是符號上面，身上配戴著制服或者是家徽；然而事實上

更有趣的是這邊可以引出的是一個重要的概念，也就是在 Bourdieu(2002)的說法

當中遠離場域中心的人們，這些維持傳統的有閒階級在規範下逐漸的成為貧窮的

有閒階級，越來越難以維持他們的身份，然而這時候產生了某種異化，他們的目

的被手段所取代，為了要維持原有的身份他們必須妥協不再賺取聲望，並且將這

些聲望賦予他們的主人，然而重點在於他們遠離了中心，而遊戲規則仍然支配著

他們，於是出現了界線邊緣的人們，他們能夠身處城牆的邊緣找機會回到中心，

於是出現了一種相當特別的策略，也就是在這邊所提到的越位消費，當然，我們

在現代仍然無法找到合理的案例，然而一旦我們考察這個原則，亦即條件限制之

下的禁忌消費，我們仍然可以在現代的消費中找到痕跡。 

 

但是，在上面 Veblen(1953)所提到的越位消費的概念，事實上對我們的研究

來說相當重要，在這個概念中所講述的是一種規範的自動化，他說明了一種儲存

在身體上的規範，這解除了我們對於純粹的客觀邊界的想像，也就是說，在這邊

Veblen(1953)的討論事實上說明了一種主觀的邊界的存在，他是被主體所認知

的，同時這種認知也具備了客觀上，那種客觀性力用了像是品味或者是判斷能力

這樣的方式儲存在身體當中，與自我認同的能力構築了主觀的邊界的存在，並且

將此作為行動的前提條件，理解可以說和不可以說的，能做的以及不能做的，如

何行動進一步又再度強化了「我是誰」或是「我是什麼人」這樣的命題；當然，

單純的主觀性的邊界的討論並不是我們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這只是一部份，而

另外一半我們則需要去觀察在客觀性的邊界上的討論，那麼讓我們回到對於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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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邊界上的討論去。 

 

二、 邊界的利潤 

 

一旦當我們討論到客觀性上面的問題，我們最容易觸及到的是市場經濟的問

題，我們所稱的貨幣或是利潤都存在著邊界，貨幣存在著客觀的法定邊界，而社

會性上面的客觀邊界，並不存在純粹的法定的邊界，然而他仍然是存在的；比較

有趣的討論是在《布赫迪厄論電視》當中出現的，在 Bourdieu(2002)幾篇對於電

視的討論當中，他對電視的生產做出了一定的批判，但是對我們的研究更有幫助

的，是 Bourdieu(2002)在討論知識份子的場域與電視場域之間的交換關係，他提

出了一個重要的概念，「通敵合作」(Bourdieu, 2002: 89)，這同時討論了資本的交

換以及邊界間交換的利潤問題，他強調說：「如果某人越是被他的同行所認可，

因此特殊資產便越多，就越能抵抗；相對地，如果就其文學實踐而言，他們越是

他律的，也就是說被商業所吸引，那麼他就越會傾向於通敵合作。」(Bourdieu, 2002: 

92~93)，這顯示出了兩個場域：新聞場域和知識場域，同時也說明了這兩個場域

之中存在著不同的貨幣，在一般的情況下，這兩個場域間的貨幣倘若需要流通是

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入場費)的，而在當中 Bourdieu(2002)所批判的正是知識份

子場域中的資本取得逐漸被新聞場域入侵，他提到說：「有一篇由 Remi Lenoir

所寫的美妙論文，他在其中顯示出，司法界裡有某些法官，他們以司法場域內部

的規範而言，並不是總是最受尊敬的一群，卻能利用電視來改變他們在場域內部

的權力關係，並且因此得以繞過內部的層級。」(Bourdieu, 2002: 85)，在場域內部，

劃定出值得追求的那些貨幣，同時也劃分了中心與邊界，以及客觀的移動方式，

我們必須承認，市場是一個客觀的機制，包含了貨幣的交換都確定著客觀的規

則，這完全否定了主觀的認定。 

 

那麼我們就可以理解，確實存在一些客觀的邊界，我們推論的理由是在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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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規則的人們能夠藉此來賺取利潤，並且在兩個邊界之間利用匯入與匯出的方

式賺取利潤，那麼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可以得知主體所能夠認知的邊界絕對不

單純是一種主觀的邊界，同時他還能夠理解一種關係到利益的客觀邊界，絕對不

會是單純的無知的行動者，行動者能夠清晰的理解規則、自己的位置，以及交換

的匯率，甚至是所謂的隱藏的規則(這一向被認為是行動者所無法意識到的甚至

是學術人才能看見的)，行動者要能夠在場域中存活甚至是要獲取利潤，當中一

個最重要的認知就是對邊界的認知，在裡面應該要怎麼做，要做什麼才有利益，

至少應該要做到什麼才能夠存活在裡面，在 Bourdieu(2002)提到的通敵合作的例

子當中，行動者已經被預設了他必須要理解誰是敵誰是友，誰是自己人誰是外

人，區隔和群體感的存活關鍵都在於對客觀邊界的認知上面15
；當然，這樣的討

論並不能適用於整個社會的情景，必須要注意到的，本研究中文本所限制的範圍

在「有閒階級」或者是「學術人」這樣的範圍上，這樣的行動者在條件上說起來

會對於他們的生活條件具有更加全面的認知，他們是更加理解情境並且在市場中

賺取利潤的商人。 

 

當然我們不可忽略邊界的限制性格，即使在場域間遊移的商人可能得到利

潤，但是邊界的功能一方面在於阻止外人輕易進入，一方面則是要阻擋自己人的

外出：「然而界線，即神聖的邊界，仍然清晰。…中國的長城不僅是為了阻擋外

國人進入中國，而且還是為了阻擋中國人離開。…阻止裡面的人，在界線的正確

的一側不要偏離，不要辱沒或者貶低自己。」(Bourdieu, 1991: 104)，在邊界附近

存在一些軍隊負責阻止或是懲罰越界的人們，一旦行動者可能跨越邊界的時候，

那可能意味著他要被背棄了，Bourdieu(1991)認為制度最大的功能之一，正是在阻

止這些跨越、違反邊界的企圖，他能夠讓人們自動的望向中心，增加跨越邊界的

風險以及關稅是能夠讓場域堅固的方法之一，同時這點也是行動者被強制認知到

                                                
15 當然，必須要注意到的是，認知與實踐是兩回事，即使對條件有所認知但仍然需要衡量資本的

多寡來藉以行動，跨界與自己所擁有的資本是否可能造成利潤以及風險都必須列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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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邊界的性質，邊界必須使得它自身被認知到它才能夠恆久的存在。 

 

三、 小結 

 

在我們的研究當中，邊界的作用即為行動者如何去分類的原則，邊界並不是

提供一個人在主觀上如何去玩遊戲或是應該做些什麼，而是告知行動者最起碼不

能做些什麼，即使是在玩所謂的遊戲，然而人們不能夠任意地犯規，而在這之中

就告知了行動者最基礎的否定原則，至少哪些事情不要做或是不要說，或是該如

何去補充或改變那些錯了的事情，而在這些客觀的「至少」的原則上，行動者也

能夠瞭解自己的行動的極限，這告知了我們行動者的論述必然存在一些點到為

止，即使行動者可能想要「誠心」的表達自己的意見，然而在這邊存在的一些衝

突，必然也反應了邊界的性質。 

 

而第二方面，邊界提供行動者一些圖像，這個圖像是一些域外之人的想像，

也就是沒有所謂的判斷力的人是什麼樣子，我們可以假設，倘若在這個空間的邊

界存在，那麼在一些對於邊界之外的人的想像，也必然存在一些同質性，或者說

它並不會是單純的自由聯想，他會知道自己人大概是哪些人，而外人大致上是哪

些人，而這些共同的認知同時也昭告了邊界的客觀性。 

 

 

第三節、 相關研究 

 

 

    在本研究中遇到的一個問題則是，目前在國內對於看電視的人的研究並不指

向對於電視有一定理解能力的那方，甚至在國外的文獻也不多，主要的接近的研

究是對於知識份子的研究以及學術者的研究，而這方面的研究國內也沒有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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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因此在定義上本研究偏向於探索性研究。 

 

    在與我們研究上十分具有關連，然而卻又不那麼直接的則是知識份子的研

究，在我們的研究中直接的排除了反省知識份子的文章，與我們的研究較有關連

的則是將知識份子分類以及描述的文章，當然，我們也必須從我們對於學術者的

觀點來看待知識份子，在以下幾篇對於知識份子的探討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一

件特別的事情，知識份子本身在分類上就難以界定，經過不斷的反省以及檢討的

策略運用，知識份子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指稱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存在，並且我

們也難以科學式的去界定他們的範圍，也因此在我們的理論基礎上面，在本研究

中處理知識份子的觀點是由學術場域本身的資本來做一個假設性的等級分類。 

 

    在 Shiles(2004)的《知識份子與當權者》一書中運用了大量的意識型態的觀點

去描述以及分類知識份子，在這個前提上，我們更可以看見 Shiles(2004)對於知識

份子的討論是政治性的，不斷的強調知識份子脫離自身場域而去參與政治鬥爭的

過程，在這當中知識份子被描述為策略性的鬥爭者，然而，藉由意識型態的討論，

我們同時也得到一種對於知識份子的討論原則，一方面是紀律式的：「意識型態

要求其信奉者的行為始終嚴格遵守其律令；意識型態的群體往往對其成員實行嚴

厲的紀律約束。」(Shiles, 2004: 34)，而另一方面則是意識型態本身的分類功能：

「他們必然意味著與現存社會分道揚鑣。」(Shiles, 2004: 33)，在意識型態的假設

中群體成為非此即彼，意識型態政治是將人劃分為朋友或敵人、我們或他們，也

因此，Shiles(2004)用排拒去討論知識份子的一個特性，他強調不論在各種社會當

中，即使是對保守的知識份子，其批判否定的趨向會驅使人們部分地排拒時下盛

行的文化價值系統。 

     

    而在這樣的分類底下，我們也能發現主動以及被動的系統，「如果一個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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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既能保持接觸過去最優秀的知識作品，同時又要繼續從事非自己領域的事，那

麼他事實上是一個非常有選擇能力的人。」(Shiles, 2004: 99)，而在相對的另一方

則是所謂的大眾：「人類大眾始終不斷地受到罪惡的誘惑和引誘；日常工作和商

業的卑微考慮、對家庭的依戀、對朋友的忠誠，以及對私人利益的探求，都不可

避免的涉及到罪惡。」(Shiles, 2004: 66)，然而，Shiles(2004)強調，在知識份子的

眼中，那些罪惡事實上是用誘惑的形式出現的，而不是強制性的，那麼我們就可

以發現一種堅守意志的主動性結構的存在，因此同樣重要的是責任的出現，知識

份子的責任以及大眾沈迷於誘惑之責任的鮮明對比，如果說陷入大眾文化當中，

本身就是知識份子自己的問題。 

 

    而在 Carey(2008)的《知識份子與大眾》則更直接的說明了知識份子的論述中

形成的大眾形象，以及知識份子面對大眾所造成的危機重新構築自己的方式，在

Carey(2008)的論述上，他對於知識份子的批判是嚴厲的，他認為知識份子構想大

眾形象的目的只有一個，也就是將大眾從知識份子當中驅逐出去，而藉由語言取

得對大眾的控制以及統治權，正因為大眾是一些沒有靈魂的人，或者也可以說他

們是墮落的，他說道：「我認為現代主義文學和文化是圍繞這樣一個原則形成的，

即排斥、擊敗大眾的力量、排除大眾的讀寫能力和否定大眾的人性。」(Carey, 2008: 

23)，而且知識份子拒絕這樣一個事實：「大眾是人群極抽象的方面，是所有可有

人群的總和，只有作為隱喻才有概念形式。」(Carey, 2008: 23)，有趣的是，我們

可以看見這些知識份子的觀點與 Foucault(1985)所討論的古希臘哲學的界定具有

一致性，他們認為人一旦加入人群將在文明階梯上下滑幾個層次，成為野蠻人，

憑藉本能行動，受到暴力和殘忍的控制：「這又像女人一樣。」(Carey, 2008: 30)，

在此同樣的知識份子的討論又進入男人與女人、主動與被動、主人與奴隸般的討

論，將自我控制置於最高地位。 

 



34 

 

    而一旦遇到媒體的討論，媒體很快的被視為騙子，而大眾成為受害者，「他

們也把大眾看做易受騙者，遭到資本主義窮人文化餐之類的東西的誘惑。大眾快

樂地吞下商業化文化產業產品後，形成錯誤的意識。」(Carey, 2008: 30)，在這邊

事實上描述了知識份子當中一個很有趣的矛盾，一方面他們希望大眾能夠覺醒，

但是一方面又必須排拒大眾，同時他們認為大眾要為自己的墮落負責，然而一旦

提到能力與知識他們同時又認為大眾是無辜的。 

 

    這兩篇文章對於大眾與知識份子的問題的描寫十分深刻，同時也具備了足夠

的批判，但是我們必須要考慮到的一個問題是，在當中誰是知識份子？知識份子

是由著歷史的某種分類來進行，在當中我們可以看見重複重複在重複的那幾個人

名，然而這本身在社會學上面並沒有特別的意義，我們回到 Durkheim(1964)上去：

「人類大多數的意想和趨向(tendencies)，不是純由著他自己生成的，而是受外

界的引導和壓迫，以薰陶成的，實為不可爭論的事實。這就是我下那「強制」二

字作定義的意思。」(Durkheim, 1964: 52)，確實我們必須把工作回歸到實在的日

常生活當中的社會關係上去才能作為社會學的研究，也就是我們必須將在這兩篇

文章中的知識份子重新定義，而不是以懸空而不定義的描述去討論。 

 

    而在 Bourdieu(1988)的反身社會學當中，對於知識份子的結構以及學術者做

出了大量的探討，尤其在《人：學術者》當中，他討論了二十世紀二三十年代到

六七時年代法國高等教育領域中知識份子的生存狀況，分類、歷史以及社會背

景，他們的微妙關係展現在他們所佔據的位置上，在他的研究中主要的對象主體

是法國高等教育體系與機構，在當中重要的則是 Bourdieu(1988)將自己的理論完

整的引入對其做出分析，尤其是客觀的場域與資本之間的關係，同時我們也見到

對於學術人的定義：「學院人或學術人是某個能夠嚴肅地進行遊戲的人，因為他

的身份確保他有這樣做的所有手段，亦即，有空餘時間，沒有生活壓力，以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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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以學院為基礎的專門訓練所確保的能力。」(Bourdieu, 2007: 199)，而在當

中 Bourdieu(1988)深刻的的討論了教育制度以及學術者在當中的鬥爭，我們可以

看見他所研究的方向則針對了具有客觀意義的學術者，包含了文憑以及身份，以

及當中的運用策略，這確實可作為我們的理論相當良好的指導方式，然而在當中

或許可以說是焦點不同而不是缺乏的，是學術者的場域當中的規範對於非職業生

活，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延伸結構。 

 

    而在《布赫迪厄論電視》Bourdieu(2002)再度的討論了知識份子以及電視的關

連性，然而與其說那是一個關連不如說是另外一個面向，他討論了知識份子參與

電視生產的生產結構的問題，並且同樣的以其中的理論基礎去討論這個問題，可

參考上面的理論討論部分，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這與我們的研究之間有點偏遠，即

使那同樣的是知識份子與電視之間的關連，然而在這篇當中所講述的是在生產上

的問題，另外遇到同樣的問題的是，我們同樣的無法界定所謂的知識份子與其他

人之間的界線，當然我們可以確定欠缺的則是行動者本身的自我認同的部分，我

們必須從一個人表達他的策略中才能同時理解客觀以及主觀的界線的位置。 

 

    最後則是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童年之死》中對於媒體中的童年的形象的研

究中所得到的成果，而當中的兒童的身體上已經具備了某種學術場域上的結構，

他們理解並且應用此做出策略，這對我們的研究來說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文獻，在

兒童身上，社會結構讓我們看見了這樣的效果，然而在此研究中唯一可能不被承

認的，則是在文章中也見到的，「社會大眾(the popular image)認為兒童是無辜

的受害者，受制於邪惡資本主義的引誘手段；這種通俗形象所訴諸的，是遠較為

基礎性的童年意識型態。」(Buckingham, 2000: 146)，兒童本身作為一個研究對象

的主體性是不被承認的，甚至我們可以看研究倫理的討論中看到這樣一個道德性

討論，運用無能力行為者或是可能性的沒有自我表述能力的人來作為研究對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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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可能就觸及研究倫理的問題，如果不是以兒童本身為研究主體，我們幾乎會一

直不斷的面臨這樣的問題，也因此，我們直接將主體與主要研究轉換為在《童年

之死》當中兒童所展現的那些區別性策略，然而研究對象則指向具有自我認同以

及具有一定的參考性學歷的學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