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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拜訪過去 

 

In yesterday we find what we miss today（Lowenthal，1985：49）. 

 

壹、 懷舊的定義 

懷舊一詞源自於希臘文 “nostos”（回家）和 “algia”（一種痛苦的狀況），照

這樣來看，懷舊是「一種對重返家園的痛苦思念」（a painful yearning to return 

home）(Davis，1979：1；轉引自張英進，2001：53）。每個人都有童年，關於童

年記憶最大的部分便是與家的聯繫。家保護了人們昔日幼小的心靈，是個人成長

的重要推手，家代表了安全感與大部分童年時期的回憶，是心靈的原鄉，因此懷

舊與思鄉經常被劃上等號。 

 

懷舊可以是一種心理特徵，或是表現於外的行為，用來指出個人追求過去的

渴望。我們從何而來、如何定位自己、過去如何對今日，甚至未來的我們產生哪

些影響，在在都指出：「懷舊是一種我們在永無止境的建構、維持、重構身份的

過程中，所採用的一種方法」（Davis，1979：31）。懷舊是把對過去的記憶理想

化或美化，追求的並不是當時真正的情景，而是重新建構想像中的情節或感受。

懷舊並不是單獨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同時會牽涉到對他人或環境脈絡的部分，因

此可以說「歷史或世代懷舊是指，由個人與生長同一時期的其它人和事件所引發

的過去記憶」（Davis，1979；轉引自曾光華等，2004：49）。「集體懷舊」是一群

具有類似或相同歷史、文化或社會背景的人，因為曾經生活在同一個時空或大環

境下，對過去擁有共通的記憶、經驗所產生的情感。 

  

進一步來說，懷舊是情感層面大於理性認知層面，想像的成分多過實際。人

在面對生命的主要轉換時，會對時間的階段性有明顯感知，此時產生的懷舊過

程，便是藉著某些與回憶或經驗接合的物質事實，來維持個人的認同感以及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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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昔日我（I was）的確認是今日我（I am）的確認之必備要素（Lowenthal，

1985：41）。在回溯生命的過程中，行動者獲得了自身存在的意義、目的和價值，

自我認同發展得更為完整。 

 

人們對回憶的情感付出與投資，是希望能夠複製某個特定的過去。即使真實

性消失，人們還是可以透過物品或意象的創造，重新活化記憶，或是獲取對過去

的認識與經驗。更有學者認為，懷舊不只是喚醒過去的記憶，更強調的是一種相

關經驗，亦即在年少時期，對於那些普遍人事物的正面態度﹛a preference (general 

liking, positive attitude, or preferable affect) toward objects (people, places, or things) 

that were more common when one was younger﹜（Holbrook & Schindler，2003：

108）。懷舊的本質是相信過去比現在更好，痛苦的部分被移除了；我們會懷念的

是過去的美好時光（the good old days），而不會是那些不愉快的事件。

Goulding(2001：569)進一步發展 Holbrook(1993)對於懷舊的闡述，認為懷舊是一

種消費偏好，也是一種消費體驗，同時它代表一種暫時性的記憶重現，或是逃離

現有社會的一種解脫。 

 

貳、 懷舊的原因 

懷舊的情感不管是作為文學作品表達的主題，或是出現在生活中的情緒，人

們之所以會懷念過去，常是因為對現狀不滿或感到疏離(alienation)，世代交替之

間新價值無法建立；或潛意識心理認同過去的時光比現在美好，簡單樸實的日子

讓人心生安定，不會有激烈或急遽變動的生活步調，引發尋根溯源與歷史延續的

渴望；過去的習慣與經驗也讓人們感到熟悉。「懷舊對於深受現代巨變壓力的人

們是一帖緩和劑」（王斑，2004：244）。如同 Holak 和 Havlena(1998)的看法，「對

舊有事物的偏好而產生的感覺、情緒或氣氛」（轉引自曾光華等，2004：46），於

是得以沈浸在懷舊的避風港裡，暫時卸除責任與壓力，撫慰感情。 

 

此外，懷舊亦是個人或群體尋求、定位自我身份認同的方式（Lowenthal，

1985）。Davis(1979)提到，懷舊是一種社會工具，在生命週期面臨轉變之際，用

來接合認同的不連續性(discontinuity)。懷舊模式與我們的認同感深深牽連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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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記憶之流，俯視自我倒影，藉此我們才能串起過去、現在及未來；「我們是誰」、

「往何處去」也才有了意義（Montgomery，2006：360）。 

 

除了心理層面的內在因素外，外在則是整體社會消費力的增加所促成。在過

去經濟條件匱乏時，因為大家只想努力賺錢追求財富，並不會有多餘的心力去懷

舊。自從台灣經濟起飛後，社會發展到一個較為富裕的階段。這時人們基本的生

活需求已得到滿足，相較之下，在非必需品的支出上容易出現增加的趨勢。例如

有懷舊風味的商品，不管是小至零嘴玩具，大到古董藝術品的欣賞蒐藏，多多少

少都觸動了現今中壯時期的見證人，也吸引年輕一代的參與者。對前者而言，懷

舊像是重拾過去；然而對後者來說，卻表示了對時空錯置的明顯感知。懷舊現象

不是僅限於正值中壯年的五、六年級生，即使是較為年輕的七年級也會有類似的

行為發生，一種無病呻吟的緬懷。Hobsbawm(1983)指出懷舊是「結合古老的材

料並且保留現在的需要，而創造出來的新傳統」（轉引自曾光華等，2004：46）。

舊東西的再發現，經過重新包裝、賦予新意。舊酒裝新瓶對年輕人來說是種未曾

體驗的新鮮感，於是看準商機的企業，結合科技與消費者心理，透過媒體大量釋

出有關懷舊商品廣告的象徵符碼，利用人們懷舊的心理行銷，針對分眾市場設計

出售各種產品，販賣它的存在與文化，在真實世界中模擬複製一股懷舊氛圍，以

喚起人們最初的回憶，以精神寄託為訴求，販賣的是感覺與滿足心理所需的歸屬

感，似乎可以把過去當作一種理想的圖像符號來消費。這種牽涉到情感面的體

驗，其價值在於消費者深層心理的表現運作。 

 

參、 過去的再現？ 

借用 Baudrillard「擬仿」(simulacrum)與符號(sign)的概念，懷舊是以意符而

不是以意指的方式存在，符號喪失了對原真的指涉，這就是「擬仿」；真實與摹

本的界線早已模糊，也許我們現在看到所謂琳瑯滿目的懷舊商品才代表了「真正

的」過去，而原本的舊物被這些新興製造的商品所取代。「當真實已經不再是它

從前的那個樣子時，懷舊(nostalgia)假定了它的所有意義」（Baudrillard；Horrocks，

1995：112）。在各種媒體、廣告中所呈現的，並不是我們過去生活真實的樣貌，

而是一種想像與建構的表徵，是一種「論述建構下的再現」（李依倩，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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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並沒有真正對應的對象，一切有關懷舊的物件往往屬於「擬像」(simulation)，

擬像讓原初(origin)與本真性(authenticity)的神話得以復甦，卻也同時掩飾了過去

的真實面。失落的過去被各種方式挪用，折射出的是現今社會潮流與意識型態作

用下的投影。如 Jameson(1991)所言，過去的真實世界是無法直視或觸及的，我

們永遠只能透過通俗的意象和行動等受到侷限之處來追尋歷史，再現的是人們當

下對過去的觀念和想法。後現代「幻想性歷史書寫」，以一種逼真的偽造外觀，

企圖保留真實的過去事物或感覺。在此，不真實的歷史作為恢復真實歷史的努

力，是一種傳達、模仿與替代。 

 

又如詹宏志說的：「時間不能再生，但是可以複製」（1996：25）。正因為時

間不停地在變，我們所認識到的不是時間，而是時間的痕跡。我們可以藉由過去

某段時間的一些物件材料，作為記錄，作為「再製」時間的根基。從物品中人們

可以閱讀不同時間的階段性。而這些符號所喚起的時間記憶，就是「時代感覺」

的複製（詹宏志，1996）。從本土轉向國際，從傳統到現代的歷史過程，社會結

構和人情關係的變化，法國歷史學家 Pierre Nora 對此亦指出，在「記憶的氛圍

環境」（milieux de mémoire）中，瀰漫著一種氣息或情感氛圍（轉引自王斑，2004：

3）。 

 

第二節 集體記憶 

 

在談集體記憶之前，先得理解 Durkheim 社會集體的概念。Durkeim 認為社

會是由人所組成，社會事實(social fact)是外加且強制於個人的社會現象，可分成

兩種類型：物質性的社會事實（如建築、法律）與非物質性的社會事實（如規範、

價值）（Durkheim, 1951）。非物質性社會事實並未達到完全的外在化和物質化，

卻構成人們一種思考或行動的方式，集體意識(collective consciousness)便是屬於

這個部分的領域，它是指同一社會之成員擁有共同的信仰與情操之整體，形成斷

然的決定體系，這體系擁有自身的生命(Durkheim, 1964)。 

  

Halbwachs 受到 Durkheim 影響，從社會性的觀點出發，由集體意識發展出

集體記憶的概念。「人們通常是在社會中獲得他們的記憶，也正是在社會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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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才能進行回憶、識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Halbwachs，1992：38）。由此觀之，

集體記憶不同於個體的心理過程，它是社會性的，不可能孤立存在。每天與他人

接觸的時刻，多多少少都會訴諸某些記憶，聯想到以前發生過的經驗，並藉此判

斷隸屬於哪個生活群體。「如果說集體意識是建立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之上所形成

的共同感，那麼集體記憶就是在闡明文化中共同感的組成性質，以社會為單位，

專注於記憶與遺忘社群過去的人類相關現象」（夏春祥，1998：60-61）。相同或

相似的生活背景是涵養集體記憶的溫床，在這樣共通的空間裡人與人之間得以相

互產生記憶的連結。Vygotsky 主張「個人的記憶是一種社會現象……沒有一個成

人的記憶形式可以不參照社會、社群和文化的概念下被理解」(Bakhurst，1990: 

212)。社會群體提供了人們記憶的參考架構，重建對過去的意象。藉著外在刺激，

把自己置於群體的框架之下，喚起記憶。 

 

Halbwachs 認為，各種集體記憶都有其對應的社會群體，「每一種集體記憶，

都需要一個具有時空界域的群體來支持……只要一個社會裡有多少不同的團體

(groups)與制度(institutions)，就會存在有多少不同的集體記憶」(Coser，1992：

22)。也就是說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行為，人們所進行的社會活動，常是為了重

複某些集體記憶，以增強該群體的凝聚，例如節日慶祝、同學會、掃墓祭祖等（王

明珂，1993）。Belk 認為「集體記憶是世代的特徵」(1990：673)。不同世代之所

以有隔閡或代溝存在，就是因為沒有類似的生活經驗；共同的集體記憶不同時，

象徵懷舊的事物不同，引發的懷舊情況就會各異。 

  

Coser 介紹 Halbwachs 的觀點：「集體記憶並非天賦既定的，而是一種社會

性建構的概念」、「過去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的」（Coser，1992：22、40）。

在現實當中，過去並非被全然客觀地保留下來，而是會依照當下社會的主流態度

經過挑選、強調、刪除和重組，而有所變化。不同階段的時空環境會給予商品相

異的社群意義，不同的社會框架有各自重現過去的方式。「框架1配置（framing 

device）為過去的內容與記憶的形態提供結構」（Irwin-Zarecka，1994：7）。國內

學者有類似的看法：『所謂的集體記憶，不應該被視為具有共同身份的人群自然、

而且必然會保存的對過去的印象。它實際上是經由再現過程，而將過去的經驗「意

                                                 
1 此處的框架概念源自於 Erving Goff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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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化」、「象徵化」的產物」』（蕭阿勤，1999：84）；王明珂亦提到「有時集體記

憶也是對過去經驗的集體創造」（1993：12）。不管是否自然生成的心理作用，記

憶必然會受到後天社會性的影響跟形塑，是文化脈絡下的產物。根據 Halbwachs

（1992）的看法，個人生命歷程的記憶，總是深植在其他人的關係之上；個體會

透過把自己放在群體的位置來進行回憶。曾有類似生命歷程的人，或身處在各自

特定的團體脈絡(group contexts)中，成員才能重建與加強個人生命歷程的記憶

(Coser，1992；邱澎生，1993)。Zelizer(1995：214)：「透過集體的共享經驗，記

憶得以連結各人的生活……集體記憶預設了共享的各種活動」。Halbwachs 提到，

人們之所以回憶，是因為受到別人的刺激所致；同時他人的記憶也幫助了自身的

記憶，藉由相互連結形成的網絡，讓集體記憶成為可能。 

 

依照 Durkheim 的看法，社會先於個人，因此每一份子都需要參與社會文化的形

成及實踐；而集體記憶是文化的重要部分，為了要方便闡述與理解，「我們透過

物質性的社會事實來說明非物質性社會事實的功能和作用」（夏春祥，1998：63）。

Zelizer（1995：232）提出「集體記憶的特色之一便是物質性，具體表現在各種

文化形式中」。所以人們常藉由實質有形的物件，作為傳遞、維繫、承載集體記

憶或保存昔日經驗的一種文化媒介。這些人為的製物，為集體記憶定界定出其疆

界和意涵。對物品的使用與解讀手段不同，刻畫出與他人間的趨同連結或社會差

異。「對於物質面向的文化來說，集體記憶具有在意義上定錨的作用……集體記

憶的運用方式及作用，亦可決定文化中物質基礎的內容與品質」（夏春祥，1998：

81）。這樣的物質性存在特徵，可以作為象徵資源，讓一個群體「再現」(represent)

自己的生活方式與內容時有所憑藉。「事件與概念自然地、積極地連結起來……

與人們廣泛的記憶等同了起來」（Berger；張世倫譯，2007：127）。快速的變化

不停地驅趕著現代人，遺忘似乎成為不可避免的結果。為了不讓這樣的情況發

生，於是「記憶的持久能保證文化傳統在個體和群體經驗相融合的基礎上代代相

傳，延續下去」（王斑，2004：4）。集體記憶涉及了「一群人維持、發展與傳遞

他們對過去經驗的共同印象之能力、過程與結果，以及他們個別成員的集體的行

動之影響」（蕭阿勤，1999：81-82）。 

 

第三節 從相片到明信片 



 10

壹、 圖像概念發展 

早在影印機和攝影技術尚未被發明的時代，人們僅能以手工繪製的方式製造

圖像。時至今日，由於傳播科技的發達，使得大量的圖像充斥在人們周遭的生活

環境中，傳統以文字記錄為主的書寫不再是絕對優勢：街頭掛滿巨幅的廣告看

板、電視與電影節目日益豐富、繪本成為書市主流之一、報章雜誌圖片使用的增

加、拍攝照片的普及、網路強調圖文並茂等等。傳播媒體含括的圖像深入社會各

角落，作為訊息以各種方式被人們生產、加工、傳遞和消費。人一方面是圖像的

塑造者，另一方面卻也被圖像所影響。人們透過圖像認識世界，思考模式也多多

少少在無形中受到圖像指引。媒體如何運作圖像符號，就會如何牽動著社會文化

的潮流。 

 

圖像本於真實，或是純粹虛構。但是在當代大眾傳媒發達的社會中，因為影

像量的過剩與影像密度的增加，真實的意義被消去了，使得閱聽眾落入一種平

面、單向的感官經驗，被動地接收訊息，而非主動去參與意義的產生。由於大眾

媒體的出現，Jameson 認為後現代的文化特徵之一便是「真實轉化為各種影像」

（1983：125）。他對後現代主義作了一番概括的論述，認為其文化特徵如下（王

岳川，1992）： 

 

1. 平面感：深度沒落，淺薄崛起。文學藝術作品不再探討深層意義，拒絕

解釋現象後面的本質，消除本質與表象的對立。削除深度模式，遠真實

而近符號，符徵取代了符旨。 

2. 斷裂性：與歷史向度的割離。這種時代觀標榜不連續性、純粹孤立與徹

底虛無，歷史只靠文件與照片被紀錄、理解。沒有過去和未來的存在感，

只有飄盪不定的現在。 

3. 零散化：主體喪失自我的存在，無法感知中心本質。由於摒棄主體的緣

故，產生了一種新興的、特殊的激情，有的是全然客觀的物的堆積。 

4. 複製性：對技術的依賴。機械複製帶來的量產，使得原作與摹本間的距

離消失、區隔不再有意義，本真性出現崩塌；真實退隱與擬像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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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符號不再提供真實世界的意義價值，因為經過不斷的重製過程，圖像原

本的指稱已被消耗殆盡，於是只能盡量在外表上變出新花樣，這正是一種「無目

的性的模仿，徘徊在每件事物之上」（Baudrillard，1983：150）。圖像的「非真實

化」（derealization）掏空了每樣東西的內在，抽掉了真實感，在表面漂浮不定。

由於圖像的大量出現，距離感因此而逐漸消失。在這樣的過程中就 Jameson 主張

是「現實感的消失，或者說是指涉物的消失」（唐小兵，2001：237）；美學風格

的歷史已然取代了真實的歷史（Jameson，1991：20），時尚潮流發明嶄新面貌的

傳統，虛假的質感傳遞著過去所謂的幾零年代；而歷史的真實面目已模糊不可

辨，我們身處在由各種片段堆砌出的影像世界（轉引自冼懿穎，2005：95）。 

 

「複製的可能性使真正的原作不復存在」（ibid：230）。我們把真實不斷地拆

解，然後重新組合，成為再現或摹本。如此一來便忘記了源頭，忽略了那些原本

的重要意義與內涵本質；歷史價值被影像資訊所淹沒而逐漸被人們忽略。剩下留

存在人們心中的，是摹本的再現；深層而完整的意義不再是追求的目標，單純模

仿表象的風格取而代之。當影像欲傳達過去時，並非百分百的重現；而是在當代

的時空脈絡下，依據現有的需要，把歷史作不同程度的轉換或挪用；與歷史斷裂，

產生「新的傳統」意象，以為人所知。 

  

從 Jameson 的觀點出發，憑著一張底片，就能複製出種種不同顏色層次的相

片，這是後現代主義文化的特徵。歷史以純粹形象和幻影的型態存在，在此模式

下做出的成品是沒有原作的，只見得到無限複製的摹本。「宛如某個已流失的自

然遺跡，可以視為一個新建構物」（Berger；張世倫譯，2007：9）。過去的形象

於是被固定了，人們所認識到的過去就是相片上的圖像，然而此圖像又不盡然就

等於過去全然的面貌。Jameson 於是把這種形象與自我的異化現象稱為「物化」；

形象的物化使得歷史變成了一種商品（1985；唐小兵，2001：210）。 

 

這是符號的來源：沒有深度，快速繁衍，生命週期短暫。當人們在觀看、凝

視這些古早照片時，無非是獲取一種幻想、意象、及建構。Sontag 認為攝影照片

並非僅是單純的紀錄或是不可修改的，它不過是一個評價世界的偏好片段，可以

由人在各種情形下做不同的使用，「它的道德與情感重量取決於它所嵌入的位

置……沒有人能擔保它們的意義」（1997：133），原本的意義甚至可能被後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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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甚至取代。照片傳達的意義與力道，可能因為處在不同的脈絡下而減退流失。

其中的視覺形象對大眾產生即時的戲劇化效果，是濫情而不是理解，迅速地白熱

化過早耗盡了人們的探究深度，自以為參加了一場身歷其境、與有榮焉的紀念儀

式，然而這種矯揉造作的虛假動作，儘管迎合了流行的衝動，卻也枯竭得更快。

Sontag 主張，照片這種影像媒介，讓我們對各種事件具備著一種消費的關係——

不管它們是否屬於我們的經驗的一部份；這種類型的消費，逐漸模糊了不同經驗

的界線，讓照片中的人事物構成符號系統的一環。既然我們接觸不到遙遠的真實

情景，於是就近佔有事物的影像或影像的複製。但 Sontag 指出，這種結果是「另

一種創造距離的方法……是一種對於真實的非真實性和遙遠性的再經驗」

（1997：213）。 

 

Benjamin 指出，機械技術的結果可以把複製品傳送到原作到不了的地方。

從這個角度來看，即使懷舊明信片重現了往昔生活樣貌，後世種種的影像複製卻

多少貶抑了原作的真實性，亦即抹煞了原作在當刻的時空環境下獨一無二的存

在，對歷史傳統權威與時間歷程造成衝擊。為了在某種程度上容易掌握、認識古

早生活，於是人們選擇消費複製影像，勝過努力去瞭解相關的真實歷史。「與原

像緊密關連的是獨特性與持久性，複製影像則密切關係著短暫無常與複製性」（許

綺玲譯，1998：36）。這是新時代的感受特點，特別是在影像方面；複製技術帶

來數量的增加，卻造成原作本質上的改變。由於商業邏輯的操弄，複製的影像比

其真實的價值更為重要。 

 

貳、 明信片始末 

相機獵取了過去生活的切面，印出可供觀賞的平面成像。攝影複製技術的特

性，讓影像的應用與流通更為多元，照片也成為一種可買賣的商品。印在明信片

上，連帶增添其附加價值。 

 

明信片是源自西方的產物。世上第一張明信片在 1869 年在奧地利（奧匈帝

國）首度出現，隨後便風行全球，廣受歡迎。剛開始作為戰時士兵與家人通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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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後成為廣告媒介利用的一種方式2（李欽賢，2003；陳玲，2005）明信片

的日語原先稱作「葉書」，直到後來逐漸發展演變，其中一面可印上圖畫或照片

後，方稱為「繪葉書」。台灣自十九世紀末受到日本殖民統治，早期明信片均由

官方印製或海外流入，1900 年民間私人製品方經認允。數年後日俄戰爭爆發，

政府發行相關主題或統治紀念的繪葉書，形成搶購及交換熱潮（陳宗仁，2003）。 

 

明信片是世界排名第三的嗜好收藏品，僅次於錢幣及郵票3。由於它無法像

一般郵件封緘，上頭的文字書寫內容、線條花紋、圖案皆可看的一清二楚，亦即

具有一種「開放性」的對話特質（talk openly），形同邀請觀看者進入、瀏覽該圖

像所描繪的世界（Kohn，2003：270）。 

 

這項大眾化、平民化的藝術品，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自行製作，成本低廉。凡

是可以圖像化呈現的東西，皆能印在明信片上。它有別於別種視覺圖像的特殊之

處在於：尺寸輕薄短小、價格便宜、易於攜帶與收藏等特性，容許大量印製，主

題多樣、款式豐富，通常還蘊含美感或趣味性，結合了實用與觀賞價值。 

 

在通訊技術落後的時代，書信來往是最普及也是最重要的管道，其中明信片

通常作為旅行經歷的表現。它不只是單純的風景照片，透過親手寫下的感言、貼

上當時發行的郵票、蓋上當地當日的郵戳，經由多少人輾轉傳遞才送到收件人手

上；也許不小心沾到了幾滴雨水，或郵差辛苦奔波的汗水……。這些過程加總起

來，看似「輕若鴻毛」的一張紙卡，其意義卻「重如泰山」。如今現代社會交通

傳播便捷，靠的多是傳真、電話、E-mail 或視訊，傳統手寫郵件投遞成為幾乎快

被遺忘的聯繫方式；只有出國旅遊的人或或專門收藏者才會想到明信片的身影。

如果說境外之地的明信片是富含異國風情的重要視覺媒介，那麼屬於台灣本土文

化風格的明信片，不正是懷舊情調的展現？ 

 

這些明信片的內容種類廣泛，涵蓋風景名勝、建築、節日慶典、人物肖像、

政績建設、影視娛樂、卡通海報……等等，宛如一座豐富的史料庫。雖然圖像中

描繪的那個時代已經遠去，但鏤刻在記憶版圖上的痕跡並不會消失。當我們觀賞

                                                 
2 http://www.emotionscards.com/museum/historyofpostcards.htm 
3 http://www.shilohpostcards.com/webdoc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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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張張的明信片，就像在台灣近百年來的歷史裡走了一遭；即便這些圖像不代

表台灣早期發展的完整模樣，但至少後人可以從這些零散的細節中去拼湊出古早

台灣的生活面貌。「無法觸及但不斷地召回，作為想像的慰藉，以資玩味摩娑。

這便是懷舊物件的賜予」（王斑，2004：232）。明信片作為一種簡單的文化載體，

用來觸發記憶；對不熟悉舊時代文化的人，這些明信片具有概念定錨的效用。「被

延長的並非時間，而是意義」（Berger；張世倫譯，2007：9）。 

 

明信片原本的目的是作為互通音信；但從 McLuhan 的觀點來看「過時的技

術會成為藝術」，被淘汰的舊技術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靠的不是該技術的產品

或功能，而是該技術使用時的樂趣」（Levinson；宋偉航譯：2000：39）。輕易就

能大量複製生產的產品，取代了手工的層層細膩。那麼在各種通訊科技發達的現

代，世人保留了使用明信片的選擇權，為的就是風味了。當它不再當道，卻以另

一種形式（藝術）興起，甚至昇華。那曾經作為音訊往來、旅行形式代表的明信

片，現在反倒成為圖像賞玩蒐藏、裝飾性的物品。唯有當人們不再仰賴明信片互

通有無時，明信片「才找得到它的『客觀』藝術風味」（ibid：265）它的迷人特

色也才有機會進入聚光燈下供大家欣賞。世人將這些舊媒體視作藝術品的比例與

日劇增，以審美的角度，來觀賞圖像內蘊的美學和結構。 

 

  

第四節 後現代的符號與真實 

 

對於影像甚於實物、複製甚於原本、表象甚於現實、外貌甚於本質的這個時

代，只有幻想才是神聖的，真理卻不然。 

（Feuerbach，1957：xxxix） 

 

不同於早期現代社會強調的實在原則，Baudrillard 發展出一種新的看法：「如

今整個系統充滿了不確定性，每一種現實都被包容到「符碼」（code）和「擬仿」

(simulation)的「超現實」（hyperreality）之中。而今主宰我們的是「擬仿」原則而

不是過時的現實性原則」（引自季桂保，20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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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過多地生產了有關真實的訊息和影像，形成擬像（simulacra）世界，在

其中符號和真實的界線混淆難辨。不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接收，人們卻很容易忽

略圖像背後的產製過程與邏輯。就像 Barthes 所說「攝影藝術是真實的製碼

(encoding)，並非真實的紀錄」（引自 Fiske，1990：70）。儘管看似一模一樣的再

現，意涵也不盡相同。同樣的一張圖可以在閱聽人心中產生不同的意象；每個人

可以自行幻想、建構。 

 

在 Badrillard 的論述中，符號跟真實的關係歷經四個階段的轉變： 

 

1. 符號是基本真實的反映 

2. 符號遮掩並扭曲基本真實 

3. 符號遮掩基本真實的不在 

4. 符號與基本真實之間無涉 

(Baudrillard, 1983：11) 

 

前三個階段都屬於再現的次序，仍可追蹤到真實指涉物的存在，但是符號已

經從忠實地呈現真實，到逐漸凌駕了真實。第四個階段則是擬仿的次序，能指

(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之間產生斷裂，失去對應關係，符號與真實的界線難

以區分；符號竄奪了真實的地位，其運作取代真實，是獨立自主的，真實不過是

符號呈現出來的模樣。 

 

於是歷史與圖像間的關係產生了逆轉，人們以為視覺的再現等同於真實本

身，但是從後現代的角度來看，摹本甚至擬像早就比原本的真實更為重要，甚至

有取而代之的傾向，成為「超真實」（hyper-reality）。懷舊明信片上的風貌，可

能比原初景象更為真實，並且具備了相對自主性。「真實的虛構化（影像）已逆

轉為虛構的真實化（擬像）」（黃宏昭，1997：44）。 

 

這是整體影像操弄(image manipulation)的工業所發展出來的結果，

這個結果顯示了影像的複製與傳佈，重於影像可能有的真實價值。

事實上，為了影像效果，真實的產製作法經常破解了觀念的真實價

值。這個「不真實的」作法，使人們在影像文化中，更難區分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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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指涉物。 

（Fiske，1990：71） 

 

根據 Baudrillard（1983）的概念，擬像是缺少「實在」的符號，擬仿則是產

生擬像的過程。擬像是沒有原作的摹本，亦即缺乏真實的虛構，由大規模工業的

機械生產及複製所致，是拷貝的拷貝，擬仿的擬仿。符號原是用來指涉真實，但

是在擬仿的階段上，已經轉變為指涉其自身。圖像或照片並不指涉原先古早台灣

的生活文化，而是影像自身。人們對真實的定義與認識，來自於圖像的投影。在

後現代主義的理論中，圖像和真實並無分別，明信片中的東西不過是個擬像，世

間存在的都是複製。也就是說，影像再現的是扭曲、虛假的真實。本來是要模仿

真實的圖像，卻反而讓大眾信以為真，成為左右真實、甚至建構真實的關鍵點。

由於媒介和影像的中介，至此符號與真實不可分，形成「內爆」(implosion)。亦

即在擬像文化中，影像與指涉對象難以區分。 

 

如今人們處在「擬仿」的運作邏輯之中，擬仿的特徵就是模型的居先(a 

procession of the model)，所有的模型都以這個事實為基礎——模型最先出現，其

軌道循環構成了事件真正的引力場」（Baudrillard，1983：32），亦即擬像或模型

比事實先存在，作為事實形成與發展的憑據。Baudrillard 舉了一個地圖與領土的

例子說明這樣的關係：如今人們對領土的界定與認識不是根據實際上領域的形

貌，而是透過地圖；地圖先行於領土，領土是地圖所產生。真實並非先於符號而

存在，而是從模型中產生；擬像取代並構成真實，甚至比真實還真實，形成「超

真實」。 

 

在 Baudrillard 的概念裡，符號日益增長，建構出真實的擬像。擬像對應於價

值法則的改變，可以分成三個次序（orders）： 

 

1. 仿造（counterfeit）：從文藝復興到工業革命的「古典」時代。 

2. 生產（production）：工業時代的主導架構。 

3. 擬仿（simulation）：符碼控制的二十世紀。 

（19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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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序列中，仿造是對真實的模仿製造，指涉自然的實在物；仍有原作的

明確存在。到了第二序列，工業革命帶來機械化的大量生產，物品不再具有獨特

性，原型跟摹本之間不再是類似或反映的關係；明確來說，物跟物彼此是單一化、

無差別的，所以大規模的純粹生產與複製商品成為主要趨勢。第三序列的擬像法

則則更進一步，牽涉到「擬仿」或「模型」，在此 Baudrillard 談到 Benjamin 對機

械複製時代藝術作品的看法：生產不再具有真正的意義，效用不再是生產物的前

提，在符號的過度複製中一切事物喪失了自身的主體性，任何的訊息意義都來自

於複製。「資訊越來越多，意義卻更越來越貧乏」（Baudrillard，1994：79），訊息

摧毀消解了自身的指涉與意義，不再對真實發生作用力。 

 

大眾傳播媒體產製的符號、擬像、超真實等，就是後現代的重要特質，形塑

著當今人們對外界的感知和社會經驗，決定生產和消費的意義、過程與結果。擬

仿不做為實在的保證，只是重複地產生它，真實由擬仿製造而來，符號進而取代

歷史。在這個到處為符號與影像所充斥的空間，此二者賦予了社會文化新的意涵

及詮釋方式。根據 Baudrillard 的看法，消費社會的文化其實是一套符號論述體

系，人們透過商品的使用和交換來傳遞自身的信念、慾望與愛好；符號與符號間

的差異是價值所在，藉此表現社會關係。「消費者在交換的普遍體系與符碼化的

價值生產中，彼此是息息相關的。在這層意義上，消費是一個意義的體系」

（Baudrillard；蔡崇隆譯，1991：64）。他認為不同商品的生產、行銷、販賣與購

買，構成了當今社會人們用以交流的語言，形成了一個全面的符號體系或文化結

構。因為商品的樣貌、風格、形式及模仿等特性太過強烈，使得其本真價值、內

容意涵和嚴肅深度往往被扭曲、犧牲。人們的消費是以符號為主而非實用性；這

樣的文化流行是由於表面印象的玩弄所致，符號淘空了原先的實質意義。 

 

Jameson 表示「這種藉著擬像的藝術語言，或恣仿固定過去形象來處理現在

的方式，使得現在的事實和現在歷史的開放性具有一種光滑幻象的符咒和距離」

（吳美真譯，1998：41）。在後現代中，超越失去的歷史性，抹除當代的意象標

示。懷舊明信片無法再現一段歷史，讓我們直接見識到真實的過去，只能再現「我

們對於那個過去的觀念和固定想法」（ibid：46），在有限的線索中追溯過去的意

象。當人們逐漸察覺到這樣的侷限與創新的歷史處境時，就註定要「藉著我們製

造的那個歷史的通俗意象和行動來尋求歷史，而者個歷史本身是我們永遠無法企



 18

及的」（ibid：46）。Jameson 認為，在後現代裡，過去感和歷史性已經消失了，

那些仍存留至今的東西，經過重建後被轉變成另一種全完全不同的後現代物，再

現的懷舊文化不過是「刻板印象的過去所組成的拼湊模仿」（the pastiche of the 

stereotypical past）（1991：21），如同擬像一般。失落的過去被任意挪用，透過新

興的時尚潮流和當代的意識型態，被不斷地折射變換。 

 

第五節 消費文化 

 

壹、 開端 

 

自一九二０年代後，福特主義帶來大量製造、大量生產的工業特徵，注重實

用成為當時的目標。然而在基本物質需求獲得滿足後，人的欲望卻無法繼續受限

於此，於是出現了另一種需求的型態——物品不再與功能性有涉，消費的本質轉

變成非理性欲望的創造與操弄，消費社會於焉成形。 

  

「消費是一種確保符號的規則與團體整合的體系」（Baudrillard；蔡崇隆譯，

1991：63），換言之，消費系統以物和符號為基礎，在其中包含了價值的運作。

消費意味著「消耗」、「用盡」、「毀殆」，當社會製造出更多的影像商品、人們越

需要去消費它們，進而使影像必須一再補充以滿足人們無饜的需求。 

 

G. McCracken（1986）認為，任何消費性商品創造的設計與生產完全是一種

文化企業，任何可供消費者花費時間、注意力及收入在上面的消費性商品都

會被賦予文化意義。消費者使用這些意義都是帶有文化目的。他們使用消費

性商品的意義以表示文化的類別與原理、培養理念、維持生活方式、建構自

我概念並創造、維持社會變遷。因此，消費本質上是文化的（陳坤宏，1995a：

17-18）。 

 

所有的消費都少不了文化性，因為它總是可以產生意義。個人的背景、價值

觀、習慣、生活方式、偏好等會受到各種文化的塑造而有不同的面貌，因此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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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很難截然相同。正是透過各種消費行為，人們再製文化；透過不同文化範疇

的消費符碼，得以證明我在某特殊文化群體內的實踐資格（Don Slater，1997）。

消費者會藉由文化詮釋來理解形形色色的物品意涵。不同背景的人，作為欲望與

滿足的方式也會有所不同；從物品的價值和消費中可以觀察到使用者本身的性格

特徵，與連外的社會關係。 

 

消費文化假設大眾消費運動伴隨著符號生產、日常體驗和實踐活動的重新組

織。……消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商品、產品和體驗可供人們消費、

維持、規劃和夢想。通過廣告、大眾傳媒和商品展示技巧，消費文化動搖了

商品的使用或產品意義的觀念……全面激發人們廣泛的感覺聯想和欲

望。……消費文化中的趨勢就是將文化推至社會生活的中心，不過它是片斷

的、不斷重複再生產的文化(Featherstone，2000：165-166)。 

 

消費不再是單純的物品購買與使用，而是作為溝通與交換訊息的管道，一種

不斷生產、接收、再製的循環過程。少了這樣的根源性媒介，我們便無法與外界

產生關連，也就喪失自我的存在感（李永熾，1991）。「我們經由商品的使用，而

複製更多更多的社會場域」（Don Slater，1997：40-41）。消費不是個體交換的關

係，而是普遍性的行為模式。具體一點的說法是，消費者是某匿名的主體，是行

銷的鎖定對象或市場的一部份。在其中意義必須大幅的仰賴非個人性與普同性的

手段，來加以生產、傳播以達到共享。每一個人都被消費文化的網絡納入，個人

透過對物品的消費而與他人產生連結。消費商品已成為我們參與社會網絡（生活

形態、地位團體）、建立社會價值的重要媒介。 

 

貳、 晚期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 

 

當代消費文化的發展脈絡是新型態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劉維公，2001：

113），消費主義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實踐意識型態（Bocock；張君玫等譯，1995：

178）。消費文化雖然並非時至今日才出現的，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不同時代會

有不同的發展現象。Bauman 指出，前人的社會以生產為中心，但如今重點已經

轉移到「消費者社會」這種差異甚大的類型，而社會要求其成員必須有能力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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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進行消費，才算是正常的生活（王志弘譯，2002）。「在後現代社會中，社會成

員主要是扮演消費者而非生產者的角色」（Bauman，2000：76）。消費成為社會

規範的必要條目。Bauman 認為，為了提升消費能力，絕不能讓消費者休息。必

須讓他們不斷暴露在新的誘惑下，永遠不讓興奮萎縮，並且要保持不滿足的狀態

（王志弘譯，2002：36），不斷生產新的商品以供人們消費，即使已達過剩的情

形。晚期資本主義和 Marx 當時所論述資本主義不同，不像以前商品是注重生產

的過程；今日的焦點在於不斷地生產新的商品以供消費，即使是非必需品；培養

人們消費的習慣或嗜好，鼓吹消費意識，贏造消費氛圍，推動消費文化生活的發

展。在資本主義社會日益發達的今日，消費的需求比生產扮演更重要的角色；進

一步來說，就是消費的比重超過了生產。「消費被視為是邁入後現代的縮影，因

為它意味著人們的生活、認同感以及自我觀念逐漸不再以生產性的工作為核心」

（Bocock 著，張君玫等譯，1995：13） 

 

消費不僅把晚期資本主義合法化，更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的內在驅力。『資本

主義也生產出了（或者根據後現代主義者的修辭：「過度生產」）各種消費的影像

和場所』（Featherstone，1991：22）。「現代消費主義的運作，有部分正是靠引人

注目的影像」（Bocock 著，張君玫等譯，1995：90）。懷舊本身就是一種浪漫主

義的表現，經過創造的羅曼蒂克版的真實（romanticized version of reality）(Davis，

1979：121)。當這些圖像從過去的時空脈絡被割離出來，移置到不同的社會環境

時，符徵與符旨間原本的連結關係出現裂痕，即使符徵維持原本的樣貌，卻不再

指涉原先相對應的符旨，而在商品化的改變下呈現出漂流浮動的意義。圖像的再

現的真實不過是聲稱的效果，其本質是意識型態；工業體系的運作不斷生產再製

物品，最終複製的始終是資本主義（Fiske 著，陳明珠譯，1990）。 

 

「物必須先成為符號，才能成為被消費的對象」，而消費是一種「符號系統

的操作活動（activité de manipulation systématique des signes）……物品變成了系

統中的符號……（物品）成為人和人關係必要的中介者」（Baudrillard, 1968；林

志明，1997：212）。他的看法是：「新的消費品及服務爆炸性的激增形成了新的

物體系。在此物體系中，物被詮釋成符號（sign）或符碼（code），而符號或符碼

則構成了意義體系」（Kellner, 1989：23）。後來有國內學者進一步解釋這個概念：

「當人們向世界展開欲望—消費的關係行為時，物或世界就變成符號……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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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消費概念是以欲望為動力的符號學行為」（李永熾，1992：71）。 

  

 對 Baudrillard 來說，符號並不指稱任何實體（reality），它是自在而獨立的。

符號所具有的的涵義(significance)不在於它所反應的外在指涉物（the referent），

而是來自於不同符號間的差異；換言之，指涉物不過是符號所造成的效果

（effect）。物品的使用價值不再是消費的重點，「只有符號價值的差異邏輯（the 

differential logic of sign value）才是真正的消費邏輯」（引自劉維公，1991：49）。

經過符號的媒介轉換、不斷複製繁衍情況下的消費文化，已經取代了原來單純建

立在實質層面上的經濟行為。 

 

『貨品並非藉由它們在社會實踐秩序中的功能位置，而是因其「符號價值」

產生意義，並符號式的連結到意義系統』（Don Slater，1997： 256）。商品的價

值越來越依賴其文化價值（符號價值）而定立，而非它們的功能或經濟價值。廣

告與行銷不再僅隸屬於生產功能，實際上是居於商業活動的領導位置；越來越多

的商品不以物質性功能為強調，而是透過符號象徵蘊含的文化價值為主打（Don 

Slater，1997）。人們邁入一個充斥著符號與意象潮流的世界，如同 Baudrillard 的

說法，在這當中，事物自他們的物質性或甚至社會決定性中脫離出來，而被精緻

化為純粹的商品符號或符號價值（Featherstone，1991），符號的選用組合已成為

溝通交換的結構體系中不可或缺的要素。 

 

Baudrillard 認為，一切消費並非簡單建立在實質物件上，而是牽涉到符號象

徵的消費；意義只存在於符號或象徵體系之中，於是他提出消費需求運作的四種

邏輯：  

 

1. 使用價值的功能邏輯 

2. 交換價值的經濟邏輯 

3. 符號價值的差異性邏輯 

4. 象徵交換的邏輯 

（1988：57） 

 

他強調，只有符號價值的差異邏輯才是真正消費的邏輯，一個商品之所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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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便是在於它的的符號差異（引自劉維公，1991：49）。在晚期資本主義中，

人們購買的東西已經和真實斷絕了關係，符號廣泛地被消費，真實早已模糊難

辨；明確地說，是在「超真實」的狀態裡漂浮不定。一再被複製的商品，生產的

不只是物質的擬像，更有可能建構新的社會真實；作品外在的形似不是反映，實

際上歷經了創造與改變的過程。「消費是一個舞台，在這個舞台上，商品被當作

是一個符號來製造，而符號們（文化）被當成商品來製造」（Horrocks，1998；

王尚文譯，1998：37）。商品被視為象徵符號來販賣，營造出另一種現實，成為

當代社會文化的消費模式。「在今日，生產並不製造消費，而是消費製造著生產

的符號」（ibid：86）。Debord 在《景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一書中宣

稱「商品的最終形式最後證明只是影像本身，這樣，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現實感被

轉化成無數的類像」（轉引自 Jameson，1985；唐小兵譯，1991：299）。「消費文

化使用的是影像、符號和象徵商品，它們體現了夢想、慾望和離奇幻想；它暗示

著，在自戀式地讓自我而不是他人感到滿足時，表現的是那份羅曼蒂克的本真和

情感實現」（Featherstone，1991：27）。滿足的並非實際生理需求，而是象徵慾

望。人們不只是單純地購買物品的實用性，而是在消費過程中展示、運用符號，

來創造、傳遞自我認同。在追求愉悅的意義聯想中，消費提供了腳本，讓我們以

各種方式主動建構、搬演「我們是誰」的意義。因此，「商品生產，關鍵是營造

海市蜃樓，是審美，是撩撥無休無止的慾望和憧憬」（王斑，2004：253），表面

功夫不可少。消費的本質是精神性而非純然物質活動，來自於商品形象本身被賦

予的想像，及人們為了尋求歡愉的幻想經驗。 

 

依 Baudrillard 之見，消費涉及的是理念，是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係，而非單

純地只包含物質層面。透過商品，消費者得以連結原本在另一個遙遠時空領域

中，無法掌握的文化意義。藉由消費的手段，試圖重新取得失落的歷史；然而逃

避式的抽離與非理性的片段，卻加速了與原先真實意義之間的距離。歷史感在人

們的記憶中「被平面化。這些印象喚起的，只是純粹的色調，浮面的細微差異，

是沒有深度的萬花筒，沒有重量的陶陶然；一種對此時此刻的暈眩、幻覺」，消

費者沐浴在華麗多彩的商品氛圍中，卻「喚不起任何文化的反思」（王斑，2004：

230）。 

 

針對影像和消費之間的關係，Sontag 作出了精闢的見解：「一個資本主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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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需要一種以影像為基礎的文化。為了刺激購買，它得提供大量娛樂……至於需

要拍攝每一事物的最後原因，在於 “消費的邏輯” 本身。消費意味著燒毀、用盡，

因此需要再補充，當我們製造影像並消費它們我們仍需要更多、更多的影像」

（1997：228）。做為消費社會的成分與表徵之一，影像必須不斷地被製造、消耗、

刺激人們的胃口，塑造人們的想像。透過影像的展演，努力不懈地堆砌再拆解文

化符碼，人們參與其中以適應這個快速更迭的時代。「攝影藝術是真實的製碼

（encoding），並非真實的紀錄……所以攝影藝術再現的事物不是真實，而是意

識型態。意識型態因攝影的圖像性（iconicity）來提高真實的效果」（Fiske；陳

明珠譯，1990：70）。Fiske 指出，真實是論述的產物，影像聲稱的真實其本質不

過是經過偽裝的意識型態。工業體系大量生產與複製物品，最終複製的必然是資

本主義；因此，攝影呈現的影像不是真實，而是資本主義。人們在消費影像的同

時，也再生產了晚期資本主義的邏輯。 

 

第六節 懷舊風的盛行 

 

這顯示出我們在畫面外表所看不見的那些東西：那些在現實的複製品裡，所

失落的東西。這弄得傳統與歷史的說法，都變成了拙劣的影子；所剩下來的，

僅僅是一些塗塗抹抹，混和雜湊的玩意罷了。 

（Madoff：1985；羅青，1989：107） 

 

後工業社會商品大幅增加，帶來大量生產和消費。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

主義強化了人與產品的異化。而 D. Miller（1987）並不認為人與物間的關係僅是

馬克思主義者眼中那樣的負面，於是他發展出一種『更積極的「物質文化理論」

(theory of material culture)，發掘了人與商品間具有創造性的潛力關係。他認為人

們會以一種積極的、正面的方式設計出一些策略來使用物質商品，以創造文化』

（陳坤宏，1995a：33）。當今社會下的消費氛圍下，商品反映了個人品味與脈絡

中所處的位置。每種消費現象的形成與發展，需要大環境的時代氛圍、廠商與媒

體的推廣促銷，和消費者對生活商品的渴求共同塑造而成。不同時期的消費行為

正好為當時人們特有的面貌，提出充滿社會性、文化性及生活性的一番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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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必須創造價值的想像，懷舊變成個人意義中所消費的符號而商品化。 

過去被簡化成意符(signifiers)，全都被從它們當時的歷史脈絡中抽離出來，並被

塑造為商機無限的產品。透過媒體、廣告行銷、符碼所共同創造的懷舊神話，人

們被帶領到對過去生活的情感想像。消費過去變成一種流行，懷舊變成一種可被

複製販賣的時尚。既然喚不回從前，何不「買」一點過去（詹宏志，1996）？隱

藏在每個真實物件底下的，都存在著一個對其的想像；在有限的功能裡，發揮無

限的幻想可能。我們不再消費產品（指示對象），而是轉而消費符號，消費這些

符號所傳達的意義。每個符號都有被選上的機會，然後「依照彼此的關連產生意

義」（Don Slater，1997：347）。 

 

人們變得更加關注「商品所蘊含的各種意義，而不只是商品在功能的使用是

否能夠滿足基本或真實的需求」（Don Slater，1997：233-234）。消費者購買的並

不是懷舊商品的實質功能，而是它所代表的（符號）意義與價值。在消費者眼中，

商品不再被視為純粹的物品，而是具有象徵意義（陳坤宏，1995a）。物品超脫了

具體的目標，對消費者來說已經轉變成一種作用在心智用途上的象徵符號，其真

正的意義與價值總是存在於它的社會性延伸義中。在符號支配的消費社會裡，符

號的浮動與表面性遠勝過實質功能的效用性，商品的符號價值汰換掉使用價值，

與文化價值有密切關連。 

  

Baudrillard 認為，物質文化消費的意義不在於商品所具備的使用或交換價

值，而是作為社會和文化的差異標誌。對他而言，「消費發揮著像語言一樣的作

用」；也就是說，消費的意義體系，由各種商品／符號構成，我們用這些語言代

碼來傳遞與說明自身」（Baudrillard，1988：45）。物的擁有等於是某種形式的自

我論述，目的在於維持生命的認同與延續性消費文化形構了象徵符碼體系，決定

人們使用商品的意義（多半是透過廣告行銷）；人們在閱聽這些文本時找到自己

的論述位置，實際地構成人們自身與主體性（Don Slater，1997）。運用物品作為

一種手段，個人得以藉此標示主體性，並與他人產生區分；在這樣的操作下為自

己提供某種意義。 

 

「文化構成了形塑消費行為的需求、對象與實作行為」（Don Slater，1997：

234）。在消費社會中，文化遍布在每個社會領域；文化是消費場域中的不可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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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因此，黃瑞祺（2004：128）指出「文化被商品化，商品也被文化化了」。

但是消費文化，非僅是表面的消費行為，而是透過消費（商品使用）達成自我創

造，獲得社會地位與認同。「當人們消費商品的時候，社會體系也就顯露出來」

（Featherstone，1991；劉精明，2000：23）。廣告語言與其說反映已經形成的文

化認同，還不如說是通過某種方式的表徵來建構認同。廣告提醒人們，要表示自

己是某個世代的人就必須擁有這些懷舊物品。如果購買了某物品，就可以聲稱自

己是這個社群的一員，因為它明白地呈現了這個認同對成員的意義。一方面產生

內部認同，另一方面對外團體產生區隔（蕭阿勤，1999）。與其說我們已經擁有

什麼樣的商品，不如說是在告訴我們可以變成具有什麼樣的認同並建構之（Paul 

du Gay, et al.，1997）。Don Slater（1997：350）便指出：「我們的認同是經由符號

價值的交換而被建構」，透過符號想像進一步再生集體記憶。懷舊商品反映人們

的情感，連結社會關係，甚至透過各種意義詮釋，展現不同風貌的懷舊文化與價

值觀。 

 

Vygotsky 在 1931 年的研究指出，「人們藉由符號（sign）的輔助進行積極記

憶」（Bakhurst，1990：210）。「集體記憶的特質，便是我們可以在現在建構過去」

（Halbwachs，1992：40）。以符號象徵作為真實建構的起點，如此一來集體記憶

便有了物質基礎的存在，而這些物質正定義了集體記憶的疆界和文化意涵（夏春

祥，1998）。物品的唯一真實用途，在於其象徵意涵。應用在懷舊上，物品便是

進行集體記憶的必要中介。從 Baudrillard 的想法出發，懷舊被抽象化為物品和符

號，以方便為人們所消費。 

 

「記憶是一種集體的作用，以群體的觀點而言，如果回憶再現，這是因為社

會在每個時刻擁有再製回憶的必要」（Coser，1992：182-183、189）。「因為時代

不同，人們的記憶也會不同；人們會以過去來凝聚現在，以現在為基點為過去重

新安排意義」(Zelizer，1995：222-223)。集體記憶並非靜態，而是會隨時代變動，

反映了社會的變遷。「記憶是對過去的閱讀」(Bakhurst，1990：294)，允許開放

性地一再詮釋。擁有集體記憶的特定社群，不斷再重新定義、詮釋甚至建構那些

舊日的人事物，那些體現記憶的象徵符號在今昔的時空中有不同的意義。

Halbwachs（1992）指出，因為我們活過不同的時期，記憶在不同的觀念系統中

不斷地被再現時，就失去了當時具備的樣貌。「因為集體記憶充滿了已用過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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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的材料，所以容易有不同框架的堆疊覆蓋（Irwin-Zarecka，1994：7）。要說

明過去或重新揭示記憶的最好方式便是透過符號（夏春祥，1998），符號的意義

在於揭示出我們體驗到的感受和前人是一致的（Halbwachs，1992）。集體記憶藉

著商品得到增強，商品也利用集體記憶得以進行銷售。商品的意義在於為人們提

供潛在感覺的延伸，而符號的作用可以延伸到認同。  

 

『所有的消費形式都具有文化特殊性，它們都是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下被結構

成形……我們正是透過具備文化特殊性的消費行為來製造與複製文化……為了

扮演種文化或「生活方式」的成員，人們就必須理解特定區域的需求與物品符碼』

（Don Slater，1997：232）。經由理解與使用，便得以複製與證明在某特殊社會

群體的資格。Simmel(1971：295)指出，「仿同（imitation）是人類的基本特徵之

一，也就是包含了相似性（similarity）、一致性（uniformity）、普遍性（generality）

和常態性（constancy）」。因此，具有共同世代背景的消費者，或藉著購買代表集

體記憶的懷舊商品，作為與同一社群的其他成員相關連的證明。物只有在被消費

的當下，才能傳遞其意義來發揮自身的作用。在 Featherstone 的觀念裡，『物質

商品的象徵化與使用均可作為一種「溝通者」之用，並不只是效用而已』（陳坤

宏，1995a：21）。換言之，當人們在消費一樣物品時，消費的不單純是物品基本

的效用，而是它在特定的脈絡下產生的意義；而這些意義需要藉人為制訂的符號

來傳遞。因此，可以視為包含了以感性因素主導的「符號消費」。依照 Baudrillard

對消費的說法，商品被生產出來作為一種符號，人們藉由商品進行溝通，如今的

社會被商品所挾帶的大量意義氾濫充斥著。消費不再僅止於物品的擁有與使用，

更是溝通或交換體系中不斷被製造、傳送、接收和再生的符號，符號成為社會關

係的中介物，是消費社會的存在基礎。 

 

除了外在的社會文化環境會影響消費的動機、過程和結果外，內在於消費者

的觀點和傾向也會牽涉到。「消費者是透過一個認同與解碼的勞動，去幫助生產

那些他所消費的產品」（沈游振，2004：174）。人們在消費的同時，其實也正在

進行意義的生產工作。這是一種社會活動，著重在人的主動實踐；不僅可以從中

觀察不同群體的表現的行為現象，還可以用來凝聚情感。「消費文化透過我們所

在的日常生活、社會關係與身份認同中的商品，而得以自我延續與不斷再製。在

後傳統社會中，消費文化是達成身份認同與地位的重要機制」（Don Slater，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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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8）。消費行為的意義在於，人可藉此在不斷變動的社會中，為自己找認同

與定位。透過消費行為可以理解不同人的心理需求、生活風格，也就是說，消費

是日常生活經驗的不可或缺的重要部分；若與集體記憶作結合，就會形成懷舊的

消費風潮。但有時「商品的特性與變化反過來支配了人們對消費文化的喜好與選

擇」（陳坤宏，1995b：80）。這是說懷舊商品的購買未必是植基於對過去的記憶，

可能會由於商品的特徵而影響消費行為的產生。 

 

Sontag 曾言：如今正是懷舊的時刻，而照片有效地增添鄉愁（1997：14）。

藉由現今的印刷整合技術跟販售通路，我們收到了來自過去的片刻記憶，用圖像

記錄了消逝中的種種，避免歷史的容顏在未來褪色消逝。雖然一張明信片只有單

一的圖像，但是把脈絡、背景相近的圖像兜在一起，就能交織出共同的時空氛圍。

如果說商品的形式或內容反映了一個時代的流行氣氛或心理需要，那麼以懷舊風

格為訴求導向的商品，是否暗示了我們都渴望回到過去（the good old days）？ 

 

年輕人也懷舊，對舊事物略有所知，但那不過是葉公好龍，將這些殘跡當作

新的消費狂熱的點綴而已。隨著這種沒心沒肺沒記憶的消費，全球時代的繁

榮只是拾起舊時商品幻象的零頭。 

（王斑，2004：271） 

 

Davis 認為「與其說是記得經驗，不如說我們更有可能記得的是媒介經驗

(mediated experience)；也就是說，對過去進行媒介(mediation of the past)是個媒體

藉此固定及限制社會記憶的過程」（轉引自 Pickering & Keightley，2006：929）。

「懷舊是種簡單的商業伎倆(ploy)，任何東西都可以用來行銷，無人能夠全然免

除(immune)。懷舊攫取了我們」（ibid: 935）。然而，圖片中的客體被抽離原本所

屬的脈絡，以膚淺無深度的表面形象進入現代生活，成為強化懷舊情懷的一種陳

腔濫調。媒體操作出來的幻象佔據了懷舊的領土。這種沒有記憶的曾經，也許正

如 Roland Barthes 所說「是回憶也可能是夢幻」（Berger；張世倫譯，2007：7）。 

 

第七節 小結：集體記憶與符號消費作用下的懷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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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未開發或開發中的國家，人們會致力於追求社會進步與現代化，滿足經

濟富裕的生活條件，很難有多餘的心思去懷舊；當科技趨勢愈進步，變化愈快速，

物質文明愈發達時，反而人們有時會想到過去的簡單平緩不複雜的生活，希冀填

補心靈的不安與空虛。想回到過去就是一種拒絕此時此地（now and here）的表

現，人有驅樂避苦的天性，喚起美好回憶是愉快的。懷舊除了加強記憶外，更是

重拾簡單的快樂，帶來安定心神的效果。  

 

懷舊必須與外界的人事物相連結才有意義。集體記憶有助於歸屬感的取得，

每個世代都有屬於自身的特色或象徵物件，因為有共同的文化，相近的背景，產

生共同的經驗和記憶，促進共享的懷舊情感。在討論共同的話題時可以拉近距

離，增進對彼此的瞭解與感情。懷舊除了是個人內在的情感回歸，亦是跟大環境

互動之下所形成的狀態。因為失去所以想念，有體驗過的事物方能留下深刻印象

與感受，毫無經驗或認識的東西對我們並沒有太大的意義；懷舊必須與個人經驗

有關，有關才會生出情緒。有時候我們買下的東西不是為了「有什麼用」，相反

地，「無用之用，是為大用」，因為重點不在於該物件所具備的實用功能，而是情

感價值的賦予。懷舊圖像商品之所以出現，表示它曾經在這個的社會早年時期扮

演了很重要的角色；如今卻已經愈來愈少見甚至消失；所以當它復出時，可以明

顯代表一個時代的特色重新活躍起來。 

 

明信片具備了各種用途：收藏、裝飾、贈與、話題……等，基本功能方面除

了是傳播溝通的媒介外，就意義上而言是屬於社會文化框架的一部分，因為它展

現了某個特定時空下的風貌特色，觀看者可以透過這些圖像瞭解過去的生活的不

同切面。消費者在購買、收集的同時，藉由明信片圖像主題的選擇，展現了各自

的興趣喜好與美學品味，宛如將這些圖像視為定義自我的拼圖，依靠個人主觀回

溯歷來的生活經驗。 

 

懷舊明信片的印製重現了台灣近數十年來的風貌，像乘著時光機，讓我們回

到過去，從這些圖像中尋找昔日的蛛絲馬跡，用這些時光的切片，根據自身理解

和詮釋，拼貼出一個古早味的台灣。明信片不只是傳遞訊息的商品，且是反應社

會現象、時代潮流的一面鏡子。在購買者眼中，這些「復古」、「手繪」、「老照片」

等形象業已構成一種「奇觀」，一再重複地被生產、使用；儘管購買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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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不一，也許是出自趣味蒐集，也許是為了緬懷童年，但至少都存在著一種對

早年本土風貌意象的認同，才會產生消費行為。 

 

符號消費作為一種文化消費，便表示社會不再侷限於基本生存需求的滿足，

而是在消費行為中加入了感性、情緒的因素，透過擁有這些物品來展現自我；易

言之，在食衣住行之外，人們還需要屬於育樂部分的消費行為，以滿足更高層次

的慾望。然而媒體過度再製各種影像，形成無處不在的視覺奇景，同時耗盡了原

初的意義與本質。人們不斷消費著視覺符號，後現代的文化特徵流於淺薄、零碎、

短暫。隨著時間流逝，擬像摹本愈來愈取代原真的實在，這是晚期資本主義的邏

輯。所以媒體複製了時間的痕跡，商業創造出所謂的傳統。懷舊風就是在新的社

會脈絡底下，不斷重複利用早先的文化素材；流行就是每隔幾年端出舊菜，至多

加些變化；於是「新即是舊，舊即是新」。刻意仿製過去引起的是再短暫不過的

情緒，缺少真正的歷史價值。正因為過去太遙不可及，所以懷舊複製的原型真偽

似乎不再那麼重要。 

 

不同年齡層對懷舊風潮有不同的認知與詮釋，對中老年人來說，懷舊是過去

體驗酸甜苦辣歲月的刻骨銘心；對年紀輕的人而言，因為過去生活的艱苦多未體

會，加上暴露在過多的媒體訊息下，這種半生不熟的意識帶出最美好的想像，懷

舊於是成為一種及時、當下的流行消費體驗。懷舊的商業化就是教我們緬懷那些

我們未曾失去的。如此一來，我們消費著過去，同時又不必負擔過去的苦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