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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評：Media Spectacle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Terrorism, War and Election 

Battles〔媒體景觀與民主危機：恐怖主義、美伊戰事與總統選戰〕by 

Douglas Kellner〔道格拉斯‧凱納〕（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 

2005, Paperback, 267 pp., ISBN 1594511195）

王泰俐

國立政治大學

場景一：2000 年的「大盜選舉」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高爾是一個欺騙慣犯，他欺騙人們他『發明』了網際

網路！」。這是共和黨在競選過程中持續散播有關高爾的錯誤中傷之一。共和

黨就這樣利用「大騙子」技巧，讓謊言久而久之變成了真實。最後，共和黨終

於成功地「騙走了」這場選舉。

場景二：911 恐怖奇觀

2001 年 9 月 11 日，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遭受攻擊。911 恐怖奇觀將死亡

劇碼現場實況在電視中上演：飛機撞上 WTC 高樓及倒塌的畫面不斷地重複播

放，媒體也成為了製造「大眾歇斯底里的武器」（weapons of mass hysteria）。媒

體因而淪為蓋達組織和恐怖份子服務的工具，因為恐怖攻擊的目標之一正是散

播恐怖和焦慮。

場景三：美伊戰爭奇觀 

2003年5月19日，媒體跟隨著布希政權，對伊拉克展開一場「震撼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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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偉大的軍事奇觀，在美國轟炸和入侵伊拉克的那一刻達到最高潮。

以上幾個媒體場景，是本書作者 Douglas Kellner 以美國 UCLA 為基地所

開設的「左派部落格」（Blog Left），盡可能蒐羅西方媒體關於布希以及美伊這

場「毫無意義的戰爭」的各種報導，並附上簡短評論。這些詳盡的紀錄，也

進一步構成 2005 年這本新書：《媒體奇觀與民主危機》。因此，這本書可以說

就是一部部落格版的「布希醜聞日誌」。而以此形式書寫這本書，也正預示了

Kellner 認為舊媒體積重難返，唯有新媒體方能拯救民主危機的基本立場。

本書檢視從 911 的歷史事件之後，美國媒體的社會角色產生本質的改變，

以及此改變對民主發展的深遠影響。911 事件之後，美國社會陸續發生國內外

重大的新聞事件，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的反恐戰爭，以及在反恐氛圍下

進行的 2004 總統大選。Kellner 紀錄了媒介政治對美國外交政策以及軍國主義

的決定性影響。他揭露蓋達組織以及布希政府在不同的政治角力大賽之下，如

何建構媒體景觀以遂行其政治目的。Kellner 的基本立場是堅決反戰的，因此他

毫不留情地批評布希政府這幾年來奉行的外交單邊主義，並且大力鼓吹多邊主

義以及所謂「世界主義的全球化」。他認為，唯有媒體自這波媒體景觀的劇碼

中覺醒，在當前美國所遭逢的內憂外患情勢下，扮演更決定性的角色，才能夠

挽救當前美國的民主危機。

簡言之，本書作者 Kellner 認為，自從 911 事件之後，「媒體景觀」已經主

導了美國媒體報導的走向，並且將公眾的目光從公共事務的本質，轉移到馬戲

團式的「媒體景觀」報導。所謂的「媒體景觀」，除了指涉各類媒體的分佈，

以及這些媒體所生產與傳播的資訊外，尤其強調媒體所創造出關於這個世界的

大量影像；這些影像提供閱聽人大量而複雜的影像以及敘事，可以說主宰了閱

聽人對外在世界的印象與認知（Appadurai, 1996:33）。

Kellner 目前擔任美國 UCLA 教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化批判與媒

體識讀。作為一個教育哲學學者，他歷年來進行的研究卻均與媒體的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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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對他而言，媒體教育是他的職志，並且視政治學也是教育的一部份。

Kellner 在 2005 年曾經來台短期講學，他接受《破報》專訪時指出，民主的復

甦同時也需要教育的重建，包括民主相關課程和公民教育。因此媒介教育必須

著重在批判性媒介和電腦素養，以及如何使用媒介去表達、溝通和瞭解社會轉

變（黃孫權、丘德真，2005）。

本書始於對 2000 美國總統大選媒體奇觀的全紀錄，從其標題「2000 年的

超級盜案：媒體奇觀與一場偷來的選舉」，就足以窺見 Kellner 對於共和黨政權

批判的力道之重。他毫不客氣地指出，2000 年大選的影像政治，是一場後現代

的「風格」（style）大戰；候選人就如同商品一樣被包裝，被命名為一種品牌

名稱，並且如同商品被販售。而布希在這場風格行銷大戰中，被成功地塑造成

一位「風格先生」（Mr. Personality），透過電視充分展現他的「可愛」特質，包

括他粗鄙的英文、經常性失言、以及「反智主義」，反而被塑造成一種就像是

你我一般人的「普通人風格」，並成為最有力的識別標誌。相反的，高爾則被

媒體塑造成一個「高傲的騙子」，舉止不但拘謹，而且還傲慢。Kellner 認為，

主流媒體的偏袒布希，不只展現在媒體如何呈現和框架這兩個主要的候選人，

還包括媒體如何避開布希的家族歷史、可恥的商人事業、州長在位期間可疑的

紀錄，以及缺乏擔任總統的資格和嚴重的人格缺陷等。最後，選戰結果以美國

充滿謬誤的選舉制度，判定勝利歸於布希，造成了這一場 Kellner 口中因為媒

體奇觀而造就的「超級盜選」。

接下來，Kellner 詳述 911 恐怖奇觀如何讓媒體成為製造「大眾歇斯底里的

武器」（weapons of mass hysteria），並且成功醞釀「後 911 的社會恐慌」（post 

9/11 panic）。透過不斷播放 911 雙子星的攻擊，媒體將紐約市建構成二次大戰

中慘遭蹂躪的「廣島核爆中心點」（Ground Zero）。媒體創造了賓拉登和蓋達組

織的傳奇，將賓拉登投射為一個極端邪惡和力量的形象，也將他塑造成一個能

對美國強大力量造成傷害的半神人物。這一場恐怖奇觀召喚了「文明的衝突」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種伊斯蘭恐怖主義和西方文明的二元對立論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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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之後建構伊拉克、伊朗和北韓為「邪惡軸心」（an axis of evil），足以威脅

世界和平的論述。

2002 秋，布希政府持續宣稱伊拉克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描述「美伊戰

爭」如同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的緊張奇觀透過「隨行記者」（embedded 

reporters）近似啦啦隊員以及故事編造者的角色，替美國和英國軍隊粉飾太平。

簡言之，在 Kellner 眼中，這場戰事只不過是電影「桃色搖擺狗」的 911

真實版罷了。就像電影當中白宮政權利用一場媒體虛構的戰事來轉移選戰焦

點，布希政權只不過是利用這場恐怖奇觀來轉移其經濟政策的失敗、國內安隆

醜聞的注意力以及正當化其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

不過這場戰事奇觀到了 2004 年 4 月晚期，有了戲劇性的轉變，因為凌虐

和羞辱伊拉克囚犯的照片曝光了。至此，美國佔領伊拉克的合法性，猶如潘朵

拉的盒子突然被掀開，導致另一波更為驚悚的媒體奇觀。

全世界的媒體不斷重複播送美國人 Nick Berg 的斬首影片。這齣戲顯示了

在媒體時代，畫面是無法控制的。媒體奇觀雖然捏造了一場美國軍隊力量的勝

利展現，但也可以在一夕間輕易地被扭轉為美國的傲慢、殘酷和違法的奇觀。

畫面揭示了美國政策的錯誤，伊拉克和美國軍隊的去人性化，以及虐囚事件的

獸行，也造成了一股強烈的反美宣傳奇觀。

本書最後兩章分析 911 之後，2004 年布希尋求連任的大選奇觀。共和黨

利用 911 事件，極力將自己塑造為國家安全奮鬥的政黨，而布希正是此反恐行

動的領導人。Kellner 認為，共和黨陣營延續了 2000 年布希首度參選的「謊言

策略」，只不過謊言越扯越大，從「大謊言」（big lies）變成「大膽謊言」（bold 

lies），再變成「厚顏無恥謊言」（brazen lies）。

透過一連串的媒體事件，Kellner 認定共和黨的競選策略就是一方面誇大布

希的政策成就，掩飾伊軍行動的失策，粉飾布希主政四年美國貧窮人口急速上

升的事實；另一方面則以連續負面的謊言詆毀民主黨候選人凱瑞。

在這些媒體事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CBS 炒熱了布希疑似逃兵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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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體掀起一波所謂的「CBS 備忘錄大戰」（CBS Memo Wars），引發各家媒體

跟進大幅報導布希在服役期間「消失的一年」。CBS 宣稱獨家取得包括前德州

副州長以及過去布希服役單位上司的證詞文件，但最後卻被人踢爆為造假，引

發 CBS 資深主播丹拉瑟引咎下台的風波。最後，這個逃兵議題成功主導了選

戰主軸，幾乎沒有媒體注意到凱瑞的政見，而 CBS 最後承認兩份文件確有造

假之嫌，反而落實布希陣營的指控，指稱這是一場「大規模毀滅布希名譽的媒

體戰爭」。最後，沒有人再在乎後續的調查報導是否證實布希確有逃兵之實，

布希陣營又一次輕而易舉贏得這場媒體奇觀大賽。

本書結論指出，當今美國媒體景觀呈現三個聚合性的趨勢，包括主流媒

體對資訊共同的操控，且偏向保守主義和利益觀點；爆炸性的資訊和娛樂充斥

於媒體景觀，並且影響文化發展；以及右翼共和黨攻擊性宣傳機構的興起，系

統性地呈現出謊言和欺騙，並且確保保守團體和其利益相關議題在媒體上的呈

現。

Kellner 以「分裂的國家」（Divided Country）來形容當前美國的處境，顯

示布希的支持者的資訊接收程度淺薄，而凱瑞的支持者卻大都了解他在議題上

的觀點為何。主要的都市地區都投票給凱瑞，而鄉村地區則投給布希。他更直

言，布希的死忠支持者擁有一種權威性的人格特質，用二元觀點把世界區分成

良善的和邪惡的，前者代表我群，後者代表他人，也就是敵人。而不幸的是，

主流媒體在此社會分裂的情勢之下，無能扮演過去柯林頓時期「攻擊性的狗」

（attack dogs），真正深入調查布希政府的醜聞，反而變成「供其賞玩的小狗」

（lap dogs）。

Kellner 並進一步觀察，過去十年以來，美國傳統新聞學的調查功能已經

被「非主流媒介」（alternative media）和網路取代，企圖矯正主流媒體對於共

和黨和保守主義的偏向。大部分的美國人每天從充滿意識形態的主流媒體獲得

資訊和新聞，無從區分何謂真正資訊，何謂缺乏資訊。而網路則因為科技的關

係，是一個充滿競爭性議題，並代表進步、互動的新興場域。媒介權力因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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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民主危機，必須被翻轉，支持非傳統媒介的發展才能創造公義社會。

最後，Kellner 猛力批判布希主政下，因為其偏狹的單邊主義所發展出的

以美國利益為中心的所謂「全球化」。他提出一個更為民主的「世界主義的全

球化」（Cosmopolitan Globalization）的概念，認為多邊利益的觀點必須被納入

考量。一個真正的全球化架構，必須包括第三部門組織、社會運動以及全球性

組織。這些組織必須能夠「由下而上」（from below to top），反應全球公民的

概念、重視全球人權的呼聲、弱勢族群以及婦女權益、以及環保生態觀點的訴

求。

Kellner 寄希望於新媒介，希望包括部落格在內的新媒介必須要和這波挽救

民主的社會運動相結合，才能終止現在一面倒的主流媒體保守聲浪。而要使新

媒介活躍並帶動進步動力，需要解放性的政治思想和遠景，如此才能賦予非傳

統政治組織源源不絕的生命力。

綜觀全書，作者根深蒂固的左派立場顯然深深影響他如何剖析自 911 以降

的媒體奇觀。他也毫不諱言指出，身為一個媒體批評家，公正客觀根本不是他

考量的重點，因為「身為批評家，就得具有批判性，無意旁顧平衡立場」。因

此，與其說本書是一個文化批評家對媒體景觀提出的學術論述，倒不如說本書

是以一個媒體改革者的角度，對美國電子媒體長期以來向保守主義靠攏的意識

形態，尤其 911 以後更加變本加厲的趨勢，提出最犀利的批評。

此外，本書讀來也彷若一面明鏡，清楚映照出台灣政壇與社會自 2000 年

以後，同樣陷入媒體奇觀以致危害民主發展的境地。台灣主流媒體與保守勢力

盤根錯節的歷史淵源，同樣主導了一場又一場的媒體奇觀，遮蔽了閱聽人獲取

正確訊息的管道。誠如 Kellner 為本書所下的註腳：「一個民主體制，如果沒能

有正確流通的訊息，那也只不過是鬧劇或悲劇一場罷了。」然而，比諸美國社

會而言，台灣社會目前深陷藍綠對立的僵局當中，想要為這場民主悲劇或鬧劇

畫下句點，即使在新媒體帶來的契機中，恐怕還暫時找不到希望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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