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法蘭克福學派慨嘆文化工業的發達，侵蝕削弱了文化創作的純粹性、批

判性與崇高價值，其目光集中於工廠式的、大量無差別的生產，指認媚俗成

為文化「商品」的精神戳記。然而電視作為文化工業體系中重要的一環，日

夜放送大量的聲光畫面，其害已經不只是媚俗而已，Smythe與 Jhally告訴我

們，電視節目的生產所為無它，目的在包裝閱聽人的耳目賣給廣告主，是為

「閱聽人商品論」。因此電視節目不只是精神上媚俗，節目的肉體本身就是

為了促成一個更大的、保守的目標而存在：促成資本主義的繁衍與賡續。 

然而，在資本主義體系之中，辨明不同市場中電視事業的生產規則與資

源流通的方式，是在地研究者的責任。本文試著去釐清，台灣的電視事業，

在自始即以商營方式，賴廣告收入為生的基礎之上，因著什麼樣的在地特殊

條件，發展出特殊的生產規定，並試圖描繪決定節目產製者行動邏輯的大體

結構為何。 

6.1  節目製作業的處境—從官商合營制下的剝削到過度

競爭中的生態困局 

民國三十八年，一窮二白的國民黨敗退來台，全面接管了台灣的政治經

濟與社會權力，為了取得美援，尋求西方世界的認可，在經濟建設上傾向以

民營企業體制為主1，台灣的電視產業就在這樣的時空背境中誕生。然而為了

與中、港較勁建設電視這個現代化的具體象徵，台灣在硬體、軟體、人才、

法令規章、主管機關均付闕如的空白之中，強行移植了日、美的技術與商營

運作制度，匆匆成立了台灣電視公司，種下了先天不良的遠因。 

總體來看，國民黨一方面以國家機器的代理人之姿，確立了電視事業的

基本功能，打著藉電視發達台灣經濟的盤算(程宗明，1999)，以廣告窗口促

成集體消費的行動與意識，達成資本積累的總目標2；然而另一方面國民黨本

                                              
1 當然這種民營很有問題，參見陳師孟等人著的《黨國資本主義》。 
2 因此封閉廣告空間、以國家之力支持的公共營運方式怠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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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是不折不扣的利益團體3，不僅舞弄電視的宣傳威力確立自己的統治權

威，主導文化宣傳機器的運作邏輯，兼要把持吸收可觀的營業利潤壯大勢力。

於是台、中、華三家電視台雖都有民營的外貌，管理階層卻盡皆為軍政要員

充任且直接授命於黨組織的指揮。電視事業就以這樣荒謬的官商合營制經

營：雖有資本企業將本求利的性格，卻兼有以權威領導的封建習氣，而缺少

理性算計經營的企圖心。而國民黨政府制定的廣電法，乍看是給新聞局提供

了管理廣電事業的主要依據。然而該法實行後，非但無法提高國內的節目水

準，反而使三家電視台在新聞節目與評論性、宣導性節目上成為國民黨宣傳

控制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則以提供商業節目、獨占電視廣告的方式使節目日

愈低俗，並賺取巨額利益，榨取社會資源(張正修，1994: 213)。 

在這樣的政策保護下，掌握了電視事業等於掌握了極大的文化權力與經

濟利益，人治的經營格局向下延深，使得電視台的人事安排向以親信優先，

形成一個泛國民黨體系的封閉網絡(陳明輝，2003)霸占這些經濟文化資源。

然而電視每日放送大量的節目，自然需要大量的製作人才，但這個網絡的規

模並不足夠支應，黨國也無意擴大投資，表現在民國六○年代中三台先後開

辦的人員養成班，都只是曇花一現，之後便弱化為附屬在電視台文化出版部

門下可有可無的雞肋組織。於是台內製作人力短缺，而有專長的人卻長期被

阻絕於電視台大門之外。另一方面，教育體系訓練出來的廣電製作人力，持

續成長並投入市場，因為進入不了電視台，便以其為中心在外圍設立製作公

司，專事節目供給。這即是節目大量外製制度的基本原因。 

節目外製制度漸成熟後，三台連廣告業務也逐漸外包。民國六十年華視

加入電視事業，廣告量不夠三台均分，造成營運虧損。三台主管不能認識盈

虧互見本來就是企業經營的常態，更沒有將電視視為公共文化事業的良心，

一時自亂陣腳，竟折損節目製播準則的理想性去與廣告利益妥協，進而大量

引進由廣告主贊助的外製單位製作的節目，用意在疏緩廣告業務壓力。於是

由廣告業主支持的製作公司興起，承攬了大量節目與業務，造成節目廣告化

情形泛濫，內容更見低下。 

                                              
3 由於國民黨自身的資產階級性格，他只能自私地、短淺地為一己的利益謀畫。這又與經
濟學芝加哥學派布坎南等人提出的「公共選擇論」，若合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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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節目製播成本上升，單獨廠商無法再以一家之力贊助，廣告時段

的推銷日益複雜，電視台方面理應重拾業務功能，然而並不。三台因為習慣

了傳播公司自籌經費的生產方式，竟順水推舟將業務責任丟給製作單位，而

製作單位因與廣告主關係良好，也很快地適應並發展出承攬廣告的業務能

力，外製外包制度也就在六○年代中確立並普遍化，電視台不但憑空占取五

成五到六成的廣告收益，更以業務能力的高下撿選承包時段的製作公司，久

而久之，造成台灣的節目製作業業務功能凸出的特性，表現在公司常設的職

位為業務行政，而製作人才反而經常是為了案子臨時成軍(彭芸等，1998)。 

電視台陸續將時段切割給不同的外製單位後，逐漸失去了主導節目的能

力，部份製作公司因長期合作之便趁勢掘起，更因為蒸蒸日上廣告收入而漸

具規模，但仍無法解決根本的問題：製作資源分配不公。三台因在生產工具

上的投資更不是一般製作公司能望其項背，更藉法令保障占有電波頻譜，實

質壟斷節目發行的窗口，因此一直能夠主導資源分配的規則，包括節目時段

的調度、占有廣告量的成數、節目的版權等等皆然。於是製作公司再大牌，

也只能個別地就製作經費計較，無從改動基本的規則。舊式生產制度最大的

問題，首在於節目製作資源的誤用上：一個承包時段的傳播公司，實際能用

於節目生產的資金不及總廣告量的三成，意即有七成的剩餘是用在非生產性

活動上，其中五成至六成為電視台無償占有，一成為業務開發4所用。 

這種電視台與節目承製者間的關係，和資本家/工人間的關係雷同：電視

台占有生產工具，但本身不事節目的直接生產，卻主導資源分配的大規則，

並實質地占有大部份的生產剩餘，也就是是吸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而節目

承製者在按件計酬的不平等契約下，必須忍受剝削並且自我催生異化勞動，

是為資本家效勞的無產階級。特別是按件計酬使得電視台免除再生產工人勞

動力的責任，也就是只須支付「純勞動」(謝國雄語)的本身。於是工人或許

可以憑著短暫的熱情與年輕時壯盛的體力，去忍受過少的薪資與超長與彈性

的工作量，但長期來看，其體力既然不能獲得足量的補充，也就很快地消耗

怠盡，終至離開或死亡，所以節目製作業死生頻繁的特性(鍾蔚文等，1988)

是其來有自，而炒短線或一窩蜂的生產慣習也是這種不正當的生產關係逼使

的結果。 

                                              
4 在電視台有紅包規費，作為爭取時段之用；在廣告業務上則有退佣，以與廣告主/廣告商
維持關係。兩者皆為節目製作業與同業競爭下產生的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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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麼當黨國機器欲以人治作為，或是圖行政管道指正節目廣告

化、廉價化的流弊時，經常無能為力。因為這種臨時的救濟手段面對的其實

是已然成熟且僵硬的外製外包生產結構，在其中電視台不費力氣坐收漁利，

也就必然反對改動已達平衡的生態。吊詭的是，制度環境又是黨國一手催生。

三台的寡占地位實質背負著生產與宣傳國民黨父權/霸權意識型態的功能，一

方面國家卻又吝於作全面的投資建設，甚至在最基礎的廣電法規設計上也落

後他國甚多，結果就是製造了以廣告收入為生的下層基礎，對應的上層管理

系統卻是由忠黨愛國的黨政軍要員充任的畸型機構。因而三台在寬鬆的制度

環境中逐利無情，同時卻又沒有資本企業理性化的算計與資本增殖以加速積

累的管理見識，只會短淺地占取經濟地租。所以人事上既阻滯不通，廣告業

務上也充斥著地下交易，而對節目製作的投資責任，則交給外製公司負責。 

三台領導市場的權威，一直到民國八十二年有線電視解禁後才被有效地

挑戰。有線電視在本土財團、外國資本的推動下蠶食鯨吞小規模的獨立業者

(包含系統與頻道)，因本地市場地狹人稠，甫進入市場便以全國觀眾為目標，

與無線電視間是一種直接衝突的對抗關係。三台因節目外製日久，武功盡廢，

面對積極發展製作能力的衛星頻道業者，遂不能再主導產業規則，而捲入惡

性的頻道競爭中隨波逐流。這個時期因頻道業的快速擴張，帶動了市場調查

產業的勃興，後者促成精準收視率調查在台出現，使廣告時段的交易更加理

性及效率化，衍生出前所未見的「保證 CPRP」購買法。廣告業主一面有收

視率調查為盾可以衡量宣傳效益保障自身權益，又有媒體購買公司為斧可以

集體砍殺時段賣價，電視台與同業競爭已是手忙腳亂，面對統一陣線的廣告

業主更是潰不成軍，許多頻道竟然把廣告時段全部賣光還補足不了經營成

本，只好一面削減製作成本、一面違法超秒播出廣告，或把節目時段拖下水

搞起置入式行銷。 

有線電視據說是吃節目的怪獸，在節目供應不及、人才炙手可熱的情況

下，傳播公司理應揚眉吐氣，最少不用再看三台的臉色辦事。然而雖然舊時

人為的租金空間因激烈的頻道大戰而壓縮消失，製作公司被憑空剝削的怒氣

已獲平反，旋踵而至的卻是來自理性化交易下的收視率壓力，和頻道惡性競

爭下大幅縮水的製作經費，以及在市場區隔壓力下緊縮的製作空間。這意味

節目製作業所面對的問題，已由剩餘分配的不公平性，過渡為惡性競爭造成

資源稀釋的生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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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商品化的路徑 

一般的文化工業理論，著力批判廠商以大眾化市場為目標生產文化產

品，指出資本家模仿一般製造業以拆解生產流程的方式簡單化創作、加速生

產效率的企圖，將敗壞文化產品的價值與藝術性。從法蘭克福學派、Ryan(1992)

到近來陳明輝(2003)的論文都有類似的觀點。其後設的立場出自對「大眾市

場」的不信任，因為資本積累擴張的驅力會不斷嘗試大量複製受歡迎的產品，

具有原始生命力的創作一經這過程便走了味道，同時對小眾品味造成壓迫。

更不論資本家經由大規模的產品前測、市場調查、與經驗法則得出的類型化

風格對創作過程的干預，都是資本介入文化生產的必然之惡。這個觀點提出

的商品化路徑，是簡單的生產者對應到直接消費者的關係。 

一般而言，電視節目的生產過程與體系分工情形，大體符合文化工業理

論，然而必須要更進一步析辨的，是節目生產者設想的的消費者與書籍、音

樂、畫作的生產不同，不只單看「大眾市場」而已，「雙元市場論」指出，

還有對觀眾的消費力虎視耽耽的廣告業主。理論上雙元市場並不互相衝突，

端看節目生產者如何將兩者結合，這個結合之成功，也就是「閱聽人商品化」

實現之時。現在問題在於，廣告市場與大眾市場對節目生產者的重要次序，

孰占前？孰排後？若是廣告市場在前而大眾市場在後，設為「A情境」：節

目創作要在廣告業主允許的範疇內，選擇能夠在大眾市場取得成功的題材；

相反，若大眾市場在前而廣告市場在後，則為「B情境」：節目創作可以設

法迎合大眾之愛取得轟動，再挾熱門聲勢銷售廣告。理論上，兩種情況下節

目生產的自主性，應該是「情境 B」5大於「情境 A」。 

對 Smythe與 Jhally而言，電視不過是更大的資本企業體系的附庸，是

給觀眾專用的洗腦工具，因此眼中只有「情境 A」而未見「B」。本文以台

灣電視產業的為研究對象，發現是「A」或「B」，得視電視政策、市場參與

者的互動與其間的權力關係來考察，不能一概而論。 

6.2.1  三台獨大時期 

                                              
5 然而「情境 B」下節目的良窳又得回到文化工業的批評去理解，此處暫且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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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政府授意與規畫下，台灣電視從誕生之時就是要為資本服務，

然而若國家有意地壯大節目製作部門的規模，和取得業務能力的主導權，未

必不能產生「情境 B」的制度環境。然而實情卻是相反，而有「情境 A」的

樣態。可分三方面解釋： 

一． 從電視台方面來看：電視台坐擁有限頻道，將時段切割劃予不同的傳

播公司，令其負責節目製作與廣告招徠，是為外製外包制度，即是促成

製作結合廣告業務的濫殤與根本原因。 

二． 從節目製作業的方面來看：在電視台掌握了生產工具與映演窗口的絕

對權力，加上黨國打造封建的人治制度中欠缺穩定且理性化的評價標

準，主事者經常以一已好惡對承製單位予取予求，造成承製單位動輒得

咎的危機感，也就吝於作長期大量的投資。於是當製作單位規模極小、

自有資本有限而得經常面對現金周轉壓力時，就會急於投資的回收，於

是撈一票就跑的短視心態在業界十分普遍6。他們慣用而保險的經營之

道，就是在生產工作進行即找到確定的資金提供者，通常也就是廣告主。 

三． 從廣告主的方面來看：在台灣，商營電視生態中除了頻道、廣告二者

外的第三個要角—收視率調查產業—相對萎縮。其之所以不能振作，又

與三台經營者的敵意、與人治系統造做成的非理性交易慣習7，有直接的

關係。廣告主的宣傳效益在不好算計的情況8下，不如與零星的、小單位

的節目製作單位交好並贊助節目製作經費或是包下時段廣告，更要確實

可靠。此種藉廣告資助的節目製作模式，早在台視作獨家生意時就已存

在，到了中、華視加入競爭後，更是變本加厲。廣告主得以指導節目的

內容，包括劇情的改動、主配角的選替等等，都能置喙一二。 

上述三方市場參與者的行動邏輯互相牽連，即勾勒出節目製作向廣告靠

攏的結構性因素。特別是當承製者的工作機會、與工作薪資皆取決於廣告業

                                              
6 製作人王鈞(1997: 21)曾謂：「七○年代，三家電視台都採業務掛帥，節目多採外製外包、
六四拆賬型態，沒有業務能力的製作單位被自然淘汰了，僥倖賺到錢的又有『撈一票就跑』

的心理，從電視台到外製單位，沒有多少人有心思、有能力培養專業人才，哪有可能出現

優質的節目？」 
7 廣告買賣要拚交情、走後門、送紅包，不一而足，因而作為交易量秤的收視率，不能招
公信。特別是當時向市調公司花錢「買(好看的)收視率」，根本是公開的祕密。 
8 因為三台的廣告時段有限，上廣告不僅得花大錢，還得打點和業務人員的關係。廣告臨
時遭到徹換的情形，時有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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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量的多寡，收視率對工人而言其實是次要問題9，因此必然加重節目製作廣

告化的傾向。 

再者，當產品的所有權將決定其商品化的形式，而節目而言其所有權表

現為版權，則節目版權的歸屬問題將直接影響到創作的初衷。一般而言，節

目版權的商品價值來自於多階的獲利空間：付費電視、電視廣告、錄影帶、

海外市場、週邊商品。然而三台在獨家時代雖不事生產，卻能壟斷了所有的

節目版權，真正出錢出力的製作公司只能為其作稼。既然直接生產者的獲利

來源僅廣告一端，節目製作者投廣告業主所好，盡量擴大這個唯一的獲利空

間，勢不可免。事實上，三台取得版權後的節目再利用所得，占總營收中的

比例不及一成，其餘九成更多來自廣告收入，一方面也許因為經營怠惰，一

方面即可能是炒短線賣廣告生產出來的節目，二次銷售的獲利極微所致，也

就證明大眾市場在創作之初就被忽略的事實。 

6.2.2  百家爭鳴時期 

隨著民主化呼聲的高漲，威權體制的崩解，電視事業突然躍入眾聲喧嘩

的年代，三台習以為常的生產制度與默契遂不能再有效運作，節目製作業在

談判節目版權與資源分配的問題時權力相應上升，但前述的「製播與廣告」

合流的趨勢可曾稍緩？ 

照理講，有線電視具有地方媒體的特質，且收視戶是以付費方式收看，

應該能誘使頻道業者多花心思在直接消費者(收視戶)的權益上，但顯然並非

如此。如第六章結論指出，台灣的有線電視不具地方特色，所有的頻道都以

全國市場為目標，又因為系統、頻道整合於少數財團手上，不同地域市場間

的差異性微乎其微，收視戶亦無從選擇，市場淘選的機制遂遭扭曲。於是對

在集團保護下的頻道而言，爭取收視戶認同的壓力相對較輕，其經營的策略

是在廣告營收最大化的前提下，想方設法提高收視率，是為前面所提的「情

境 A」。 

若頻道商相對於廣告業主具有優勢，也許還有保留製作主權的餘地，實

情卻是大大相反。首先是頻道競爭太過激烈，相對於透過媒體購買公司整合

力量的廣告主而言，先天上地位已矮人一截；其次是過多的頻道稀釋了總體

                                              
9 參見本文 4.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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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使頻道核發給承製單位的製作經費還遠少於過去；三者是精確收視

率的使用後，插播的廣告費用已經理性化到幾乎百分之百對應到收視點。更

重要的，目前業界通行的「保證 CPRP」的媒體購買方式是以「廣告時段」

的收視點來計算，更使節目製作得設法混淆節目與廣告間的界線，或是扭曲

創作以配合插播廣告的內容。 

而傳統插播廣告收益之不足，頻道業者的業務部門甚至要主動規畫「專

案計畫」另闢財源，同時也就緊縮了節目承製單位的主動空間，而處處要求

要以「整體(專案計畫)」為目標去幫廣告主作產品行銷。不僅於此，製作單

位有感於頻道核發的經費不敷使用，已習慣主動向企業界尋求贊助，即所謂

置入式行銷。頻道業者食髓知味，苛扣製作經費竟成常態。 

因此，即便在節目製作過程中，生產工具已能普及10、生產剩餘的分配比

例不再令人難以忍受的主要問題11，但惡質的製播環境中，節目製作與廣告

業主的需要更是密不可分，許多時候根本融為一爐，因此商品化的現象已是

人盡可指，其勢嚴重到已不是在概念上指出節目售予廣告主的層次，而是實

際上電視節目成為各式商品的展示櫥窗，不同節目間的差別僅在櫥窗裡的商

品多少、與其呈現方式而已。 

6.3  結語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認識中，唯有勞動才是一切價值的來源，本

文首先藉此指出，在電視產業中被交易的商品，應是創意工作者(creative 

labour)透過勞動而生產出來的「節目」本身，絕不是「時段」或「閱聽人」。

「時段」是節目作為一種商品的表現形式，不是商品自身；「閱聽人」是節

目作為一種商品的特殊計量單位，不是商品自身。若在分析的起點就搞錯，

將導致分析的無能。 

                                              
10 這是相較過去的說法：一者頻道大開外，二者節目攝製的工具再也不能壟斷於三台之手。
但我們當然不能以此聲稱無產階級因而「有產」了。 
11 外製外包制中剩餘分配的不公平處極易為人察覺，特別是節目承製業者將製作經費不足
的困境對照到電視台驚人的超額利潤，感受特別強烈(黃黎明，1991)，因此容易心生不滿。
但是在衛星頻道百家爭鳴的時期，節目製作的經費更少，但已很少聽見對剩餘分配問題的

質疑。剩餘的奪取已經不再是問題了嗎？還是其實以其它方式隱晦起來讓工人無從查知？

有待後續研究探討。 

 118 



而被商品化的勞動，作為社會性的勞動，總是必須對應到社會的需要而

發生。我們辨明「社會需要」，才能理解勞動力被淘選、勞動被組織形構、

勞動轉化成商品的路徑與生成原因。 

本文的考察指明了，國民黨獨裁執政時期，三台因為法令的保護，而得

以將製作責任與市場風險全部外化給節目製作業者承擔，同時占取大部份的

生產剩餘。節目製作業因而營生困難，難以從事資本積累與再投資，因而規

模有限、生死頻繁，與資本企業的宣傳需求緊密貼合成為生存之道。所以公

司的全職員工以業務人員為主，道理在此。而真正從事節目製作的工人，多

屬臨時工、按件計酬的方式進行生產，而且是在為資本企業宣傳的前提下進

行生產。 

但，若在此指認國民黨的獨裁要為歷史錯誤負責，則是忽略了國民黨的

媒體政策，到底還是為了「發達資本」的總目標服務，這就要放在資本主義

體制下進行理解與批判。因而政策指導的電視產業結構，是與這個總目標的

發展相輔相成，甚至可以說，正因為電視事業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在發達資

本，所以排擠、壓制了其本身在文化上、在美學上獨立發展的可能性。 

如此理解，才能一脈相承地解釋，台灣電視事業在民國八十二年的「改

革開放」，讓民間資本參與電視市場的經營，根本不會解決問題。首先是生

產慣習在三台寡占三十餘年的歷史中，已深植於產業結構之中；二者衛星頻

道過度開放，看似映演空間大開，解決了三台壟斷窗口通路的難題，實則導

致競爭過激，頻道業者不得不受制於廣告業主的需要，同時緊縮製作經費，

也就縮限了節目製作業者的創作空間。 

由上可知，所謂「雙元市場論」，實際上誤導了研究者的視野，以為「閱

聽人」市場以及「廣告主」市場對媒體經營者的重要性，份量相當。實際的

情形是，媒體產製的商品對應到的「社會性」需求，首要是來自資本企業的

廣告宣傳需要，而非觀眾的文化品味(甚至不是黨政要員的文化品味)。節目

製作，是在滿足前者的前提之下，盡力滿足後者，若相反則斷無可能。如此，

才能解釋這個與常識違背的現象：好的收觀率未必保證節目的存續12 。同時

                                              
12 參見本文 4.7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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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在，台灣的節目通常於第一次播映時即將價值銷磨殆盡13，而二次、三

次市場銷售(windowing)的可能性極低。因為這個生產規則，不僅嚴重扭曲了

文化創作的初衷，更使資源的分配錯置，節目製作業的發展因此萎縮，成為

為人(資本)作稼的附庸。而電視節目的遭受到的普遍批評為意義膚淺，欠缺

深度與人文涵養等等，也就其來有自。 

若要解決這個問題，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商營電視台，並無可能，其自

主空間就算有大有小，頂多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本質上的不同。而採行

另一種生產體制，切斷與資本企業相互為用的生產關係，似給問題的解方另

闢蹊徑，比如台灣的內湖公共電視。內湖公視的節目品質製作精良，大約可

說有目共睹，對體制的反省與關懷，也勝於商營電視。如此或可說明生產體

制對應到節目產出的因果關係。但是公視節目常遭曲高喝寡之譏，表現在低

落的收視率上，似也沒有真正滿足社會需要？然而這非是本研究的討論範

圍，詳細論述還待進一步考察。 

6.4  反省與後續研究建議 

出自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批評，其力度並不足穿透電視節目為廣

告服務的重大惡性；而 Smythe與 Jhally雖然醉心於電視節目如何為資本企業

作稼的分析，卻又忽視了節目本身其實也是文化工人實現自我的結晶品，本

來具有藝術性與深刻的人文底蘊。我們若要避免「閱聽人商品論」的理論偏

私，並結合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創作初衷的樂觀想像，則應該要著意審視文

化工人的創作如何因為電視雙元市場的特殊性而橫遭扭曲，也就會發現生產

過程中處處存在衝突與妥脅，而且整體結構會因為市場參與者的權力更迭處

於不斷流動的狀態。這說明了以僵硬的底層(賴廣告維生)與上層(為資本服務

的節目)的對應關係來論說商營電視產業之不足。 

然而本研究一心尋找節目商品化的背景與路徑，也就在後設的視野上忽

略了文化工人展現主權的企圖與手段，並沒有去理解工人與資本家的拉扯如

何進行，因此要論證資本家/資本企業對文化創作的壓迫程度，並不足夠。 

                                              
13 節目在第一次播映時交換得來的廣告收益(含置入式行銷、插播廣告等等)成為商品價值
的唯一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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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本研究 6.3小節指出，本文已經從內部考察了在地的商營電視體制的

問題，但是要證明不同的生產體制將對應到不同的產出，則有待對不同的生

產制度的考察，也就是做跨制度的比較研究。 

另外在研究方法的反省上，雖然我在研究之初以考察生產流程為念，但

採取的方法是以文獻分析為主、訪談為輔，並未能竟全功，只能就生產的網

絡結構與資源分配關係，及其對應的規則作整理，實為可惜。特別是訪談的

方式在理解生產規則與行動者的行動邏輯時，並不足夠。主因在受訪者本身

未能有意識地指出加諸於其身上的規訓，或許原因正如黑格爾所說，邏輯性

之現實可能超過人身經驗。若非受過學術訓練，以研究者的腦袋警醒地體會

潛伏的規訓，實難作到全面而具批判價值的研究結果。因此面對同樣的主

題，若研究者能親身參與生產，拉長時間作田野式的調查研究，相信會更有

研究價值。若採此方法，則關於勞動過程的學術訓練必不可少，這也是我的

研究缺失，在這個領域中著墨不深。是為記，提供後進研究者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