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常聽到與會的人們在問：「文化產業的『文化』在哪裡？」如果文

化產業（也稱文化創意產業 1 ）的主體是文化與創意，那麼文化到底在或

不在那裏面呢？我們常讀到許多文化產業的報告說以文化作為加值，把

文化放到文化產業中。可是每到這個時候，常常都會覺得文化這兩個字

顯得有點抽象、不太具體。更不用說，文化的定義有很多種，涵義很廣。

當前研究文化產業的著作很多，跨越不同的領域，每個學科也都貢

獻自己的專長，在這當中，行銷管理學的研究取向當屬最為顯眼，而產

業政策研究取向的研究也很常見。雖然我們可以從這些作品中獲得許多

文化產業的策略和經營手法。但總覺得好像缺少了直接面對文化內涵的

問題。這也是本書研究的起點，想要在文化產業中發現文化、遇見文化。

當然這項努力不是唯一的或最早的，國內有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者早已

開始進行這些研究，只不過每個人的「文化」研究取向還是有所不同，

少了研究觀點上進一步的釐清，也少了適度的整合。文化產業的領域很

廣，每個人都探討了部分，但很難是全部。我們有文化產業相關系所的

設立，但文化產業的知識學門尚難謂建立，目前的研究成果顯得分散。

本書的一個企圖在於透過跨學科領域合作的探討，拋出一些文化產業知

識整合的初步概念。

無疑的，人文的內涵對於文化產業的魅力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因此，

本書除對文化產業的界定與基本特性探討做為起點，各章主要在於探索

文化產業的文化內涵。文化產業知識的一個特性是許多作品之間的要素

彼此相通，因此，在看似浩瀚的產品之中，還是可以找出許多共通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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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原理。但由於範圍實在很廣，人類的創意也不斷累積，本書只是一個

長時間累積的成果，離知識的全貌尚有一段距離。

學術是以知識的分工作為基礎，但文化像是一個複雜的網所交織產

生的，不同的部分互為基礎，因此對文化的了解也需要多方面的吸收、

消化，才能夠真正體會文化作品的整體 2。本書從世界上的文化產業看

起，一方面是想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產業做到哪裡，另一方面透過對比

與差異往往是了解自身最好的方法之一。由於研究時間的侷限，台灣的

部分只好留待往後繼續進行。此外，因為文化產業作為一個產業的活動，

必須追求不斷的操作、實踐，甚至創新，必須依靠我們對文化產業共通

特性、普遍性的了解，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追求普遍性的探討優先於特

殊性（也就是所謂的地方性）的掌握。但深究之下，所謂的普遍性與特

殊性在具體觀察中很難完全互斥、二分，不管從哪個端點出發探討，都

會遇到另一個端點的性質。例如桐花祭乃以花作為美感與象徵的實踐，

必然會有普遍性的部分，而桐花作為客家象徵，卻又有獨特性的脈絡。

雖然本書企圖尋找普遍性概念，但也知道文化產業的範疇廣泛，具

體的現象之間也是異質多元，因此，本書採取逐步的探討個別的領域，

不同的領域、作品之間也同樣具有共同普遍與個別特殊的性質，越貼近

觀察越能發現特殊的性質。

1 台灣政府的正式名稱為文化創意產業，英國以及大英國協的國家大都稱為創意產業，著重在創意，但

法國稱為文化產業，著重在文化資產及其運用。因本書著重在該產業的文化內容，因此本文以文化產

業稱呼較為簡便妥適。原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Adorno，1990），為批
判文化生產的工業化，但後來傾向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學者則使用英文小寫且複數的 cultural industries
（Hesmondhalgh，2006）一詞，以示區別。

2 Jean Piaget（1988）提出 assimilation和 accommodation兩概念來解釋人類吸收新知識的過程與方法，重
點在於生物體對於這些新知識的「吸收、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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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文化產業的過程中，筆者一直抱持下列的態度：把享受人文

內涵的樂趣帶給人們，儘管它可能附屬在文化產業的產品上，但這是我

們發展文化產業最重要的價值之一。「文化」從來就不只是人類的邊緣

活動，而是透過各種不同的形式伴隨我們的人生、集體的歷史，反映、

創造、激發我們的種種珍貴的情感。期待「在」文化產業中遇見「文化」

時的喜悅。

本書並不把文化藝術（如表演藝術）與文化產業區分開來，主要原

因有二，首先，在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條中明訂藝術（如表

演藝術）就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一環。其次，文化藝術與文化產業密不可

分，實為一個連續體，或可以冰山來類比，浮在水面上的是產業表現內

容，浮在水面下的則是文化的基礎。若我們把兩者刻意區分開來，看成

互不隸屬，會有許多副作用，例如我們只研究怎麼把蒙娜麗莎肖像印成

卡片或其他加值活動，而無法理解該繪畫本身的文化藝術高度，那麼，

我們怎麼掌握文化產業的核心優勢呢 ?再如我們今天所謂的許多流行音

樂，原本都是非主流音樂，若我們又二分前者為文化產業，後者為藝術，

從文化產業中排除出去，則後來的發展豈不讓人不知如何面對 ?亦有論

者認為能夠大量生產者才是文化產業，但這樣的定義也有可議之處，對

於文化產業的特殊性與發展並無真正的幫助，我們需要的是從文化產業

的產業特性來思考所謂文化「產業化」的不同模式才對（詳後）。

本書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為基礎分析，第二部為敘事與視覺，

第三部為專題討論，飲食、風格、地景。各部有三章。第一部第一章為

文化產業導論，敘述文化的知識類型、文化產業的界定、特性以及分析。

第二章探討社會學理論與文化產業，第三章進入文化產業實務的初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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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探索。第二部是敘事與視覺產品的探討專題，依照簡單到複雜的敘事

形式，分別在第四章討論廣告故事與喜劇，第五章進行論述性影音作品

以及第六章電影的分析。第三部繼續探索在生活中重要的文化主題，藉

由文化進入文化產業的原因，在於文化與文化產業分別是海面下與露在

上面的冰山，兩者緊密相關，第七章品嚐飲食文化，第八章欣賞風格與

意象，第九章觀看地景。本書最後以文化產業詩學作為結論。大致上，

本書可以做為學院教科書，但因為許多理論的討論都有作者個人的詮釋

觀點或對原知識的引申、應用，再加上有些是作者所提出的架構，學生

可能需要教師講解比較能精確掌握。

序言｜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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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當代社會學理論與文化產業分析

 文化產業研究需從現有的學科擷取可以使用的知識，以逐步構成一個完整的知識架

構與體系，我們以社會學理論作為起點。本章主要目標在於探討台灣現有文化產業的學

術研究中，常被運用到的社會學理論。本章第一節討論關於象徵和符號的理論，第二節

文化分析與批判，討論流行、節慶、藝術與資本主義文化的相關理論。

第一節　象徵與符號

本節討論研究象徵與符號的學者，大致上以符號學為主軸，也是目前應用很廣的研

究理論，底下分別討論 Jean Baudrillard、Stuart Hall、Roland Barthes 的理論。

壹、Jean Baudrillard象徵消費理論

Baudrillard 認為在當代物質富裕的社會中，物質實體的消費已經不是最重要的，而是

象徵符號，「物必須成為符號，才能成為被消費的物。」意即符號消費社會。這些符號

經由有意識的創造而產生，組編成符碼（code），將物品符碼化的特性已經滲透到各種產

品，以及我們的生活系統中，比如說加上 Hello Kitty 圖案的袋子、鉛筆，符號比物質本

身更是消費者購買的主因。我們消費這些符碼不但可以使自身感到愉快，而且可以確立

自我身份的認同及與他人的區隔、差異，甚至，產生自己是秀異（elite）份子的感覺——

這也是 Baudrillard 分析象徵符號或說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取向（Baudrillard，1972）。也

就是透過「社會階層」的角度來定位當代的象徵交換。這種「社會區辨」（distinction 
sociale）的行為在早期人類學家的著作中已可以看到，原始部落的酋長、富人透過如「誇

富宴」（potlatch）來分享財富的社會機制，當中同時具有彰顯自己社會地位與分享財富、

穩定社會階層的功能存在。這樣的行為不只是在原始部落之中，在近代的社會也有如

Veblen 所說的「誇耀性的消費行為」（conspicuous waste）。

我們的社會透過這些符碼來彼此溝通。打動人們的符號大多是能引起人們情感的符

碼，因此，符號消費使得人們在消費時的感性動機（相對於理性考量）成分增加。在具

體上，我們可以觀察消費中的符碼化程度與什麼樣符碼造就吸引力。

進一步的說，Baudrillard（1972）解析當代的社會從延伸 Marx 關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

值的區分做為出發，他將價值分為四種邏輯：

1. 使用價值（valeur d úsage）的功能邏輯：著重在物品本身功能，也就是對物品的實

際使用。比如說，以前台灣水的交換價值很低，但是水對於人體很重要，因此可以說具

有相當巨大的使用價值。

2. 交換價值（valeur d é́change）的經濟邏輯：當物品成為商品以後，人們希望從商品

的交換之中獲得與商品等價的回饋。這也是資本主義初期的經濟特性。把許多領域的物

品或服務都轉換成一種商品。

3. 價值 / 符號（valeur signe）的差異邏輯：當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商品的內涵有了

轉變，人們越來越注重商品「符號」的層次，透過符號的差異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以

便顯現出自己的社會地位。比如說，雖然家中的冰箱首先是一種具有實用價值的商品，

但只要是冰箱的外型有展現一種「符號價值」的特性，表現出擁有者與他人不同的身份

形象，都可以看成是擁有符號價值的物品特性。

4.象徵交換（échange symbolique）的邏輯：這種邏輯的主要特質在於模糊（ambi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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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什麼樣的發展階段，人類的社會大都有許多象徵符號，許多符號也成為一個

社會運作的共識、強化社會連帶、或必要的基礎，比如說紅綠燈、宗教儀式、道德規約

…等。在人類的休閒活動中，一直也都存在著許多象徵性的遊戲規則與遊戲過程。因此，

我們可以把 Baudrillard 在這裡批判的當作是指人類史上一個特殊階段的社會。

承接符號消費的分析，Baudrillard 再以擬象（simulation）與擬仿物（simulacres）分析

後工業社會。他先分析了歷史從較早的階段至今的三種時代及其對象的擬仿物的特性，

首先是文藝復興時代，人們像仿造或甚至稱為偽造（contrefaçon）般的想要模仿自然、再

現自然，以自然價值法則為主導。其次是工業時代，以大量的生產為主，進入市場價值

法則時代。最後是後工業時代，以符碼的生產為主，進入所謂的結構價值法則。

繼之以擬仿物（Simulacre）的三層秩序做進一步的說明：

1. 擬仿物是自然的，自然主義性質的，在意象—也就是模仿（imitation）與偽造

（contrefaçon）的二元性—的基礎上來建立。他們和原件的關係是合諧的、樂觀的。而且，

它的存在是要去重建出那個以上帝為意象的自然的理想，這是屬於一種烏托邦式的努力，

想要儘量趨近真實。

2. 擬仿物是生產性的、生產主義屬性的。它想要不斷的擴張，不斷的釋放能量，就

像是普羅米修斯的行為。

3. 擬象的擬仿物，在資訊科技的遊戲裡，它是全然的超現實，同時想要達到全然的

控制。這種對應沒有什麼樣的真實（Baudrillard，1998：233-234）。

他認為當代社會的危機在於下述的擬象變異的進程，首先它是某個真實的投影。其

次它遮蓋了某些真實，並讓它的本體產生變異。繼之，它讓這個真實消失殆盡。最後，

它和所謂的真實一點關係都沒有，它是自身最純粹的擬仿物（Baudrillard，1998：23）。

在這種狀態下，人類追求所謂的真實的感受與追求，也就變得淡薄了。人與世界的

關係也變得疏離。擬象的世界反而支配了人類的理念世界。

因而也可以說，人類產生了超真實（hyper-reality）的世界，也就是說，隨著符號愈

來愈氾濫，就越加難以區別擬像（simulacra）與真實，最後，擬像反而成了現實本身，也

就是以模擬物（比如說虛擬實境）取代真實。

貳、Stuart Hall： 編碼（encoding） 解碼（decoding）

Stuart Hall 65 認為，在電視媒體上所發送的內容中，許多內容都必須在這複雜的體制

中經過某種程度的編碼，才會被播出，這就是所謂的編碼。

「一個『未經加工』的歷史事件不能…通過電視新聞來傳播，事件必須在電視談話

的視聽形式範圍之內符號化，在以話語符號傳達的這一環節中，歷史事件遵從語言所賴

以指涉的所有複雜的形式『規則』。…這個事件在成為可傳播的事件之前，必須變成一

個故事。」

「沒有符碼的操作就沒有明白易懂的話語。因此，圖像符號也就是符碼化的符號。」

「一定的符碼也許廣泛地分布在一個具體的語言社群或者文化中，人們在年幼時

就開始學習它，以至於這些符碼似乎不是（人為刻意—作者所加）建構的…而是天生

就有的。」這些符碼看起來就好像是被「自然化（naturalized）」了，就像擁有自然性

（naturalness）。

65 Hall（1980）。文中譯文參考 Turner（1998，中譯本）及羅鋼編（2000）之版本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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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編碼的過程是因為電視乃建立在「複雜的支配結構」上，這個複雜的結構

包括了電視台必須考量的各種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甚至技術的因素。若

用 Hall 左派式的語言更精確的說是知識架構、生產關係和技術基礎結構三者來決定所編

碼的意義結構。

因此這些符碼大都具有一種主要解讀的意義，或稱為主導意義。這些意義反應了優

勢階層對於世界的解讀方式。

「不同社會生活領域，也會在論述面向中呈現其不同型態，並依照層級關係被組織

為『主導性』意義或『偏好』意義。」

所以，若以 Piaget 的概念 Schema（基模）來詮釋 Hall 的概念，成功的編碼就像是造

成某一種認識世界或事件的基模，而觀者的解碼也是遵循著編碼者的意義架構。

不過，Hall 認為，我們不能把觀眾都看成是被動式的接受這些訊息，觀眾可以有三

種不同的解碼（decoding）策略，第一種是優勢解讀（dominant-hegemonic reading），觀

眾對於傳播內容以「主導優勢的符碼意義加以解讀」。第二種是協商解讀（negotiated 
reading）：不致於全盤拒斥傳播內容，保留部分資訊加以接受，另外的部份則以自身的

方式加以解讀。第三種是對抗解讀（oppositional reading）：拒斥式地解讀傳播內容，重

點在於觀看者能夠看穿傳播內容，加以反思。

參、Ferdinand de Saussure 和Roland Barthes的符號學66

一、符號學概論

著名的語言學家 Ferdinand de Saussure 對語言的研究，提出語言（langue）與話語

（parole）的區別，語言是一整套語言及其隱含的文法等規則，語言的存在才能使話語得

以運作，話語就是實際的說話行為。

符號學中一般常見被應用而比較重要的概念有（Barthes，1967；Rose，2006）：

1. 符碼（signifiant, Sa）與符指（signifié, Se）：符號與意義。如 Rose 這個字為符碼，

玫瑰本身為其符指。但要注意的是，這種符碼與符指的關係往往可以有好幾個層次，比

如說，Barthes 曾提到一個例子，紅燈本身為符碼，紅燈有禁止通行的意思，則為其符

指，這是真實的符碼本身。但在第二個層次上，也就是進入語言的使用中，在此可稱之

為術語系統（systéme terminologique）的層次上，這裡所謂的術語有人類約定俗成特定意

涵的符號的意思。「紅燈是禁止通行的號誌。」這樣的文字本身是符碼。而「紅燈是禁

止通行的號誌。」這樣的概念則是其符指。還可以有第三個層次，修辭的層次（systéme 
rhétorique），上述的語詞會因為說教者的人格特性而產生不同的意涵，因為每個說教者在

使用這個語詞時，可能是單純的說明，也可能含有威脅上的暗示作用（Barthes，1967：
44-46）。

重要的是人類具有這種接收多個層次符號意涵的能力，也使用這樣的符號規則來做

為使用語言、溝通表達的方法。比如說，流行服飾便具有多層次的符號意涵，由下而上

為 ?：第一層是真實的服飾，第二層則是書寫的文字或術語系統。第三個層次則是流行的

內涵（connotation de Mode），第四個層次則是修辭系統，在此通常指的是流行雜誌中的

措詞。這四個層次中，愈接近底層的越是靠近表面與符號本身的意義。越接近上層的則

是越具有引申的意涵（Barthes，1967：51）。以例子來解說，如流行雜誌上寫說，「今年，

印花布贏得了大賽。」這個句子是第二個層次，若以第三個層次來理解，則可以看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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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句子的意涵為把印花布、大賽、流行，這三者等同起來。因此三者都相互具有對方本

身意思的意涵。

但 Baudrillard（1972：191-192）卻指出另外一種更特別的情況，那就是符號（Signifiant）
本身沒有什麼內涵（signifié）或有概念的內容（contenu conceptuel），純粹只是一種空洞

的符號，但這個符號本身即具有吸引力，成為一種純粹的符碼（code）。比如說，Barthes
所提到的，在麵條的烹飪上的「義大利（特性）」（italianité），這個符號本身成為一種神

話（mythe），這個符號即能產生交換上、流通上的價值。在現實中，我們也可以看到，

某些時候當我們說這是「客家的」，實質上，在脈絡中，我們常沒有真正對應什麼樣實

質的意涵。在這種情況下，反而容易產生所謂的套套邏輯（tautology），意即使用一個看

似相同意義的詞來解釋原來的詞。比如說，「這是客家的特性，因為這是客家人所使用

的…」。這種命題看似歷史的（historique），也就是用歷史的事實來證明自身的主張，但

所指的歷史事實本身卻常是薄弱的或無法進一步論述的。

Baudrillard 引導我們觀察在現實中，符號本身成為一個重要的符碼，它有時候不需要

符號所謂的意涵，因為符號本身即成為一種意涵。符碼本身在一連串的過程中不斷的再

生產，符碼的形式、而非內涵，成為這件事情的本質。

2. 明意（denotation）與延伸意（connotation）：denotation 指的是字面上的、定義上的、

明顯的、或是常識性的意義。我們可以說，這有如符號的第一層意義。Connotation 指的

則是第二層的意義，代表「言外之意」。符號常隨著使用者的意圖而表現出字面之外的

意義，因此，它常在社會 / 文化的脈絡下來解讀。比如說，玫瑰的第一層意義指的是玫

瑰這個花朵，但玫瑰這個符號加上花朵的內在意義，還可以造成再一次的意義延伸，加

上一層的第二層意義代表的可塑造成是愛情的意思。把意義深層化可以是不斷建構的過

程，直到多層的意義。當我們把這樣的概念拿來分析廣告時，比較容易把它視為是一種

資本主義下文化工業的操作手法。但對於這樣近似文學式的手法，中肯的說，顯然是人

類長期以來的一種文化習慣。人們喜歡這樣的「語言遊戲」。也就是說，問題不在於本質，

而在於應用的結合對象。

3. 語群的（paradigmatic）和句構的（syntagmatic）：前者強調同一類可替換之符號，

後者則強調不同類但可共同組合起來的符號。前者概念如橫軸，後者為縱軸。就語句概

念上，前者如同一群主詞可相互代換，後者則強調主詞需配合動詞等其他不同詞性。

4. 轉喻（metonymic）和換喻（synecdochal）：前者以一符號代表一個事件，後者以一

個部分代表整體。

5.Studium Punctum：一組觀察圖象的概念，Studium 為知性上的了解，也就是明顯可

得的意義。Punctum 與 Studium 相反，為看到影像所產生「弦外之意」的聯想。也就是對

影像的細節中所產生的一種非理性的、自發的反應，也可能引發觀眾的自身經驗的聯想。

有時候則感受到強烈的吸引。這種力量常會影響我們對於該影像解讀時的態度。

如果把符號學當作是觀察一個商品從單純的物質被賦予象徵意涵的過程，那麼符號

66 Barthes常把符號學與結構主義放在一起討論，符號學與結構主義有許多概念相通，但與之不同的是它不一
定關注如結構主義所想要展現的人類的普同的結構。結構主義宣稱注重那些基本的、不能直接觀察的、甚至

是人類無意識的共通心理結構。如果是經驗上可直接驗證的，比較不會產生爭議，但若是無法意識到的，那

麼理論論證的充分性或說服力就變得很關鍵。結構主義的缺點是他的理論經常很難在現實中驗證（Strinati，
2005：8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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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本身就可用來印證台灣商品的文化化與美學化的趨勢。而近年盛行於台灣的客家擂茶，

同時具有傳統與創新意象，即藉助於明意和延伸意的符號操作。

二、Barthes 與流行服飾雜誌

「單排扣西裝是近幾年的男裝主流，但在 2009 秋冬回歸經典浪潮之下，雙排扣西裝

終於有機會揚眉吐氣，雖然許多人認為雙排扣西裝是老氣的象徵，但延續前幾季的窄瘦

輪廓，合身的修身剪裁不但增強了年輕感，同時也融合了現代 Dandy 的氣質，呼應了本

季強勢的紳士風範，加上本季的西裝受到上世紀 80 年代肩線設計的影響，更顯得十分男

性化，雖然整體看似保守，但設計師在搭配上動腦筋，從色彩與細節等處下手，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精采變化。」（雙排扣西裝風雲再起）。

「這一季設計師用了大量的長款針織衫，讓人聯想到在海灘散步的慵懶與愜意，粗

毛線編織的翻領長外套，只用一根繩子簡單的繫在腰間，半透明的海軍橫條紋背心幾乎

把大腿全部蓋住，還有在下擺故意做出不對稱效果的藍色毛衣，這一切，似乎有些怪異，

並且不會適合所有的男人。但是這個春天，總要有一些男人，他們不相信潮流，只相信

自己是這個世界上最肆無忌憚的那一個。」（Yigal Azroul，流行服飾雜誌）。

對上述流行雜誌文本的分析，使得 Barthes 完成了《流行體系》（systéme de la mode）
一書，與其說他對於流行服飾有興趣，不如說流行服飾是符號學分析的一個最佳的對象。

我們很難想像有這麼完美的體系，首先是流行服飾雜誌具有廣大的讀者，這使得 Barthes
對於流行服飾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其次是流行雜誌的文本大量而且不間斷的產出。其文字內容自成一格，具有某種穩

定的書寫風格，因而也可以說是自成一個體系，由於流行服飾具有一種感性消費的訴求，

因此，其文本也常具有明意（denotation）與延伸意（connotation）的不斷交錯、衍生的

過程。這使得 Barthes 得以把服飾體系分為圖像時裝（le vêtement image）、書寫時裝（le 
vêtement écrit）以及真實時裝（le vêtement réel）三種，他認為這三種服裝已經自成一個體

系。比如說，圖像時裝本身並沒有文字說明，而書寫的文字常會寫出某種讀者沒有看到

或不易察覺的部分，比如說在一個衣服正面的圖像中，說明衣服背部的某個部分。而把

真實時裝肖像化（iconisation）的是圖像服裝。透過這樣的區分，Barthes 因而得以專注在

書寫時裝—也就是符號學得以開展的領域上。

第三，服飾本身是一個具有鮮明的整體與部分的體系。這使得書寫服飾的文本本

身也有相對應的文字，比如說，「一件開領 / 或無開領的羊毛背心」（un chandail à col 
ouvert/fermé），用 Barthes 的話來講，這段描述一個物件的文字是一個具有特殊組合的

「模式」（Matrice，英文為 Mold），包含了物件（Objet），在此為羊毛背心以及支撐

部分（Support）67，在此為領子。還有變項（Variant），在此為開領或無開領（Barthes，
1967：76-79）。從這樣一個基本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推斷出這可以發展出幾乎是無窮盡

的服飾變化，不僅是真實的服飾如此，在文本上也是如此。因此，他們可以完美的對應

符號學的分析概念。一方面得以拆解整體，還原到各個部分。在真實世界中是服裝的整

體與各個部分，但在文本的層次則有如利用文法概念拆解句子為主詞、動詞、受詞與形

容詞等。另一方面得以掌握各個部分的變化規則，比如說相同性質的名詞可以產生代換

的關係（如水平關係一般），同一類模式中，各個部分的（各種）名詞也可以彼此相互連

結為一個模式（如垂直關係一般）。再來則是了解符號在不斷深化不同層次意涵的過程與

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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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Barthes 對服飾最有趣的分析在於解析流行服飾語言的修辭（rhétorique）系統，

這也是延伸外延與內涵的分析與結合符碼與符指的分析。修辭系統乃透過類似某種文學

文體的技巧，將單純的物質賦予其象徵，並使得物質與意義、心情、思維產生聯繫、連

結起來，甚至與某個在想像中被典型化的人結合在一起。其文體常是某種類似於文學，

又不算是真正文學的文體 68，行文中運用將要表達的種種事物並列 69、讓文本讀音具有某

種韻律感、句型類如格言或二行詩。總之，注重讀起來的音調、讀音感受，因此必須審

慎的選擇所使用的語彙。

Barthes 舉例：「她喜歡學習和驚喜派對，喜歡巴斯卡、莫札特和酷爵士樂。她穿

平底鞋，蒐集小頭巾，欽羨她大哥的純淨毛衣和那些寬大膨鬆、婆娑作響的襯裙。」

Barthes（1967：253）。在這一段文字中，Barthes 結合了文化與心理的角度，指出這些服

裝語言訴諸於下述的內涵：

第一種是以認知為主的「文化」，把服裝與某一知名文化藝術連結起來，比如說，「莫

內會想畫的洋裝」。或是「讓 Toulouse-Lautrec（中譯名：羅特列克）著迷的社會底層風

格的玫瑰紅色服飾（rose-poison）」。簡單的說，就是賦予服裝文化的名稱。這些名稱的

來源又可細分為四類，如來自於：1. 自然：如玫瑰洋裝、雲朵長裙、花意盎然的帽子；2. 地
理：特別是那些具有異國風文化的意象，如俄國罩衫、加州襯衫、日本武士上衣…等；3. 歷
史：如 1900 年服飾、1916 年風味、帝國線條；4. 藝術：使用那些為眾人熟知的藝術名詞。

這些常識自然而然的以折衷主義的方式被拼湊在一起，程度也不能太艱澀，就像是從

一般學校女生書本中的知識隨意裁剪、擷取出來。這些描述對應的是這樣的形象：「聰

明而又時髦的女生，參加羅浮宮的學習課程，在旅行中喜歡參觀一些展覽，並且閱讀

一些經典小說。」這種形象不必是讀流行雜誌者的真正生活，它代表的只是一種理想形

象而已。

第二種是以情感為主的「愛心」（caritatisme）70：這是與文化（= 崇高）特性對立的

另一面向，走向熟悉（familière）、親密（intime）、甚至有一點孩童般的稚氣（infantile）。

表現這些特性的關鍵詞為好（bon）與小（petit）。如文本寫著：良善的人穿著厚毛衣。

在這裡意味「保護、溫暖、正直、單純、健康」…等概念。這些概念具有鄰近的特性。

至於小則意味了快樂。Barthes 此處沒有分析得很清楚，但可以說是有如家庭內母親與女

兒關係般的意象，彼此熟悉與親密，在受到保護與單純的環境中生活著。甚至帶著稚氣

的氣質，一方面受到母親、家庭的保護，另一方面想像著古代宮廷與公主神話般的生活。

如現代的小孩一樣，有時候過於嚴肅、崇高，有時候卻又過於稚氣、淺薄（futile），

在流行服裝的表述中也是如此，嚴肅與淺薄並存。但不能過於嚴肅，不能過於超出一般

常識。

67 Barthes使用這個詞 support，實在很難翻譯成一個恰當的名詞，照字面翻譯大致上是支持物的意思。它指的是
整體中的某個部分，卻又是具有重要意涵的部分。對誰重要呢？對文本所要描繪的流行樣式來說是重要的。

68 因為文學使用較多的隱喻，而服飾雜誌文本卻限定在對於服飾的「解說」上。

69 比如說動詞的快速而無節制的接續，如 Elle porte…elle aime…elle adore…。

70 Barthes使用這個 caritatisme字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caritatif為對孤苦無依人的愛心。但這裡的愛心大致上是
家庭內的愛心，及其所引起的親密、安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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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是細節的變化賦予生命的改變：在服飾的細部上加以改變，顯現其注重細微

之處、細心，流行服飾的理念強調：「一點微乎其微的東西即可改變一切。」透過這樣

的細微改變來表現流行的創造性。細節正是表現個人人格特性之處，而鼓勵注重細節含

有一個重要性，那就是細節的張羅只需要有限的預算，而只要花費少許的金錢便可以享

有流行服飾所代表的形象意涵，包括高貴的品味（Barthes，1967 ：269-274）。

儘管多數的流行雜誌文本建立在上述的三種模式上，但每個服飾雜誌的對象卻有社

會文化階層上的些許區隔，因此，對社會地位較高者，通常使用較少的修辭，對社會地

位較低者，使用較多的文化與愛心模式的修辭。

雜誌使用了類似流行小說的文學文體，因而也塑造了一個情境世界，至於這些雜誌

所描述的人處於什麼樣的情境呢？ Barthes 繼續分析了流行雜誌所描繪的世界。我們不難

從閱讀這些流行雜誌的文本中可以得到類似的體會；大致上來說，當中的女性，所處的

情境大都是在一種愉悅的狀態中，比如說，在節慶、假日、派對之中、悠閒的時間，或

者是，雖在從事某些活動，但這些活動卻是一般休閒的活動，如運動、逛街、園藝、沒

有計畫的活動。她也可能在做事，但她卻又應付自如，在這些文本中，做事反而變成是

一種背景。她工作上可能很忙碌，但不妨礙她經常旅行，旅行所引發的想像包含了異國

或鄉村的風味。季節常在春天，天空常特別的藍、迷人的晴天，而翠綠的山巒…等，甚

至威尼斯的場景都讓我們感到一種風情萬種的閒適感。

她的個性多元卻又不難理解，Barthes 說他們是從古典文化中找出來的普遍個性。不

管是工作或人生真正的遭遇，都不會深刻描述。因此，可以讓當中的女性處在一種沒有

痛苦的抉擇、自我分裂的環境中，因而得以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對於真實世界中因為預

算限制而常需要做消費上的取捨，似乎也不存在。透過不斷被提及的知名人物、理想的

某種樣態女性、年齡…等，讀者也常經由認同而得到一種夢想實現的滿足。當然，當中

的各種女性都穿著某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服飾—這正是雜誌所要推銷的。而在流行的本

質下，這些服飾必然是要不斷變化、否定過去的樣式的。問題是這些文本如何推動這些

樣式的變化？既然沒有誰能規定這樣的樣式，因此，文本反而要透過一種看似理性化的

論述來說服讀者，有時候以「發現一種新樣式潮流的來臨」的語氣來敘說，如：「我們

注意到駝毛毛衣的重新出現」。有時候則更以一種斷言、無上命令的口吻，如：「今年

流行的藍色」（Barthes，1967：253-304）。

Barthes 對於流行服飾的分析非常詳盡，雖然有些部分過於細節，讓人有一種過度技

術化的感覺，但他卻能夠說服讀者，他對於流行服飾的文本具有完整的掌握，正如結構

主義的整體觀點，而非僅僅只是做一個本質性的、大綱式的瞭解或批判。因此，仍然是

一個很有啟發性的分析作品。

Barthes 的分析視野可以作為我們分析與之相似的文化產業的起點，比如說分析他們

具有的種種不同的體系為何？他們所使用的論述內容、訴求和技巧為何？只是仍須注意

他們之間的相異特性。Barthes（1989）在《符號學要義》（élément de sémiologie）一書中，

提到了符號學也可以用來分析食物、家具、汽車、衣服以及建築五個系統 71。他也做了一

個初步的分析。請參看表二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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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符號學只是把一個話語系統如代數般的用抽象符號代替，那麼，這樣的符號學

似乎欠缺了一種學術上人文的樂趣，不過，Barthes 在《符號帝國》（l émpire des signes）
一書中，跨越了這一點，把符號學與哲學、文學結合起來。

「我不企圖對現實本身進行描述或分析，這些都是西方化與篇章的主要表述情態，

把世界上某個地區、遙遠的國度出現的一組特徵（這是語言學中運用的術語）抽出來，

細心地根據這些特徵來構成一個系統。」（Barthes，1983：3）。在這裡，Barthes 強調現

實究竟為何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東方（此處指日本）「提供出一套特徵，

這套特徵的操作活動—他那種被創造出來的相互作用—讓我沉酣於一種前所未聞的符號

系統的意念之中，這種符號系統與我們自己的符號系統截然不同。」（Barthes，1983：
4）。但他接著卻又說，「運用一線思想之光去探求那種符號上的歧異，而不是探求其他

符號。」（Barthes，1983：5）。這顯然是一種略顯謙虛的託詞，其實他必然是從現實出發，

進而了解日本文化生活中的符號及其意義，更進而想要再深入的探索西方與日本的差異，

71 該書，頁 41-47 & 83。在目錄與內文表中提到的系統共有五種，但兩處所提系統名目略微不同。

72 該書，頁 83。他只針對四種系統作分析。

73 就以台灣餐廳對菜餚的介紹來看，其修辭的程度仍屬初步，不及服飾系統的精巧。

系統

（同一部件，但不同風格）

單位語符列

（不同部件，組成同一整體）

衣著系統

一堆部件、部分或最小單位，它們不能

同時在主體的同樣部位上被穿戴，並

且，其變化與衣服意義上的某種變化相

一致：無檐女帽—有帶戶外軟帽—頭巾。

在不同成分的衣服的同樣風格中相並

列：女裙—女襯衫—夾克衫。

食物系統

一組具有類似和不同點的食物，其中，

一個人在一種特定意義的意圖上選擇盤

中的食物：如正菜的模式、烤肉的模式

或者甜食的模式。

在一頓飯中，選擇盤中食物的真正次

序：這就是菜單。

一個餐廳的「菜單」可以使這兩方面現實化：如水平地讀正菜，與系統相符合，

豎直地讀菜單，則與單位語符列相符合。73

家具系統 一群單件家具的「風格」變化，如一張床。
在同一地方，家具的不同部件相並列：

床—衣櫥—桌子，等等。

建築系統
在一個建築中一種單個成分風格的變

化，屋頂、陽台、大廳等等的多種多樣

的模式。

在整個建築層次上最小單位的次序。

表二    Barthes 四種系統的符號學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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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表現個人在這當中的洞見，因此他又說日本提供的是一種情境，在這種情境中，大

概是因為所謂的文化震撼，作者的心靈出現某種迷亂，如禪宗突然出現的「悟（satori），

是一種強烈的地震，使知識與主體產生搖擺：它創造出一種無言之境。…從這種空無中

產生種種特點。」（Barthes，1983：5）。而作者就在這些特點之中來描寫他所看到的種種。

最後這種衝擊狀態下所產生的感想，才是 Barthes 真正想要表達的，也是他心目中符號學

的一種「應用方法」。

底下舉例感受一下 Barthes 的成果，「餐盤看上去就像是一幅安排得最美妙的圖畫：

它以深色的背景襯托，放著各式各樣的東西…這些碗具和零零碎碎的食物，數量少但種

類多，這些餐盤可以說符合了圖畫的定義…這種看上去美妙悅目的排列，早晚要被破壞，

依照就餐的那種節奏而重新組合…你將在就餐的過程中在它上面調弄，這裡夾點青菜，

那裡夾一下米飯，那邊沾一點調味料，這邊再喝一口湯…」（Barthes，1983：16-17）。

「花束、物品、樹木、臉孔、花園，以及文本，如果說日本的這些東西和風俗在我

們看來似乎都很小（我們的神話學崇尚大的、廣闊的、寬廣的、開敞的東西），那麼這

並不在於它們的尺寸，而是因為每一件物品、每一個姿態、乃至最自由、最活動的東西，

似乎都是有框子的。小型繪畫不是來自維度，而是精確性，東西按照這種精確度來限定

自己的大小，使這種製作停止和完成。這種精確性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合理性或是寓意性 ?：
一件東西在一種清教徒式的風格中（潔淨、坦率、或是客觀性）並不是明確的，毋寧說

帶有一種幻覺得或空想的性質，…使豐富的意義離開了物品，並且與物品本身一刀兩斷，

…在它四周，空無一物。」（Barthes，1983：65-66）。Barthes 還注意到日本的一個特性

可說以無中心、空無來貫穿，他指出，日本的菜餚沒有中心，東京車站作為一種都市空

洞的中心，包裝的效果也像空無。

既然有一部分的書寫不是來自於真正現實為何，我們無法只是簡化的想像那個我們

多多少少已經瞭解的日本，那麼就必須透過閱讀文本才能了解他的想法、或說想像力。

因此，社會學之中帶有文學，反之亦然。

Barthes 運用符號學的主要企圖在於解構當代中產階級的神話，所謂的神話即扭曲真

實的一套符號系統。透過符號的概念來拆解當代文化中種種被認為理所當然的符號化的

語言或圖像及其意義。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位黑人士兵向法國國旗敬禮的宣傳海報。這蘊

含了許多扭曲的真相，遮掩了法國殖民帝國主義的現實。

 Barthes 也用符號學來分析摔跤，在摔跤中人們都知道這是某些預先就串通好、安

排好的、如 Goffman 所說的戲劇表演，兩者相互呼應，只是 Barthes 更進一步描述了摔

跤當中的許多表演與動作成為一種激盪觀眾的符號。但在他生動的文字描寫下，摔跤彷

彿不是一個被批判的對象，而具有藝術般的表現。重點不是比賽，而是藝術化的人體表

演，稱之為戲劇表演，因為摔跤的過程中所對應的劇情與電影相似，正義與邪惡之間對

抗的結果總是正義獲得實現，觀眾獲得的道德上的情感，從中獲得現實社會所無法獲得

的正義。

研究視覺文化的 Richard Howells（2007：81-99）認為，Barthes 分析的一個特點或

是說缺點在於他的分析是主觀性的選擇對象，而非真正如科學般做系統性的研究，他的

分析結果也是如此。他總是在藝術性的呈現自己的觀察與客觀性的科學表述之間游走。

Barthes 常不滿足於對於對象做一般性的分析，而是要進行深度的、根本的批判，因此，

這就會進入意識形態的選擇，也會表露出對於「資產階級社會」價值觀的批判。他的分

析風格同時帶有簡化現實與豐富思考的二元性。但他總是很清楚的告訴我們現實中的許

多文化現象，可以透過符號學的方法來分析，符號本身與其所代表的意義，常如符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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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告訴我們的，為任意的、變動的，為人們所賦予的。其次，當代生活符號化的現象普

遍存在，我們必須把許多物體當作是一種符號、象徵，才能夠掌握他們在現實中所扮演

的角色與功能，才能真正掌握其意義，也就是他們的意義並非如表層所表現的，而是要

掌握其符號化後所代表的意義，如此才能適當掌握其真正的意義。不過，也有學者認為，

符號學有時候的缺點是他分析了某一個符號在某一情境下的意義，但現實中，人們在使

用這些符號時卻是依照自身的意圖來加以使用與詮釋。因此，某一符號的意義不總是相

同的（Strinati，2005：120-121）。當符號的意義不確定時，分析符號意義的知識就顯得不

那麼好用了。

三、符號學在商品上的應用

符號學對符號消費分析的貢獻，在於將 Baudrillard 的分析更加層次化。釐清一個符

碼如何不斷「加碼」的符號化過程。如果商業的邏輯就是不斷要與其他同類產品或舊產

品產生區隔，以刺激消費慾望的話，那麼一直創造有「差異性」的符碼就是必然的。差

異性、符碼化可以表現在商品的設計、品牌名稱和商品功能上面。這種差異化策略若與

陌生化的概念結合，則產生星野克美所歸納的異化（alienation）幾種方法：

1. 矛盾法的異化作用：將兩種不同性質的概念（這裡概念可代換成功能或物品本身，

底下同）放在一起。

2. 轉用法的異化作用：把某時空的概念與另一時空結合。

3. 異形的異化作用：用極度不同於預期的型態出現。

4. 誇張的異化作用：強調放大某一要素。

5. 隱喻的異化作用：即把某產品等於另一概念（星野克美，1998：41-45）。

英國學者 Stuart Hall 認為，符碼指的是一組約定成俗的意義產生方式，該符碼意義由

特定的一群人所共享。也就是說，符碼是符號和社會中一個較為廣大的意識形態的締結

關係。觀看者在具備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之下，對於符碼加以理解。符號學在研究

上仍需考量一點，現實上，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係是不斷浮動的（雖然也有許多關係是

較為固定的），因此，若以符號學的取徑加以研究，須注意不能把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

係固定化。另外，透過抽象化代號般的符號來表示該物體之間彼此內容的關係，也容易

脫離現實感。而那些巧妙的變換意義的作品往往是我們有興趣分析的重要對象。

第二節　文化分析與批判

本節理論先討論與流行、觀光 / 節慶有直接關係的理論。再來討論與藝術有關的理

論，最後是資本主義文化分析與批判的理論。

壹、與流行相關理論

一、Georg Simmel 時尚流行模仿理論

Simmel 從心理學與生活社會的思考出發來分析流行與時尚文化。他認為人類心理存

在一種介於動態與靜態、持久穩定與持續變動之間，既追求主動領導、又維持被動接受

的雙元狀態（dualistic creature）。這種精神特徵的對立與其相互轉換是流行與時尚興起的

深層因素（Simmel，1971，1997，2001 & 2001a）。Simmel 指出，「以下這一點對於時尚

（Mode）來說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就其作為模仿而言，時尚滿足了社會依賴的需要；

它把個體引向大家共同的軌道上；另一方面，它也滿足了差別需要、差異傾向、變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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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突顯，這不僅是時尚內容的變化—正是這種變化將今日時尚打上一種相對於昨日和

明日時尚的個性化烙印，而且也是因為下列事實：時尚總是階級時尚，較高級的時尚與

較低級的時尚截然有別，在後者形成較高級的時尚時，便拋棄這種時尚。透過某些生活

方式，人們試圖在社會平等化傾向與個性差異魅力傾向之間達成妥協，而時尚便是其中

的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Simmel，1895：102-103）74。

更確切地說，流行與時尚源自於人類情感對於追求普遍化（一般化）與獨特化（個

性化）的心理矛盾。一種既欲尋求群體認同作為心理的歸屬，又強調群體差異以展現個

人主義的矛盾心理。立基於這種心理特徵，時尚透過強調外部異同與親疏的社會關係，

來劃定我群與他族群體的區隔。Simmel 特別強調時尚是來自於階級的延伸，是階級的，

常由上而下的時尚領導，翻轉因社會平等掩蓋個體差異的一種顛覆，藉此建立隱性階級

訴求的內部封閉社群。換句話說，追求時尚與流行是源自於人性追求「趨同性」與「同

中求異」的雙重心理，乃是一種「特殊的統一性」。追求時尚的人們，通過訴諸於個人

主義的自我差異與獨特性，形成了特殊的風格，並誘發他者的模仿與學習。相對應的心

理是忌妒與贊同。

時尚，就其形式而言，具有一種指向自身的易變性，這種變異是隨意性的。Simmel
斷言，時尚內容常與現實的生活標準、文化中具有意識形態的領域無關。時尚本身的意

義就意味了興起的迅速，而沒落時也同樣的迅速，因此，若有些藝術成為一種「經典」

（具有和諧、永恆、崇高、統一、不變的特質）75，那麼就趨向於穩定的狀態，而不會成

為時尚的一種。一旦時尚的流行在蔓延與仿效當中，逐步趨向流行高峰，並成為下層階

級爭相仿效的對象時，時尚將被揚棄。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另一種「新穎」（Neuheit），以

限制認同群體的過度擴張。正是這種追求數量上的狹隘與階級的隔離性，才能維繫時尚

指向「稀少」的自身目標，以及相對應的象徵性的階級地位，並以此維繫其魅力於不墜。

相對於外部時尚的快速演變，則是一種心理層次上追求趨同與獨特的永恆性。

Simmel 善於指出人生中許多不同向度中的緊張對立，例如社會與個體、平等與個性、

創新與傳統、高低階級之間。人們在這些二元對立中感到自我矛盾的衝動傾向，一方面

我們想要特立獨行，另一方面我們卻要與大家一樣，以求融入社會，獲得他人的認同。

Simmel 說：「我們的命運就在這些力量的鬥爭與平衡。」對 Simmel 來說，現代生活最可

怕的是生命的力量不再、生活的熱情消逝。他總愛在許多生活的事物中去尋找那種生活

能量的興起與消逝。

在追逐流行之中，我們感到一種創新與獨特的精神，英雄與反叛的情感，另一方面，

與其他喜歡此新穎樣式的人卻有著集體感，感到自我的擴大，尤其是對那些位居在社會

底層的人們。也同時排斥了不是這個圈子的人。但當接受的人越來越多，數目達到一定

的程度以後，這反而成了它的致命傷，因為這不再是標新立異的流行尖端樣式。我們可

以在每天都會的生活中，如捷運上，看到流行的演變。

一個事物流行之初，乃由少數人開始，比如說穿著不同樣式、獨特的服裝，藉以展

示個人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再來，其他的人因喜歡而產生模仿，最後當越來越多的

人穿上相同樣式的服裝時，反而使得該樣式服裝喪失獨特性，而使許多人停止穿著相同

服裝，導致該流行的終止。人們再去尋找新的形式。這種集體性與個體性之間的永恆的

矛盾與辯證的關係富饒趣味。

但是對 Simmel 來說，時尚的領域並非與所謂的高級心靈活動相對應，因此，他認

為在這當中，最熱衷的人反而是那些不想太過獨立卻又想表現自我的人，時尚的形式包

含了獨特與安全兩種型態交替，不完全是所謂的獨特。不過，時尚也彌補了文化上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