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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論文的主要觀點認為全球主義（globalism）和在地主義（localism）兩股

力量對抗整合過程，所產生的多元關係，多元意義，以及相對的權力。本研究認

定全球化的到達是歷史必然的過程，並且認為這過程當中持續動態與區域國家的

在地主義相互對話辯證（Ferguson, 1994）。 

Ferguson 論點導引出本研究的問題意識，相對於全球統合主義

（universalism）力量，在地國家和資本實體採取經濟國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與之抗衡共存。因此，在全球資本主義主導的文化產業潮流同時，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並非只是一種統合主義的同質化過程，而是一種折衝整

合的歷程，全球主義（globalism）和全球共同市場（global market）是最終共融

的結果和目標。 

這一章本研究將要探討以下數個概念：媒體全球化是怎樣發生的？分析媒

體全球化的理論架構為何？跨國媒體企業和在地行動者如何對抗合作？全球在

地交替發生的本質特性為何？最後，本研究透過電影產業相關跨國在地行動者市

場行為的文獻分析整理，理解電影產業全球在地接合的方式，協助本研究後續可

以將這些文獻理論與台灣電影產業市場實際發展現狀相互映證，並進一步修正理

論論述的可能性。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媒體全球化媒體全球化媒體全球化媒體全球化 

Giddens（1994）定義全球化是空間與時間概念的轉變，政治經濟狀態改變

與全球通訊強化「距離的消失」（diminish the distance among financial trades）與

「時間的壓縮」的能力，進而造成「疆界的毀壞」。「疆界的毀壞」是全球化意義

的核心概念，亦即政治、經濟、文化的界線，日益失去其作用，越來越無法限制

人員、資金、商品與資訊的流動，拒絕任何國家層次的社會劃分，所有事務均存

在於一種全球交互流動狀態，最後使得全球市場統一整合，有效率的跨國分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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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逐漸成形。 

資本全球化最具代表性的特徵就是國際貿易比例上升1，海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解禁，以及跨國公司2（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的出現（瞿宛文，2003：7）。資本全球化首重貿易自由化，此因素導致

國際貿易比例上升、跨國公司在他國進行投資行為，這兩面向都強調跨國企業是

執行國際貿易與運作 FDI 的行動者，跨國公司直接由母公司調配資金、引入商

品，並主導他國國內的生產和配銷行為（Hirst & Thompson, 1999/朱道凱譯，

2002：94）。 

探討資本全球化成因，Tayeb（1992：9-13）主張的八個驅動因素，本研究

將之分類為政治、經濟兩個面向。首先，政治面向包含市場開放相關因素，經濟

自由化創造進入新市場的機會；母國家政府相關因素，母國政府提供多元誘因刺

激出口； 母國國家相關因素，投資目標國家基礎建設的水準。其次，在經濟因

素面向包含製造相關因素，為了接近自然資源；人力相關因素，像是高失業率導

致人才流動；風險相關因素，企圖縮減企業投資風險；成本相關因素，減少勞力

和出口成本；以及其他政治意識型態、宗教和社會結構狀態。 

Herman& McChesney（1997：34-38）提出促使資本全球化不只是只有政治

經濟力量，此外全球企業的意識型態被廣泛的接受，才能使這系統持續穩定成

長。在跨國企業全球擴張過程，以下的四種意識型態扮演合理化神聖化資本主義

全球擴張的角色：第一、市場可以有效率的分配資源，並且提供組織經濟生活的

方法；第二、政府介入和管制，會強加不合理的負擔在商業上，並且妨礙經濟成

長；第三、經濟和經濟政策的合適目標應該能保持在穩定的經濟成長的水準，即

                                                
1在國際貿易方面，通常是使用國際貿易總值和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

比例作為衡量各經濟體參與世界市場的程度。全球平均而言，總貿易值和 GDP 的比例從 1950

年的 7％到今日的 19％，國際貿易總值成長 16 倍（瞿宛文，2003：3-9）。 

2跨國企業簡單定義就是在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國家擁有合資或者獨資分公司的企業。跨國企業透

過海外直接投資進行跨國擴張，其目的是為了完全或者部分掌控在另一個國家裡的市場營銷、生

產活動（Gilpin, 2001∕楊宇光、楊炯譯，200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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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有通貨膨脹的問題；第四、政府的行政效率不佳，私有化的值得嚮往。Herman 

& McChesney（1997）認為自由市場意識型態被廣泛接受，依靠巨大的經濟和政

治力量的支持，每個國家有抵抗的階層、群體、文化團體、個人，透過意識型態

合理化政治經濟力量有效的連結在一起，使全球市場整合成為可能。 

資本全球化的趨勢不只影響國際金融和貿易，媒體發展也深受資本全球化

的影響。Hamelink（1993：382）提出傳播產業無可避免得受到全球化過程的影

響，以致於地理上活動邁向無疆界的傾向，並發展到全球媒體市場寡佔的情形。

Fenton（2000：316-317）將具體的媒體全球化活動區分為三個主要面向，第一，

媒體產業作為傳播企業的一部份，持續跨國範圍運作活動。第二，媒體集團針對

全球市場製造媒體產品，媒體產品被銷售到世界各地。第三，針對新傳播媒體科

技持續得滲透設置。在詮釋媒體全球化的出現的原因，Gershon（1997）與 Carveth

（1992）為企業內部經營觀點，由海外市場利益以及企業成本驅使媒體企業的跨

國擴張。 

Gershon（1997）從市場與生產成本導向探討媒體企業再建構全球媒體產業

和市場的目的。首先，從市場面向觀察，Gershon 指出跨國企業投資海外是為了

進入海外市場，跨國的投資決策是基於市場的收益性、成長潛力和現存的競爭

力，而購買現存的媒體所有權是進入市場最簡單的和最直接的方法。再者，從資

源成本的面向，跨國企業投資海外是為了獲取特別資源的所有權資產和接近自然

資源。此外，生產的成本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跨國企業會尋求有效的影響生產

成本的地點，再從這個海外據點生產、發行配銷選定的貨品和服務。這些海外國

家以相較於國內（集團母國）便宜的生產成本，使得能夠達到較佳的獲利。 

Carveth（1992）由生產要素、競爭環境、需求條件面向，解釋 1980 年代

之後的美國媒體產業為何要施行全球面向的經略。首先，生產要素面向，美國媒

體寡佔的產業結構（oligopolistic structure）減少價錢競爭，再加上美國人力和新

科技的高成本，使得媒體產品的製作成本居高不下，以致於美國許多媒體企業作

了許多努力減低成本，像是透過尋求海外資源（outsourcing），將產品生產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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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往人力較便宜、沒有工會組織的國家。其次，以國內競爭對手面向，1980 年

代末期美國廣告市場開始大幅衰退，新科技媒介如錄影帶、有線電視、衛星電視

許多新媒體出現，競逐分食有限且萎縮的廣告市場。因此，美國的媒體企業試開

拓海外市場增加營收。最後，需求條件面向，美國媒體產業採取低價策略（lower 

price）和焦點產品差異策略（focus differentiation），美國得以維持國際影視產品

出口業者的價格領導者。美國擁有 2.5 億人口內需市場，媒體企業大量生產達到

規模經濟，因此可以輸出低價有競爭力的媒體產品；以及針對利基市場大量開發

專門頻道，如新聞專業頻道或體育頻道。這樣的策略適逢國際上媒體解除管制的

浪潮，各國市場對於低價有吸引力的媒體內容需求激增，因此美國媒體企業得以

迅速滲透海外市場。 

除了以上以企業內部營運觀點加速媒球全球化的動力，Herman & 

McChesney（1997）指出加速媒體全球化的外部結構因素，包含影視產品被視為

自由貿易商品、在地國家解管制、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及新傳播科技的發展。首

先，影視產品被視為自由貿易商品，1993 年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前身 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訂立「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

產權協定」（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將影視文

化產品視為自由貿易商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或主權國家可以藉由簽署自

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降低彼此關稅以及開放影視市場。在

1995 年成立的 WTO，更進一步將媒體部門被視為「服務」（service），被置於服

務業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GATS）之下，並且強制

WTO 會員著手積極落實媒體產業的自由化與解管制，且 WTO 比 GATT 更具有

強制性和懲罰機制，因此影視產業完全被整合入全球資本體系（Lin, 2004）3。 

                                                
3西方國家於 1947 成立國際關稅貿易總協（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決議

互相開放市場，實施貿易自由化，逐步減低關稅。80 年代之後美國政府積極推動市場自由化，

透過特別 301 條款（section 301 of the US trade Act）的貿易制裁，威脅特定國家開放市場，讓美

國商品和資本得以進入。並且在 1995 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減少非貿易的障礙和關稅

壁壘，提倡自由市場的新古典經濟學成為主導的意識型態（瞿宛文，2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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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在一股「市場自由化」的動力下，引導各地媒體市場逐漸解管制

與自由化，國營事業面臨私有化，私人企業解管制，政府福利削減、關稅、對國

外投資和貿易的限制，都被攻擊為阻礙經濟的成長。Albarran & Chan-Olmsted

（1998）研究指陳 1980 年代許多國家的政府已鬆綁對媒介的控制，並開放私有

企業的進入，在這項趨勢下，電視是主要的獲益者，特別是如有線電視與衛星電

視等多頻道服務的發展。此新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的環境，大大地刺激了跨

國集團的跨國擴張，並將全球經濟更加整合。此改變的廣度和範圍，為跨國媒體

集團提供全球擴張的基礎，將媒體產業推向全球公司資本主義的新階段（Herman 

& McChesney, 1997）。 

此外，各國開始制訂智慧財產權保護法規，確保跨國媒體在海外市場的獲

利，這也是驅使媒體全球化的動力之一。Bettig（1996；轉引自王維菁，1999）

指出 WTO 架構中的 TRIPS 開始有效保護全球智慧財產權，跨國企業的專利、版

權、商標等權利得到保障，文化商品合法專斷於跨國集團。智慧財產權是影視文

化產品商品化的工具，保障影視商品的交換價值，保護資本家投入生產的利益不

受損害，最後實踐資本利益累積的目的，達到經濟利益獨佔。此外，保護智慧財

產權可以作為跨國媒體集團掌握全球媒體文化市場的手段，加速跨國資本擴張的

力量，保障海外利益。 

最後，新傳播科技的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文化傳播突破固有的疆

界，文化透過新媒體科技相互滲透，全球逐漸緊密得連結成一體。例如衛星傳播

可以廣泛的將訊號傳輸到整個地球表面，衛星訊號的覆蓋區域通常可以包含許多

國家，因此可以便宜有效率得接觸到廣大區域裡的大部分人口（Negrine, 1997: 57; 

Albarran & Chan-Olmsted, 1998: 11-12）。此外，科技進步協助跨國企業有效率組

織管理在全球的生產和銷售體系。網際網路可以迅速連結到全球組織系統，企業

組織成員包括高層主管、計畫管理人、研究設計團隊、財務、行銷、銷售部門可

以即時溝通和分享資訊。這樣即時資訊的直接結果，造成跨國公司的分權。藉由

網際網路提供溝通連結，使跨國媒體企業全球分權、有效管理變得可能（Gers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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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Gilpin, 2001/楊宇光、楊炯譯，2004：155）。 

本研究討論企業媒體全球化的內涵與推動趨力，並以企業經營內部觀點與外

在結構因素分別討論媒體全球化的起因。但最終傳播研究還是關懷媒體全球化對

於人與人間傳播行為的影響，並理解媒體全球化對於傳播活動會有和改變。媒體

全球化的影響與後果包含三個部份，全球媒體高度集中、在地企業與跨國合作與

衰敗、意見多元與文化帝國主義（Bagdikian, 1997; Albarran & Chan-Olmsted, 1998; 

Sparks, 1998/魏玓譯，1998）。 

首先，全球媒體高度集中化，當跨國媒體透過進入在地媒體市場並熟悉在

地市場運作，企圖近一步擴大事業版圖，並且排除在地經營者，集中經營權自行

管理。此時，跨國企業會透過獨資、合併或者收購方式掌握在地媒體4。Badikian

（1997）指出傳播機構的集中化比其他產業更為嚴重，資料顯示 98%的美國日報

沒有競爭力，大部分都是一城一報，表示說大部分的地方報紙是獨佔的。此外，

其他媒體集中化也越來越嚴重，更進一步的跨媒體集中化也越趨明顯。 

Bagdikian（1997）指出 23 家媒體企業主宰所有美國媒體市場，不久之後所

有美國媒體將會控制在六大媒體集團。以先進工業化國家為主的媒體集團在

1980 年代經歷一個過去未曾有過的併購風潮。至今，媒體的集團化是當今媒體

全球化的最主要的特徵。目前全球的主要的媒體集團包括：Time-Warner、

Disney、Viacom、News Corp.、Sony、Seagram。對於本研究關注的電影產業而

言，電影發行網絡、大型複合式影城、付費電影頻道、家庭影音通路幾乎都是由

這六大集團所壟斷佔有。 

                                                
4
Doyle（2002）提出有種四種形式的媒體企業擴張集中化。第一，單一媒體水平擴張（monomedia 

expansion），一間公司同時擁有多家同一類型的媒體，像是擁有多家有線電視台。第二，相似媒

體擴張（diagonal expansion），一個集團擁有不同類型但性質相近的媒體，像是同時擁有報紙和

雜誌。第三，垂直擴張（vertical expansion），一個集團同時擁有生產鏈的不同部門，像是電影製

片公司擁有電影院。第四，跨媒體擴張（cross-media expansion），一個集團同時擁有各種類型的

媒體。在媒體全球化的時代，跨國企業就透過這四種形式的擴張，採取收購合併（merge & acquire）

方式壟斷全球媒介生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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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地媒體企業的合作與衰敗，跨國擴張新市場是件相當困難的挑戰，

因此許多跨國企業會利用合作的方法以擴張全球版圖。最常是透過策略聯盟方

式，策略聯盟是兩家或兩家以上的公司彼此間的商業關係，包括營運整合、分擔

風險、與文化合作以獲致市場利益。廣義的策略聯盟的範圍從合資，正式或非正

式的承諾，與合作夥伴的關係。當新媒體的操作或新產品的引進時，策略聯盟能

獲致絕佳的成功機會，它不但能整合資源，也能擴大客層基礎。與當地的公司形

成策略聯盟，較自己以外資身份單打獨鬥更能成功，原因有下列三點：第一、當

地公司較瞭解本地的文化、語言、環境、市場潛力、與商業氛圍；第二、當地政

府可能會限制外資的擴張；第三、採取與當地公司策略聯盟較憑一己之力進入新

市場的成本較低（Albarran & Chan-Olmsted, 1998）。 

此外，對於在地企業而言，在地媒體原有的市場面臨跨國企業的侵佔，必

然會採取一系列抵抗行動因應。除了正面交鋒對抗之外，許多在地公司採取與跨

國企業策略聯盟合作方式，協助跨國企業擴張在地市場。但是在地的媒體企業在

資金和技術等各層面都遠不及大型跨國媒體，勢必造成在地的媒體產業走向解組

或衰退，不得不與臣服跨國企業，成為失去自主的附庸，甚至轉變為文化買辦，

最終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環。 

最後，意見多元和文化帝國主義，全球化伴隨的全球媒體所有權集中，少

數強勢媒體企業將會對意見市場造成不均衡的效果。強勢媒體對大眾媒體在公眾

的新聞、資訊、公共意見、流行文化、政治態度多元上有很大的影響力。此外，

這些媒體企業對政府方面也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因為他們形塑閱聽人對公共生活

的看法，包括了媒體中呈現或者是隱蔽的，甚至對政治事件及政治家形象的建

構，因此這些企業可以有效得遊說左右政府的政策方向（Bagdikian, 1997）。 

在文化論述上，1960 年代之後美國好萊塢電影席捲大部分新興工業國家的

電影市場，國際文化流通出現嚴重的失衡狀態，使得在地電影文化發展遭受嚴重

壓迫。正如 Schiller 提出的文化帝國主義，指出美國跨國傳播企業的全球強勢運

作，將會對其他國家的文化生存產生負面影響。更進一步說明，文化帝國主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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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與文化等眾多元素交互運作過程的總和，全球資本體系吸納收編在地

的政治經濟菁英，在地統治階級被威脅利誘，創造出迎合全球資本體系的社會制

度，進而促使強勢美國文化支配在地國家的價值觀與文化結構（Sparks, 1998⁄魏

玓譯，1998）。 

本節透過資本全球化的「市場滲透」和「利益極大化」貫穿連結。Mosco

（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6）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就是商品化的過程，

也被認為是市場擴張的過程，這包含地域上和科技上的延伸擴張，首先是地方、

區域、全國直到全球市場；再來是科技上的擴張，由傳統媒體慢慢將新媒體納入

其市場。在電影的領域裡，跨國集團的全球擴張行為和新科技發展都被資本主義

邏輯所滲透，全球資本主義盡其所能將獲利空間滲透到任何新興的市場。其中政

府面臨全球資本開放與管理，也都依循著資本主義邏輯運行。最後，全球資本主

義邏輯也引導全球消費文化，透過傳播媒介影響在地國家人民生活方式。接續下

一節本研究探討觀察媒體全球化的理論論述。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全球化傳播理論架構全球化傳播理論架構全球化傳播理論架構全球化傳播理論架構 

媒體全球化現象強化不同區域國家之間的傳播交流，改變原本媒體文化流

通方式，以及國與國之間傳播的模式。全球化傳播就是研究國與國之間、文化與

文化之間訊息交流的型態（李少南，1994：1）。透過全球化傳播理論可以理解國

際間媒體文化流通的模式架構。本節的主要整合全球化理論各種論述觀點，接續

再介紹 Evans（1979）的 triple alliance 架構，並將統整出的全球化論述修正補充，

發展出一個可以觀察第三世界國家傳播產業發展的理解架構。 

 

壹壹壹壹、、、、    全球化論述的整合性觀點全球化論述的整合性觀點全球化論述的整合性觀點全球化論述的整合性觀點 

全球化理論眾多論述和觀點，本研究這一部分將統整政治、經濟、文化觀

點的全球化論述，歸納出個整合性觀點，並且以政治、經濟行動者觀點，綜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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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考觀點，適切得整理合宜觀察當地媒體產業發展的理論架構。本研究綜合討

論全球化理論，將全球化行動者區分成六部份：跨國行動者的流動統合力量、在

地資本行動者的限制調整力量、國家機關對外在全球政經體系的位置、國家機關

對內與民間社會的關聯、國家機關政策制訂的自主性、文化商品的意識型態效果

（Castells, 1989; 徐進鈺、鄭陸霖，2002；Sorbet, 1998; 蕭全政，1988；Ferguson, 

1994; 李金銓，1989）。 

一一一一、、、、    跨國行動者的流動統合力量跨國行動者的流動統合力量跨國行動者的流動統合力量跨國行動者的流動統合力量 

全球化理論的主要行動者，已經不是核心國家政府，而是由跨國企業主導

世界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勢力（Wallerstein, 1980/蕭新煌譯，1985；徐詠絮，

1995：169）。早期經濟依附的全球化理論延伸殖民主義的概念，著重國家對國家

之間關係與權力依附，不會明顯強調跨國企業所扮演的角色。以國家為行動者的

觀點無法解釋當今跨國資本機構主導跨國產品、資金流動的現象，因此全球化理

論淡化國家間隱含民族主義控制與不平等，將跨國企業視為沒有母國概念，追逐

利潤的流動力量。 

全球化理論對於跨國行動者論述，Castells（1989） 提出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的概念，這個觀點認為全球的向度上，跨國企業的邏輯是空間流動，其

目的是建立全球分工體系以及全球市場銷售網絡，而在地的資本企業如何因應這

股支配性的力量，使其成為全球化中失落或者接軌的重要關鍵，進而影響其發展

機會。全球經濟社會體系最終將統合成為一個網絡狀的組織，每一個地點的優

勢，將由其所在的全球分工體系以及市場位置所影響。 

二二二二、、、、    在地資本行動者的限制調整力量在地資本行動者的限制調整力量在地資本行動者的限制調整力量在地資本行動者的限制調整力量 

全球化論述當中，有另一個觀點認為在地的分殊力量，可以限制調整跨國

統合力量的在地運作。Storper（1997；轉引自徐進鈺、鄭陸霖，2002）對於流動

空間概念的質疑，他認為存在於在地社會的組織與制度安排，其中包括社會性資

本與慣習，與成員間交易的網絡，所共同形成的「非貿易性互依」（untr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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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ependency）才是在地社會在全球競爭中動態優勢的來源，而全球化的網絡

與流動空間，則必須藉由地方空間的實踐與接軌，才有機會實現其利潤。換言之，

真正的動力並非來自全球化的網絡形構，而是在地區域社會的社經地理組織。因

此，他認為全球化流動的論述有其限制。 

在這個政治經濟取向在傳播學論述中，在地向度其實是被簡單處理，全球

化的統合力量藉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其它非資本主義的邊陲地區吸納與同

化，這個過程的支配性力量是全球尺度的經濟力量，而地方空間的意義僅只是一

個正要被同化的另一空間而已，全球與在地這兩個不同空間尺度力量的接軌形式

與衝擊方式，包括不同組織的統理與其中的張力、反抗，換言之，空間的差異只

是時間歷史的差異的一種形式，因此，雖然高舉著地理面向的資本主義分析，實

際上，仍是忽略在地向度一系列對抗合作的歷史研究（徐進鈺、鄭陸霖，2002）。 

三三三三、、、、    在地國家於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位置在地國家於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位置在地國家於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位置在地國家於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位置 

國家機關同時受到政治軍事，以及經濟資本主義地位的影響，國家機關在

國際社會中的結構性地位和互動及受到兩種系統的誘導與制約（蕭全政，1988：

88）。全球化擴張過程中，核心國家即用其政治經濟優勢，依其國家利益塑造、

改變邊陲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結構。因此，一個國家的軍事強弱、經

濟生產地位、擁有跨國集團與否，這些都會影響，國家政策制定與傳播系統的發

展（Sorbet, 1998）。Wallerstein（1980/蕭新煌譯，1985）指出全球化過程，經濟

層面上，不同位置的國家之間的經濟權力關係，核心國家是建立在對半邊陲和邊

陲的剝削上。政治層面上，政治核心國家透過政府的政治軍事，解除邊陲國家對

於核心國家企業的管制，讓跨國企業產品和產品可以大舉進入海外。 

本研究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這經濟依附觀點皆採取政治經濟體系劃分核

心和邊陲國之間的權力關係，進而影響文化和媒介的流通。Pendakur（1985a）

也指出電影產業是最早形成傳播階層體系，由核心工業國家流通到邊陲國家。

Hannerz（1991，引自徐詠絮，1995）指出跨國文化商品在半邊陲國家卻可以獲



 28 

取極大的利益，新興工業國家是核心國家極大的傾銷市場。McPhail（2002）指

出在這種經濟依附關係之下的電子殖民主義的現象，電子殖民主義指邊陲國家仰

賴來自核心國家的傳播硬體、進口軟體、以及伴隨而來的技術人員、和資訊，因

此建立起兩者之間的技術制度依附關係。 

整體而言，經濟依存觀點的依賴理論提供經濟全球化歷史宏觀分析的可能

性，說明國家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位置，說明不同位置的國家間之間的經濟、

傳播流動的權力關係。在地國家機關對外的政治經濟位置，影響在地傳播產業發

展，這其中也涉及多方變因（agent of change），必須多方探討才能理解跨國傳播

當中各方力量互動關係，與最終形塑在地產業的變遷（To & Lau, 1995） 5。 

四四四四、、、、    國家對內與民間社會的關聯國家對內與民間社會的關聯國家對內與民間社會的關聯國家對內與民間社會的關聯 

民間社會在具體分類上和國家機關相互排斥對立，追求資源利益公平分

配，民間團體追求利益極大化，兩者互不統屬。民間社會可能因為利益的不一致，

分化成不同的利益團體與社會階級，導致不同政治行動者間的合作與衝突，不同

政治行動者倚賴本身擁有的政治稟賦與影響力，影響國家機關政策制定與社會資

源的分配。國家機關與民社會兩者間存在各種行動者的對抗或共謀的結構性關聯

（蕭全政，1988：81-87）。Loewenstein（1957）政治權力在基本的意涵上是指權

力擁有者（power holders）可以有效影響政策制訂，並且使其市場對手遵守該政

策。此定義是以政府政策制訂為中心，以能影響國家政策決定的程度，來界定此

行動者政治權利的大小，而這一些行為者，包含自然人、法人、企業、行業公會、

政黨、利益團體（轉引自蕭全政，1988：112）。 

 

                                                
5具體而言，這包括輸入國的法規與傳媒產品入口的條款、傳媒出口商和受眾的關係、傳媒出口

商和本地節目製造商的競爭情況以及當地政府與人民的政治關係。這些因素是不能忽視的微觀過

程，它們是國際傳播的關鍵所在，也決定了國際傳媒產品的流向和內容。綜合來說，要較為全面

了解傳媒帝國主義，我們可以具體研究以下要素：當地政府的法規、有關傳媒巿場的結構、輸出

商的商業策略、受眾對節目的喜好、巿民對政策制訂過程的影響力等等（To &Lau,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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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國家機關政策制訂的自主性國家機關政策制訂的自主性國家機關政策制訂的自主性國家機關政策制訂的自主性 

全球化強調的在地主義的在地國家政府和在地資本主動性，國家在這裡的

角色擔任國內外政治行為者之間接觸、協調、管理的中介角色。經濟依附觀點的

全球化理論當中，很多各種形式的自主性政府行為在這觀點裡都被排除了。新馬

克斯理論為了尋求通論，採取過度簡化的方式，描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政府的

特徵和功能。全球化理論賦予國家自主性的觀點，Ferguson（1994）提出國家扮

演著聯繫全球與在地力量的中介機構，政府依舊是參與全球經貿談判的代理人，

職責維護影視傳播利益和文化自主，另一方面創造吸引跨國企業投資氛圍，適度

的開放管理市場。全球化傳播理論早期以霸權論述，開始多元勢力競逐，強調不

同行動者在全球化場域當中的競爭與合作，在地資本家和國家。 

但是，批判的全球化觀點也贊成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權力逐漸分散中，

國家擁有越高的自主權。整體而言，傳播生產和流通的權力仍然是不平等的，權

力還集中在少數以美國為首的核心國家，邊陲國家依附受制於核心集團，在考量

國家自主性時，也要將國家機關對外的位置（劉世鼎，2000）。 

六六六六、、、、    文化商品的意識型態效果文化商品的意識型態效果文化商品的意識型態效果文化商品的意識型態效果 

經濟依存觀點的理論將文化視為和其他產品一樣的商品，並沒有特別詮釋

維繫這種核心邊陲不平等關係，需要一套意識型態的合理化，以及輸入的文化產

品所帶有資本主義價值和生活形態所扮演的角色。這在之後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

都會再補充經濟依存觀點的不足。 

Said（1993/蔡源林譯，2002）提出政治經濟的帝國主義也必須要有意識型

態的支持。文化帝國關注的層面在不只是政治、經濟層面的依附和宰制，強調一

種意識型態對於維持政治經濟現狀的作用，並意識型態和帝國主義的運作有相輔

相承的微妙關係。李金銓（1989）對於指陳文化帝國主義內涵，各國輸入的文化

內容產品，包含推銷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利用影視產品刺激消費慾望，使美國

可以獲取更多商業利益，這不平等的制度有可以永久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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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面六個觀點，當前有關全球化統合主義的討論，經常將全球面向的

組織等同於流動的、統合的，而在地面向則是僵固的、等待被同化的。這樣的論

點忽視不同地理面向的社經組織活動之間的互動與對抗合作，並輕描淡寫各種行

動者間複雜組織結合衝突的可能性。唯有將全球與在地行動者、統合與分殊力

量、政治與經濟力量兩兩互動關係同時處理，方能得到一個全面關照角度。 

                                                                                                                                                                                                                                     

貳貳貳貳、、、、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在地和國家的三合聯盟分析架構在地和國家的三合聯盟分析架構在地和國家的三合聯盟分析架構在地和國家的三合聯盟分析架構 

就上面各種全球化理論的整合觀點，本研究發現全球化傳播產業發展的研

究必須面對一個主要的問題，如何提供一個可以理解分析政治，經濟，社會，以

及傳播體系的理論架構。經由上面的討論認為適合的分析架構必需整體傳達跨國

資本力量與國家政策制訂者互動的形式，並且呈現跨國資本力量與在地資本力量

的動態競爭合作。因此本研究接續的將要介紹 Evans（1979）的 triple alliance 將

這六個整合性觀點，統整到單一架構分析在地國家傳播發展的型態，並且針對

triple alliance 理論給予修正補充。 

Evans（1979）更進一步延伸依賴理論模式，作為分析第三世界依賴發展的

過程和結果。依賴發展被以下三個者要角色的互動所主導：國家（state）、跨國

集團（TNCs）、以及當地資本家（local capitalists）。這三者彼此擁有不同的目標、

利益相互衝突、也有不同的影響力，因此它們之間的關係由一系列衝突（conflicts）

和合作（cooperation）所組成。因此依賴的觀點意味著在一個依賴國家裡的資本

發展的歷史過程，伴隨著和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聯盟互動。這一個架構的基

本假設第三世界國家傳播產業發展是經由全球資本力量、在地資本階級，以及國

家政策制訂者三者交互影響所型塑。並且透過檢驗這些結構因素之間的交互影

響，理解這三行動者之間的動態互動關係。這三個行動者的狀態和利益陳述入下

（Evans, 1979）： 

第一、 跨國企業：跨國企業的利益滿足資本累積的慾望，追求海外新市場的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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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跨國公司以最求全球利益最大化運作。透過科技和資本的利用。跨

國公司使得邊陲國家經濟盡可能的被他們的產品所滲透，而且渴望行銷

他們的現有的概念和科技，不顧是否適合於當地文化或環境。 

第二、 在地國家：國家被認為是支持資本累積的主要機構，以及透過採取壓制

和推行國家主義進行社會控制。在依賴發展過程，國家擁有一個矛盾的

本質：對於國家發展，國家必須倚靠跨國企業的合作，利用他們的科技

和資本促使國家經濟繁榮。 

第三、 當地資本家：在地資本家面對跨國企業時位處在一個惡劣和沒有優勢的

位置。這位置和當地資本家的特權在於他們有能力和其他菁英團體結合

成菁英團體，結盟的對象通常是國家或者是跨國集團。一旦和國際資本

聯盟，在地資本家轉變為一個從屬以及國際化的資產階級。 

除此之外，triple alliance 理論只有注意到政治經濟菁英團體，忽略其他被宰

制階級，像是工會組織、消費者團體，本研究將這些被宰制階級納入觀察架構，

使之更為宏觀完整。再者，triple alliance 理論只關心跨國企業作為主要行動者，

忽略跨國集團母國家政府的角色，核心國家通常支持本國跨國企業進入海外市場

的重要角色，並會透過種種政治經濟影響力協助自己國家企業有效的在海外擴

張。最後，一些具有規範全球經濟市場的國際的經濟組織也被忽略，像是 GATT、

WTO 等，這一些全球性經濟組織主導全球經濟體系成形，它的國際影響力和命

令對於在地國家市場開放和跨國集團有效擴張都有很大的推力。因此，本研究整

合的國際傳播架構模式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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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本研究修正後的三合聯盟架構圖（實線直接影響，虛線間接影響） 

資料來源：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36）, by Evans, P. B., 197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就 Triple alliance 模式而言，這概念研究架構呈現全球資本主義，在地資產

階級結構，以及國家這三個角色交互影響形塑電影產業的發展。在第三世界的電

影產業發展被國家整體電影政策所影響，而電影政策的制訂都是基於國家和當地

資本家利益間互動，以及國家和跨國企業和國際貿易機構間的互動。接下來的部

分將會逐一介紹這些行動者在電影產業上如何施力，以及這三個主要行動者兩兩

之間相對的權力關係。 

 

 

 

 

美國政府 

在地國家政府 

跨國媒體企業 

在地媒體企業 

國際貿易組織 

其他被宰制階級： 

工會、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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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媒體全球化與國家管制政策媒體全球化與國家管制政策媒體全球化與國家管制政策媒體全球化與國家管制政策 

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仍然是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

和社會關係反覆辯證的核心（Ferguson, 1994）。Featherstone（1994）解釋全球主

義和在地民族國家之間的連結，認為民族國家是全球與在地互動的主要政治元

素，以及對抗與合作的行動者。這一部份將要說明國家作為一個市場管制角色，

採用公共行政學之政策分析方法，透過政策分析評估該政策作為一工具手段，理

解電影政策其深層意識與設立目標是否準確傳達其終極價值，並追溯與盤點政策

執行成效。 

  

壹壹壹壹、、、、    政策分析的內涵政策分析的內涵政策分析的內涵政策分析的內涵 

政策研究分析學術養分遍及各學門，汲取政治學、公共行政以及古典經濟

學的研究成果。政策研究分析採行經濟學研究工具，運在於研究政策內涵分析與

制訂過程之科學（Weimer & Vining, 1999 /陳恆鈞等譯，2004）。政策分析學科以

市場機能、個人理性選擇構成其學科之認識論哲學，此學科以市場機能解釋所有

人類活動模式，其政策分析準則與規範分析國家政策是否能導引經濟學理論之完

全競爭市場要求。因此政策研究其目的在於減少理性選擇過程，減少整體產業所

知付出交易與資訊與機會成本（Mosco, 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 

國家管制政策主要分為分配型政策（distributive policy）、管制型政策

（regulative policy）、再分配型政策（re-distributive policy）及自我規範型政策

（self-regulative policy），其中國家多採取管制型政策限制資本主義與跨國企業的

影響性（Weimer & Vining, 1999/陳恆鈞等譯，2004）。管制型政策其基本精神乃

結合社會群體之共識，約束個體行為，以達到全體社會最大效益（朱敬一，2005）。

因此我們可以瞭解管制型政策具有濃厚的政府干預色彩，國家為了解決市場無效

率、維護社會公平，既使古典經濟學支持自由開放的競爭策略，但市場機制並非

萬能，再者保護幼稚產業、市場失靈等觀點也支持國家有限度的管制的必要性（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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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珠，2002）。 

管制政策是國家取代自由市場機制，以強制的手段影響市場上的利益分

配，促進市場行動者在競爭市場上遵循公平競爭規則。國家政策管制的目的在於

維護市場機制公共財（Public Goods）的正常運作、防止外部成本的產生、消除

消費者資訊不均、維護市場平衡與禁止偏差行為，具體管制的手段包含價格管

制、數量管制、商品品質管制等。當市場失調（market failure）導致壟斷價格機

制無法作用，或者面臨文化侵略等經濟的外部性（externality）時，國家應該積

極干預市場的經濟活動，以替代價格機制為全國人民謀取及大化的福利（蕭全

政，1988：113；張世賢、陳恆鈞，2001；Lin, 2004）。 

公共行政理論學派多認為管制型政策原因與目的為：公共財（Public 

Goods）、外部性（exterality）、市場競爭型態（market competition）（張世賢、陳

恆鈞，2001）。首先，公共財不同於私有財具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之特質，其

財貨之提供可以同時為兩人以上帶來效益，並且也無法排除其他人享有此一財貨

勞務的權利，亦即一般私部門欠缺提供該勞務財貨誘因，再者一般公眾不用付出

代價即可享用，為避免公共才生產不足與維持公共財性質，公共行政理論認為政

府應介入管理。第二，外部性意指影響其他不完全同意該行動之他人之成本效益

之影響，亦即產生當事人不必負擔而其他第三者卻需承擔之成本，這樣的外部性

也就是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第三，市場競爭型態的因素包含：政

府對特定產業之管制與特許，另一就是因為產業特性導致成的獨佔亦即為自然獨

佔（natural monopoly），該產業具有規模經濟之特質，在廠商追求利益極大化的

動機下，廠商會降低生產提高價錢，違背市場機制之運作，檔至全體福利與經濟

效益上的損失，因此主張政府應該積極介入管理。此外，其他種市場競爭狀態導

致不完全競爭，政府管制目的要補足市場機能的失效，對特定產業依其特性採取

經濟性與社會性的的矯治，以追求市場與社會公平發展（吳英明，1999）。 

具體的管制政策工具包含，禁止、標準、行為限制等行為，Weimer &Vining

（1999/張世賢、陳恆鈞譯，2004）將一般性管制政策分為架構型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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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s）與控制型管制政策（regulations）。架構型管制目的是維持市場制

度的運行，針對所有產業提供避免市場失靈的通則性規範，如同公平交易法、反

托拉斯法、消費者保護法、著作權法。控制型管制政策乃是針對特定產業，意圖

影響市場中生產者行為與消費者選擇之政策，政府給予該產業業者指示，監視其

行為，並處罰不服從者，其主要的政策手段包含：進口數量管制、價格管制、禁

止行為、產品標準等市場行為管制。 

 

表 2-1：電影產業管制型政策類型表 

管制政策類型 電影產業管制型政策 

貿易性管制 進出口數量管制、進口電影映演比例、進口電影標

準限制 

財政性管制 進口關稅、相關稅制、補貼、獎勵 

貨幣性管制 外匯管制 

價格型管制 電影票價管制 

架構型管制 著作權法、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民法、刑

法、社會秩序維護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但是這樣的政策科學被簡化為與政治經濟權力關係脫節的科學主義，往往

只以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分析國家政策表現績效，但乎略政策決定過程的政治經濟

權力因素，以及各種非關經濟效率的多元價值。Hawkesworth（1988；轉引自

Mosco, 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針對公共選擇理論基礎的政策方析提出

的批判性的改革，除了檢驗政策對於整體市場影響，更要明辨政策制定過程的政

治意圖與意涵。本研究挪用政治經濟學給予政策分析相當的啟發，除了政策績效

表現更將政策放置放於結構與歷史中理解，構連價值體系與哲學上應然的道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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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納入更多元價值，評估此一政策是否民主、自由、公平、與關懷在地文化。

採納政治經濟學精神之政策分析，將國家政策的成因也視為在多元行動者動態構

成，影響政策形成除了主要行動者更包含整體政經結構情勢，甚至文化與意識型

態也是左右政策形塑與績效表現的重造因素，政治經濟學給予的啟發勢將政策分

析採取結構與歷史性宏觀的分析與瞭解。 

公共行政理論以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兩者的洞見構成本研究對於電影傳播

政策分析視野。政策分析學術養分來自於新古典經濟學，其關懷侷限於市場機能

與效率的技術性問題，欠缺對於公平、自由、多元等其他基本道德價值的討論。

等。跳脫古典經濟學價值之政策分析，Reagon（1985；轉引自楊書銘，1990）將

管制型政策分為兩種：除了前面所提及公共行政領域所認定經濟行的管制政策；

第二；社會型的管制政策，社會管制基於社會安全、人倫關係、文化保護等社會

層面的考量，其關注焦點在於非經濟部分，包括在地文化保護、環境管制、新聞

自由、人類倫理。 

以上討論對於國家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討論，本研究理解國家與跨國、在地

行動者之間相互關係。這一部份將討論更進一步將這樣的關係應用於電影產業上

的觀察，分為兩部分，首先是好萊塢跨國企業進入程度的管制，接續說明電影產

業裡市場行為的管制，最後說明多元勢力如何影響國家制訂電影管制政策。 

在媒體全球化論述思考在地力量對抗全球化統合力量時，國家角色往往先

被凸顯與討論，這是因為國家機關最先面對全球化衝擊，並且思考因應國內產業

變化與衝擊，並且居中提出政策協調跨國與在地市場行動者間的市場競爭行為

（吳峻安，2004）。就電影產業而言，在地國家政府為了保護在地的電影文化產

業，會透過法規進入限制，控管跨國影視產品與資金有限度得進入。在地國家採

取一些進入管制政策保護在地電影產業，特別是限制政策，可以潛在保護與促使

在地電影產業發展全球文化多樣性的政策。政策內涵傾向零合賽局政府針對某一

些人管制，意味者是服務另一些人，因此容易引起利害關係人對政策制訂內容的

高度爭鋒（張其祿，2001：57）。傳播政策作牽動各種行動者之利益，政策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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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零合的賽局，這一節理解政策分析之內涵，方可以探討不同政策對各行動

者間的影響，接續方可解讀各行動者為了促成自身偏好政策，彼此間的政治與市

場行動作為。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媒體全球化與資本主義行動者媒體全球化與資本主義行動者媒體全球化與資本主義行動者媒體全球化與資本主義行動者 

Peter Evans（1979）提出 Triple alliance 架構理解全球化統合與分殊力量，

剖析跨國企業、在地企業與國家機關三者之間反覆辯證與細緻的互動關係。這一

節我們首先探討全球與在地資本主義行動者的關係的形成，並描繪出在地國家政

府與跨國企業以及在地資本企業之間關係，首先說明在資本市場中在地企業與跨

國資本的對抗合作發展互動關係，接續探討在地國家管制角色與跨國與在地資本

企業行動者間的互動，三者間的對抗合作共謀關係為何，探討彼此關係如何導引

地方產業全球化歷程。 

 

壹壹壹壹、、、、    在地資本與跨國資本間的關係在地資本與跨國資本間的關係在地資本與跨國資本間的關係在地資本與跨國資本間的關係 

全球與在地接合歷程，在地資本業者面臨跨國企業侵占既有市場必然會群

起反抗，跨國企業市場滲透過程也有賴於熟悉在地市場之在地企業，兩者於全球

化歷程關係曖昧不明，往往因為利益衝突而對抗，也因為共同利益而協調共謀。

對於跨國與在地資本兩者互動關係，Tetsushi（1995）指出，全球市場完全整合

之前，強調地合作（local cooperation），全球對抗（global competition）的觀點，

採取一種在地產業群聚（industry clustering）策略和全球行動者競爭。但是，全

球化市場時代這種傳統民族國家觀點的產業理論太過簡化。在全球自由市場論述

之下，在地國家只能開啟市場門戶，加入自由經濟，國家才能發展。因此，新論

點假設全球行動者擁有強大的經濟政治力量，在地行動者孤立微弱，在地行動者

必須要合作才能在全球市場競爭下存活。Tetsushi（1995）將全球與在地行動者

競爭合作關係的矩陣組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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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全球化歷史發展與結構角色表 

           結構角色 

歷史發展 

全球與在地行動者關係 國家扮演的角色 

在地市場尚未開放 在地與在地行動競爭 保護管制者 

在地市場逐漸開放中 在地與在地合作， 

全球與在地競爭轉向合作 

國家做為市場開放與 

保護控管者 

全球市場完全整合 全球與全球競爭合作， 

全球與在地合作 

國家管制角色淡出 

資料來源：“Is local cooperation against global competition? ” by Tetsushi, F., 2000,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ICGG Taegu 2000 conference, Korea: Taegu. 

 

本研究將 Tetsushi（1995）的概念放在全球市場形成的歷史脈絡下，可以發

現最早的時候市場尚為開放前，在地行動者相互競爭；在地市場逐漸開放期間：

在地行動者相互合作，共同與全球行動者競爭；全球整合市場時期：全球行動者

與在地行動者在區域或地方市場合作，全球行動者間交互競爭合作。Evans

（1979：40）預測隨著全球化發展導致在地資本企業消失的兩種發展：第一，在

地資本企業被整合入跨國資本體系當中，轉變為臣服於跨國資本，所有市場行為

皆反應出跨國新老闆的利益；第二，獨立的在地資本不與跨國資本合作最終將會

消失。 

在全球與在地力量相互競爭時期，跨國媒體的在地擴張通常會直接威脅在

地的文化媒體產業，在地的行動者的抵抗可以決定全球媒體在當地的規模以及可

以深入程度。跨國企業擁有大量資源、技術和生產能力，在地企業相對而言擁有

較小的經濟能力，跨國行動者可以透過其利潤、資產、銷售額，獲取高度集中的

市場佔有率，在市場價格機制運作當中獲得較優的利益，甚至扭曲失場價格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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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更多超額、不合理的利潤。行動者可以使用自身優勢的經濟權力來強化、扭

曲、阻礙市場價格機能的運作，在策略上增加對供給、需求和價格的操作。實際

的運作行為方面，在單一廠商行動者可以強化其通路管理能力、增加賣方議價能

力、或者更進一部透過購併集團化增加競爭力。在產業網絡方面，最常見的經濟

權力運作方式，包含卡特爾（cartel）、托拉斯、同業公會等方式，來控制供給量，

增加市場佔有率，或者是提高價格（蕭全政，1988：111-116）。 

但是，Segrave（1997：261）指出在全球與在地資本競爭合作皆是如此，當

本地資本家和外資利益衝突時就會舉起保護在地文化的大纛，要求國家介入協助

對抗外資；但一旦本地資本和外資有共同利益時，本地資本就會訴諸自由市場，

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介入。最終，不管是本地的、國外的或者是跨國的資本家都

會以資本主義邏輯運作6。 

Evans（1979：41）陳述在地資本的這樣模稜兩可的位置為「一部分是居中

協調者，一部分卻不受約束，是全球資本體系內部力量居間的槓桿支點」。在地

資本企業在當地產業和市場運作一定有相對優點，或者是，全球資本體系當中必

然有某一個位置必須由在地資本企業所擔當，這樣位置的運作可能是跨國企業當

地雇員沒辦法做的像他們一樣完美。但這裡必須提到，國際化的在地資本階級與

跨國資本合作維持利益累積，但是面對龐大有力的全球行動者，在地行動者相較

為孤立微弱，若沒有特殊的利基，或者是資產特殊性，在地行動者通常都處在的

不對等合作。 

此段落探討跨國與在地資本行動者在媒體全球化歷程中對抗、合作的內

涵，發現跨國與在地的資本行動者皆服膺於追求利潤的前提，進行的一系列對抗

合作。初期在地資本家共同連結抵禦跨國企業，後續在地行動者逐漸與跨國行動

                                                
6在 70 年代中期，好萊塢擁有的加拿大前兩大院線，他們和政府協議同意每十三個星期中挪出一

個星期上映加拿大當地的電影製作。但在 1984 加拿大人擁有的 Cineplex 購併原屬好萊塢的

Canadian Odeon 成為第一大院線，Cineplex Odeon 終結這樣的協議，認為政策的原意是為了限制

外資院線影響力，但現在擁有者是加拿大人這樣的規定就不具功效，可以任意播放獲利高的好萊

塢電影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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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展出共同市場與產業目標，由對抗轉向合作。這全球化過程當中，與全球化

市場與分工體系接軌在地資本家，轉型為國際化資本階級。反之，失落與脫離於

全球化網絡的在地資本階級逐漸消失凋零。接續本研究要針對國家管制角色面

向，探討國家機關如何管制資本市場行動者，以及跨國、在地資本行動者如何施

展其政治影響力，左右國家機關調整政策法規。 

本研究發現在全球市場與全球分工體系當中，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是一個

複雜政治經濟力量、內部和外部、歷史和現在所組成的。在第三世界傳播產業發

展過程的一直伴隨著顯著改變和開放，市場結構形塑涉及內部和外部決定因素之

間因素交織糾結。一個全球資本企業會試圖透過政治運作過程尋求符合利益的政

策，或者至少與在地資本階級建立策略聯盟，透過在地團體的政治影響力發展和

自己利益相符的經濟目標（Evans, 1979）。因此，在地媒體政策的結構性改變，

不僅有國際性經濟組織的施壓，也伴隨著跨國力量與在地資本階級的共謀。 

 

貳貳貳貳、、、、    在地國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形成在地國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形成在地國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形成在地國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形成 

在全球化過程，在地國家作為聯繫全球與在地資本之中介者，國家乃代表

在地公民參與全球經貿談判，職責維護影視傳播利益和文化自主，另一方面創造

吸引跨國企業投資氛圍，適度的開放管理市場（Ferguson, 1994）。因此國家在全

球與在地接合過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居於跨國與在地勢力間協調兩者之利

益，國家政策傾倒向任何一方對於整體產業都會有重大的衝擊性改變。因此本研

究在這裡首先探討國家與資本主義間之間關係，接續理解全球化過程在地國家分

別與跨國資本、在地資本兩兩間有著怎樣千絲萬縷的連帶。 

「國家」（State）依據方長吾（1988：59）的解釋「指統治過程，即權力的

權威性行使單位」，「政府」（goverment）乃是國家的權威性表現形式。國家機關

對公共政策之決策是否具有絕對自主性或者相對自主性，在探討國家角色理論中

會因不同思潮論述而有不同之研究途徑產生，這一部分首先論述國家市場管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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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接續再說明鑲嵌自主性理論作一了解，以切合本研究主題。 

因此，國家的產業政策與市場管理邏輯將會引導在地市場產業發展和變

化。在當今自由市場論述之下，國家市場管理政策邏輯，以及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過程的各方論述角力衝突，這都關係著產業結構的發展。

Hamilton（1982）提出工具論、結構論觀點解釋國家機關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

工具論論點認為國家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當中資本階級的工具，假設資本階級透過

直接、非直接方式所操控國家機關，例如是在政府當中位居高位、作為政府顧問、

選舉贊助、政治遊說等。結構論論點指陳，資本主義國家維持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與資本持續累積，國家機關將會同意支持來自於資本階級的行為，以保存或再製

造資本社會形構。由這兩論點可以發現，在國家角色與資本主義保持一種又即又

離的關係，一方面掌握全國權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但另一方面國家機關也作為

資本主義剝削市場利益的保證者。 

Evans（1995）提出「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概念同時包含工

具論與結構論觀點，並且細緻說明國家機關與資本市場互動關係。Evans 強調政

府自主性不能完全解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因為若強調國家強勢絕對自主

性，國家完全掌握決策，缺乏跨國、在地企業支持互動，即使擁有優秀的政府體

系，無法達成產業成長目標。反之，若國家機關處於弱勢，相對使得國家機關統

治能力低落，無法主導國家經濟發展，任由資本機制運作，可能遭遇市場失調的

危機。因此，Evans（1995）就提出國家與市場兩者間的相互建構

（mutual-constructing），相信國家機關必須保有自主性，同時也要與市場行動者

保持適當程度的連結互動，國家機關對經濟發展才有可能同時扮演「市場管制者」

與「在地產業協助者」角色。 

另一面向，國家追求全體利益福利極大化，而市場行動者追尋資本累積的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目的，當國家政策目標和市場當中的行動者兩者在市

場目標上產生衝突時，市場行動者將其經濟權力轉變為政治權力，向國家機關遊

說、關說，提供相關政策制訂專業資訊，或擔任委員會委員或顧問，最終影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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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策制訂，取得市場中更佳的產業結構地位（Marger, 1981；轉引自蕭全政，

1988：113-116）。由此可知，市場管制政策就在國家機關與跨國與在地資本行動

者鑲嵌互動過程當中形塑完成。 

一一一一、、、、    在地國家與跨國行動者間的互動關係在地國家與跨國行動者間的互動關係在地國家與跨國行動者間的互動關係在地國家與跨國行動者間的互動關係 

在 1990 年代全球與在地的辯證迴響當中，跨國企業、政府、和在地被擁護

的企業為了共同的經濟利益一同行動，Ferguson（1994）稱之為「新企業主義」

（neo-corporatism）。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注重資訊自由流通（information free flow）

和自由市場（free market），傾向解管制，反由跨國媒體和資本主義主導市場秩序

以及產業發展。因此，跨國力量與經濟國族主義的政治命令經常產生衝突，當在

地媒體政策也隨著全球貿易自由化風潮下轉換改變。Evans（1979：44）指出政

府必須持續威脅誘惑跨國企業在地的經濟活動，避免資金撤離；跨國企業會透過

和在地政府的協商取得較好的投資條件，但這就意味國家必須犧牲在地競爭者，

將當地部份市場或資源轉移給跨國集團。 

Dicken（1994）在地國家機關作為回應跨國集團的地方勢力，認為跨國企

業和國家就是一種衝突與合作關係的緊密結合，跨國企業要尋求市場上最高的自

由度來發展他資本累積活動，目的是追求全球利益和全球市場共享；國家則是試

圖增進國家發展以及保護國家主權和文化，所以雙方會在兩種層次爭奪控制權：

第一層次是近用（access），在地國家控管決定跨國企業可以近用多少程度的在地

市場與資源，這個控管的拿捏程度，完全取決雙方各有多少優勢籌碼和限制，以

及雙方需要對方的程度。其次是運作規則（rules of operation）跨國企業為了順利

在地方市場經營，會不斷的和國家協商和談判，協議出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市

場進入程度以及市場運作規則，索取更佳的投資和銷售環境。 

除了跨國企業，Candha 和 Kavoori（2000）指出國際貿易相關組織（如：

WTO、GATT）的控管範圍從外國影視產品的進口的限制，到海外投資國內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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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7。再者好萊塢片廠共同成立美國電影協會（MPAA）集結跨國廠商力量

向在地政府協商，要求在地國家移除市場進入障礙，開放市場8。此外， MPAA

習慣將強大的美國政府力量引入與在地國家談判過程，迫使在地國家減少對於市

場的限制，以達到市場目標。Sochay 與 Litman（1992）指出美國政府在電影全

球化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除了透過外交施壓方式協助 MPAA 拓展市場9。 

二二二二、、、、    在地國家與在地資本關係形成在地國家與在地資本關係形成在地國家與在地資本關係形成在地國家與在地資本關係形成 

Lindblom（1993/陳恆鈞，王崇斌，李珊瑩譯，2001）強調在地企業的對於

國家政策制定的重要性，並且指出在民主國家的政策制定過程，在地企業介入公

共政策的制定，並且加入選舉活動，掌握對公共政策制定的獨特控制權。在全球

在地辯證發展歷程中，發展中國家為追求經濟、文化自主性，會極力培植國內幼

稚產業的公司企業。但是在地企業和國家兩者有著不同的目的，企業追求達到財

務目標，而國家追求適當的發展目標以及國家的文化認同，但是國家的經濟發展

大多要由在地企業帶動，因此在發展上國家大多會和在地資本家站在相同陣線，

                                                
7
 限制外國影視進口和投資活動，扶植保護在地的媒體文化發展。但是這些規定在 WTO 的服務

業貿易總協定之下都被認為是妨礙自由貿易的障礙，在 WTO 機制下被要求移除。以本研究所觀

察的電影產業，WTO 便要求去除配額限制（quantitative restrictions）、政府獨佔媒體（government 

monopoly）、政府補貼（subsidies）、直接投資限定等，加速影視產品流通和自由貿易（Lin, 2004）。 

8 MPAA 主張這些進入限制明顯違背 GATT 的精神和利益，透過國際經濟組織的協商期盼促進影

視產品貿易自由化，致力推廣電影自由發行（free distribution of film）（Segrave, 1997: 202-4）。

MPAA 的主要工作包含與在地政府談判，協助好萊塢海外擴張；爭取對好萊塢有利的電影進口

和市場運作規定；在海外市場宣傳智慧財產觀念；協調減少成員間競爭，制訂共同產業策略；分

配成員在各國所擁有的電影進口配額（Guback, 1974; Pendakur, 1985b; Segrave, 1997: 193; Gomery, 

2000: 366）。 

9
 國政府在二戰後執行資訊媒體保證計畫（Informational Media Guaranty program, IMG），透過這

計畫美國政府支付好萊塢任何無法轉匯出來的票房收入，把無法轉匯出來的錢交給美國政府在當

地運用。除此之外，美國政府會透過外交壓力迫使電影輸入國家對於電影票房盈餘轉匯採取優惠

固定匯率制度，以避免因為匯率波動導致好萊塢片商利益受損（Pendakur, 1985; Segrave, 1997: 

203-5）。Cheong（2004）的研究也指出新興工業國家與美國商業部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過

程，常常為了尋求國內高科技、工業產品避免在美國遭受高額關稅以及進入障礙，美國政府通常

會以要求對方開放國內影視產業市場，作為交換其他產業出口發展談判籌碼之一，在美國強勢介

入讓好萊塢更如入無人般的擴張到海外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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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跟隨在地資本家的立場轉變產業政策方向（Greider, 1997/張定淮、週新琦、

夏家駟譯，2003）。 

在地資本行動者具體將經濟力轉換成政治力的單位正是該產業的同業公

會，同業公會是具有同一、相似或者相近市場的市場行動者聚集起來的，以促進

此行業集體共同利益的組織。在地民間社會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地的消

費者團體、地方組織的對抗與合作將會影響跨國媒體集團在當地的規模與深入程

度（Grainger & Andrews, 2005）。他們展現政治經濟影響力的方式主要有四種：

首先，組織和強制實施成員間的合作行為；其次，與其他公會組織訂立集體性契

約；第三，遊說或影響政府的公共政策，以保持或增加其成員的利益；最後，提

供能夠影響交易行為和效果的各類訊息（Streeck & Schmitter, 1995: 14-17；轉引

自余暉，2002）。在地資本家透過同業公會集結業者力量，共同向政府遊說，影

響國家政策制訂。 

由前面討論本研究理解為了保護國內媒體產業和在地文化，大部分的國家

都會設置守門條款居中控管跨國影視產品的進口與運作。但是市場自由化風潮衝

擊之下，這些限制在跨國企業、跨國企業母國家與在地勢力多方折衝尊俎下逐漸

軟化開放。國家影視產業保護政策被全球自由市場和資訊流通的修辭下被覆蓋，

開放與保護便在全球/在地的力量對抗妥協成形（Ferguson, 1994）。綜合以上討論

可以發現全球、在地接合過程，國家機關所扮演的「市場管理者」、「產業促進者」

的角色，以及其所承載的市場管制邏輯與意識形態。本研究在文獻整理過程認定

市場解管制歷程是多方勢力競逐過程，其中國家機關與市場行動者間的關係，以

及市場行動者如何將其經濟力轉換成政治力，都會影響國家傳播管制的制定與修

改。在全球化時代，國家的傳播政策就在各方政治力量的整合對抗下成形。 

這一的討論媒體全球化的內涵與起因，理解整合全球化傳播論述的統合與

分殊的多元觀點，發展出適合觀察第三世界媒體全球化的 triple alliance 架構。並

以架構當中的跨國資本、在地資本、國家機關三主要行動者在「資本市場」以及

「國家政策」兩場域的對抗、協商、共謀。接下來，將說明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



 45 

取向，以及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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