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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與邱貴芬、陳光興對話 

一、如何定位國民黨官方文化 

既然「合拍劇」最初起自國民黨政權獨佔三台時期，今日又在中國大陸電視

市場找到重生養分，若要研究它遂涉及我們如何看待國民黨官控商營三家電視台

與三台體制內培養的電視文化生產者之社會文化角色。而論及國民黨政權時，我

們無可避免面臨選擇哪一種文化認同與認識立場，因為這涉及台灣如何定義自身

的難題。 
 
在此必須特別解釋研究中「國民黨」一詞使用上指涉之意義及其脈絡。本文

探討的時間點起自 1980 年代末期解嚴後，經歷 1990 年代往前至 21世紀今日。
這時台灣已經進入李登輝領導的國民黨執政階段，同時是國民黨陷入內部分裂的

時期。自從 1993 年李登輝明確取得黨政軍的權力核心，非主流派的外省政治菁

英敗下陣來，「國民黨」之意義越趨複雜。李登輝借用國民黨的黨國資源，在國

民黨的政經體制內進行民主化／本土化政策，因此使得國民黨政權先後分裂多

次，分別是 1993 年新黨正式成立，以及 1996 年國民黨非主流派的林洋港與郝柏

村與李登輝競逐總統大選。李登輝掌控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本土化優先的政黨，

而非主流派與新黨則由舊有外省政治菁英組成，反倒成為在台灣緊守大中國意識

的政治勢力。從 2007 年回看李登輝主政時期，我們可以視「李登輝」作為閩南

族群由體制內向舊有統治階層進行權力鬥爭的象徵，李登輝的國民黨改造則是台

灣整體大環境不可避免的本土化趨勢之過渡期間。然而整體來說，國民黨之於台

灣的統獨認同光譜還是處於相較民進黨偏向非獨的位置。本文指涉的國民黨政

權，是外省族群政治菁英勢力。在李登輝主政之前，它是舊有的統治階層，壟斷

龐大的政治資源。在文化上，受到統治階級的保障，外省族群的文化與意識型態

成為台灣社會內部的優勢文化。 
 
在台灣文化與身份認同的學術理論裡，「中國」是「台灣」的關鍵它者。隨

著時代處境的變遷，「中國」所指對象雖然有所不同，但基本意味著地理上單方

向從中國大陸進入台灣的文化與政治力量。由於政治力量與文化力量互為作用，

所有的台灣文化認同理論都不能與政治主張切割開來。我將以邱貴芬與陳光興的

理論為主，閱讀 1990 年代的台灣文化認同理論以及理論內的「中國」。 
 
由台灣外文學界展開的後學論述，從鄉土文學論戰後發展成熟，到 1990 年

代中期達到思辯頂峰。後殖民本土論述者邱貴芬強調台灣長期以來遭受其他外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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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力壓迫的歷史經驗，強烈抵制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大中華文化本位主義，以及國

民黨在台灣推動的大中華文化及語言政策。6邱貴芬強調在後殖民脈絡之下，台

灣的文化主體性有異於中國大陸，主張依台灣的被殖民經驗建立自身文化的自主

性（邱貴芬，2003b: 262）。7邱貴芬的後殖民理論有一個權力結構之重要命題，

那就是相對於大中華本位主義之「中國」，「台灣」的被壓迫位置是恆常不變的。

「台灣」符號的建構與充實，實是以抵抗中心（de-centering）之姿態，對峙於國
民黨官方國語文化所撐起的「中國」符號。 

 
對於邱貴芬的後殖民本土論述來說，國民黨政權遷台之後在島內種種作為都

稱得上是壓迫經驗。國民黨的文化政策與官方全面掌控的各種文化機構，包括台

灣三家官控商營電視在內，是國民黨代表的「中國」壟斷的官方意識形態國家機

器，為國民黨實行大中華文化與國語政策的官方意識形態手段之一。官方文化機

構保障外省族群媒體與文化精英之餘，壓抑本省族群鄉土閩南文化，因此後殖民

本土論述將論及國民黨文化政策時，將電視概括為國民黨整體壓迫性權力結構的

重要一環。 
 
台灣電視的國民黨國家機器特質，或國民黨政權在台灣利用電視媒體灌輸大

中華國族意識生產「中國性」，這兩種說法已是如今極為普遍的論述，然而我們

若是直接將三台官方媒體簡化為國民黨意識形態國家機器，很可能造成，一、忽

略商業電視媒介以廣告利潤營生的資本主義市場導向本質，電視媒體作為流行文

化工業穿越地理空間限制、拼貼影像挪用各種地方元素符號的影像文化特質；

二、更忽略了電視這個二次大戰之後才出現之新興現代文化科技，如何在以美國

為主導的自由主義陣營中被引介入亞洲各國，成為冷戰各自陣營對峙與意識形態

電波宣傳工具，反可能犯了去脈絡化的謬誤，簡化電視場域的在地文化特徵。我

稍後在電視媒介的冷戰角色一節再談及這個部分。 
 
2000 年台灣政局巨變，國內社會文化結構翻盤，本省閩南族群成為主流，

從前的省籍文化位階不再，台灣面臨的外部國際政治經濟情勢也大為不同，必須

直接面對在國際上代表「中國」正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鑑於時空轉變，學術

界開始試圖以全球觀點重新定位台灣，尋求內部族群和解、豐富「台灣」文化符

號內涵。不少文獻已經嘗試接納國民黨戰後來台所帶來的外省文化亦屬於台灣文

                                                 
6 大中華本位主義以國民黨為核心，卻非僅限國民黨，而隨著不同時空議題有所變化。國民黨政

權、國語文化菁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中國國族主義者都是可能的主張者。上述三者雖可歸

類為大中華文化主義者，然則內在歧異亦不小。但對台灣本土主義者來說，這些主張者都共同具

備路徑上「來自中國」的特色。 
7值得注意的是，「差異」是認同論述論辯的核心議題與終極達成目標：「台灣與中國不同」、「台

灣文化已有別於中國大陸」等宣示，然而「台灣」與「中國」之差異是可以透過論述建構而生產。

最有意思的是，無論是後殖民論述還是後結構論述，專注於「台灣」研究的同時，預設「中國」

符號則相對飽滿穩定、有策略性地本質化「中國」之符指恆常不變的傾向，廖咸浩（1995）也曾
提及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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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體性一部分。受到人類學者 James Clifford（1997）「根」與「路徑」的啟發，

邱貴芬（2006: 131）也轉而呼籲新一波的台灣論述乃是以開放的角度，著眼文化

流動演成（becoming），強調「海洋國家」開放、流動和文化的演成，取代以後

殖民文化對峙想像，反映台灣深恐被邊緣化的危機意識。 
 
邱貴芬轉趨同意開放包容的文化想像和互動的必要性，不過堅持開放互動必

須保持一定限度，然而這發展帶來的突破性意義，在於過去本土論述未能超越冷

戰結構對峙的文化邏輯封鎖性。過去台灣本土文化認同探索，均以台灣國內的社

會內部政治氛圍為脈絡，缺乏宏觀的全球論述結構。在追求兩岸和平為當務之急

的今日，陳光興的理論更具參照意義，也更適合以兩岸為脈絡的台灣電視文化研

究。 
 
邱貴芬與陳光興皆被歸類為後殖民理論家，然而兩者理論實則差異極大。兩

位學者的理論基本出發點不同，邱貴芬（1995）處理台灣本地文學場域長久以來

的大中華文化語言本位主義，陳光興（1994）則直接面對台灣的政治論述，一開

始就將戰場拉至區域東亞，指出台灣在美日中的鏡像之中，複製了帝國心態而成

為東亞內的次帝國，甚至反過來影響當代中國在內的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邱貴芬

（1995：176-177）試圖反思後殖民「台灣性」文化雜燴的可能面貌，但陳光興（1994）
透過分析李登輝福佬男性政權指出，「國民黨」已然是不可不提的台灣主體性重

要構造之一。 
 
兩人的理論宏觀視野亦有所別，邱貴芬看到美國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與大中華

文化霸權，而陳光興則重提新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冷戰對立。提倡「破國族」、

「去殖民」的「批判性混合」方案的陳光興與堅持後殖民理論的邱貴芬，兩者面

對美國的新帝國主義時較為接近，但面對「中國」或「統獨」論點差異甚大。「迂

迴前進」的陳光興，繞過統獨爭議與國民黨歷史裡的殖民暴力問題，批判台灣國

族運動與大中華主義以及日本殖民主義的同質化傾向，促使台灣本土新國家／族

運動進一步反思本身權利壓迫的問題（邱貴芬，2003b: 272-275）。陳光興（2006）
認為僅僅討論獨立或統一都不能徹底根治問題，而提出三位一體的殖民－地理－

歷史唯物論革命性認識架構。 
 
陳光興（2001: 48-49）宣稱後冷戰時期從未到來，台灣高度親美的世界觀、

政治與機構的形式、民間的知識體系與分類，其實都是冷戰結構效應的環節，都

在冷戰的二元切割下進行，這些累積的歷史必須被批判性地進行分析，才能走出

冷戰架構出來的知識體系。陳光興從冷戰角度切入展開他對於台灣社會近年各種

困境文化邏輯的拆解，他將「亞洲」帶入台灣統獨與國族政治的戰場，將視野拉

大到亞洲的冷戰格局，把台灣擺放在美國主導的自由陣營內作為一個連動的參與

者，企圖以「亞洲」這個參照點來擾動台灣內部「統／獨」與「中國／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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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政治框架。 
 
在另一篇文章中，陳光興（2006）揭櫫台灣的美國內在性（inside-ness），美

國已成為冷戰民主陣營東亞地區日本、南韓、台灣等地的全方位參照對象。美國

不再外在於台灣的生活經驗之外，上至政治，下至流行文化與日常生活，美國無

處不在。美國不再外於台灣的知識參照之外，美國思維就是台灣慣常思考角度，

美國作為台灣內在主體性的一個特徵產物，正是台灣的（外省國民黨）反共／（本

省民進黨）反中而親美（全體台灣皆然），成為戰後台灣最深刻的文化特性，而

這主要是由反共親美的國民黨政權長期建構而來。 
 
陳光興（2001: 53-54）理解的戰後台灣國民黨政權，是亞洲國族主義奪權、

美國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與全球冷戰結構三者結盟的後果。國民黨政權是美國

在亞洲扶植的反共勢力（棋子），也是經濟主義至上的現代性勢力，利用反共作

為正當化親美政權國家在台灣的威權主義統治與經濟發展主義。 
 
將國民黨視為冷戰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共親美華人政權，而非僅著眼於島內壓

迫，以冷戰全球生態的角度來理解國民黨之所以在台灣灌輸大中華意識的前因後

果，才能找到新的論述觀點，重新看待過去的台灣歷史與台灣官方電視文化的歷

史，將國民黨帶來的官方（外省）文化重新定義入台灣文化主體性，重新定義台

灣文化主體性內涵，尋求內部和解，同時與中國大陸達成相互理解。 
 
陳光興（2001: 42）因此主張，戰前日本殖民主義、戰後的美國後殖民主義、

國民黨反共親美的威權國家主義，這些都已經構成台灣主體性構造的成份。要能

夠重新理解台灣主體性的構造性質，除了將台灣放在美日等帝國主義後殖民結

構，之外還必須將台灣放回冷戰亞洲，才能拓展新的認識空間，提出貼切於新歷

史條件的解釋，如此一來才能促成台灣內部省籍和解，與中國大陸展開善意互

動，以至於亞洲的和平。 
 
釐出上述事實現狀後，冷戰與全球資本主義的世界秩序觀，或許比二元對立

的後殖民本土理論，更適合用來作為分析當前台灣與中國在全球政治上的對峙，

也更能夠幫助我們台灣重新在亞洲甚至世界找到新的定位點。我們或許才能夠走

出統／獨二元對立的知識框架，重新以亞洲脈絡甚至是全球角度來看待流動到中

國大陸的台灣電視文化。 
 
受到陳光興的啟發，我建議，既然台灣長期被結構在美國佈局的東亞冷戰民

主陣線上，台灣也必然成為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文化路徑與共

產世界對峙的前緣。當中國大陸共產陣營瓦解之後，台灣則順應為西方資本主義

現代性前往中國新興市場之間的途經中據點。一方面台灣是華人文化流經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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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卻因此成為西方現代資本主義及其文化生活型態傳布路徑中介點。我們

既在文化中華的路徑之中，也在西方現代性的路徑之中，既然是中間，也就是中

介，所謂根源，也是路徑，這也許更合乎了邱貴芬點出的海洋台灣論述想像，也

許這就是資本主義現代台灣所呈現出的文化特質：「中介」與「中間」。 
 
以冷戰為切入角度，另外還能讓我們研究兩岸文化動態時，首要能避免陷入

所謂「同文同種」的大中華文化論，意識到兩岸三地因為冷戰對峙隔絕數十年產

生的巨大文化社會差異。這使我們可以將中國政權與大陸電視市場、台灣國民

黨、台灣電視文化生產者、台灣電視與台灣本土主義者放在一起，整體地來理解

東亞華人社會與電視文化錯綜複雜的連帶關係，精準地掌握台灣的兩岸「合拍劇」

在地歷史與社會脈絡、台灣與中國大陸甚至是其他亞洲地區的在地電視文化動

態，這對於未來所有可能展開的批判性兩岸電視研究至關重要。 
 
我依循陳光興（2001）對於國民黨政權的定位，傾向視國民黨掌控的三台電

視乃是全球冷戰體制下，實行國族主義現代化經濟發展，利用反共來正當化其威

權統治的親美反共政權其下的文化生產機構，特質在於其配合現代社會經濟發展

的商業媒體特質、大中華意識形態及反共親美的保守態度。 
 
既然我採取冷戰對立的本體論／認識論來界定國民黨台灣，這些三台體制之

下所生產的中國歷史與傳統為背景的流行文化文本，根本上乃是出自冷戰期間的

台灣與香港兩地，當可被視為後冷戰台灣流行文化之一。事實上，台灣電視的「台

灣性」之建構過程不能缺乏中國的存在。1980 年代冷戰形式上結束後，循著西

方現代資本主義全面被中國接受的同時，台灣電視等流行文化依照這條路徑進入

中國當代社會，影響中國當代電視文化生產。當台灣與中國在後冷戰時期終於直

接相遇時，台灣電視意味著什麼多少是透過與中國比較，被中國辨識、交涉，在

雙方互動之下被建構與填充意義。 
 
抓住這個角度之後本文再將文獻引入三台電視的主題，首先介紹台灣三台電

視的媒介生態與特質，世界冷戰格局下身處資本主義世界的台灣電視為何？現代

的文化科技被引入台灣之後，與國民黨反共國族精神與國家發展政策之間又磨合

出了什麼產物？首先瀏覽從冷戰切入的戰後電視研究文獻，檢視電視如何成為戰

後國家發展重要方案，然後回顧電視通俗戲劇的文獻，瞭解隨著電視事業發展成

熟，電視生產者如何在國族主義與資本主義市場機制之間取巧妥協，生產屬於電

視的新文化形式。 

二、冷戰、國族主義、通俗電視劇 

作為現代甚至二次大戰後才出現的大眾媒介，電視與資本主義國族國家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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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運作密不可分。電視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構造紋路，在充斥高度不確定性的現

代社會，媒體扮演穩定人們生活秩序與社會關係的角色(Silverstone, 1994: 2-8)。
Lynn Spigel（1992）對於戰後美國電視的研究指陳，國家試圖利用電視重塑理想

的家庭價值，讓過去戰爭陰影之下的美國人重新回歸家庭，電視取代了火爐成為

美國家庭活動的新核心象徵，看電視不僅是家庭價值所在，也成為全體國民價值

所在。 
 
在亞洲，電視同樣與國族主義緊密結合，不過這當中無論是國族自身的對

照，還是理想的現代生活想像，美國均扮演重要他者。根據吉見俊哉（Yoshimi 
Shunya）的日本電視研究，戰後日本不僅靠著發展家庭電器工業，以美國為參照

對象，建立起「日本製造」（Made in Japan）的「電子國家」國族認同，更藉由

電視轉播展現出「日本特質」（Japanese-ness）凝聚國民共同體，穩固現代都會
家庭作為新一代日本家庭形式（Yoshimi, 1999, 2005）。 

 
台灣電視的出生更是緊密地鑲嵌在國家、冷戰、西方現代性三合一整體結構

之中。柯裕棻（2007: 4-5）發現，電視進入台灣社會過程一開始就引發國家經濟
發展與國民黨國族主義之間的衝突，國家經濟進步對於國族主義雖有相輔相成之

效，然而國民黨技術上高度依賴日本的事實，與高度反日的國族主義基礎產生極

大衝突，果然後續也引發社會爭議，官方則盡力淡化日本技術協助台灣電視事業

的實情，而視美國為終極的現代化理想標準。此外，電視發展從訊號技術規格到

內容法規制定，無一不以國民黨國族主義反共大任為設想，電視事業的發展也摻

雜了國民黨與中國大陸之間冷戰競爭之考量。8 
 
柯裕棻（2007: 9-11）也發現 1960 年代台灣，電視的家庭位置非常家常且性

別化。研究指出，電視事業除了是國家西方現代化發展指標，也具有現代休閒娛

樂與進步教育的雙功能，觀賞電視能重塑家庭日常生活經驗與教育現代國民，如

寓教於樂的兒童節目與婦女新知節目；然而，電視同時也是國家控制社會工具與

思想教化媒介，國民黨不僅要透過電視宣導反共復國教育，包括大陸文化大革命

激起的中華文化復興運動，也必須透過電視馴化社會民心，國族主義的教化理想

遂不得不有所妥協，折換以現代日常生活邏輯來進行。 
 
相當矛盾的是，東亞國家竟是採用配合現代資本主義運作的西方文化科技，

來作為建構國族共同體的手段。電視能「寓教於觀看」，改變了過往對於教育一

貫的思維，只要能夠讓觀眾看到電視畫面中呈現的事物，就能讓觀眾經歷這段過

程，達到教化目的 (Williams, 1974／馮建三譯，1992: 95-96)。讓觀眾經歷歷史

而不是直接教導歷史，這正是國族主義嘗試利用電視的教化手段之一。在電視節

                                                 
8 台灣電視採取美國規格 NTSC系統，中國大陸則是採取歐洲規格 PAL系統，藉由兩種不相容

的系統達到國家對民眾資訊的管控。 



 12

目當中，通俗電視劇（melodrama）正是最主要的國族敘事再現，因為戲劇是最
能夠重現歷史場景的表現形式。 

 
對於Williams(1974／馮建三譯，1992: 79-81)來說，電視劇是種全新的藝文

形式，電視劇的出現是現代社會特徵之一，收看電視是當代人們的主要日常活

動，電視經常中介社會已有的內容如改編自人們已經熟知的文學作品，電視劇的

主角人物與劇情也經常是通俗文學早已盛行的公式化模式。Ang(1982)則分析通
俗電視劇是資本主義現代社會說故事的方式，廣播科技提供了戲劇大量流通的物

質基礎，視覺文化科技的革新則允許戲劇情節的拍攝精緻化與複雜化來取悅現代

都會大眾，典型的通俗戲劇則經常以浪漫煽情的悲劇情感結構（tragic structure of 
feeling）吸引電視觀眾。通俗戲劇被認為是一種高度娛樂性的大眾文化產品。通

俗戲劇一反寫實主義敘事模式，經常表現出高度情感張力的劇情，其中女性是主

要消費者(Gledhill, 1987)。 
 
吉見俊哉檢視日本電視節目作為國族自我敘述時，就談到自從 1960 年代

起，電視節目扮演連結國族歷史與國民記憶的重要角色。許多以二次大戰時期日

本國民生命歷史為主題的著名小說，成為日本 NHK電視台晨間電視節目的重要
來源，以戲劇化的形式再次創造日本國族記憶。然而，這當中也出現電視觀眾的

性別化，男性較為喜愛 16、17世紀為背景的日本歷史電視劇，配合戰後現代女

性的勞動作息，晨間電視劇則以戰時樂觀進取的日本女性為主，這些電視劇敘事

都是通俗性質的，也可歸類出固定情節模式（Yoshimi, 2005: 553-554）。 

三、台灣現代通俗劇中的「中國」 

台灣的電視事業是在國民黨手中發展出來的。國民黨成立三家無線電視台的

動機，不只是國家政策目標，同時也藉分配資源攏絡本地資本家以穩固政權，因

此台灣電視台必須在國家政策與商業營利之間遊走（林麗雲，2006）。自從 1962
年開始，一直到 1990 年代有線電視衝破多年維持的三台寡占結構之前，台灣電

視都維持著大眾主流市場生態，這當中以八點黃金時段最為大眾。2000 年是三

台廣告量被其他電視台超越的關鍵。根據超越前夕 1999 年一項台灣電視收視行

為調查，當時的八點電視節目最高可吸引到約 1300萬人，四家無線電視台的八
點電視連續劇，約可吸引到 900萬人，平均每部可以獲得 225萬觀眾（廣電基金，

1999；轉引自鍾起惠，2003: 207-208）。 
 
國民黨的大中國反共文化政策一方面使得方言出現在電視的比例受到官方

監督與壓抑，三台則配合政策播映電視節目，另一方面早期有很多鮮明的反共意

識題材電視劇。然而，隨著台灣經濟邁入富裕時期，人民生活型態轉變，電視收

看喜好也逐漸變化。娛樂文藝節目一直佔有極高比例，1960 年代即以 40％穩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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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視各類節目之首，最高將近 50％（台灣電視公司，1982）。1970 年代三台必須

集國家文化政策與商業收視節目導向於一身，逐漸演變出幾種特色鮮明、娛樂性

質高、以家庭為觀眾、但卻遭專家批判的類型電視劇，這當中以中國歷史為背景

的歷史題材，成為官方受到國族主義接軌商業主義的象徵。 
 

源於台灣處於冷戰自由主義陣營此一特殊社會歷史脈絡，在 1990 年代台灣

當代影像故事人在競爭激烈的流行文化市場中，逐漸蛻變具備將國民黨國族敘事

巧妙地轉換為消費文化商品的魔法師，而擁有高於冷戰對峙另一方中國大陸的流

行文化位階。1980 年代開始轉為資本主義的當代中國大陸電視看到了台灣人將

國族敘事與流行文化商品巧妙結合可帶來極高市場價值，激起了向台灣（也包括

香港）學習之動力。而台灣影視人的本國商業市場也因為政治經濟結構的轉變，

這當中也包括扶植培育他們的國民黨政權僵化傾頹之故，能夠從本地社會獲取生

產所需的人力與生產資本逐漸減少，必須向當代中國索取市場與生產資源。伴隨

著港台向中國索取資源此一現象的同時，中國大陸文化工業正急起直追，學習港

台操作生產具有亞洲、甚至全球銷售能量的中國（中國風）流行文化。 
 
矛盾的是，台灣與香港都因為身處冷戰自由陣營之中，而能夠以生產中國性

的文化商品為主來發展影視工業而產生位階優勢，這些優勢是建立在中國大陸被

隔絕於西方現代化世界之外此特殊歷史境遇之上（馮建三，2003: 89）。港台卻也
畢竟絕非本真中國傳統文化發源地，兩地文化工業發展始終存在著缺乏生產中國

性至關重要的文物歷史古蹟之隱憂，因此必須向私下從中國大陸取得資源。9無

怪乎當中國宣布向自由世界開放之後，台灣影視人從經濟面考量，爭相尋求中國

大陸的生產資源與商業市場。 
 
這就產生了一個極為弔詭的現象，中國大陸土地上的傳統古典歷史文化等等

所謂「中國性」，實際上是作為流行文化生產所需資本，也就是如今流行的「文

化創意資產」，而被全球資本主義制度收編。對於兩岸各自影視文化工業而言，

關鍵只在於這一整組中國文化資產所衍生的經濟利益，由誰取得？由誰占有？是

當代中國還是港台，甚至可能是好萊塢？這才是台灣「合拍劇」之所以在 1980
年代末、90初生成脈絡，以及如今造成台灣電視場域爭議的關鍵核心。這也解
釋為什麼台灣電視場域在討論「合拍劇」這個議題時，文本是否隱含國族敘事其

實不是真正問題，反而文化工業是否有助於國家經濟產值提升才是關鍵。第伍章

將有更多論述，若台灣影視人能夠將「中國」轉換成取悅全球社會的文化商品，

                                                 
9 台灣的影視人生產中國性的電視劇需要大量古董文物，最主要還是得從中國進口這些成本低

廉、品質精良的所需「道具」。最極端例子莫若，1990 年國民黨政權與華視眼見中國中央電視台

已率先將《紅樓夢》搬上電視，出於一較高下之心態，也將《紅樓夢》拍攝成電視劇。然而，缺

乏古典中國庭園造景技術的台灣，陷入是否赴大陸拍攝還是在台灣本地完成的抉擇，最後華視決

定派人在中國大陸訂做《紅樓夢》裡的大觀園場景，完工之後將建築拆卸，分批進口回台灣而後

重新組裝，這就是桃園南崁華視影城之由來。這座影視基地，最終也因為失去生產功能，週邊景

觀全被現代大樓遮蔽，已於 2004 年拍賣出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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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輸出海外以為自身文化國力的展現，有益於台灣社會整體的共同利益，既便

是本土意識強烈者不能拒絕相關經濟利益。 

四、後冷戰／全球化情境裡台灣對中國大陸的負面情緒 

中國開放之後，咸認為冷戰已經結束，新自由主義得以向前共產國家突圍。

過去冷戰結構下劃分開的兩岸陣營，其實是資本主義與共產社會主義現代性的路

線之爭，台灣在美國保護下早中國一步展開經濟發展，中國則選擇了反資本主義

擴張的路線，但在 1970 年代末改弦易轍採取資本主義路線（陳光興，2006: 
16-17）。兩岸是在雙方均走向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下展開交流，從前兩岸的

現代性路線對峙關係，到了後冷戰時期，已悄悄轉化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的先

後位階關係。這改變了東亞區域的勢力版圖，新自由主義的疆界已非從前的環太

平洋弧線，如今深入至中國大陸。 
 
當前冷戰東亞民主舊陣營正在形成一種「中國威脅論」的想像：古老的中華

帝國會不會再度復辟為超級霸權？中國向新自由主義「低頭」是為了再度「昂

首」，期盼能夠藉由經濟復甦找回過往古老帝國遭受西方帝國侵略而喪失的自

尊；然而中國周邊的國家卻擔心，中國的崛起有可能使得資本主義現代性在 19
世紀以來形成的東亞文明位階陣勢再度逆轉，中國再度成為東亞區域的重心，而

其它周邊國家再度被邊緣化。 
 
中國經濟條件的上升對於台灣而言更加複雜，政治問題隨著中國開放而與經

濟議題更加牽扯不清。在冷戰時期，台灣的國際地位與自己的資本主義路線有

關，1970 年代後，由於台灣的國際地位長期遭受壓迫，台灣人更加強調經濟發

展的重要，以突破政治困境，爭取國際能見度。經過 20 年改革開放，中國經濟

實力在 1990 年代末到達一定高度，而在 21世紀成為眾人眼中的新興經濟大國，
國內生產毛額即將超越日本；相對地台灣的對外貿易逐漸高度倚賴中國大陸甚過

美日。也就是說，向來倚靠對外經貿以突破政治困境的台灣，如今經濟上與政治

上都與中國大陸無法分離。 
 
社會學者汪宏倫（2004）曾經分析全球化時代台灣社會對中國大陸的集體負

面情緒，此一集體情緒以怨恨為核心而摻雜了妒羨、憤怒、不滿及報復衝動，源

自於台灣身處現實情況之惡劣與理想之難以達成。政治上尋求理想國際地位的台

灣，始終欠缺制度性的承認與支持，而中國不僅是關鍵「阻撓者」，同時又佔據

台灣之前在聯合國等國際社會的位置，於是乎，居於弱勢的台灣在挫折與屈辱當

中不斷地咀嚼這些負面情緒，激發出更為旺盛的贏利欲。同時，台灣自認經濟實

力頑強，理應享有與所有國家平等的地位，不應該被矮化，但原本被隔絕於民主

陣營之外的中國大陸如今蛻變成經濟與政治強權，台灣卻面對邊緣化的命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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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與理想之間的差距越來越大。理想與現實的鴻溝加深了台灣人的無能意識，覺

得自己缺乏在現實中反擊對手的能力，更加引起台灣社會的焦慮與怨恨。 
 
過去冷戰時期，兩岸對峙是現代性路線之爭，到了後冷戰／全球化時代，為

了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保有自己的存在價值與競爭優勢，台灣仍然對中國保有強

烈的競爭慾望，競爭的慾望卻是為了保持自身優勢與現代性位階。在台灣眼中，

中國進入資本主義體系，與台灣再無路線差異，等於是和台灣在同一個場子裡競

爭資源，中國在許多方面都追趕著甚至是超過台灣，中國就算不是個「直接」競

爭對手，中國的強大也終將造成台灣競爭優勢的喪失。 
 
台灣的資本家／創業家同時將中國視作競爭對手而又進軍中國大陸市場是

毫無矛盾的。如果國民黨意識形態是「共產黨竊取國土」，而國共對峙又為現代

化路線之爭，「國土」一字本就暗嵌著「國內市場」的預設。對追求反攻大陸的

國民黨而言，企業家登陸實有另類攻擊之象徵意義。因此，意識形態層次與經濟

層面，中國大陸本就是台商眼中「最不該錯失的市場」。新興台灣資本主義登陸

是基於潛在市場發展的利基考量，在很多台灣業者心中台灣比其他前冷戰資本主

義陣營國家都要有發展優勢，但台商的競爭對手除了其他海外力量之外，更加上

受到中國大陸本地政權保護、擁有發展本國市場正當性的本地業者。 
 
對台灣本地經濟而言，台商前進大陸是個「兩面刃」，一方面進攻就是防守，

但是台商衝破冷戰界線的過程中，新的衝突卻隨著跨兩岸移動條件的階級差異而

出現。冷戰時期的高壓防堵使得跨兩岸流動的慾望被壓抑住，但是後冷戰時期，

兩岸來回的跨國菁英得以跨兩岸佈局，缺乏移動能力而留在台灣的人沉浸於台灣

「經濟反攻大陸」的短暫歡愉之後，赫然發現實際上自己可能失去更多。中國大

陸既然是個更大的市場，那麼也意味著包括台商在內的跨國資本將大量集中於中

國大陸，長此以往是否使台灣本地回到更久以前的邊緣位置？ 
 
面對中國經濟茁壯，愛國主義與本地主義有了一致的目標。所謂的「愛台灣」

論述以維護台灣利益為核心理念，近年蔚為政經場合流行用語，在對台商的操作

上，愛國主義以台商前進中國等海外市場的前提得是「台灣優先」：不能損害台

灣整體經濟，提高台灣政治風險。台商的角色時而成為台灣的代言人，時而成為

損害本地利益的跨國勢力，最凸顯華人身份、據力主張兩岸和平溝通的聲音竟是

台灣跨國資本階級，而弱者只能高度倚賴在地國家政權。10本地主義則以跨國強

                                                 
10全球化／後冷戰時代，以跨國化競爭之名，台灣人前進中國大陸，原先在冷戰（戒嚴）時期必

定被宣判為「叛國」的台商，如今已經可以自由地出返台灣內部，而且數量驚人。但台灣本地還

不知道該如何面對這些人，或者說不知道該用哪一種態度面對他們，他們是專研亞洲的人類學者

Dirlik(2004)所言台灣的「親密的他者」，他們既身為反攻大陸的台灣代表，也是中國大陸將力量

伸進台灣的大陸代表。而台灣拿捏不定自己與台商或所有在大陸的台灣人的關係，因為他們既是

流動的台灣人，也是同屬中華文化的子民，他們的出現甚至還不能構成「離散台灣」已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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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力量下的從屬／受害者自居，核心宗旨為深耕台灣在地，維護台灣在地的自主

性，強烈抵抗壓迫性力量如大中國本位主義、全球資本主義、或兩者合流的跨國

主義。無論是本地主義還是愛國主義，中國若不是利害上的直接對手，間接也可

能傷害台灣在地弱勢利益。11以前中國是敵人，投奔對岸就是「叛國」，現在對

方招著手歡迎台灣，能夠極力克制的台灣人才稱得上是愛國、愛本土，於是在後

冷戰時代，台灣人不再以所謂「共匪」理解中國，吊詭的是，中國依然是個敵對

的他者。 

                                                                                                                                            
證明，而只是在大中華區內部「離散華人」的再移動。 
11這種討論依然是以漢人為中心的國族觀點，也不具有性別意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