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節附註 
 
                                                 
第一章附註 
 
i 不論背後成因為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系、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系均
設人力資源組，而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更均已設立以「人力資源」為名的系所。 
ii 國內學者石之瑜認為，本土化指的是：「研究方法與研究課題是出自於研究對象
的生活情境之中，而且是為了解決研究對象自己意識到的問題而進行。」(石之瑜,
民 89)。氏更進一步指出，國內社會科學學者在楊國樞先生於九０年代發表六萬字
的宣言率先推動，以及朱雲漢先生隨後號召下，開始了本土化的努力。 
iii 該書引用本段開頭所揭 Guba和 Lincoln在 1981年所述文字佐證此一斷言，並據
以指出，質的研究之效度，大部分的關鍵在於進行實地工作者之技巧、能力和嚴謹

地執行其工作。 
iv 根據本研究作過目前關於「文化產業」的範圍界定的比較，依研究者能掌握的資
料顯示，以英國開放大學社科院社會學講師大衛．赫斯蒙德霍夫 (David 
Hesmondhalgh)在 2002年所著的「文化產業(The Cultural Industries)」一書中所列舉
的(Hesmondhalgh , 2002, p.12-p.14)「核心文化產業(the core cultural industries)」七
種：廣告與行銷、廣播、電影產業、網際網路產業、音樂產業、印刷與電子化的出

版業、電視與電腦遊戲；以及「次要文化產業(the peripheral cultural industries)」四
種：運動、家電與文化產業硬體、軟體、時尚業等，範圍最狹。 
v 詳第三章研究設計 
vi 就研究立場而言，本研究絕非主客二分式的研究，事實上，本研究視研究者與研
究對象為本研究的共謀者，在此作二分式用法，純係因行文說明所需而作的物質性

述語用。 
vii 借用英國文化研究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Ｈall)的觀點，詳見第二章。 
viii 此處使用全稱式「資本主義」，係用以闡明置放文化產業所在的社會脈絡係以支
持資本市場運作為體的社會，至於如何支持或支持程度為何則在所不論，因而本研

究此種用法並無特定的立論策略，與後學習用的「後ＸＸ主義」用法無涉，特此說

明。 
ix 就字源觀之，「哲學」的英文”philosophy”源自希臘文”philosophia”，字首”philos”
意為友愛、愛好，”sophia”意為智慧，組合在一起為「愛智」，因此，哲學即被稱為
「愛智之學」。而在希臘文獻上，「愛智」一詞最初出現於西元前五世紀歷史學之父

希羅多德(Herodotus, 485~425B.C.)的「歷史書」，但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則
主張該詞係該派始祖畢達哥拉斯(570~500B.C.)首創(朱建民，民 81,P3-4)。 
x 傳統上將西方哲學依其關切對象分為三大骨幹：形上學(metaphysics)、知識論
(epistemology)和價值學(axiology)。形上學主要包括宇宙論(cosmology) 與本體論
(ontology)；價值學主要包括倫理學(ethics)和美學(aesthetics)；知識論主要在探討知
識的本性、來源、界限等問題。因此，若以孔恩的觀點析論，同一個典範的科學社

群(science community)，理應會採用同一形上學立場，而形成本於同一個典範的知
識旨趣，而以相應知識論發展適用工具，獲取同一社群的知識。 
xi 國內學者黃瑞琪於一九九六所著「批判社會學」一書中指出，由於社會文化生活
的三種媒體：勞動、語言、權力的操作，可以引發出三種認知興趣：技術性、實踐



  
 

                                                                                                                                                
性、解放性；而這三種知識興趣各有其目標，也因而形成不同類型的學科。至於知

識的形式，則技術、實踐、解放三種旨趣的認知活動，分別追求的是：資訊、解釋、

批判三類型的知識。 
xii根據傅柯的考察指出：「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各種知識，各種哲學觀念，各種日

常生活的意見，以及各種制度，商業的和警察的實際活動，各種社會習俗和道德意

識，都歸化到屬於這個社會的那種內含的知識。這樣一種知識，從根本上就不同於

人們在各種科學書籍中、在各種哲學理論中和在宗教的證成過程中所看到的科學知

識。但是，這種知識卻在某一特定的時刻裏，使得某種理論、某種觀點和某種實際

活動有可能出現。(Foucault, 1994, P498)」。因而，對傅柯來說，研究知識是為了揭
示知識同社會制度的關係、同社會中活動著的行動者和統治者的關係，同時也是為

了研究知識同社會中的人的思想觀念及其思維模式的關係。這種前於典範知識的知

識型(episteme)，正是需要用更激進的批判態度，在不斷創造的過種中去展現它，
而非捕捉它。 
xiii 論者多謂，傅柯的「知識型(episteme)」理論相對於孔恩的「典範論」是前典範
的，簡言之，典範可以是「比理論大些」，但相較於知識型，知識型則大於世界觀，

被建置在更深層的無意識裏，而這個無意識，在拉康(Lacan)那裏，是以「語言中的
絕對他者」而呈現出來的，它展現了篩選成為意義系統的元素的力量，更成為憑藉

語言交往中建構起來的人際關係而成為「主體」的象徵性基礎，進而言之，語言與

無意識，決定了知識主體，而非主體決定語言與無意識，這也是決定社會文化、知

識社群的分殊性的基礎。 
xiv 陳瑞麟先生於一九九八年翻譯馬奎爾(Merquior)所著的「Foucault」一書第 45頁
註 2譯註指出，「知識型(episteme)」一字與希臘字源同型，原即「知識」之意，雖
然傅柯從未明確定義此字，但他使用此字主要是用來指某一歷史階段的某一文化體

中，形成知識的文化密碼或內在規則，所以陳先生認為更恰當的譯法是「知識形構

規則」。本研究認為，譯「知識型」在引介傅柯的知識考古學(亦有譯考掘學、檔案
學)時較易展現知識型係存在於歷史之先的意涵，而「知識形構規則」則在作操作
式探討時較易指涉知識與權力辯證關係下的歷史文化脈絡。故本研究在此刻意引用

後者譯法。 
xv 前註所揭作者馬奎爾認為，知識型可以定義為：它們是「基本的符碼」，認知語
言的生成文法。(陳瑞麟譯，前揭書，P46) 
xvi 本研究簡單整理西哲使用「批判」一詞的情形如下簡表： 
時間 使用者 使用情形 

古希臘時

期 
Socrates、
Plato、Aristotle
等 

1. 將批判視為理性思考的一種形式。 
2. 主要是為了考察、評判思想產品和創造物的理性本
質，表達批判者主體對於被批判的對象的擁護或反

對的態度，確定其真正的價值：正確或錯誤，符合

正義或反正義，美或醜等。 
中世紀時

期 
Albert the 
Great、Saint 
Thomas 
Aquinas、Rene 
Descartes、
Leibniz等 

1. 將哲學本體論的研究同科學真理發現過程結合，試
圖由此證明客觀世界的本質是可以通過科學活動

來認識的。 
2. 批判活動的中心任務是為實現理性對於人的主觀
研究活動及對於客觀世界的本質性認知活動的真

理性及正當性。 



  
 

                                                                                                                                                
十七世紀 Pierre  

Bayle、
Shaftesbury、
Hutcheson、
Henry Home等 

1. 西方哲學正式使用「批判」概念的開始，最初指的
是研究古典文獻及其文本的復原，同時批判其真實

性的恰當方法。 
2. 批判的概念及宗教領域中的啟示問題，同時也與政
治領域中的評判活動相關聯。 

Alexander 
Baumgarten 

在其著作「美學」中將「批判」概念引入美學理論。

John Locke 1. Locke指出：人的一切觀念來自感覺和反省。 
2. 即使在感覺階段，仍不可避免地包含著人的感官本
身所帶來的主觀成分，為了保障感覺的客觀性，必

須對感覺進行分析批判。 
3. 研究人的認識活動的任何階段，都必須伴隨著批判
性的分析和區分工作。 

4. Locke開創的批判性認知活動研究工作，推動了十
八至十九世紀哲學界、心理學界和人類學界以及語

言學界的各種批判性研究活動。 
David Hume 1. 直接受到 Locke的影響，Hume在所著「人性論」

中明確指出：「批判是在感性領域裏面的一種考察

和區分活動」。 
2. 他認為，只有在研究人的專門活動中，才需要批
判。因為整個研究過程，不僅研究對象，包括研究

者主體本身都存在著感情的問題。 

十八世紀 

Immanuel Kant 1. 第一次將「批判」全面地變為方法、哲學的構成因
素，以及哲學系統，創立「批判主義(Kritizismus)」。

2. 批判，作為緊密地聯繫著各種學科考察過程的方
法，並不僅僅提供系統或各種理論體系而已，而且

也是理性的某種一般能力，通過它，人的知識才有

可能從源自經驗、而提昇到超越經驗的高度。 
3. 人的能力區分為感性、悟性、理性三層面，各自嚴
格限定在不同範圍，批判的目的是為了確定研究的

範圍，明確把握研究能力的最大限度及客觀有效

性。 
4. 批判，並非單純屬於理性的認知活動，而全面考察
分析人的能力三層面，以同時理解人「能做什麼」、

「該做什麼」、「期望什麼」，理解「人」在自然界

中作為「目的自身」的最高尊嚴地位。 



  
 

                                                                                                                                                
Karl Marx 1. 嚴厲批判以往批判活動的觀念性和理念性，認為應

賦予批判精神以革命的歷史意義。 
2. 強調作為批判主體的革命實踐者在批判活動中的
主觀能動性，相對地強調批判活動本身對於社會物

質條件和歷史環境的制約性。亦即，革命批判活動

依賴、立足於社會經濟物質條件，其最終又應為社

會經濟發展服務。 
3. 物質和精神、主體和客體辯證地相統一，理性批判
活動是具備高度實踐性、靈活性的 

十九世紀 

Friedrich 
Nietzsche 

1. 反對將理論的批判活動限定在高高之上的象牙塔
中的傳統作法。 

2. 將「批判」作為生活的中心內容，只有藉助於批判
才有可能不斷地超越生活。 

3. 生命體的權力意志的不斷擴張和超越，是通過無止
境的批判性戰鬥開闢道路的，是一種不斷否定和虛

無化的活動，因為思想從來都不是在不受任何外在

阻力的干擾下順利進行的，因此，任何思想都是在

同阻礙它和遏止它的各種力量進行戰鬥中實現

的，思想並不等於「正確」，思想的本質就是批判

本身。 
Frankfurt 
School 

Frankfurt School歷代大將均曾對批判採行戰略論述：
1. Max Horkheimer、Herbert Marcuse：從理性出發去
批判理性，在主體和客體之間無限地來回運動，以

在理性中發現克服理性異化的力量，。 
2. Jurgen Habermas：批判主客二元對立統一，以「主
體間性」和「生活世界」的基本概念，尋求某種超

越傳統理性的「溝通合理性」，建立「溝通行動理

論」以合理化地實踐理性的社會批判。 

二十世紀 

Michel Foucault 1. 以「對我們自身永恒的批判」的態度，批判現代性
批判精神，這種永恒批判在實質上是從哲學本體論

的角度不斷地進行「提問」。 
2. 對我們自身與「現時」的問係、我們自身歷史存在
的方式，以及我們自身作為自律主體的構成的反覆

「提問」，透過這種無止境的「提問」，使我們對歷

史時代的態度不斷地更新，不斷地與「現時的我」

相關聯而充滿創造活力。 



  
 

                                                                                                                                                
 Postmodernism 1. 將批判第一次成為人類文化史上超越理性，成為人

本身自求精神解放的創造性遊戲活動，Jacques 
Derrida以及 Jean – Francois將此種遊戲活動稱為
「不斷產生區分的延異」，是一種「解構」活動。

2. 後現代的批判不是對傳統或現代的修正，而是持續
不斷重新創造，以「延異」的策略，破壞所有既定

的「中心/邊陲」、「正常/異常」、「平衡/失調」等二
元秩序，由人們不斷解構與再重構，永恒地進行批

判。 
3. 這種批判的結果，不是為了建造什麼合理的社會或
秩序，也不是構成一個穩定和諧的理想境界；而是

要透過不斷更新和再生產，展現徹底的自由，換句

話說，最激進的批判就是不斷地再創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xvii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1935年生)，巴勒斯坦裔美籍學者、社會運動者，
1978年出版著名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引發極大爭議，對後殖民或去殖民論
述有重大影響。 
…………………………………………………………………………………………….. 
 
第二章附註 
 
xviii 此處刻意將「新媒體藝術」混用，因本研究後文將陳述研究顯示，目前藝壇對
digital arts名稱之使用，泛指多種已成領域之藝術風格，其中即包含新媒體藝術，
因此，本研究將用途極相近之媒體藝術(Media Art)、新媒體藝術、科技藝術
(Technology Art)、電子藝術(Electronic Art)、數位藝術(Digital Art)相關資訊均併同
處理。 
xix 事實上，數位藝術在西方藝壇的建制化也是逐步發展的，一九七一年，巴黎現
代術館開數位藝術在美術館展出之先例；一九七六年，盧斯‧拉威特(Ruth Leavitt)
出版了著名的《藝術家與電腦》專書；一九七九年，第一屆電子藝術展(Ars Electronica)
在澳大利亞開幕；一九八八年，第一屆國際數位藝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s)在荷蘭舉行；一九九二年，紐約也舉辦了第一屆數位沙龍展
(Digital Salon)(葉謹睿，民 92)；至於德國的 ZKM，則是成立於一九九０年，正式
開幕是在一九九七年。 
xx 目前國際上主要的數位藝術知名創作者，均如候鳥一般，逐各地數位藝術基地而
創作，以我國旅美藝術家鄭淑麗為例，即自稱以「網址」為家，時時刻刻掛在網上，

而其創作地點則踏遍全球，時時保持作為某個美術館、藝術中心、藝術村的駐館創

作者。 
xxi 研究者因工作關係得知，ZKM每年單僅活動經費，即約有六、七億新台幣之多，
雖然主要經費來自政府，但隨著贊助者的多寡亦隨時有增加的可能，而此種規模的

預算，約等於或甚至可能高於整個台北市的文化預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總預算)，
其意圖成為 21世紀全球數位藝術領導者的決心極為明顯。 
xxii 例如「西遊記」、「水滸傳」等中國傳統文化素材，長期以來都是海峽兩岸及日
本，甚至韓國所共同喜歡採用的創作來源，2004 年 7 月，日本動畫公司甚至完成
香港當代武俠小說作家金庸之作品「神鵰俠侶」的卡通版。 



  
 

                                                                                                                                                
xxiii 本研究第一階段訪談時，受訪者中除 No5.堅持本土創作以外，其餘受訪者均提
及所屬事業體的前進大陸計畫與時程表，主要著眼仍是創作所需的產業鏈、人力資

源庫、及人事成本等因素考量，目前大陸欠缺者是創意人才，但已因與台灣業者長

期合作而漸培養出“可用之材”，未來幾年應該會更改善數位藝術創作環境，因

此，在國內無足夠發展能量的情況下，出走，幾乎是不二選擇，當然，不僅前進大

陸，亦會在全球各地設置分枝基地。 
xxiv 一九六四年成立 CCCS時，赫加特為第一任主任，一九六九年由霍爾接任第二
任主任，一九七九年強森接手主任，到了九０年代，喬治．勞瑞安(George Lorrain)
成為負責人，嗣後在校方壓力下，加開許多大學本科課程，而由研究中心演變成教

育體制下的「文化研究暨社會學系」。 
xxv 如赫加特(1957)的「教養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威廉斯 (1958)的「文化
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及(1961)「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以及湯
普森於 1963年的巨著「英國勞工階級之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xxvi 舉其大者，諸如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學批評、藝術理論、音
樂學、哲學、政治學等均曾被文化研究「借用」與「轉化」。 
xxvii 英國文化研究從赫加特撰述「教養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一書開始，正
式挑戰雄據英國文學研究思想的李維仕所界定的「菁英文化」傳統，將文化意涵外

延至大眾文化及次文化等原在主流研究傳統外的文化領域，此後，「定義」不再是

絕對性的述辭，而是文化研究爭取擴大生存空間的策略性論述。 
xxviii 對英國文化研究理論奠基者威廉斯來說，它是：「對整體生活方式(文化的定義)
中各種因素之間關係的研究，『就是去發現作為這些關係複合體的組織的本質』」，

他稱這種獨特的經驗為「structure of feeling(常見中譯如：『感情結構－陳英輝譯』、
『感知結構－蔡源煌譯』、『感覺結構－羅鋼、劉象愚譯』)」；而對湯普森來說，它
是：「對不同生活方式之間的鬥爭(文化的定義)，也就是不同利益集團和社會力量相
互競爭和衝突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階級鬥爭」，關切的焦點則置於「階級意

識」與「階級經驗」；至於英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創建的宗旨則指出，該中心的宗

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實踐和文化機構，及其與社會和社會變遷的關係」(羅
鋼、劉象愚，民 89，頁 8-10)。 
xxix 此處使用引號以表示該詞非全稱詞，不意圖包含所有的英國文化研究立場，僅
代表伯明罕大學文化研究一脈的研究系譜，本研究後續指稱的「英國文化研究」亦

均表此意。 
xxx此處撥用傅柯「系譜學」的名稱，並不代表研究者將對英國文化研究進行系譜學

研究，僅表示研究者將以系譜學方法兩大步驟來談論英國文化研究：其一、追溯英

國文化研究的出處；其二、標定英國文化研究的發生。 
xxxi 此種傳統可自克勒理吉(Samuel Taylor Coleridge)、米爾(John Stuart Mill)、阿諾
德 (Matthew Arnold)、以及二十世紀的李維仕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印證 (Antony 
Easthope , 1993；謝樹寬譯，民 83)。 
xxxii 「新左派」起因於五０年代末期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較準確地說，一九五
六年，前蘇聯坦克開進匈牙利流血鎮壓匈牙利革命，同年，英法入侵蘇伊士運河區，

西方帝國主義與史達林主義一右一左陣營同般地暴力侵略，所生的影響是，英國社

會主義份子不可能再相信史達林主義教條，甚至根本地質疑蘇聯革命的後果，另方

面，運河事件也讓左翼份子警覺到殖民主義未曾消失，剝削依然存在。因此，新左

人開始發起尋求第三政治空間的新社會主義思想與政治運動，「新左派」於焉崛起，



  
 

                                                                                                                                                
威廉斯以及霍爾便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們清楚地標定其拒絕左右兩極端論述的立

場，並結合赫加特等人，首次指向主流論述展開有關文化的辯論，文化研究的出現

也就是處在此種客觀條件的召喚而逐漸明確。 
xxxiii赫加特在家鄉里茲受完大學教育，自一九四六至五九年受聘於赫爾大學成人教

育部，對基於經濟、階級或其他原因無法受正規教育的成人講授文學課程，「教養

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一書就是十年成人教育的直接成果；威廉斯與赫加特
類似，於一九四六至一九六０年間任教於牛津大學成人教育部，不同的是他將關注

點置於現代媒體文化，終其一生不曾改變，他所著的「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被霍爾稱作為英國文化研究的典範，對英國文化研究有重大貢獻；霍爾
來自牙買家的黑白混血家庭，被英國裔的母親帶「回」牛津大學就讀，五０年代開

始，霍爾就在左派運動畢露鋒芒，成為「新左評論」的首任主編，威廉斯於 1988
年去世後，他就成了新左最重要的象徵人物，六０至七０年代加入赫加特創設

CCCS的行列，並擔任第二任的主任，八０年代轉至開放大學，主持「今日馬克思
主義(Marxism Today)」中的「新時代(New Times)」論辯，雖未曾撰過專書，但集
體工作的態度與介入所有重要議題的迫切態度，使其成為英國文化研究最具影響力

的人物；湯普森則提出正統的勞工、社會史忽視工人階級，充其量只是「成功者」

的文本，他撰述「英國勞工階級之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
一書，重寫被官方語彙遺忘的歷史。 
xxxiv 一九八０年，霍爾發表著名的論文：「文化研究：兩種典範(Cultural Studies : Two 
Paradigms)」，文中除評估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差異外，更企圖尋找統合之道，但
並未提供明確解答。 
xxxv 當上層階級創造出「知識和道德的領導地位」，來補強他們的經濟力量，即達
成所謂「霸權」(陳貽寶譯，民 87，頁 49)。而霸權的形成需要依賴被統治者某種自
願的贊同，形成某種一致的輿論和意見才算完成，因而「協商」與「同意」是理解

霸權的重要用語，簡而言之，霸權並不是透過排除其對立面，反而是經由將對立一

方的利益接納到自身來加以維繫的。 
xxxvi 葛蘭西的論述指出，所謂「文化霸權」乃指「意識形態的領導權」，而他進一
步的將結構分析中賦予意識形態新的位置，即：經濟基礎－意識形態－政治社會，

換句話說，上層建築的政治社會(政治、法律等)，是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這種論
調除了解決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衝突，更賦予大眾文化研究的可能性，因為如此

一來，大眾文化不再如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Ardono)等人所稱，只是資產階級的意
識形態宣傳，欺騙群眾的工具而已，它既是支配的，但同時也是對抗的，它的內容

是統治階級獲取霸權的努力和被統治階級對各種霸權的抵抗共同構成的，它是差

異、矛盾和鬥爭的場域。 
xxxvii 傅柯系譜學的宗旨就是使事物「問題化」，系譜學的歷史便是「問題化的歷史
(history of problematization)」，書寫是從問題開始的。這從葛羅斯伯格等人所說：「文
化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是使人們能理解社會上所發生的事，並提供思考方向、生存策

略和抗拒的資源，研究的進行是以提出何種問題為依歸，而問題則來自它所產生的

情境脈絡，即問題意識(problematic)。(Grossberg et.al.,1992:2，轉引自劉平君，民
89)」，再從現今台灣文化研究的文獻，經常從「問題意識」開始批判性的理論過程
之書寫方式或可得到實踐性印證。 
xxxviii 研究者按：霍爾引用的應該是傅柯關於「知識型」的論點，簡單地說，如果
以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典範論」的「典範」觀點來比較，「知識型」是前
典範的，也就是研究者本身甚至未察覺的研究意向主導著其後他所採的研究典範，



  
 

                                                                                                                                                
此種前典範的觀點使得不同典範研究者間也會產生非意識的「同謀關係」。 
xxxix弔詭的是，英國文化研究到美國之後，「權力與政治，階級與知識建構」這些基

本的問題意識，都不再被關切，如此一來，美國明顯揚棄了霍爾所說的英國文化研

究的知識論形構，那麼是否代表他們脫離了「文化研究」的知識領域？面對此種認

識論的斷裂，霍爾在同一段訪問中反詰：所謂真正的、絕對的、總體的斷裂關係，

根本是不存在的，美國文化研究的發展也不例外。但這種說法又如何能符應其知識

論形構的流通，作為全球文化研究知識論系譜基礎的觀點？ 
xl此種論點雖然似乎呼應了傅柯系譜學論點：「某一元素的發生或出現，是由這一元

素的前項中分離出來的某些成份合併而成的」，然而從他試圖以他引傅柯觀點，所

提出的知識論形構來涵括「文化研究」的知識論領域，還是落入對「本源」或「本

質」的堅持看來，他顯然在傅柯系譜學知識論上發生了認識論矛盾，似已經違反了

「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場，或者，這只是文化研究一貫的態度：只取他要的養分？

如果是，那麼此種實用主義的態度，用在知識論層次是否仍屬恰當？如果可以，那

麼霍爾的著眼理應上升至「文化研究」的本體論層次方屬適當(也就是「什麼是文
化研究？有沒有文化研究？」的討論，但這又是文化研究一再避免的，他們認為此

種閃躲雖可能導致架空文化研究意義的危險，卻也是保持文化研究開放性與不斷發

展革新的必要策略)。 
xli 氏並指出，「這就是文化研究的『本質』所在」，間接證實研究者於註 18所指出
的霍爾可能有的「本質」觀，由於其原始意圖未明，本文未加以引用。 
xlii 雖然後結構主義是反理論的，但就像人們還是用「後結構主義」來指涉相關論
述，因此，此處特別用「」來框住“理論”二字，乃為便於後續探討聚焦，並表示

本研究採用的是「後結構主義」相關論述中的其中幾個特定人士的觀點，並不代表、

也不可能是全部的後結構主義觀點。 
xliii 本書中譯本係由王德威先生於民國八十二年譯成出版，譯名為「知識的考掘」，
惟歐崇敬先生於民國八十七年所著的「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第九十頁註釋１表

示，考掘一詞的用法可能有些“解釋”意味已先存在於翻譯者對於其所翻譯對象，

這樣的方式對於研究者理解原意的表達可能造成視線上的混洧，因而主張應維持考

古學的譯法。至於引述此一著作之其他作者，亦多有譯為「知識考古學」者。研究

者以為，傅柯在該書，主要係探討言說的規則性、言語表述和檔案、考古學的記述

等，並接續「詞與物」一書探討「知識型」的觀點，而這是傅柯關於其知識論層次

的主張最核心的概念，基此，研究者雖尚不知是否有「知識學」此一學門，但於本

研究決定暫先採用歐崇敬先生主張的「考古知識學」譯法。 
xliv 李猛先生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為名發表「福柯與權力分析的新嘗試」一文，文
中氏係認為傅柯意使權力分析成為「社會批評」、「社會鬥爭」(原文中無括號，研
究者在此括上乃為聚焦討論之用)的工具；依研究者目前為止對傅柯著述以及討論
傅柯的相關文獻的理解，傅柯對「主體」的觀點是：現代社會的權力運作正把我們

每一個個體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塑造成主體(姚人多，民 89)，因而，主體、暴力、共
識都不是權力本身，而只是權力的結果，所以系譜學的關切在於權力的行使，而非

權力的展現；准此，主體既退位為結果自然失去其生產性，附隨主體寄生之批評亦

無從談起，另傅柯的權力觀視權力不是被擁有的，而是當行使時始存在，因而「階

級」、「種族」、「性別」從不是其權力研究的旨趣(傅柯也因此遭致部分文化研究者
如薩依德，以及女性主義者的詰難)，既如此，「鬥爭」之說實無所指。綜上，研究
者推斷，氏作此言應該是源於行文寫作之習慣所致，為符研究者對傅柯思想至今的

了解所建構的讀者性文本脈絡，故而將「批評」改為「批判」，「鬥爭」改為「實踐」。 



  
 

                                                                                                                                                
xlv 同樣的，關於解構理論的研究也是各家爭鳴，用法不一，接續先前本研究於「考
古知識學」的討論，歐崇敬先生於民國八十七年所著「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一

書，採用的英文譯名為「From Structuralism to Deconstructionism」；但楊大春先生早
在民國八十三年所著的「解構理論」一書中，開宗明義即對此進行探討，綜其見解

略為：雖然美國當代的解構學者曾發表過如：Derridaian Deconstruction、American 
Deconstruction，或是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Deconstructive Theory等用法，但事
實上僅用「Deconstruction」一詞即可涵括了所謂「解構理論」全部內容，至於
Deconstructionism則實無從說起，因為解構理論本身是絕對極力要與「主義(ism)」
一詞絕緣的。研究者認為楊大春先生的論法符合研究上的邏輯，因此本研究乃採其

觀點暫用「解構理論」引介相關概念。 
xlvi 原書係在文字上打 X，但研究者的MsWord未提供此一功能，乃以刪除線代之。 
xlvii 從 différance 這個觀念來看待傅柯的權力，以及巴特的愉悅，似乎更容易接近

了。 
xlviii 僅指本研究參考的後結構「理論」，故使用括號。 
……………………………………………………………………………………………. 
 
第三章附註 
 
xlix 費若本(Paul Feyerabend)在其 1975年所著的「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和 1978
年所著的「自由社會中的科學(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兩本書中主張自由社會不
能也不應以任何特殊的信條為基礎，因其基本結構是「保護性結構(a Protective 
Structure)」，決定自由社會結構的論辨應該是開放性的，而不是指導性的，也因此，
沒有所謂「科學方法」這種東西，所有方法都有侷限，每一種規則與標準都可以遵

循，而一個沒有規則可循的研究很可能成為另一個新的程序規則的來源，因此，「怎

麼都行(Anything goes)」。費若本因而主張，對每一規則都要批判，而且有時按照反
規則進行研究，反而會幫助我們看到某一規則的侷限性。 
…………………………………………………………………………………………….. 
 
第四章附註 
 
l 此處用小寫英文，表示行文至此，digital arts 概念仍未獲得生態的合法性，尚處
於未定狀態，故不以專有名詞的大寫出現。 
li研究者於93年6月17日晚上至華山藝文特區參加由環境藝術改造協會辦理的「創

意產業與都市更新－英國倫敦及利物浦案例」座談會，在蕭麗虹理事長與簡丹理事

長對談之後的開放討論時間，席間有地方文史工作者盧建銘先生發言表示，他協助

原本從事掃帚製作的工人將他們組織起來，轉型承包「公共藝術」的案例，並表示

雖然將掃帚原料的產值從五元變成五千元，成功幫助了工人跨出傳統領域，但也表

示他的成功無意間搶了當地藝術家的飯碗。他並反映藝術家的技術能力不佳，而掃

帚工人沒有藝術思考能力的兩難現況。 
lii 行文至此，已可確認「Digital Art」以無確定型態的方式具體地存在，將來台灣
藝壇或全球藝壇如何形成共識與形成的共識為何暫且不論，本研究後文將凍結此一

模糊狀況，而以專有名詞「數位藝術」或「Digital Art」代表此刻凝聚的概念集合。 
liii國際電訊傳播聯盟曾經做過一項有趣的比較，發現電話花了七十四年才有五千萬

名使用人口，廣播花了三十八年，電腦花十六年，電視十三年，而網際網路僅花了



  
 

                                                                                                                                                
四年時間就逹到了這樣的普及率(蔡念中，民 92，頁 39)，網際網路驚人的成長速度，
以及上面所揭的電話、電視、廣播、電腦各種媒體，無不同步進行數位化的轉型，

這宣示了「數位」已經是當代生活的基礎元素。藝術是從屬於當代生活的，不同的

時代產生不同的藝術，目前數位藝術工作者不多，是因為過去藝術家心靈的騒動中

欠缺“數位”的元素，而當代的數位發展，早已使得新世代成長的人類根本地將

“數位”內化於生活中，自然而然，這世代人中間若產生藝術家，不必分類都將是

數位藝術家，這世代進行「數位藝術」活動也屬必然了。 
liv 此處的「編碼」，研究者採信的是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J. Piaget, 1896~1980)的「認
知發展論」中所揭，一個人完成新知識的建構，是透過三種作用交互而成：組織、

適應、與平衡。簡言之，認知的組織是指，個體會不斷重新組織已有的知識基模

(scheme)，而建構知識；至於「適應」則指，個體會透過「同化(assimilation，指個
體使用舊基模處理新訊息、新問題)」、「順應(accommodation，指個體改變既有認知
結構以適應新訊息、新環境)」等兩種方式達成「適應」，以將來自外在的知識刺激
重新建構成為自己的；至於「平衡(equilibrium)」，則係指個體在自己與外界、及個
體所具有的各認知原素之間，求取心理平衡的調適原則。以上三種作用不僅獨立運

作，亦有交互的作用，其結果均可能應用在創造性、繼受性、以及交換性的知識建

構的「編碼」策略上。 
lv作個遠端的比諭，彷彿是受訪者在進行一連串儀式性活動後，就確信神明必然會

保佑自己，但從無法檢驗自己是否真被保佑，不過這種儀式換得的堅信，久而久之

累而成為無需反省的信仰，儀式也一再被奉行，日子照樣一天一天地過，意識與無

意識之間，憑藉著儀式而得以和諧地疊代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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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附註 
 
lvi 以文建會主辦、國立台灣美術館承辦的「Navigator-漫遊者：數位媒體的行進與
未來」國際論壇及其附屬活動「2004 國際數位藝術大展」為例，除了論壇找的是
國際數位藝術館所經營者來演講以外，數位藝術大展中的佈展理念，仍不脫「數位

藝術史」的架構，其目的仍在「從原點開始」做推介工作，可見這個領域在台灣仍

被藝壇視為「剛起步」。 
lvii 以台北當代藝術館為例，開館三年來，各檔特展均因欣賞門檻較高等因素，乏
人問津，一直到最近一檔才開始出現大量欣賞人潮，而究竟係因單獨個案而發生，

或反映了市場的成長，尚有待觀察，惟總體而言，欣賞數位藝術或與數位藝術作品

“互動”的人口，目前為止在台灣仍屬少數應無爭議。 
lviii 事實上，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所有有關數位藝術中心的相關政策與規劃，均係研
究者基於本研究過程中確認之資訊，向時任文化局長之廖咸浩博士建議，獲得其全

力支持後，始逐項進行政策規劃與執行工作，在有限資源中尋求落實的策略。 
lix研究者於進行本研究時之現職為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第三科(專業藝文發展科)科
長，職司即為專業藝文之發展政策，約於九十年下半年得悉全球數位藝術發展的趨

勢，即開始本研究的構思，陸續於九十二年開始訪談相關人士後，再具體完成本研

究之研究設計，並依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研究成果，開始逐步確認政策資源的需

求，將研究與工作生活結合，陸續完成本研後續的場域實踐策略。 
lx 說明如下：1.評估變革推動者的權力：OD 理論指的是變革推動者評估其自身的



  
 

                                                                                                                                                
權力來源，確認如何使用該權力來影響其他的人支持變革；2.找出重要的利害關係
人：因利害關係人可能會阻止或支持變革活動，因此，必須找出變革中有影響力的

利害關係人，像工會、高層管理人員等；3.尋求有影響力的利害關係人之支持：運
用「順水推舟(playing it straight)」、「使用社會網絡(using social networks)」以及「游
走在正式系統邊緣(going around the formal system)」等方法，尋求關鍵人士的支持，
讓變革更容易推動(Cummings & Worley, 1996, p.162-163)。以上的策略，與本研究
的場域批判求得實境知識的立場若合符節，因此研究者認為值得參採。 
lxi 同附註 ix。 
lxii 通常包括採取座談會、公聽會、諮詢會等專業論證手段，再形成具體的政策建
議，陳請首長決定是否採行。 
lxiii 依據公務預算用途別的分類，規劃設計係歸屬向被視為硬體的「資本門」，因此，
本研究特將數位藝術中心的規劃案，以硬體視之。 
lxiv 所謂「授能」，簡言之即授與「方向(direction)」及「能力(capability)」(曾介宏，
民 86，頁 185)。按王員與研究者在各自專業領域上各有所長，因而，需整合一致
者，首推「方向」，意即社群營造的「願景」，除密集討論外，研究者尚需令其加入

形成內在驅力的「烘焙大餅」過程，以使王員對未來的驅力與研究者同步熟悉，俾

於促動社群形成時設定的知識社群組織目標符合願景的發展；其次，在社群營造的

能力方面，則由研究者提供第四章所揭之社區營造及組織發展知能，從旁協助王員

進行營造工作。綜上而言，本研究對啟動者之「授能」，有別於社區營造之「專家

派遣」式，亦不全然如 OD之「變革促動者(change agent)」或「OD顧問」對「變
革鬥士(champion)」所進行的「行為科學技能協助」，而係以互為主客的「研究主體」
一體方式，與王員共同成長。 
lxv 分別為：東森媒體事業節目部總監楊琴玲、在地實驗網路藝術實驗室負責人黃
文浩、基因動畫公司負責人王世偉、「數位時代」雜誌總主筆王志仁、「數位之牆」

發行人黃彥達等人。 
lxvi 此處指的主體，係習用於指稱執行研究策略、操作研究方法的具體的「人」，而
不是指揮著人去做什麼的那個非意識，或拉康所稱的「不在場」的”語言中的絕對
它者”那個主體。 
lxvii 做個每天都在發生的假設狀況：某人接到關於自己工作的問卷，雖不知發的人
是誰，但心想既與工作有關，於是，猜測很多人一定在績效方面報喜不報憂，以免

自己部門被裁撤，自己被遣散；而在福利方面，一定很多人反映不滿意，以爭取更

多福利，於是，最後他會決定一個最可能有好處的作答方式。而這種在客觀外表下

看不到的政治操作所獲得的資料，將是許多主觀操作後的客觀。 
……………………………………………………………………………………………. 
 
第六章附註 
 
lxviii 舉例而言，研究者與研究夥伴均前往參觀展出，卻意外發現現在導覽工作人員
「禁止」參觀人士觸碰「互動裝置」，以傳統 fine art展覽的規範，背離新媒體藝術
的創作價值：互動創作，意即互動的觀眾也是創作者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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