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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
中文摘要

關鍵詞：電視、通俗文化、現代性、冷戰時期

本研究擬針對台灣一九七０年代之電視與大眾文化做一整理，除了極力欲

保留消失中的相關文獻資料外，並希望藉此機會探討台灣電視文化的生

成，以及電視在台灣的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分析早期由電視節

目所引發的大眾文化型塑。換言之，這是一個大眾文化史的研究計畫。

本研究以傅柯 (Foucault)的史學觀點：系譜學(genealogy)，為理論發問基

礎，輔以英美文化研究中對於庶民文化的相關後結構理論為思考立場。研

究重點不在於政策與電視台的結構編年史，而在於電視節目內容與大眾文

化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主要問題框架為：

一電視節目作為一政治文化產物，如何再生產「常識性」的政治危機意識

並型塑社會論述，使得全球冷戰時期之政治危機意識在大眾文化中成為一

般性「常識」？

二 承載濃重政治意識型態與傳統價值的電視節目如何形成社會一般性「大

眾娛樂消費」之概念。亦即，電視文化中所涵蓋的娛樂性與消費性，以及

電視後來所特有的通俗文化如何與在權菁英所意欲掌控的文化形式做協商

與拉鋸？

三 電視節目之內容結構與台灣社會之現代性想像有何關係？

英文摘要

Keywords: Television, Modernity, Popular Culture, Cold War Era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ese
television programs and popular cultures in the 1970s. In addition to
preserve the disappear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research, however
audacious it might look, will also map out the early formations of
Taiwanese television cultures, as well to analyze the roles television has
played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is is a
project on the popular cultural history.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Foucaultian perspective of history: genealog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long with the post-structural theories on popular
cultures. The focus of this research is not a structural annals on policies and
television stations, but on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levision
programs and popular cultures. The problematic framework of this research is
as following:
1.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1970s’ global Cold War era perm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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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popular culture as the general “common sense.”  How did television, 
as a political cultural product, re-produced the “commonsensical” ideologies and 
further formatted social discourses?
2. Loaded with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traditional values, how did television
shows transform into “mass entertainment and consumption?”  That is, what 
kind of social negotiating process was involved in the “popularity” of television 
culture?
3. How did the television programs’ content and form relate to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ity in 1970’s Taiwan?

(二)報告內容：

前言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九七０年代對於當今的台灣有著現代性的意義，這十年的經濟政策和發展

計畫決定了台灣在全球化生產關係中所佔有的中間位置，也決定了台灣日後掙扎

改造的城鄉差異。一九七０年代的政治延續了白色恐怖的統治，文化語言政策也

種下了當前族群政治紛爭的種子。同時，一九七０年代也是台灣社會開始對大眾

文化的力量有所意識，對現代性開始有所想像的年代。除了基礎的經濟建設「六

年經濟計畫」、「十大建設」之外，當時上層結構正進行兩種文化運動：其一是「鄉

土文學論戰」，除了是文學社群爭奪文化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論戰，也是文化位階

的論述之爭與現代性定義之爭。其二是從一九六七年開始，對應中國「文化大革

命」而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計畫」，其目標為推行國語教育強化中華

文化之認同，執行要旨在於利用電視與電影製作文化節目，端正社會風氣，闡揚

好人好事，敦風勵俗。電視的語言政策和政治宣傳特性，與市場商業競爭和現代

化想像交織，造就了台灣在一九七０年代特殊的通俗文化經驗。

從台視成立的一九六二年開始至一九八七年解嚴之間，長達二十五年的黨國

電視台時代對台灣的政治言論、通俗文化形構和認同意識型態而言，有顯著的影

響。而三家電視台鼎立的年代是自中視於一九六九年十月以彩色電視開播，華視

於一九七一年十月開播之後形成，因此，一九七０年代是台灣電視有明顯收視商

業競爭的開始十年。一九六九年中視開播之際，市場上有約六十萬架電視機，以

平均每架五人收看計算，則觀眾達三百萬人。至一九七一華視開播之際，台灣有

一百三十萬台黑白電視，八萬台彩色電視。因此，就科技物質層面而言，一九七

０年代便成為台灣視覺影像傳播普及的關鍵十年。

二 文獻探討：

關於一九七０年代的媒體研究卻仍然以大事編年史為主，多以媒體組織或政

策為研究的中心要旨，具反思性的研究也多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切入，以揭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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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政治勢力如何掌控媒體為研究主題，其中，馮建三（1995）的《廣電資本運

動的政治經濟學》、鄭瑞城等（1993）和著的《解構廣電媒體》、《台灣電視四十

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論文集》（2002）均是以組織結構分析為主的歷史研究，而

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於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間出版的一系列電視文化研究叢

書則是由內容分析或政策分析為主要的研究方向，目前尚未見到以通俗文化論述

為出發點的研究。

三 研究方法：

1 本研究希望藉此將後結構主義所強調的史觀帶入文化研究，不僅從事文本空間

內的探索，也進行社會論述的分析，視文本為社會論述對話機制的一部份。

2 本研究的史學方法為傅柯式的系譜學觀點。傅柯式的系譜學主要精神為其不主

張線性史觀與目的論，認為歷史事件的成因與結果為多重導因的事件所引發，不

能視歷史的發展有必然的方向與主題。同時，系譜學的研究目的不以起源為其目

標，而將重點置於諸多事件的突發點、發展過程、及其影響。傅柯的系譜學研究

觀點認為歷史的真相並不可得也不存在，所謂「真相」只是取得論述權力主流位

置的群體所提出的解釋版本。

3 本研究將採取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兩種方式並行。以文本分析做節目內容的敘

事架構的分析，並檢視文本中所蘊含的意識型態與可能的強勢意義，同時，以論

述分析的方式探討這些文本如何參與社會對話，亦即，分析電視文本與其他社會

文本的互文性、以及存在於這些文本之間的緊張或協商關係，並希望能梳理出這

些對話中所可能存在的社會論述。

四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1 本研究收集了自一九七 0年至一九八 0年之間關於電視台設置、電視節目型式

與內容之討論、電視法規制定與修正、電視節目與社會風氣文化影響、電視節目

宣傳、特殊廣告討論，等等之報紙與刊物相關報導約一千多則。

2 本研究發現在台中華三家電視台成立初期至一九七四年間，報紙社論對於電視

作為新科技的看法與討論多以教化和端正思想風氣為主。電視既被視為是宣導的

工具，也是思想的引導者，如此論述可以從兩方面著手分析：一為電視工具論的

科技/社會論述；二為反共政治與親美冷戰的政治論述。

3 特定全國性電視節目如國慶節目之實況轉播、國際棒球賽事轉播、春節特別節

目、「先總統 蔣公逝世」哀悼節目、國家政策宣導節目，等等，需調閱大量節目

帶，以目前經費狀況而言無法向電視台申請拷貝，故無法執行，只能從次及文本

分析其相關的社會論述，其中發現：

a 反共論述中對於「光復大陸國土」這一部分的論述建構相當模糊，幾乎是

以對岸同胞的痛苦和共產黨的邪惡作為論述的核心，實質的大陸國土狀況和光復

的計畫在各種文本中闕如。

b 全國聯播節目的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涵，也就是說，「聯播」概念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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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團結一心的具體形式，全國軍民以電視為核心形成一個清楚的放射網絡，而

其內容則傾向將軍民放置於一種集體落難受脅迫的冷戰氛圍中。

4 此外，綜合性建議為：歷史性研究似乎不應將大部分的經費撥與研究生助理，

而僅撥極少部分為實質研究經費如耗材與史料的蒐集。歷史性研究的特性為：研

究者必須親自處理資料，親自進行資料的閱讀與詮釋，無法假手研究生，此點與

實證研究可大量將工作分工予研究生相當不同，因此，本計畫執行期間發現，欲

購買的歷史資料相當昂貴，本研究無法負擔；相對於此，佔本計畫大部分經費的

研究生人力則時常閑置。此點建議委員在審查研究經費時可依研究內容特質之不

同而斟酌。

五 計畫成果自評

1 本研究執行期間發現，早期電視節目詳細內容難以取得，依賴電視週刊或是其

他次級文本進行分析有極大的困難，因此電視節目之間互文性的分析難以進行。

2 本研究收穫最多的是社會輿論對於電視節目內容的批評與政治思想端正的論

述資料，特別是「全國聯播節目」的國家想像與民主社會之意涵，已著手進行論

文寫作。

3 由於歷史性研究資料繁瑣複雜，蒐集與整理工作無法完全假手研究生助理，必

須由研究者親自進行，資料的判讀和詮釋也必須全部由研究者獨立進行，因此為

期僅一年的計畫期限幾乎無法達到有效的論文生產。

4 本研究收集並整理了相當豐富的電視社會論述，可對一九七 0年代的台灣社會

進行更近一步的通俗文化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