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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訂定，目的無疑在於擴大所謂的「文化創意」的市

場，並促使之成為具規模的某種「產業」。然而，所謂「文化」並非先驗，「創意」

亦非自生；要把某種創新塑造成為文化的一部份，就必須在社會世界之中使某些

符號成為閱聽者的品味的一部份，亦即將新的事物「品味化」，或者將既有的事

物「再品味化」，使那些事物獲得人們的認可，並成為具備象徵資本的符號。在

這樣的脈絡下，本文的目的在於去探究，文創法在為主管機關想像中的「文化」

提供了機構性的資源的同時，也會帶來「文化」在諸多面向中的社會鬥爭，例如：

哪些事物有權獲得獎助？要如何使某個「文化」、「創新」獲得大眾的廣泛認可？

要教育那些主管機關想像中的「缺乏文化品味」的人，使他們具備「鑑賞力」，

並使他們願意為此而消費，需要的是一個使人「承認」，並使人「無知」的雙重

機制；這樣的雙重機制，除了能夠確保「作成某種文化」與「賦予某種事物價值」

之外，也中性化了這個雙重機制本身，並使其定義下的「文化匱乏者」自認匱乏，

而接受那些「有文化涵養的人」對於文化的定義。這個過程既非無涉政治，也非

無涉階級：要揭除文化的高牆，就必須先確立文化的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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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藝文界擔心質高量少的藝文活動，未來會受到排擠更難

生存。盛治仁強調，發展文創產業和文化藝術表演活動絕不衝

突，未來政府對藝文表演活動的補助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會增

加；但文創產業一定要大眾化才有產值，兩者可並行不悖。」 
                                                

--【2010/01/07 聯合晚報】（楷體為筆者所加） 

 

 

 

 

文化實作的兩難：「質高量少」vs.「大眾產業」 

 

2010 年 1 月 7 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後簡稱〈文

創法〉），其中所關注範圍相當廣泛，其中深受矚目的立法精神以及實際條文諸如

「文化創意有價」、「國發基金提撥一定比例投資文創產業」、「票價補貼」、「藝文

體驗券發放」、「企業購票捐贈抵稅」以及「設立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

院」，都明確地說明了〈文創法〉的核心精神之所在。 

 

首先，文創法的最重要的立法精神在於，試圖透過由國家所代表的制度化工

具，而使「文化」或「創意」成為一種具有明確經濟產值指向性的「產業」。文

創法的訂定不論是對台灣的文化界、產業界或者是政府的角色定位，都是一項前

所未有的創舉。在這之前，「文化界」與「市場」及「國家」三者從來沒有如此

直接地連結在一起過。在過去，這三者之間的關係通常在兩組兩兩相對的的核心

價值之間來回擺盪。 

 

第一組對立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放任」的精神相對於「文化行動」（action 
culturelle）。這組對立的兩端的區別在於國家對於文化的發展的介入與否，或者

是國家對於文化發展的介入程度多寡。 

 

第一組對立的其中一端，也就是所謂的「自由放任」的態度，主張要讓文化

自由發展、讓各種文化實作自由發展求生。特別是在文化的「產值」這方面，在

自由放任的精神之下，國家對於文化實作（pratiques culturelles）採取毫不介入的

態度，把文化的價值交給市場來決定。在這樣的精神之下，國家所需要付出的政

策代價通常是是最為低廉的，而且表面上看來也是最自由、最符合市場經濟機制

的方式。也因此，國家採取自由放任政策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爭議最少的」、

「最不會引來反對聲浪」的。然而追根究底，其爭議最少的原因其實是在於，在



當代社會裡頭，「自由」與「市場機制」已經成了某種道德上的正確答案，「自由」、

「市場」似乎代表著某種正面且難以挑戰的真理。 

 

對立的另外一端，亦即另一種與「自由放任」相對立的核心價值則是「文化

行動」的精神。「文化行動」的精神認為，凡是與文化有關的事物，就應該是所

有的人都能夠親近、能夠欣賞的；文化所能給予給人們的價值是不分階級、不分

出身的；也因此，所有的人都有權享有高品質的文化事物。這是一種「意願主義」

（volontariste）的政策觀：這樣的政策觀認為，由於文化與藝術是不分階級、是

所有人所共享的文化財產，因此，只要任何人有意願親近藝術文化，他們就應有

權享有高品質的文化與藝術作品。在文化行動精神之下，國家必須積極介入文化

政策方面的導引，必須為文化提供最重要的支持，甚至認為國家應該作為文化的

最主要市場與資源提供者，因為文化是所有的人共享且有權親近的事物，而國家

則必須間負起在公眾與文化兩者之間的導引媒介，以提昇並擴展文化的價值。 

 

在這一組對立之中，支持「自由放任」精神的這一端認為，「市場」無論如

何都是「文化實作」所無法迴避的東西。因此，文化實作必須具備產值，必須發

展成能夠營利的產業，或者至少也必須自給自足；也就是說，文化實作必須直接

擺在市場中面對自由市場的競爭，若不能在競爭中存活下來，這樣的文化實作將

註定式微。而「文化行動」政策的精神則與此相反，認為文化的價值並不能以經

濟價值來衡量；且由於所有的文化實作都是有價值的，甚至許多小眾的、較不通

俗而難以獲得大眾青睞的文化，可能是未獲市場接納的、未能具備足夠的經濟規

模的。這些未能成為具足夠經濟規模、未能成為一門「產業」的文化實作若要存

續下去，就必須仰賴國家的政策及相關資源的支持。 

 

而第二組對立則是「民粹主義」（populisme）精神對立於「菁英主義」（élitisme）

精神。這組對立的兩端的差異在於國家政策所支持的文化實作的方向定位。 

 

民粹主義精神的的基本立場是「文化的多元性」，認為既然「文化」無所不

包且內容龐雜，那麼任何事物當然也是所謂的「文化」的一部份；而且由於民粹

主義觀點認為不同事物所擁有的文化價值都是平等的、是不分高下的，進而否認

了不同文化實作的階序性與其在社會中所被賦予的等級差別。在這樣的脈落之

下，民粹主義的觀點乃藉由將某些原本僅屬於於「大眾娛樂」的範疇的事物賦予

新的價值，而使這些民粹的、大眾化的娛樂活動升格成為所謂的「藝術」或「文

化」。民粹主義所具備的「什麼都是文化，因此什麼都可以是藝術」這樣的價值

判斷，其所帶來的相關社會效果是相當可觀的。由於如此一來，「文化」、「創意」、

「藝術」等詞彙的所指對象可以是任何受到大眾所認可和歡迎的事物，因此許多

商品也就利用這點，藉由各種積累象徵資本的管道與方式，來使自己的商品攀上

「文化」、「創意」之名而得以獲得更高的經濟價值。 



 

與此相對的另一端則是所謂的「菁英主義」。菁英主義（élitisme）觀點選擇

無視市場、無視大眾的品味，而致力於回應文化本身的內涵、深度、創新等要求。

在菁英主義的觀點之下，文化實作的價值是足以自我完滿的，而無須市場的肯

定。且另一方面，由於認定「文化」和「市場」原本就經常缺乏交集，因此菁英

主義也認為，市場或大眾的品味並不應該成為衡量文化價值的標準。 

 

在文化的菁英主義精神之下，所謂的「文化」經常是量少質精的，其閱聽人

也經常是小眾的、屬於特定團體的。在這樣的脈絡之下，菁英主義鼓勵小眾的、

不同的文化，也間接地鼓勵了那些當下的社會價值中仍難以被大眾接納、甚至是

挑戰禁忌的文化。事實上，菁英主義的價值判斷脈絡十分符合於當代藝術場域對

於「純藝術」判準的要求，也因此，在菁英主義的精神之下，對文化實作者而言，

不論是其所能夠發揮的空間、作品的可能性，或者是創作者在場域中的象徵資本

的積累方面，菁英主義的精神都為所謂的「文化」提供了最為寬廣的可能性以及

最大的包容性。 

 

然而在另一方面，菁英主義的政策卻十分不利於藝術在大眾市場、經濟價值

方面的發展。由於在其價值觀與終極精神上都傾向於要求文化必須「創新」、「與

眾不同」，而最為前衛的創新通常是很難在市場中被立即接納的。也因此這樣的

精神傾向於與大眾、市場價值疏離，也經常難以成為所謂的「產業」。 

 

 

文創法所抉擇的「文化」 

 

上述這兩組文化實作在實際上所面臨的兩難對立，分別貫穿了兩個面向：第

一組對立貫穿的是「國家介入與否、介入程度多寡」的這個面向，第二組對立則

貫穿了「國家所認定的文化為何」或「國家要將其資源挹注於什麼樣的文化之上」

的這個面向。 

 

面對這兩個面向，我國的文創法所展現出來的立法精神是清楚的。在第一個

面向上，文創法的訂定所展現出來的無疑是傾向於「文化行動」的一端的：也就

是說，文創法的訂定展現出了國家對於介入文化實作的欲求。文創法的目的正是

在於希望透過國家的資源與力量來扶植文化，希望能夠在國家的協力之下使得文

化的發展能夠更為蓬勃。 

 

而在第二個面向上，綜觀文創法的法條，可以確定的是文創法的訂定似乎是

選擇了「民粹主義」的一端的。舉凡「開發國內外市場」（第一章第一條）、「創

造財富與就業機會」（第一章第三條）、「培養藝文消費習慣」（第二章第十四條）、



「對營利事業提供租稅優惠」（第三章）等相關法條，都說明了國家的立場。本

文開頭所引述的文建會主委盛治仁的話，很清楚地說明了文創法所做出的「文化

抉擇」為何： 

 

一、文創法的對象是「文化產業」。因此，不是產業或未以產業為目標的文

化，不是此法所支持的對象。二、所謂產業就必須要有產值，因此，缺乏產值的

文化，不是此法所支持的對象。三、文化產業若要有產值，就一定要大眾化。因

此，不以大眾化為目標的文化，不是此法所支持的對象。 

 

上述三點清楚地告示了，在文創法的架構之下，國家的機構及相關資源所關

注的「文化」的內容。「產值」與「大眾化」正是文創法的架構所認定的「文化」

的前提。而文創法所抉擇出來的文化方向究竟是否正確、會帶來哪些優點和缺

點、受益（或受害）於文創法的實際對象有哪些，都並不是本文所要深究的論題。

本文要追問的是：哪些「文化」有權獲得獎助？要如何使某個「創新」或原本未

獲大眾青睞的小眾文化得以獲得廣泛的認可？「文化」之所以能夠在這樣的脈絡

下成為「文化」，其背後的機制為何？ 

 

 

事物的品味化：一種社會判斷 

 

文創法在為主管機關想像中的「文化」提供了機構性的資源的同時，也會帶

來「文化」在諸多面向中的社會鬥爭，例如：哪些「文化」有權獲得獎助？獲得

文創法的獎助的條件為何？ 

 

在追問這樣實際的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理解「文化」在社會之中的建構過

程。在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分析之中，文化乃是某種資本的形式。而

所 謂 的 文 化 資 本 （ capital culturel ） 乃 具 備 了 三 種 狀 態 ： 機 構 化 的

（institutionnalisé）、客觀化的（objectivé）、和內在化的（incorporé）。機構化的

文化資本指的是經過某種權威機構所認可的文化資本，例如文憑、正式頒發的榮

譽、獎章、獎項、某個職位、職稱、機構所賦予的頭銜、資格等等。而客觀化的

文化資本則是一些由具體的事物所展現出來的、具備文化價值的事物，例如書

籍、畫作、藝術作品、唱片等等。而內在化的文化資本則是透過慣習（habitus）
所展現出來的個人的姿態、氣質、涵養、知識、品味、生活方式等等。文化資本

構成了社會空間（espace social）中的其中一個面向，另外一個面向則是經濟資

本，兩者共同構築了整個社會空間的位置分佈。 

 

而所謂的文化實作（pratiques culturelles），亦即進行某些具有文化上的正面

象徵意義（例如知識、教養、語言能力、美學能力……諸如此類）的活動；而要



實行文化實作，除了有時是以某種程度的經濟能力為條件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

具備由家庭、周遭生活環境或者學校教育所習得而來的某些稟性（dispositions）
來作為文化實作的指引。稟性是文化資本的深層的內在化，很少是有意識的、可

客觀化的東西；反之，稟性是在「所知」（savoir）之中所展現出來的東西，例如

品味、習慣、閱讀、觀賞的方式。而這些由稟性所展現出來的、屬於個人內在的、

習慣的、自然而然的舉止、行為、生活方式，便構成了在無意之中反覆灌輸實行

而來的慣習。 

 

而正是慣習的存在，才構築成了文化的藩籬的源頭：經濟收入的高低、知識

的多寡都不足以保證進入所謂的「上流的」、「高級的」、「正當的」的文化之中；

要進入某個文化、獲得某個文化、成為某個文化的一部份，需要的是一種自然而

然的、熟稔的、如魚得水的「地域感」（être à sa place）。而這乃是由身體、儀態、

腔調、用字遣詞、衣著習慣……等慣習的實際展現所散發出來的某種氣質。「文

化的高牆」正是來自於此：如果缺乏天生的環境（例如家庭成員的教育）與結構

（例如既有的資源與機會）來造就出某些稟性、某種慣習，那麼對於文化上的秀

異（distinction）的追求，不僅是困難重重的，更經常僅是再次證成既存的文化

藩籬是一種難以跨越的存在而已。 

 

有了這樣的對於文化實作在社會之中的脈絡的初步理解，我們便能夠開始追

問，事物是如何在社會中成為所謂的「文化」的呢？換句話說，事物是如何獲得

「這也是一種文化，而且更是具有正面價值的東西」這樣的象徵性意義的呢？布

赫迪厄在 1976 年與聖瑪丹（Monique de Saint-Martin）所共同發表的一篇名為〈品

味解剖學〉（Anatomie du goût）的文章之中，說明了個人的品味抉擇與其在社會

空間之中的位置具有某種同構（homologie）的關係。事實上，某個「品味」經

常是隸屬於某個社會群體的，例如喝香檳、打高爾夫球、觀賞歌劇等等活動，乃

是隸屬於上層階級的；喝威士忌、打網球、參觀博物館等活動則廣受中產階級的

青睞；而觀賞摔角比賽、飲用價格相對低廉的紅酒則較受大眾階級的歡迎。布赫

迪厄之後於 1979 年所發表的《秀異：判斷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一書中，更進一步詳盡地分析了事物在社會中所獲取的象徵

所具備的階級意義以及相關的機制。 

 

事物在社會中獲得價值，成為某種「文化」，所倚靠的是象徵的宰制

（domination）之中 所具備的 的雙重 機制：承認（ reconnanssance） 與無知

（méconnaissance）。宰制者藉由自身所具備的象徵權力（諸如其在社會上的地

位、頭銜、獲得認可的標記），而將有利於自身的、只有自身有能力掌握的對於

事物的定義強置於其他人身上，進而獲得廣泛的、正當的、甚至是機構性的認可，

並進而確保成為一種在社會中獲得正當性的、在社會中獲得廣泛承認的定義。這

種社會煉金術（alchimie sociale），亦即使得事物獲得價值的過程，乃是一種象徵



暴力（violance symbolique），這是一種獲得承認的強制性，施行於社會中每一個

個體之上，這是一種群體施加於群體之上的力量，透過群體的承認而使得群體之

中的個體不得不承認這種正當性。由這種象徵暴力而來的正當性是一種壟斷的正

當性，並透過各種社會機制（例如法律、道德）或社會機構（例如學校、博物館）

來施行並確保這種承認的正當性。 

 

而被宰制者不只是單純地被宰制的權力所被宰制的，連他們的腦袋也是被宰

制的。被宰制者儘管完全理解他們投入遊戲之中的目的是為了在某個場域的遊戲

（jeu）裡頭爭取最大的利益，他們也完全理解自己在投入遊戲之時便面臨著各

種需要去對抗象徵暴力，然而為了投入遊戲，為了去爭取由宰制者所壟斷的利

益，他們必須忘了自己是被宰制的，並全心全意地投入遊戲之中，且對於象徵宰

制採取仿效的策略。而這樣的機制就是所謂的無知：對於象徵暴力的強制性的無

知。 

 

在承認與無知的雙重機制之下，亦即所謂的象徵暴力的強置效果之下，便得

以建立起一種品味的主觀性的幻象（illusion）。而「個人品味」在其象徵性的功

能以及上述的宰制機制的雙重的去主觀化之下，「個人品味」就不再僅只是「個

人」的品味而已，而是一個具有強置效果的、所謂的「客觀的」、「良好的」、「正

確的」文化象徵。而一旦某個「品味」獲得了其象徵價值，獲得了集體性的承認，

這個「品味」就會變成場域中的鬥爭策略的一部份：個體必須去實行這個「品味」，

實作某種「文化」，以獲得其象徵資本。 

 

上述這些機制，就是某個事物得以變成某種良好的、正確的「品味」的機制。

某個文化實作的「品味化」，亦即成為一個正當的、正面的、有價值的、人們必

須去實行的文化，或者是某個文化實作的「再品味化」，亦即提高其價值、在文

化場域的諸多鬥爭中試圖晉升某個文化實作的地位，需要的正是在文化場域之中

的承認與無知的雙重機制的運作，需要的正是主觀品味的雙重客觀化。如此而建

立起來的社會判斷（jugement social）儘管並非絕對，但卻具備了相當程度的再

生產的傾向。只有當某個社會判斷已經失去了其區別的能力，或者是宰制階級之

中的某些成員為了尋求新的區別而展開新的象徵鬥爭，某個原本具有其象徵意義

的文化實作才較有可能遭到顛覆或者降格。 

 

舉例來說，廣受法國布爾喬亞階級喜愛的小劇場表演，最初乃源自十八世紀

時於巴黎的第三區的神殿大道（Boulevard du Temple）的劇院中所進行的劇場表

演。在最起初，也就是十八世紀時，這種在小劇場中進行的的通俗劇乃是都市人、

小商人等群眾的娛樂，在當時這種小劇場表演並不是一種入流的、高級的文化活

動，也並未受到當時的上層階級，也就是貴族的喜愛。到了十九世紀之後，隨著

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轉變，布爾喬亞階級的社會地位逐漸晉升，再加上傳統貴族階



級的沒落，布爾喬亞取代了傳統貴族的地位，而成為社會中的上層階級。隨著布

爾喬亞這個社會群體的社經地位的崛起，小劇場表演也從通俗的、不入流的、缺

乏精緻的內涵的文化活動，轉變成為高級的、有文化氣息的、屬於上層階級的文

化活動。上述這個例子，正說明了一個文化活動如何獲得「再品味化」，如何從

一個低階的文化實作晉升為高級的文化實作的過程。 
 

小劇場表演的地位晉升，是一個文化實作從低往高晉升的例子。如果要舉一

個文化實作從高往低跌落的例子，網球則是個很好的案例。「網球」這項活動的

發展史正好提供了一個相反的案例。 

 

網球起源於法國的修道院與宮廷，一開始是貴族或教士在城堡或修道院之中

所進行的娛樂活動。後來並傳進英國，在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間，成為風靡英、

法兩國貴族的活動。在當時，網球所具備的文化意義是徹底貴族的，是上層階級

才會進行的活動，法國皇室甚至在凡爾賽宮建造了一座華麗至極的室內球場，英

國皇室也曾在溫莎堡裡頭修建網球場。在當時，網球是上流人士於宴會之中所舉

行的娛樂活動，其所具備的象徵是高雅的、禮貌的、上流的。不僅規則嚴謹，連

穿著都十分講究。男性在打網球時必須配戴領帶、身穿襯衫、背心與法蘭絨長褲，

女性則穿長裙，且打網球時所穿著的長裙正是仕女們費盡心思爭奇鬥豔的焦點。 

 

隨著貴族等上層階級對網球的愛戴，這項活動便以相當驚人的速度受到平民

的仿效，而迅速地擴張到平民社會裡頭。隨著網球往平民化方向的演進，打網球

時的衣著也愈來愈輕鬆簡便，而網球場也開始在一般平民的居住地區之中大量地

興建；網球這項運動也愈來愈不為貴族階級所獨享，而轉變而成為一種風靡各地

的平民運動。然而，在網球愈來愈廣受愛戴、愈來愈不限族群地成為所有人都能

享受的活動的同時，網球卻也逐漸地失去了其象徵上的地位——亦即失去了區別

的能力。由於網球已經變成一種所有的人都能夠享用的活動，因此，它也就不再

能夠作為一個標示出「秀異」的標誌。隨著網球的區別能力的降低，除了它逐漸

不再是上流者所獨享的活動之外，事實上，上層階級也逐漸拋棄了這項活動，上

層階級的運動開始逐漸轉往高爾夫球；相較於網球，要實行高爾夫球這項活動所

需的門檻至今仍然很高。事實上，網球遭到上層階級的遺棄，以及高爾夫球成為

上層階級的新歡，這整個過程在社會中的階級意義是值得探討的：當網球不再具

備秀異的標誌，上層階級便開始尋找新的標誌，以維持差異，標示差異；除非高

爾夫球這個差異標誌的獨特性開始降低、門檻開始降低，亦即除非進入高爾夫球

的門檻降低到一個相當平民化的程度，使得高爾夫球不再具備特殊性，否則高爾

夫球就很有可能維持其秀異的標誌地位，並持續受到上層階級的喜愛。 

 

 

文化創意的社會判斷與社會建構 



 

     我們已經精簡地說明了所謂的「文化」（特別是在這個詞彙的正面意義上）

在社會面向之中是透過了什麼樣的機制而獲得了建構。而在這樣的機制之下，我

們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訂定，其背後又具備了什麼樣的社會意涵呢？ 

 

綜觀整部文創法的方向與框架，除了我們先前所提到的「產業」、「產值」、「大

眾化」等原則之外，在文化的拓展與灌輸方面，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亦即

「教育」原則。文創法第十三條：「為提升國民美學素養及培養文化創意活動人

口，政府應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美學及文化創意欣賞課程，並辦理相關教學

活動。」以及文創法第十四條：「為培養藝文消費習慣，並振興文化創意產業，

中央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補助學生觀賞藝文展演，並得發放藝文體驗券。」文創

法希望透過中學教育以及藝文體驗券的發放，來提升國民美學素養，亦即提升國

民的美學素養等文化水準。也就是說，文創法希望能夠透過政策的補助來「教育

大眾」，讓大眾願意接受文化的薰陶，並使得大眾願意為主管機關所認定的「文

化」來進行消費。 

 

在這樣的脈絡下，有兩個問題意識值得我們深入追問：第一個問題是：主管

機關所認定的「文化」指的是哪些文化？第二個問題則是：要使得某個「文化」

或「創意」獲得大眾化的、平民皆可親近的廣泛認可，所需要的條件是什麼？ 

 

    如前所述，一個「文化」之所以能成為所謂的「文化」，亦即在社會中獲得

某種廣受承認的正面象徵價值，需要的是一種「承認」與「無知」的雙重機制。

也因此，文創法所認定的「文化」，正代表了某種「機構化的象徵資本」的保障。

文創法的法規的獎助與認定所及之處，就能保障某種程度的象徵意義。我們可以

審視一下文創法第三條：「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

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

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下列產業：一、視覺藝術產業。二、音樂及表演藝術

產業。三、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四、工藝產業。五、電影產業。六、

廣播電視產業。七、出版產業。八、廣告產業。九、產品設計產業。十、視覺傳

達設計產業。十一、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十二、建築設計產業。十三、數位內容

產業。十四、創意生活產業。十五、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十六、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前項各款產業內容及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儘管文創法對於文化產業所牽涉的範圍的界定，看起來

似乎是相當廣闊、包羅萬象的，然而萬變不離其宗，這些受到文創法所庇蔭的「文

化」，都必然是某種產業。 

 

     文創法試圖賦予這些產業更多的文化價值，亦即試圖透過機構化的、官方

的認定，來賦予這些產業某種象徵價值。透過官方的「承認」，這些產業便能在



文化的場域之中獲得某種印記、獲得某種有價值的標誌，透過賦予它們這種官方

的承認，以寄望帶來某種風行草偃的效應，讓大眾普遍地承認這些產業的象徵價

值，將之視為某種值得、甚至是有必要仿效的文化實作，以積累自身的文化資本；

而只要施為者投入這場文化場域的遊戲之中，就必須對此機制無知，使自己全心

地自己接受遊戲規則，也才能夠全心地投入遊戲之中。這是一種獲得壟斷的正當

性的社會機制，亦即布赫迪厄所謂的象徵暴力：一旦這些文化象徵獲得了廣泛的

承認，它們就變成無可迴避的東西，每個人都必須承認它們的價值，並實行這些

實作，才能夠在遊戲之中積累自身的文化資本。這樣的雙重機制，除了能夠確保

「作成某種文化」與「賦予某種事物價值」之外，也中性化了這個雙重機制本身，

並使其定義下的「文化匱乏者」自認匱乏，而接受了官方所謂的「文化的定義」。 

 

    文創法的出現，首先就先確立了一個政策上的立足點：認為群眾需要接受更

多的文化教育。而教育的目的在於教導群眾「什麼是好的文化」，指引群眾去實

行這些文化、去仿效這些文化，希望群眾願意為了實行和仿效這些文化而願意付

出經濟上的代價。而這樣的「文化教育」不論成功或失敗，都會引發某些社會效

果。 

 

首先，在這種產業優先的邏輯之下，文化場域的場域自主性將會愈來愈受到

經濟場域遊戲規則的干預：當官方透過其正當性而做出「文化必須是某種產業，

才能得到國家賦予的正當性與實質的嘉獎（例如政府的經濟補助、媒體對於「能

賺錢的文化」的頌揚……等等）」這樣的文化定義的時候，文化場域的場域自主性

也就必然受到更多的文化場域之外的干涉。在這樣的邏輯之下，一些小眾的、難

以成為具規模的「產業」的文化活動，將注定處於「文化」的邊緣位置；姑且不

論其相關的經費是否可能遭到那些有規模的「產業」的排擠，光是它們注定在政

府的補助名單之中缺席，就足以帶來某種在象徵鬥爭中居於弱勢的效果。舉例來

說，行政院新聞局於 2011 年 6 月所頒發的「旗艦型流行音樂製作與整合行銷補

助」的補助專案，獲得補助的音樂人幾乎全部都是台面上當紅的藝人，其中某些

獲獎人甚至是連續獲得補助；其獲獎的理由則是「商業策略成功」。而那些未獲

商業成功的音樂人，在這樣的補助標準之下當然也就必然更居弱勢。這個例子可

以顯示出文化場域在官方正當性的介入以及官方對於「產業」的正面期待之下所

造成的效果。當官方把「產業成就」當成官方對某種「文化」實施獎助與否的基

準，那麼，愈是經濟弱勢的文化，不論在經濟或資本象徵資本方面的鬥爭之中，

都會愈加難以翻身；而愈是已經獲得商業上的成功的文化，將會在經濟與象徵資

本方面獲致更為全面性的成功。 

 

    另一方面，這樣的透過官方正當性所加持的「文化教育」，其所針對的對象

是不分階級、族群的廣大群眾，並期待透過國家的力量，來將「什麼是好的文化」、

「什麼是值得實行的文化實作」的標準灌輸給所有的人。然而，這些官方認可「文



化」卻都不離「產業」，而其他非關產業的文化卻付之闕如。當所有的人都被灌

輸了「大眾化的、大規模的、產業式的文化才是值得仿效的文化」這樣的觀念時，

象徵暴力也就在這裡頭發揮了作用：一方面透過教育以及官方所賦予的正當性，

而使這些文化獲得廣泛的承認，另一方面也透過法律和市場機制而確立了新的文

化場域遊戲規則，而所有投入這場爭取自身文化資本的遊戲之中的人，都必須對

此鬥爭的機制無知，才能全心地投入鬥爭的遊戲之中。然而，「什麼是文化」的

定義權從來不在文化場域的新進者手中，這些定義早已確立了什麼是「秀異」，

而秀異的目的就在於維持區別，保持差異，以維持文化資本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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