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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創意產業作為一個總括概念，將原本隸屬不同脈絡的其他產業，諸如視覺藝

術與流行音樂，歸到同一個詞彙底下，也就是說，許許多多異質的文化符號，透

過各種政府與民間論述，均匯集為文化創意產業。本文將論證，這個新興名詞所

反映的社會結構與其說是經濟主宰文化藝術，倒不如說是經濟與文化藝術開始互

相融合。以往，經濟與藝術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但隨著網路成為社會主要媒介，

他們的界線開始慢慢模糊，也就是說，美醜的判斷不只發生在藝術之內，也開始

大量出現在經濟之內；支付與不支付不僅僅是經濟的區別，也逐漸成為藝術創作

與欣賞的重要區別。在這個背景下，擔心藝術喪失自主性、批評經濟主導審美感

受，也許沒有擊中社會結構的要害；主張經濟仍然自主、藝術仍然獨立的人，也

可能沒有掌握到社會結構已經改變的事實。如果結構耦合意味著兩個獨立的社會

領域以各自的運作結構為基礎而觀察對方，那麼在以網路為主要媒介的社會中，

這種結構耦合就不再是社會運作的重點。網路社會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模控網絡，

它由異質的區別相互銜接而成，藝術的首要區別與經濟的首要區別在這個網絡中

不再各據一角，封閉自己，而是相互結合，對同一個對象或不同的對象進行運算。

在這樣的結構中，只談經濟而不談藝術、談藝術而不談經濟，或是用藝術的方法

談經濟、用經濟的方法談藝術，也許都不具有引發進一步溝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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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作為一個總括概念，將原本隸屬不同脈絡的其他產業，諸如視

覺藝術與流行音樂，歸到同一個詞彙底下，也就是說，許許多多異質的文化符號，

透過各種政府與民間論述，均匯集為文化創意產業。本文將論證，這個新興名詞

所反映的社會結構與其說是經濟主宰文化藝術，倒不如說是經濟與文化藝術開始

互相融合。以往，經濟與藝術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但隨著網路成為社會主要媒介，

他們的界線開始慢慢模糊，也就是說，美醜的判斷不只發生在藝術之內，也開始

大量出現在經濟之內；支付與不支付不僅僅是經濟的區別，也逐漸成為藝術創作

與欣賞的重要區別。在這個背景下，擔心藝術喪失自主性、批評經濟主導審美感

受，也許沒有擊中社會結構的要害；主張經濟仍然自主、藝術仍然獨立的人，也

可能沒有掌握到社會結構已經改變的事實。如果結構耦合意味著兩個獨立的社會

領域以各自的運作結構為基礎而觀察對方，那麼在以網路為主要媒介的社會中，

這種結構耦合就不再是社會運作的重點。網路社會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模控網絡，

它由異質的區別相互銜接而成，藝術的首要區別與經濟的首要區別在這個網絡中

不再各據一角，封閉自己，而是相互結合，對同一個對象或不同的對象進行運算。

在這樣的結構中，只談經濟而不談藝術、談藝術而不談經濟，或是用藝術的方法

談經濟、用經濟的方法談藝術，也許都不具有引發進一步溝通的能力。 
 
為了闡明這些道理，本文在第二節將文化創意產業視為一種語義，討論它如

何廣納各類既有產業，從而擴大文化工業與文化產業的意義。接下來，第三節將

討論魯曼的功能分化理論如何無法適切的解釋這個意義擴增的現象，也就是說，

經濟與藝術的相互獨立以及由此而出現的相互計算，並不能激發出當前的文化創

意產業論述。當然，左派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似乎也並不讓人滿意。筆者將在第

四節主張，文化創意產業作為語義，是在一個模控網絡中出現的，這個網絡主要

不是以功能分化來進行自我組織，而是以區別的相互銜接來安排與整合各種溝

通，文化創意產業論述作為異質區別的統一，恰恰和這樣的結構原則有著選擇性

親近。最後，第五節將扼要回顧文章的論證過程，並簡述未來可以發展的研究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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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與社會結構的區別是接下來論證的關鍵，因此筆者在這裡稍微說明一下

這組區別的性質。社會是由溝通而且也只由溝通組成，換句話說，溝通的出現就

是社會的出現(Luhmann 1984)。然而溝通出現的時間相當短暫，一出現很快就讓



位給其他原本潛在的溝通（單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樣一種在實現者與潛在者

之間的快速轉換，如果沒有結構制約，將成為雜亂無序的現象，或用 von 
Foerster(2003)的話來說，就是熵狀態。結構負責調節溝通與後續溝通之間的關

係，也就是穩定地限制下一刻能實現的溝通範圍。1如此一來，溝通乃至於社會

在運作時就有了較為穩定的基本取向。而這個取向同時也限制了溝通內部諸要素

的選擇範圍，亦即化約了告知與訊息的選擇範圍。如果對某個告知和訊息的選擇

在歷史中穩定下來，也就是說，社會不斷拿它來處理自身內部的溝通事務，那麼

筆者就稱之為語義。2由此看來，語義始終是由結構所促生，因此也會受到結構

變化的影響。在經驗上具體考察語義和結構的關係，就是要去問語義如何出現和

變化，這個「如何」不同於「什麼」(Luhmann 1990)，後者是追問某個概念的正

確意涵，而不是將這些意涵放入括弧，追溯他們的可能性條件。這兩種提問方式

沒有哪一種比較有理、哪一種比較無理，重要的是不同的提問會看見不同的事

物，而且也會受限於自己的視野而看不見看不見的事物。 
 
    立法院於 2010 年立法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明定文化創意產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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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且指定下列

十五項產業為文化創意產業：視覺藝術產業、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文化資產應

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工藝產業、電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出版產業、廣告產業、

產品設計產業、視覺傳達設計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產業、數位內

容產業、創意生活產業、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以及未明列其中但稍後可由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的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的內涵與外延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明

確，而是像其他語義一樣，必須通過許多具體溝通情境的考驗，才有可能確立下

來。這一點只要我們看一下立法委員和相關部會推出的草案和相關發言就可以明

白了，例如翁金珠等立法委員(2009)曾提出《文化產業發展法草案》，以「文化

產業」一詞取代「文化創意產業」，並將文化產業界定為「經由可複製性與流通

性之智慧財產運用，並藉市場機制使國家文化整體得以塑造之特定產業」，也就

是將大眾文化（而非藝術）產業化(立法院公報第 98 卷第 33 期委員會記錄: 
283-285)。這顯然和稍後確立的文創產業的外延有相當大差異，至少藝術在翁金

珠等人的草案中被排除在文化產業範圍外。然而，這個排除在文創產業語義逐漸

確立的過程中沒有保留下來，反而是遭到排除，或者我們可以說：排除的排除。

同時或稍後提出的其他草案與委員會討論，文化產業這個提法基本上就消失了，

甚至翁金珠本人在提出上述草案半個月後，也連署立法委員余天(2009)提出的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此草案將各種藝術納入產業範疇，從而屏除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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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結構就有例外，結構只是限制溝通對其他溝通的期待，但這個期待是否能得到滿足，並非結

構所能規定，畢竟意外總是有可能發生。此外，「選擇與對選擇的限制」這樣一種進路，其實也

就是模控論的進路(Bateson 1972)。 
2 Luhmann(1984:224)將較為穩定的論題稱為語義，而筆者更進一步結合溝通要素，將告知與訊

息的穩定選擇稱為語義，由此避開模糊的「論題」概念。 



術與文化產業的區別。藝術的產業化論述於是便在立法過程中逐漸穩定下來，而

文化創意產業也就成為固定的語義。 
 
    然而，回顧一下這組被遺棄的「藝術／文化產業」區別也許是有益的。將藝

術排除在文化產業外，不單純是立法委員天外飛來一筆的想法，它隱含了「藝術

／文化工業」以及「文化工業／文化產業」這兩組傳統的區別。第一組區別源於

法蘭克福學派對社會的批判(Horkheimer and Adorno 2008)，文化工業意味著文化

產品的標準化大量生產，它隱含的意識型態被大眾接受為正當的社會描述與自我

描述，因而大眾就看不見深藏其中的宰制關係。相對於此，藝術本身由於內含各

種辯證過程(何乏筆 2004:19-30)，遂有可能超越文化工業及其掩蓋的宰制關係。

與藝術相對立的文化工業被批判理論學者侷限於大量生產的文化產品，這一點在

後來發生了轉變。文化產品的製造方式不再被認為只有大量生產一途，少量而且

彈性的生產也同樣可以製造出文化產品，因此，文化產品的意義範圍就大大增加

了。立法委員翁金珠所界定的文化產業，其關鍵特徵「可複製」與「可流通」由

於既包含大量生產、也包含少量生產，恰好反映了文化產品意義擴增的現象。如

果我們追溯「文化產業」一詞的發展，便會發現一個有趣的變化：1990 年代的

台灣，這個概念指涉的只是小規模的地方文化生產（文化圈與社區總體營造），3

而與文化工業嚴格區別開來(王俐容 2005: 184-185；古宜靈 2005: 115)。但稍後，

文化產業的意義發生了變化，透過可複製與可流通這兩個涵蓋範圍廣大的特徵，

同時包含了少量的地方生產和大規模的文化工業。甚至「文化工業」一詞在近十

年的台灣，也涵蓋了以往所指涉的少量生產，而不再與文化產業有明顯的區別，

這從李君如與陳品孜(2005)對華山創意園區的批判就可以看得出來。4因此，從意

義變化的角度來說，文化工業與文化產業並非如王佳煌(2010)所暗示，具有本質

上的差異。5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把焦點轉往西方世界，就會發現 cultural industry
失去了它上個世紀中葉的負面意涵，而且意義也不斷擴大，幾乎包含所有和符號

有關的商品生產(王俐容 2005: 181-182；Galloway and Dunlop 2007: 20-21；
Garnham 2005: 18; O’Connor 2000)，甚至連它本身也從單數變成了複數(O’Connor 
2010: 24-25)。 
 

文化產業與文化工業的趨近，以及西方 cultural industries 的意義擴增，反映

了愈來愈多文化事物被經濟化的事實，或者反過來說：愈來愈多經濟事件涉及文

����������������������������������������������������������������������������������������������������������������
3 如古宜靈(2005: 113-114)所言，地方與文化在台灣有了新的「交織」。 
4 值得注意的是，李君如和陳品孜這篇文章雖然一開始將文化工業定義為文化產品的大量標準化

生產，但其分析對象卻是并不那麼大量生產的華山創意園區。這個矛盾與其說是思慮不周，不如

說是反映了文化工業概念的意涵轉變。 
5 王佳煌(2010)將中文「文化工業」一詞等同於英文 cultural industry，並將「文化產業」一詞等

同於 cultural industries，從而批評台灣學者沒有認真考察他們之間的差異。然而，從筆者的角度

來看，兩英文詞彙的意義雖然的確不同(O’Connor 2010: 24-25)，但如果將中文和英文等同起來，

直接推論兩中文詞彙的意義也不同，就值得商榷了。劉禾(2009)提出「衍指符號」概念，就是要

強調這種等同（翻譯）的歷史性及其背後隱含的權力關係。 



化。在這個脈絡下，朱元鴻(2000)談到了文化工業的「遍在」。那麼藝術呢？文

化工業或文化產業是不是也進入到藝術當中，讓藝術成為經濟產業？或是反過來

問：藝術是不是也進入到文化產業中，讓文化商品成為藝術作品？從台灣的發展

脈絡來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雖然張大春(2010)批評藝術產業為創作者的惡性

腫瘤，主張藝術和經濟應該明確區別開來，但如果從實際情況來看，自 2002 年

行政院在《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提出文化創意產業概念，直到 2010
年立法院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這段期間「文化創意產業」一詞原則上

都包含了藝術產業（表演藝術、視覺藝術等等）。無論是否強調藝術產業為文化

創意產業的核心領域，藝術在社會中基本上都已經被視為一種文化產業。藝術與

文化產業的區別如此一來就遭到了破壞，而藝術與文化工業的區別也不能倖免於

難。劉大和(2007: 102)甚至直接將文化產業視同文化創意產業，這個作法暗示了

文化產業不僅包含大量與少量的文化商品生產，也包含了某些獨一無二的藝術作

品生產。將藝術納入產業範疇此一趨勢也可以從國外對 cultural industries 或
creative industries 的定義中看出來。儘管仍然存在一些爭議與例外（例如 Potts et 
al. 2008），但是將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等傳統藝術範疇視為產業的一環，則是許

多國家與地區的共識(Flew and Cunningham 2010: 114-115)。 
 
    藝術與產業的結合是「文化創意產業」此一語義的特徵，它不僅將舊有的藝

術範疇整併納入，而且也由此創造出全新的產業主體。這個主體和過往其他產業

部門一樣，開始擁有自己的統計屬性，例如：產值、營業額、業者數量、就業人

口、成長率、出口量等等。行政院文建會自 2003 年起，每年均發行《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年報》，不僅詳細說明該年度發展概況，亦提供歷年比較資料。學術界

如陳振杰等(2008)也曾列出（縣市合併前）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數據。吳

芳姿和黃瑜汝(2010)、曾資文等(2011)甚至還進行跨國比較，找出各國在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的異同之處。這些統計數字強化了這個產業的真實性，彷彿它老早就

存在於社會當中，只是近十年才被重新發現。另一種重新發現文化創意產業的方

式是重新詮釋生命史，例如：風潮音樂總經理楊錦聰 2002 年在文化創意講座分

享他的創業經歷(夏學理、蕭炳欽 2003: 53-84)，但實際上這些經歷卻發生在「文

化創意產業」這個詞彙出現之前。花建(2003: 25-26)言道：「雖然有些創意產業在

幾十年前就出現了，但是被重新認識卻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期。」這些強化真

實性的方法讓「文化創意產業」語義成為一個吸子，溝通一方面不斷回到這個語

義上面，另一方面也不斷從這個語義出發，去對其他事物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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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一節簡要的語義史分析，筆者接下來要問的並非「什麼」才是真正的



文化創意產業。筆者更想知道的是：文化創意產業這個被社會賦予真實性的語義

吸子是「如何」出現的？它在哪一種社會結構中才具有可能性？也就是說，哪一

種社會結構有可能讓藝術和產業在這個語義中得到統一？ 
 
    許多學者，如王俐容(2005)，將這個統一歸因於後福特主義、知識經濟與消

費社會的出現。他們認為，後福特主義強調彈性與少量生產，知識經濟看重知識

與創新在企業運作中扮演的角色，而在消費社會中，人們購買的主要是具有符號

意義的文化商品。這些不同於早期資本主義的因素恰好讓文化創意產業、特別是

其中的藝術產業，有機會繼農業、製造業與服務業之後成為社會第四個產業部

門，而且是愈來愈重要的產業部門。但這個解釋的缺點是只從經濟層面來解釋經

濟事件的演變，而忽略了這個演變有可能來自更廣大的社會脈絡。相對於此，王

佳煌(2010)等學者仍然將文化創意產業奠基於 Adorno 與 Horkheimer 所界定的文

化工業社會之中。不論是否為少量生產，文化商品仍然和 50 年前一樣，掩蓋資

本主義社會的宰制關係以及由此而來的剝削本性。然而，這些對文化創意產業採

取批判立場的學者似乎沒有注意到，文化創意產業和文化工業兩個語義所立基的

社會脈絡已經大為不同。仍然批評貨幣背後的魔鬼，6可能沒有看見網路為社會

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 
 
    另外一條解釋途徑是 Luhmann(1984, 1997)的社會系統理論，或更確切的

說，他的功能分化理論。他將當代社會定義為功能分化社會，它的特徵是社會之

內存有許多功能系統。這些系統一方面獨立自主地運作，不受其他系統操控，而

且每個系統都會為社會實現獨一無二的功能；但另一方面，這些系統也彼此相互

依賴，藉由觀察其他系統來取得訊息，以便規定自己下一刻的行進方向。對

Luhmann 來說，當代社會不能只描述為資本主義社會，因為這毋寧是將經濟放到

最重要的位置，而事實上，經濟不過是眾多功能系統中的一個而已，而且沒有一

個功能系統能夠居高臨下，支配其他系統或甚至是整個社會。 
 

經濟系統使用貨幣這個獨一無二的溝通媒介來自我生產(Luhmann 2009a)，
並與其他功能系統區別開來，也就是說，不論藝術系統還是法律系統，都無法使

用貨幣，儘管他們在綱要層次上有可能考慮到貨幣及其更進一步的形式：價格。

經濟系統在觀察其他系統或社會之外的環境時，採取的編碼方式是貨幣的支付／

不支付，亦即藉由這組符碼所作出的自我指涉（支付或不支付某金額）來進行異

己指涉（對環境的觀察），例如：某企業支付 500 萬元購買某一設備，或是捐獻

100 萬元給執政黨；某甲在超商花 15 元買《蘋果日報》，刷信用卡訂購音樂會門

票，或是決定不花錢購買某款包包，因為它的價格超出預算。而那些因他人支付

而得到該筆款項的組織或個人，則能在未來藉由支付這筆款項（或其中一部分）

而獲得其他稀少的財貨與勞務。經濟系統透過支付貨幣而來的自我指涉與異己指

����������������������������������������������������������������������������������������������������������������
6 此處所言「魔鬼」，意指 Luhmann(2009a: 310-327)界定的「分離」，例如階級差異。 



涉，替社會解決了「稀少性」問題，而這個問題是其他功能系統沒辦法解決的。 
 
    藝術系統則是使用美／醜這組符碼來進行自我生產，而且就和經濟系統一

樣，這組符碼也只屬於藝術系統(Luhmann 1995)。其他符碼如支付／不支付或是

法／不法等，都不會被藝術系統使用，而且美／醜和這些其他系統所擁有的符碼

或甚至是道德符碼尊敬／蔑視，也沒有固定的一對一關係：藝術作品不一定引起

人們的尊敬，也不一定讓人們願意花錢購買。此外，藝術系統對藝術作品的觀察

既包含了自我觀察，亦即依循某些判準（作品本身及其風格）將美或不美分配到

作品上（判斷作品的各個部分適不適當），也包含了異己指涉，也就是藝術作品

涉及系統外部的各種材料或事件，例如木材、金屬、畫布、聲音、模特兒、生態

破壞等等。如此一來，藝術對於社會的功能就在於將社會外部的感知納入系統內

部的溝通脈絡中；也就是說，藉由心理系統對於新奇事物與熟悉事物的同時感

知，藝術系統便能在作品那裡建立虛構世界與實在世界的區別。 
 
    經濟與藝術作為兩個獨立自主的功能系統，其運作方式雖然完全不同，但卻

能夠（或者說正因此能夠）互相觀察對方。企業家看準一幅繪畫的增值潛力，決

定花費大筆金額購買；策展公司在美術館舉辦一場特展，並獲得極高利潤；藝術

家在企業贊助下進行創作；小說家虛構出一個企業競爭的場景(茅盾 2001)。對

Luhmann(2008)來說，這些相互觀察不是兩個系統的融合，而是在各自運作脈絡

中，使用各自的媒介、符碼與綱要對彼此進行運算，而運算的結果（支付或不支

付、作品美或醜）當然還是在各自的系統當中，不會進入其他系統。換句話說，

支付貨幣購買藝術作品始終是一個經濟活動而非藝術活動；相對的，民眾進入美

術館欣賞藝術作品始終是一個藝術活動而非經濟活動。14 世紀從義大利興起的

皇家贊助制度，以及稍後於 17 世紀末出現的藝術市場，是藝術系統之所以能分

化出來、獨立自主運作的重要前提(Luhmann 1995: 256-271)。然而，藝術系統和

經濟系統（尤其是其中的內部環境：市場）雖然有如此緊密的關係，但他們無法

將對方納入自己的運作脈絡，也就是說，經濟無法替藝術系統決定一件藝術作品

的美與醜，而藝術也無法替經濟系統決定該支付多少款項購買何種財貨與勞務。 
 
    在這個脈絡下，社會系統理論也許會將「文化創意產業」這個語義視為藝術

系統和經濟系統在各自界線內對彼此關係的描述方式。藝術與產業在這個語義中

得到統一，不過是兩系統所進行的環境描述而已，它反映了兩系統更緊密的結構

耦合，而這個結構耦合仍然預設「每個自我生產的系統都是作為受結構規定的系

統而運作，也就是說，它只有透過自己的結構才能規定自己的運作。」(Luhmann 
1997: 100)。7藝術作品雖然依舊只在藝術系統中才被賦予美醜評價，而且「將此

作品評價為美」此一運作也只會銜接到對此作品的其他面向或對其他作品的美醜

評價，而不會銜接到「支付某些金額以取用這件作品」，但是這些美醜評價愈來

����������������������������������������������������������������������������������������������������������������
7 對於「自主的」功能系統之間「結構耦合」的例子，請見 Luhamnn 1997: 776-788。 



愈受到經濟的影響。反過來說，雖然某勞務或財貨只有在經濟系統中才能藉由支

付貨幣而取用，而且「支付貨幣取用該勞務或財貨」此一運作也只會銜接到獲得

該款項者的未來支付行動，而不會銜接到對該勞務或財貨的美醜評價，但是支付

貨幣以取用資源愈來愈受到藝術的影響。 
 

在這個結構耦合（藝術產業）中製造出來的有形或無形事物，一方面作為商

品，消費者必須支付一筆金額才能取用（這裡的取用既可以是體驗也可以是處

置）；另一方面作為藝術作品，欣賞者會判斷它的各個部分到底恰當不恰當。這

兩方面彼此相依相存：行動者只有同時作為消費者與欣賞者才能取用藝術產業的

製造物；但這兩方面彼此也相互獨立：支付越多的行動者不一定越能將藝術作品

評價為美。類似的道理也適用於同時作為創作者與獲取酬勞者的行動者。 
 
上述這個功能分化理論的進路似乎完美解釋了，文化創意產業作為語義，如

何在自身之中統一藝術與產業；這個理論透過「結構耦合的強化」此一命題，似

乎解開了該統一為理論帶來的弔詭：藝術的產業化與產業的藝術化。但如果我們

稍加思考，便能看出其中幾個難解的問題： 
 
1.�� 這個理論認為當前的社會依舊是功能分化社會，而沒有考慮到網路媒介

為社會結構帶來的衝擊。Esposito(2002)面對網路的興起，依然強調，現

在不過是功能分化得更為徹底而已；社會不是後現代社會，而是以現代

為基礎的超現代社會。但事實上，網路媒介的出現已經讓功能分化逐漸

受到侵蝕，例如：以功能分化為前提的「專業角色」（或以系統理論的術

語來表示：成效角色）在網路溝通興起後，權威性就大為減少(胡育祥 
2011)。如果考慮到「文化創意產業」或“creative industries”這個告知與訊

息的組合是在網路媒介興盛以後才出現，並穩定下來成為固定的語義，

那麼如果還是將它回溯到功能分化的社會結構，就不是那麼恰當了。 
 

2.�� Luhmann 不斷強調結構耦合預設了功能系統的自主性，但卻沒有考慮

到，「為藝術而藝術」、「為經濟而經濟」這兩種傳統論述，已經不在文化

創意產業語義的涵蓋範圍內。這樣的轉變其實透露出，文化創業產業語

義所反映的社會結構，已經不再以功能系統自主性為首要原則，因此，

以這種自主性為基礎的結構耦合也就無法再用來描述目前的社會結構。 
 
3.�� Luhmann(2009a: 288-289)在談貨幣和經濟自主性的關係時，曾提到「可

買賣範圍」的概念。經濟系統的自主不表示人們只要有足夠的金額，便

能買到所有東西（官位、友誼、愛情、靈魂救贖）。經濟在社會中可以自

主運作，前提反而是可買賣範圍受到道德的限制，因為如此一來，在範

圍內進行的買賣就無關乎道德，而能根據經濟邏輯來進行。但是在文化



創意產業這個語義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可買賣範圍已有逐漸擴大的

趨勢。Luhmann 該如何解釋這樣的演變呢？是社會退回到前現代嗎？還

是經濟系統的自主程度愈來愈低？ 
 
既然經濟因子、馬克思主義和功能分化理論都無法解釋文化創意產業語義的

興起，那麼我們還有其他更具競爭力的解釋嗎？我們該如何構思這樣的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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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是一個由諸多溝通而且也只由諸多溝通構成的系統，但這些溝通不是同

時實現，而是依序在時間當中實現，當下沒實現的就作為潛在者伴隨當下實現的

溝通。如果社會要能繼續運作下去，則當下實現的溝通必須讓位給某個潛在的溝

通，使得原本實現的退為潛在，原本潛在的進為實現(Luhmann 1984)。前面說過，

這樣的輪替需要結構來調節，以便化約諸多溝通造成的過剩現象。但是不同的媒

介類型會造成不同的溝通過剩，因此也就需要不同的社會結構來處理這個過剩的

狀態。媒介不是中介物，也並非如 Luhmann(1997)和 Baecker(2007a)所言，是系

統內部元素的鬆散耦合。對筆者來說，媒介其實是在系統之外對系統做出差異的

力量（胡育祥 2011），也就是說，媒介一方面無法被系統捕捉（無法被感知或無

法被溝通），8但另一方面卻又能讓系統誕生並產生結構變化。以社會系統為例，

社會媒介（如語言、印刷書籍、電腦等等）能讓溝通（作為告知與訊息的差異）

出現，也能讓溝通結構發生變化。不同類型的社會媒介會製造出不同的溝通類

型，也就是不同的過剩溝通，而正是因為這樣，社會系統才必須用不同的結構原

則化約這些過剩。 
 
傳散媒介──例如印刷術和電腦──製造出批判性溝通的過剩，9由此一

來，溝通被拒絕的機會大為增加，為了應付這個狀況，社會便用貨幣、法、愛情、

藝術、權力、真理這些一般化象徵及相應的編碼方式來化約過剩，增加溝通被接

受的機會；也就是說，社會以功能分化的方式來解決這個過剩問題，例如：當某

個命題被標示為真而非不真時，該命題就有很高的機會被科學家接受；當藝術家

的創作被標示為美時，欣賞者就有很高的機會接受它；當某人支付足夠金額而能

取用某資源時，其他人也有很高機會接受該資源變得更為稀少一事。 
 
然而，自網路興盛以來，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溝通過剩，亦即檢驗失敗的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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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這是晚近媒介理論的基本命題之一(Krämer 2008a, 2008b)。 
9 「溝通過剩」這個想法得益於 Luhmann(1997)和 Baecker(2007b)，但不同於 Baecker 的是，筆

者認為電腦的出現並沒有促使社會走出一個全新的結構形態，它不過是製造更多的批判過剩，從

而讓功能分化更加徹底。因此，電腦社會並不是一個足以和印刷社會或書籍社會區別開來的概念。 



網路所激發的溝通，不僅預設資料從遠端電腦傳遞回來，而且也預設只需一位使

用者在場，如此一來，人們便無法預知何種資料將轉換為何種告知與訊息。10在

這種情況下，轉換出來的告知與訊息常常和原先的期待不一樣：網路充滿了各種

難以想像的新鮮事。這種不一致的過剩不同於批判的過剩，因此它就無法再用功

能分化原則來加以化約，11例如：免費的網路下載與瀏覽使得「資源稀少」這個

問題也變得稀少，因此，支付貨幣的意願就大為下降；12將某命題標示為真不再

是科學家獨有的權利，一般人透過網路搜尋與複製貼上，一樣可以做出相同或相

反的標示，而且由於其他人無法分辨這些標示（作為告知與訊息的結合）由何人

所做，科學家與常民的區別因此也就愈來愈模糊；網路溝通透過可以同時感知新

奇與熟悉事物的意識系統（也就是使用者的意識系統），建構出「虛構世界／真

實世界」的區別，因此也愈來愈難和藝術溝通區別開來。 
 

檢驗失敗的過剩是社會要克服的問題，它必須找出一個方法，能在眾多檢驗

失敗的潛在溝通中，挑選一個來實現，也就是它必須確保即使在檢驗失敗的情況

下溝通依然能夠持續進行，不論下一個溝通在面對上一個溝通時是採取接受還是

拒絕的態度。在功能分化時代，社會面對的是批判過剩所帶來的拒絕問題；但下

一個社會在網路溝通領域中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能讓後續的溝通出現，即使

這些溝通對上一刻的訊息或告知抱持拒絕的態度。印刷術社會必須設法減少拒

絕，但下一個社會在進行網路溝通時不是要減少拒絕，而是減少溝通無法繼續下

去的困境。拒絕有沒有減少，或是接受有沒有增加，不是下一個社會在進行網路

溝通時關心的問題，它關心的反而是那些乘載接受和拒絕的溝通能不能出現。 
 
根據筆者的觀察，下一個社會在面對這個問題時，採取的其中一個解決方法

是模控網絡。13它不是 Baecker(2007a, 2007c)所指稱的社會網絡，由各種異質元

素（意識型態、制度、機構、個體、技術等等）組合而成；也不是如 Bommes and 
Tacke(2011)所言，由溝通歸因出來的個人（社會地址）結合而成。模控網絡其實

是由異質溝通透過特殊的遞迴運算而出現；14這個定義的好處是讓模控網絡仍然

隸屬於社會（社會只包含溝通）、仍然只具有社會的性質，而不是社會與非社會

的綜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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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這個轉換就是前面所提的媒介的力量：製造差異。 
11 傳散媒介如印刷術和電腦（特別是未連上網路的電腦），依然持續引發批判過剩的問題，這意

味著，在網路溝通領域之外，功能分化仍然是化約複雜性的重要方法。 
12 網路讓許多（但非全部）資源變得不再稀少，因此貨幣無法發揮效用的主要因素。因此，維

持稀少性，例如提高下載門檻（設置帳號、密碼）或讓資源無法被網路溝通「模擬」，一直是貨

幣經濟在網路社會中的首要課題。附帶一提，這裡所謂的模擬，指的是 Baudrillard(2006)意義下

的第三級擬像。 
13 「其中一個」意謂著也許還存在其他解決之道。 
14 也正是因為它具有遞迴運算的性質，筆者才稱其為「模控」網絡。 
15 因此，網路與網絡分別位在不同的領域。網路作為媒介，「在社會之外」對社會製造出檢驗失

敗的過剩；網絡則是社會「在自身之內」發展出來的溝通結構，用來化約由網路引發的過剩溝通。 



此外，模控網絡中的諸元素也不是藉由相互 Kontrolle（control）16來界定並

穩固對方的同一性(Baecker 2007a, 2007c)，因為這個 Kontrolle（control）處理的

是檢驗過剩(Baecker 2007b)，而非檢驗失敗的過剩。打從文字出現以來，檢驗過

剩就存在於社會當中(Luhmann 1997: 410)，因此，相互 Kontrolle（control）老早

就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不只是現在才出現。如此一來，我們就不能將這個存在

已久的現象視為解決目前過剩問題的特殊方法。此外，諸元素之間也不一定具有

Bommes and Tacke(2011)所謂的互惠性期待：我先給你你想要的具體事物，未來

你就必須給我我想要的、但目前還不確定為何的事物。事實上，這種以互惠性期

待為基礎而建立的網絡早在功能分化時代就存在了(Tacke 2011)，甚至還可以上

溯至階層分化社會。對筆者而言，諸溝通在模控網絡中的關係毋寧是異質區別的

相互銜接，或者更精確的說，異質符碼的相互銜接。在功能分化時代，功能系統

的自主性在於它只使用同一個符碼來生產溝通，而且也只有符碼的正值才具有銜

接能力。將藝術作品的某個部分標示為美，會銜接到將這件作品的其他部分標示

為美或不美；支付貨幣者讓收取貨幣者未來能夠支付這些貨幣，取得其他稀少資

源；某命題被標示為真，會讓科學家進一步將其他命題標示為真或不真。然而，

模控網絡不會只使用同一個符碼來生產溝通，也就是說，以某個符碼為觀察圖式

的溝通，在網絡中有可能銜接上以其他符碼為觀察圖式的溝通，超連結就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一篇網路文章的內容常常包含許多超連結，這些連結以及後來實現

的溝通雖然和該文章內容有關，但其觀察圖式已大不相同。例如，在串流音樂網

站聆聽一首歌（以美／醜觀察圖式），然後點擊一旁的廣告（以訊息／非訊息為

觀察圖式），最後進入該廣告所提供的商品拍賣網頁，購買該商品（以支付／不

支付為觀察圖式）。此外，在模控網絡中，溝通即使標示負值（醜、非訊息、不

支付、在野、不法、不真等），也不會像功能系統一樣無法銜接下去；也就是說，

在模控網絡中，具有銜接能力的不只是符碼的正值，也包含符碼的負值，例如：

雖然將某篇網路文章所提出的命題標示為不真，但接下來依然可以點選旁邊的超

連結，跳到其他頁面瀏覽。一般而言，超連結本身也是一種溝通，更精確的說，

是一種反身溝通，它告知觀察者下一刻將出現什麼樣的溝通。17如此一來，觀察

者便能事先決定，是要參與那個被期待的未來溝通，還是轉而觀察其他超連結，

以便決定是否要參與這個超連結所告知的未來溝通。因此，超連結便大大提高了

觀察者繼續瀏覽的意願，也就是說，超連結的功能就在於它解決了檢驗失敗過剩

所具有的銜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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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aecker雖然是Luhamnn的弟子，但他的Kontrolle概念比Luhmann還複雜。Luhmann(1997: 410)
的 Kontrolle 排除了英文 control 所具有的支配意涵，而只表示「檢驗訊息與記憶是否相符」；但

Baecker(2007b: 169-172)的概念同時包含這兩種意思，甚至還用英文 control 來對譯德文

Kontrolle，因此無形之中增加了翻譯的難度。為了保留這個複雜的脈絡，筆者在談到 Baecker 這
個概念時，仍然寫出原來的德文和英文。 
17 筆者在此不將超連結侷限在文字溝通的範圍內，因為超連結的告知方式既可以是文字，也可

以是圖像和聲音，或是他們的綜合。 



這樣一種模控網絡納入了功能系統採用的各式各樣的符碼，並透過超連結，

將這些符碼結合起來。如此一來，模控網絡就成為一個多區別的運作脈絡，它既

非隸屬於某個功能系統，也非某兩個功能系統的結構耦合，因為這些都預設了一

個符碼只被一個功能系統使用而且是持續使用。模控網絡藉由結合不同的符碼，

創造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功能系統的運作脈絡。然而，它和功能系統也不是沒有任

何關係。如果沒有貨幣經濟，幾乎不可能建立網路媒介及其相關的模控網絡，因

為網路所需的物質材料（纜線、電力、電腦等）和勞務（舖設纜線、程式設計等）

基本上皆為稀少資源。此外，在模控網絡中對支付加以標示的溝通，也會引發經

濟系統一連串的後續溝通，因為支付一旦完成，貨幣就會開始像「河水」一樣流

動；相反地，如果原本在經濟系統中被視為稀少的某種資源，在模控網絡中不再

被視為稀少，那麼由該資源引發的經濟溝通就會相對應地減少，有時甚至讓某些

企業不再獲得貨幣、不再擁有進一步的支付能力。但無論如何，模控網絡和功能

系統之間有著非常清楚的區別：模控網絡可以用許多區別來進行運算，不論被運

算的對象（訊息）是否同一；但功能系統始終只能藉由一組特定區別來進行運算，

否則它與環境之間的界線就會崩潰。 
 
以上對模控網絡的描述，顯然和文化創意產業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化創意產

業作為語義，其特徵是經濟和藝術的結合，它一方面強調藝術的經濟化，另一方

面也強調經濟的藝術化。「美／醜」與「支付／不支付」這兩組不同的符碼被這

個語義結合起來，而在這個語義中得到統一；此外，這兩組符碼也沒有誰支配誰

的問題：既不是經濟位居核心，藝術只作為商品外部的裝飾，也不是藝術成為首

要考量，經濟不過是次要的報酬；藝術家可以成立「文化創意事業」，以便「創

造財富」、「促進全民美學素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四條)。這個語

義拋棄了「為藝術而藝術」、「在商言商」的傳統論述，因此便和模控網絡的運作

方式有著選擇性親近的關係。Garnham(2005)批評，creative industries 這個詞彙的

選擇不過是英國政府挪用當時頗具聲望的資訊社會理論與創新理論，來正當化自

己的意識型態；18但筆者認為，這樣的批評其實正好反映了文化創意產業和資訊

社會（或更確切的說：模控網絡）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五、˱ �H�U 

 
本文論述了文化創意產業語義和下一個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文化創意產業

語義結合了經濟區別和藝術區別；以網路為媒介、作為檢驗失敗過剩的解決之道

而出現的模控網絡，也遞迴地結合各組區別來運算所觀察的對象。這種語義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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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或是以 Cunningham(2009)略帶戲謔成分的詞彙來說：creative industries 論述在 Garnham 眼裡彷

彿是一匹「特洛伊木馬」。 



構之間的相互呼應，也許比經濟解釋、馬克思主義批判以及功能分化理論更能描

述文化創意產業語義的可能性條件。而這樣的解釋進路也許能讓我們更進一步追

問：既然模控網絡和功能系統仍有千絲萬屢的關係，那麼文化創意產業語義是否

也仍有某部分呼應諸功能系統之間的結構耦合？此外，「文化」語義在功能分化

社會中穩定地意指「相互比較」以及由此而來的「自我相對化」(Luhmann 1999)，
那麼它在「文化創意產業」語義中又會有怎樣的變化？而這樣的變化和模控網絡

有什麼關係？或者更一般的問：在網路社會中，文化的意涵是什麼？而這一切，

依筆者之見，尚有待於深入分析兩個更根本的問題：什麼是網路社會？什麼是模

控網絡？（完）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Baudrillard, Jean (讓‧波德里亞) (2006) 象徵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南京：譯

林。 
Luhmann, Niklas (尼可拉思‧魯曼) (2009a) 社會之經濟。湯志傑、魯貴顯譯。台

北：聯經。 
---- (2009b) 社會中的藝術。張錦惠譯。台北：五南。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 http://law.moj.gov.tw。2011/8/27 造訪。 
王佳煌 (2010) 文化創意／產業、創意階級／城市論著的批判性檢視。思與言 

48(1): 131-190。 
王俐容 (2005) 文化政策中的經濟論述：從菁英文化到文化經濟？文化研究 1: 

169-195。 
立法院公報第 98 卷第 33 期委員會記錄。立法院法律系統網站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2011/8/27 造訪。 
行政院文建會 (2003-2010)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文建會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服

務網 http://www.cci.org.tw/cci/cci/epaper.php。2011/8/27 造訪。 
古宜靈 (2005) 文化政策與文化產業的反省。立德學報 3(1): 109-122。 
朱元鴻 (2000) 文化工業：因繁榮而即將作廢的類概念。台灣產業研究 3:11-45。 
余天 (2009)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條例草案。立法院第 7 屆第 3 會期第 13 次會議

議案關係文書。立法院法律系統網站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2011/8/27
造訪。 

李君如、陳品孜 (2005) 華山過渡：藝術空間作為一種文化工業的體現。建築與

規劃學報 6(2): 95-108。 
何乏筆 (2004) 如何批判文化工業？阿多諾的藝術作品論與美學修養的可能。中

山人文學報 19: 17-35。 
吳芳姿、黃瑜汝 (2010) 重要國家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概況。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33(8): 30-36。 
花建 (2003) 文化金礦：全球文化投資贏的策略。台北：帝國文化出版社。 
胡育祥 (2011) 網路作為下一個社會的媒介：在互動與閱讀之外。社會分析 3（即

出）。 
茅盾 (2001) 子夜。台北：里仁。 
翁金珠等 (2009) 文化產業發展法草案。立法院第 7 屆第 3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

案關係文書。立法院法律系統網站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2011/8/27 造

訪。 
夏學理、蕭炳欽 (2003) 文化創意產業：我們曾經這樣走過。台北：國立台灣藝



術教育館。 
張大春 (2010) 答大學生──關於狗屁的文化創意產業。張大春部落格

http://blog.chinatimes.com/storyteller/archive/2010/11/16/564264.html。 
  2011/8/27 造訪。 
陳振杰、黃茱珺、蔡漢生、吳連賞 (2008) 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現狀與前

景規劃之研究。環境與世界 18: 43-73。 
曾資文、周凱盈、黃可俞 (2011) 由中日韓文創產業推動成效分析中央與地方的

互動性。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34(2): 90-95。 
劉大和 (2007) 文化產業中文化如何展開？民俗曲藝 157: 101-144。 
劉禾 (2009) 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西文部分 
 
Baecker, Dirk (2007a) �)�R�U�P���X�Q�G���)�R�U�P�H�Q���G�H�U���.�R�P�P�X�Q�L�N�D�W�L�R�Q. Frankfurt: Suhrkamp. 
---- (2007b) S�W�X�G�L�H�Q���]�X�U���Q�l�F�K�V�W�H�Q���*�H�V�H�O�O�V�F�K�D�I�W. Frankfurt: Suhrkamp. 
---- (2007c) Network Society. Pp. 95-112 in �7�K�H���&�R�Q�F�H�S�W���R�I���W�K�H���1�H�W�Z�R�U�N���6�R�F�L�H�W�\����

�3�R�V�W���2�Q�W�R�O�R�J�L�F�D�O���5�H�I�O�H�F�W�L�R�Q�V, edited by Niels O. Lehmann, Lars Qvortrup and Bo 
K. Walter. Copenhagen: Samsfundslitteratur Press. 

Bateson, Gregory (1972) Cybernetic Explanation. Pp. 405-416 in Gregory Bateson, 
�6�W�H�S�V���W�R���D�Q���(�F�R�O�R�J�\���R�I���0�L�Q�G. San Francisco: Chandler Publishing Co. 

Bommes, Michael and Veronika Tacke (2011) Das Allgemeine und das Besondere des 
Netzwerkes. Pp. 25-50 in �1�H�W�]�Z�H�U�N�H���L�Q���G�H�U���I�X�Q�N�W�L�R�Q�D�O���G�L�I�I�H�U�H�Q�]�L�H�U�W�H�Q��

�*�H�V�H�O�O�V�F�K�D�I�W,edited by Michael Bommes and Veronika Tacke. Wiesbaden, 
Germany: VS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Cunningham, Stuart (2009) Trojan Horse or Rorschach Blot? Creative Industries 
Discourse around the World. �,�Q�W�H�U�Q�D�W�L�R�Q�D�O���-�R�X�U�Q�D�O���R�I���&�X�O�W�X�U�D�O���3�R�O�L�F�\ 15(4): 
375-386. 

Esposito, Elena (2002) �6�R�]�L�D�O�H�V���9�H�U�J�H�V�V�H�Q. Frankfurt: Suhrkamp. 
Flew, Terry and Stuart Cunningham (2010) Creative Industries after the First Decade 

of Dabate. �7�K�H���,�Q�I�R�U�P�D�W�L�R�Q���6�R�F�L�H�W�\ 26: 113-123. 
Galloway, Susan and Stewart Dunlop (2007) A Critique of Definitions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Public Policy. �,�Q�W�H�U�Q�D�W�L�R�Q�D�O���-�R�X�U�Q�D�O���R�I���&�X�O�W�X�U�D�O���3�R�O�L�F�\ 
13(1): 17-31. 

Garnham, Nicholas (2005) From Cultural to Creative Industries: An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pproach to Arts and Media Policy 
Mak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Q�W�H�U�Q�D�W�L�R�Q�D�O���-�R�X�U�Q�D�O���R�I���&�X�O�W�X�U�D�O���3�R�O�L�F�\ 11(1): 



15-29.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2008) �'�L�D�O�H�N�W�L�N���G�H�U���$�X�I�N�O�l�U�X�Q�J����

�3�K�L�O�R�V�R�S�K�L�V�F�K�H���)�U�D�J�P�H�Q�W�H. Frankfurt: Fischer Verlag. 
Krämer, Sybille (2008a) Medium, Bote, Spuren: Weniger mehr als ein Literaturbericht. 

Pp. 65-90 in �:�D�V���L�V�W���H�L�Q���0�H�G�L�X�P�", edited by Stefan Münker and Alexander 
Roesler. Frankfurt: Suhrkamp. 

---- (2008b) �0�H�G�L�X�P�����%�R�W�H�����h�E�H�U�W�U�D�J�X�Q�J�����.�O�H�L�Q�H���0�H�W�D�S�K�\�V�L�N���G�H�U���0�H�G�L�D�O�L�W�l�W. 
Frankfurt: Suhrkamp. 

Luhmann, Niklas (1984) �6�R�]�L�D�O�H���6�\�V�W�H�P�H�����*�U�X�Q�G�U�L�‰���H�L�Q�H�U���7�K�H�R�U�L�H. Frankfurt: 
Suhrkamp. 

---- (1990) Identität - was oder wie?. Pp. 14-30 in Niklas Luhmann, �6�R�]�L�R�O�R�J�L�V�F�K�H��

�$�X�I�N�O�l�U�X�Q�J���������.�R�Q�V�W�U�X�N�W�L�Y�L�V�W�L�V�F�K�H���3�H�U�V�S�H�N�W�L�Y�H�Q.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95) �'�L�H���.�X�Q�V�W���G�H�U���*�H�V�H�O�O�V�F�K�D�I�W. Frankfurt: Suhrkamp. 
---- (1997) �'�L�H���*�H�V�H�O�O�V�F�K�D�I�W���G�H�U���*�H�V�H�O�O�V�F�K�D�I�W. Frankfurt: Suhrkamp. 
---- (1999) Kultur als historischer Begriff. Pp. 31-52 in Niklas Luhmann, 

�*�H�V�H�O�O�V�F�K�D�I�W�V�V�W�U�X�N�W�X�U���X�Q�G���6�H�P�D�Q�W�L�N�����6�W�X�G�L�H�Q���]�X�U���:�L�V�V�H�Q�V�V�R�]�L�R�O�R�J�L�H���G�H�U���P�R�G�H�U�Q�H�Q��

�*�H�V�H�O�O�V�F�K�D�I�W. Frankfurt: Suhrkamp. 
---- (2008) Sinn der Kunst und Sinn des Marktes – zwei autonome Systeme. Pp. 

389-400 in Niklas Luhmann, �6�F�K�U�L�I�W�H�Q���]�X���.�X�Q�V�W���X�Q�G���/�L�W�H�U�D�W�X�U. Frankfurt: 
Suhrkamp. 

O’Connor, Justin (2000) The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7�K�H���(�X�U�R�S�H�D�Q��

�-�R�X�U�Q�D�O���R�I���$�U�W�V���(�G�X�F�D�W�L�R�Q 2(3): 15-27. 
---- (2010) �7�K�H���&�X�O�W�X�U�D�O���D�Q�G���&�U�H�D�W�L�Y�H���,�Q�G�X�V�W�U�L�H�V�����$���/�L�W�H�U�D�W�X�U�H���5�H�Y�L�H�Z. London: 

Creativity, Culture and Education. 
Potts, Jason, Stuart Cunningham, John Hartley and Paul Ormerod (2008) Social 

Network Markets: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R�X�U�Q�D�O���R�I���&�X�O�W�X�U�D�O��

�(�F�R�Q�R�P�L�F�V 32(3): 167-185. 
Tacke, Veronika (2011) Soziale Netzwerkbildungen in Funktionssystemen der 

Gesellschaft. Vergleichende Perspektiven. Pp. 89-118 in �1�H�W�]�Z�H�U�N�H���L�Q���G�H�U��

�I�X�Q�N�W�L�R�Q�D�O���G�L�I�I�H�U�H�Q�]�L�H�U�W�H�Q���*�H�V�H�O�O�V�F�K�D�I�W,edited by Michael Bommes and Veronika 
Tacke. Wiesbaden, Germany: VS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von Foerster, Heinz (2003) “On Self-Organizing System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Pp. 1-21 in Heinz von Foerster, �8�Q�G�H�U�V�W�D�Q�G�L�Q�J���8�Q�G�H�U�V�W�D�Q�G�L�Q�J�����(�V�V�D�\�V���R�Q��

�&�\�E�H�U�Q�H�W�L�F�V���D�Q�G���&�R�J�Q�L�W�L�R�Q.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