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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閱聽人研究是新媒介環境中傳播研究創新的一個重要領
域。本文以 2010-2014 年歐洲科學與技術合作計畫資助的大型
研究計畫「轉型中的閱聽人與社會」為考察對象，著眼於知識
生產與社會脈絡之間的互動關係，來分析當前歐洲傳播學界在
閱聽人研究領域的新思路。該研究計畫包括四個子課題：新媒
介環境中的媒介素養；閱聽人的互動及參與；資訊傳播技術的
社會影響；閱聽人轉型與社會融合。透過這些議題背後的知識
脈絡的分析，本文嘗試提煉出新媒介環境中歐洲閱聽人研究的
發展趨勢，即一種新型的「閱聽人參與典範」的建構，並對其
理論思維與社會意義進行詮釋。

關鍵詞： 歐洲、閱聽人、轉型、參與、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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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革命引發的跨媒體融合與新聞業轉型是全球媒體領域正在
發生的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在這一輪傳播革命中，新型閱聽人的地
位與活動的變遷尤其引人注目，其湧現的空前的互動性與參與性不但成
為媒體實踐必須關注與應對的焦點，而且也推動了「新媒介環境」下閱
聽人研究創新的探討。1 面對日益活躍的閱聽人活動，傳統的（帶有被
動接受意味的）閱聽人概念越來缺乏解釋力，甚至有學者聲稱「閱聽人
已死」（Rosen, 2006; Jermyn & Holmes, 2006）。部分研究文獻則越來
越多地使用「使用者」（user）等概念來描述新媒介環境下的閱聽人，
這固然體現了新媒體閱聽人的能動特徵與市場主體地位，但也在一定程
度上窄化了「閱聽人」（audiences）概念原有的包括「公民」、「社
群」、「詮釋者」等多重維度的豐富涵義（Carpentier, 2004），遮蔽了
閱聽人研究的多元進路與闡釋空間。
那麼，在新媒介環境中，閱聽人研究的趨勢與前景究竟如何？本文
以 2010-2014 年歐洲科學與技術合作計畫資助的大型研究計畫「轉型中
的閱聽人與社會」（Transforming Audiences, Transforming Societies）為
考察對象，來分析當前歐洲傳播學界在閱聽人研究領域的新思維，藉此
瞭解國際閱聽人研究的前沿視野與創新趨勢。

壹、「轉型中的閱聽人與社會」的計畫架構：
歐洲傳播學術共同體的背景
在傳播學界，通常有美國「經驗∕行政學派」（administrative school）
1

這裏使用的「新媒介環境」的概念，乃是借用「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
所謂「媒介作為環境」的思路，來表述數位媒介等新技術對我們所體驗的媒介世
界的重構，對應的英文表述為 New Media Environment（Press & Williams, 2010）
或 New Media World（Nightingale & Dwyer, 2007）。
‧147‧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三四期

2018 年 1 月

與歐洲「批判學派」（critical school）二元對立的表述，這種對立在閱
聽人研究中得到具體的體現：美國學者大多採取實證的、量化的方法來
測量大眾媒介作用於閱聽人的傳播效果，而歐洲學者更傾向於採取批判
的、詮釋性研究的途徑、特別是文化研究的接收分析來詮釋閱聽人對於
媒介訊息的理解。傳播學史上早期哥倫比亞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的衝
突，以及後來英國伯明翰學派對美國主流學派的批評，都是這種二元對
立敘述的典型（Katz & Peters, 2002）。
然而，時至今日，這種二元對立的格局已不再截然分明。一方面，
越來越多學者提倡不同理論路徑和研究方法的結合運用，以促進研究思
路的創新（Schrøder, Drotner & Murray, 2003）。另一方面，在歐洲內
部，各國之間既有共同的傳統，又有各自的特色和脈絡。比如在閱聽人
研究領域，歐洲三十餘國都有自身的研究歷史，甚至一個國家內部的不
同地區也有不同的特徵，這使得實證研究與文化研究兩大傳統在不同地
域呈現出融合與交錯的格局（Bilandzic, Carpentier, Patriarche, Ponte,
Schrøder, Vossen & Zeller, 2011）。2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所謂「歐洲
批判學派」作為一個籠統的標籤，已經不再適合用來概括歐洲傳播研究
的特徵。
在學術脈絡趨於分化的同時，歐洲學者也在致力於建設一個保持學
術聯繫與合作的歐洲傳播學術共同體。儘管歐洲傳播學界有著豐富的學
術傳統，但長期以來由於國別及語言的限制，阻礙了各國學者之間深入
合作及歐洲學術的國際影響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歐洲一體
化進程的拓展，在歐盟政策框架下建立的跨國學術組織不斷增多。2005
2

大體上，義大利、克羅埃西亞、荷蘭、西班牙、德國的閱聽人研究以美式的實證
研究為主，丹麥和葡萄牙的閱聽人研究以英式的文化研究為主，其他國家的閱聽
人研究則為二者的平衡（Bilandzic, Carpentier, Patriarche, Ponte, Schrøder, Vossen,
& Zeller, 2011,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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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的歐洲傳播研究與教育學會（Europe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簡稱 ECREA）是歐洲目前最大的跨國傳播
研究學會，下設 21 個主題分會。該學會定期召開學術年會、專題研討
會和暑期學校，策劃組織學術出版等活動，在歐洲傳播學界具有廣泛的
影 響 。 本 文 所 要 考 察 的 「 轉 型 中 的 閱 聽 人 與 社 會 」 （ Transforming
Audiences, Transforming Societies，簡稱 TATS）研究計畫正是由該學會
的閱聽人與接受研究分會（Audience and Reception Studies Section）在
歐洲科學基金會下屬的歐洲科學與技術合作計畫（Europea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簡稱 COST）中獲得立項資助。該分會時任
主席、比利時學者 Geoffroy Patriarch 同時擔任了計畫的總負責人。借助
ECREA 已有的學術網路，該計畫吸引了各國閱聽人研究領域的眾多學
者加盟，最終形成了來自 33 個歐洲國家的 320 人共同參與的團隊規
模。這樣一個大規模的跨國合作計畫，在歐洲乃至國際傳播研究史上是
罕見的，反映了歐洲學者走出國別的限制、建構歐洲傳播學術共同體的
努力。
該計畫成立的兩個相關背景是當下網際網路及數位媒介技術帶來的
新傳播環境，以及 21 世紀以來歐洲國家在「歐洲夢」（Rifkin, 2004）3
的理念下致力建設的政治民主、多元文化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環境。在
媒介環境與社會環境的雙重轉型過程中，閱聽人的活動及其新特徵就成
為了傳播研究者必須關注的議題。該計畫的簡介就此說明：這個計畫的
主要研究目標是「在變化的媒介與傳播環境中，推動有關歐洲閱聽人的
關鍵轉型的知識進展，並辨識出閱聽人與歐洲社會、文化和政治領域的

3

所謂「歐洲夢」是與「美國夢」相對而言的。按照 Rifkin（2004）的詮釋，「美
國夢」偏重個人的自由、奮鬥、財富與国家的經濟繁榮，「歐洲夢」則更強調社
群的和諧共存、生活品質與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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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聯繫」（COST Action IS0906, 2010）。具體來說，該計畫的目標
是：重啟閱聽人研究的議程；發展閱聽人研究的創新路徑；打破現有領
域的界限（如社會科學傳統與批判∕文化研究傳統的界線、新舊媒介的
界線）；推動新的經驗研究的開展；擴展新媒介與傳播環境的視野；增
進歐洲閱聽人研究者的連繫等。在計畫的實際開展過程中，參與者組成
了四個工作團隊，分別開展四個主題的研究：（1）新媒介類型、媒介
素養和媒介的信任；（2）閱聽人的互動及參與；（3）媒介與資訊傳播
技術的使用在社會關係演化中的作用；（4）閱聽人轉型與社會整合。
從 2010 年 3 月至 2014 年 2 月，整個計畫開展了 6 次大會、9 次工作坊
和研討會以及 14 次相關的學術活動，通過學刊論文、書籍、報告及內
部通訊等方式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可見，這是一個相當富有成效的大
型研究計畫，它的學術組織方式及其生產的知識成果非常值得包括華人
研究者在內的國際傳播學者關注。

貳、「轉型中的閱聽人與社會」計畫各子課題的學術
思路與社會意義
有鑒於「轉型中的閱聽人與社會」計畫學術成果之豐碩，本文不可
能在有限的篇幅內全面介紹該計畫的觀點和研究發現。為避免簡單的鋪
陳羅列，本文將沿著知識社會學的視角，著眼於知識生產與社會脈絡之
間的互動關係。知識社會學認為：知識是在歷史與社會脈絡中形成的文
化產物，因而我們不能將知識當作一種獨立的現象，而必須將其置於發
生與傳播的社會情境進行審視。在知識社會學內部，又包含馬克思
（Karl Marx）與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古典社會學思想、Karl
Mannheim 與 Max Scheler 的經典知識社會學觀點、Robert Merton 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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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義社會學路徑，以及 Peter Berger 和 Thomas Luckmann 開啟的建構
主義的新知識社會學等取向（McCarthy, 1996; Zammito, 2006）。近年
來，知識社會學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是引入論述研究的思路，即把知識
視為一種「論述」建構的產物，對其在社會情境中的觀念形塑及意義闡
釋的過程進行考察（Dant, 1991; Keller, 2010）。
從「作為論述的知識」的思路出發，本文認同如下基本觀點：
（1）知識是論述建構的產物，並且這種知識的論述並非穩定的意義結
構，而是包含著不斷的接合實踐（articulation）的動態過程；（2）在知
識的論述過程中，包含不同立場乃至意識形態的論述之間會展開相互競
爭，特別是圍繞作為「浮動的能指」的關鍵概念而競爭；（3）知識的
論述建構與競爭往往落在特定的學術脈絡之中，並與其他社會脈絡具有
密切的互動關係（Xu, 2013）。
沿著這一背景，本文關心的問題是：為什麼該計畫會選擇這些議題
來開展研究？它們包含了怎樣的學術思維？這些學術思維背後又有怎樣
的社會意義？具體而言，在研究計畫中，「閱聽人」的概念作為一個具
有多重涵義的「浮動的能指」（Carpentier, 2004），是如何在學術文本
中被表述的？及其與歐洲的學術脈絡和社會脈絡之間具有怎樣的接合？
對於上述問題，本文主要採取文獻分析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即將該
計畫開展過程中產生的報告和研究成果作為學術文本，並置於其特定的
學術脈絡和社會脈絡中進行分析。由於該計畫的參與學者本身具有較強
的規劃與反思的意識，他們在計畫開展過程中記錄了各階段的研究計
畫，在研究完成後又整理了發表的文獻清單，並對其研究過程與意義進
行了回顧和反思，且公佈在官方網站上（ 見 www.cost-transformingaudiences.eu）。這些報告和文獻為我們瞭解計畫運作提供了可靠的資
料，也是下文分析的主要依據。此外，筆者曾經作為留學生，參加過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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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部分活動，並對個別負責人進行過訪談，如 2012 年 4 月在布魯
塞爾召開的「閱聽人研究者跨世代對話」會議。因此，筆者對其實際運
作方式有所觀察和瞭解，這也為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提供了輔助性的佐
證。
在閱讀材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該計畫報告多次使用了「利害相關
者」（stakeholder）的概念。這原本是個管理學的概念，意指是組織外
部環境中受組織決策和行動影響的任何相關者。從知識社會學的意義上
來說，則體現了知識生產主體與其他社會群體的互動關係。根據研究報
告《架橋》（Building Bridge; Patriarche, Bilandzic, Carpentier, Ponte,
Schrøder, & Zeller, 2014）的回顧，在計畫的起始階段，計畫的各個課題
組就圍繞基本的研究目標，安排了專職的聯絡員與相關的媒體業界人
士、公民社會組織、政策制定者等進行溝通，瞭解各方利害相關者的需
求，以進一步明確研究計畫的焦點及其社會意義。因此，儘管「轉型中
的閱聽人與社會」是一個學術界主導的計畫，但其實施過程中貫穿了學
術界與非學術界的對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該計畫的實施過程可被視
為一個知識生產與社會群體進行積極互動的過程，同時也具有了知識社
會學分析的標本價值。

一、新媒介環境中的媒介素養：從閱聽人研究到政策建議
計畫的第一個課題組名為「新媒介類型、媒介素養和媒介的信任」
（New media genres, media literacy and trust in the media），它關注的核
心問題是當今媒介的「雜交化」——包括私營媒體與公營媒體、通俗媒
體與精英媒體、傳統媒體與新興媒介、虛擬與真實、資訊與娛樂、生產
與消費等各種形式的雜交——對於閱聽人的影響。因此，課題組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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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種新媒介類型的特徵，然後聚焦於新媒介環境下閱聽人媒介素
養，即閱聽人如何運用、詮釋和評估這些媒介，特別是他們對於媒介內
容品質的信任程度；通過這種分析，課題組最後就可以為媒體實踐者、
政策制定者及公眾提出批評與建設性的意見。
媒介與資訊素養研究是該課題組成果比較突出的一個領域，也集中
體現了研究者與利害相關者的互動關係。媒介素養的早期研究聚集於讀
者和觀眾對大眾傳媒的詮釋、批評和回應，在當今數位化、網路時代則
已拓展為對各種新媒介使用者活動的考察；不僅關注兒童與青年人的媒
介使用，也包括成年人、特別是邊緣群體如移民和老年人的媒介使用。
並且，英國學者 Livingstone、Bulger 與 Zaborowski（2013, pp. 3-4）認
為，媒介素養不能簡單地觀測閱聽人的媒介使用技能，而要將其置於具
體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脈絡中進行考察。由此，研究者就要對閱聽人的
媒介素養和媒介素養實踐進行區分，前者屬於閱聽人能力的範疇，而後
者是閱聽人在特定社會脈絡中表現出來的社會實踐方式。正因為社會脈
絡的重要性，媒介素養實踐的研究最終要著眼於社會文化因素對閱聽人
媒介素養的影響，特別是媒介監管機構的政策因素的影響，從而將研究
成果轉化為政策制定的建設性意見。
在歐洲，媒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涉及多個層面，包括歐盟層面、國
家層面、地方層面等。作為一個跨國的研究計畫，該課題組尤其關注歐
盟層面的媒介素養政策。在歐盟現有的媒介政策中，比如 2010 年的
《視聽媒介服務指令》，就有關於「發展各個社會領域的媒介素養」的
要求，並要求成員國每三年提供一個國民媒介素養的發展報告（但這一
點並未能夠完全落實）。研究者（Livingstone, Bulger, & Zaborowski,
2013, pp. 5-6）認為，未來的主要任務是：在跟進技術進步開展媒介素
養研究的同時，強化媒介素養在媒介政策領域中的地位，推動媒介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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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並鼓勵公共與私營部門的利害相關者的積極行動。通過這種方
式，媒介素養研究就不僅僅是學院裡的學術問題，而與媒介教育、媒介
政策等社會實踐領域緊密地結合起來。事實上，在課題組的研討會中，
就邀請了歐盟相關政府部門和媒介機構的代表參與研討，使整個研討過
程體現了學術界與利害相關者的互動，從而更加明確了研究的政策應用
價值。

二、新媒介環境中的互動及參與：閱聽人活動的政治意義
第二個課題組「閱聽人的互動及參與」（Audience interactivity and
participation）在整個計畫中吸引了最多學者的參與，發表的成果最為豐
碩。該課題與第一個課題也有內在的聯繫：閱聽人的「媒介素養」可以
說是「互動」及「參與」的前提；反過來，閱聽人的「互動」及「參
與」活動是其「媒介素養」的實踐表現。
儘管「互動」及「參與」已是新媒介環境下閱聽人的顯著特徵，但
其嚴格的學術界定其實並不充分。因次，該課題組的首要任務就是對
「互動」、「參與」進行更明確的定義。課題組的主席、比利時學者
Carpentier （ 2011 ） 對 近 用 （ access ） 、 互 動 （ interaction ） 和 參 與
（participation）三種閱聽人活動的層次進行了區分：近用指閱聽人能夠
利用媒介技術獲取其需要的媒介內容，這是最基本的閱聽人活動；互動
則指閱聽人在近用的基礎上，能夠對媒介內容進行詮釋和討論；參與則
更進一步，指閱聽人積極介入媒介內容的生產與傳播（例如所謂的「使
用者自生內容」）——這個層次活動，才是最引人注目的閱聽人轉型的
新特徵。並且，閱聽人參與的研究不僅關注媒介平臺上的使用者內容生
產活動（即 participation in the media），還要將閱聽人活動與更廣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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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連接起來，比如公眾通過媒介平臺進行的政治意見表達（即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media）。正是在後者的意義上，閱聽人參與不
僅是閱聽人能動性的新特徵，而且為廣大公眾通過各種媒介平臺介入公
共事務、實現自身的公民身份及更高層次的商議性或參與性的民主政治
提供了可能。
因此，閱聽人參與的研究不僅涉及閱聽人活動的經驗考察，而且包
含了民主政治的 規範意義。一些研究者 致力於從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理論、Ernesto Laclau 和 Chantal Mouffe 的激進民
主 理 論等 規 範理 論中 挖掘 公 眾政 治 參與 的理 論依 據 。Carpentier 與
Dahlgren（2014, p. 40）認為，這種規範的立場正是歐洲傳播研究的批
判傳統的體現。所謂「批判」並不僅僅限於法蘭克福學派所宣示的對於
資本主義社會的否定立場；在更寬泛的意義上，「批判」所表達的是對
於權力關係的規範性的診斷。對於當下的歐洲社會，公眾參與理論所關
注的問題就是代議制民主在歐洲國家政治體制中遭遇的僵化困境，轉而
呼籲更大範圍和更深層次的公眾參與乃至政治抗爭，重新激發民主政治
與公共生活的活力。批判的媒介研究及閱聽人參與的研究也必須著眼於
此，才能體現出傳播研究者的理論想像力及其對現實社會的關切。
在計畫實施過程中，研究者就相當注意這種理論介入社會現實的相
關性。為此，課題組安排了多位聯絡員，負責與政策制定者、公民社會
組織、另類媒體、新聞從業者之間的溝通，對這些領域的代表進行訪
談，並將訪談記錄整理和共用。研究者認為，學術界只是一個半自治的
場域，它始終是與政治、經濟及其他社會場域相互交織的。閱聽人參與
研究尤其要注重學術界與其他社會領域的互動，吸取社會各界的經驗與
意見，推動批判的社會理論積極介入社會現實，從而實現傳播研究的社
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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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傳播技術與社會關係：媒介融合的社會影響
第三個課題組「媒介與資訊傳播技術的使用在社會關係演化中的作
用」（The role of media and ICT use for evolv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主要探究閱聽人的媒介使用對於社會互動的作用，特別是新舊媒介匯流
對內容生產者與消費者雙方的影響；以及探討社交媒體的研究方法與分
析工具。與其他子課題相比，該課題更突出「技術」變數的影響，關注
資訊傳播技術對於當代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環境的改造作用，並就
媒體使用與政策制定者、媒介組織、NGO 等利害相關者的關係進行了
調查和分析。
「匯流」（convergence）是當下媒介生產與使用的基本特徵。課題
組探討了報刊、廣播、電視這些傳統媒體機構如何採用新的媒介策略，
來適應媒介匯流時代的趨勢。為此，研究者對菁英∕大眾報刊、公共與
私營廣播電視的從業者代表進行了訪談，瞭解他們如何在新的媒介環境
下重新定義閱聽人、如何對閱聽人的媒介使用方式進行測量、如何在融
合媒介環境下推動閱聽人的參與，並增進閱聽人的媒介素養（Gallego &
O’Neill, 2014）。
課題組也對新型的社交媒體的使用者特徵進行了探討。研究者將
「匯流」區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微觀層次的生產與使用的匯流，即社交
媒體的使用者既是內容的消費者，也成為了內容的生產者；二是中觀層
次的組織匯流，即社交媒體組織如何利用新技術形成新的文化實踐；三
是宏觀層面的社會匯流，即在更寬廣的社會範圍內，社交媒體如何對傳
統媒體、政界及商界產生影響（Jensen, 2014）。第三個層次的匯流研究
尤其體現了研究者與利害相關者的互動關係，包括：社交媒體對政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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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具有怎樣的潛力？新聞從業者如何使用社交媒體？新聞從業者、政治
人物與公眾之間如何進行互動？社交媒體如何促進公眾參與？社交媒體
對於市場行銷、品牌推廣、公共關係有何影響？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具有
學術探究的意義，而且其研究結果對於政策制定者、媒介生產者、NGO
和經濟組織等也具有實用的價值，並為教育等社會領域的發展計畫提供
有益的支援。

四、閱聽人轉型與社會整合：媒介、身份認同與文化多樣性
第四個課題組「閱聽人轉型與社會整合」（Audience transformations
and social integration）探討的是媒體與資訊傳播技術如何在新的條件下
促進階級、性別、族群等範疇的社會整合，分享知識與文化、參與公共
領域、建構集體認同。與第三個課題相比，該課題同樣分析了媒介技術
與社會的關係，但更關注具體的社會群體的媒介使用及身份建構，在總
體上則以維繫社會與文化生態的多樣性為旨歸。
基於社會多樣性的立意，該課題組主要關注社會與文化意義上的少
數群體。從研究成果來看，該課題組發表了「世代間與媒介化關係」、
「兒童文化與媒介文化」、「新聞在兒童與青年人身份認同中的作
用」、「媒介、技術與移民」四個專題的論文專輯。這種焦點的選擇並
不難理解：兒童與青年人是未來歐洲社會的棟樑，而且對於新媒介技術
具有天然的親近性，其建構的媒介文化不得不引起關注；移民群體則是
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必須面對的社會現象，並與宣導文化多元主義的理念
相關，因而其媒介使用與媒介再現的社會意義也值得重視。
兒童與青年人作為閱聽人研究的對象，其實已經構成了一個常規的
傳播研究領域，比如，它也是媒介素養研究的一個主要部分。該課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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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試圖在「轉型中的社會與轉型中的家庭」這個主題下，將兒童與青少
年的媒介使用與變遷的媒介環境及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聯繫起來進行考
察。在研究者與利害相關者的關係方面，課題組也重視與政府、市場、
公民社會組織、教育機構的互動。比如，研究者探討了如何與公營廣播
電視機構進行合作，對兒童電視節目進行品質評估，以及幫助他們更好
地瞭解青年人的興趣與需求，等等（Trültzsch-Wijnen, 2014）。
移民家庭的研究在現有的閱聽人研究中則較為缺乏。課題組認為，
媒介對於公共領域中的少數族群（如移民家庭）的社會融入具有重要影
響，因為媒介既是建構與協商身份的資源，也是主流與少數閱聽人形象
再現的來源。基於社會與文化多樣性的考量，傳播研究者也應開展多樣
化的研究，對於媒介再現的多樣性保持敏感。同時，研究者也應與各方
利害相關者保持溝通與合作，幫助政府部門更好地制定相關的社會融合
政策、提供媒介教育方面的支助，扶持少數族群社區媒介的發展，等等
（Dhoest, 2014）。

五、小結與評價
至此，本節已簡要敘述了「轉型中的閱聽人與社會」四個子課題的
主要研究對象與意義。下表是對上述四個子課題中的閱聽人身份、閱聽
人活動的論述重點及相關社會實踐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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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四個子課題的論述要點
子課題名稱

閱聽人的身份

閱聽人的活動

相關的社會領域

新媒介類型、媒介 各 類 媒 介 的 使 用 媒介素養實踐，即 媒介素養的政策實
素養和媒介的信任 者 ， 涵 蓋 未 成 年 對媒介的運用、詮 踐
人、成年人、老年 釋和評估
人等。
閱聽人的互動及參 媒介使用者、公民 媒介的近用、互動 政治生活中的公眾

∕公眾

與

和參與

參與

媒介與資訊傳播技 融合媒體及社交媒 新傳播技術的採納 新 傳 播 技 術 對 政
術的使用在社會關 體的使用者

與應用

係演化中的作用

治、經濟、社會發
展的影響

閱聽人轉型與社會 社會群體，包括兒 通過媒介的使用來 文化多元主義及社
整合

童、青年人、移民 融入社會

會融合的政策實踐

家庭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通過上述概括，我們可以看到四個子課題對閱聽人的身份和活動有
不同的側重點，並通過與社會領域的關聯體現了豐富的社會意義。這些
研究總體上採取的都是一種「媒介使用—社會關係」的分析框架。在媒
介使用一方，研究者可以對特定技術背景下的閱聽人媒介素養進行考
察，也可以對具體的閱聽人活動進行分析；同時，這些媒介使用都不是
孤立的個體活動，而與各種社會關係（政治參與、社會融合、文化身
份，等等）密切相關。因此，在該計畫成果之一的《媒介的社會使用：
閱聽人研究的文化與科學視角》（The Social Use of Media: Cultural and
Social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on Audience Research）一書（Bilandzic,
Patriarche, & Traudt, 2012）中，編者就用了「媒介的社會使用」這樣一
個主題來概括當下歐洲傳播研究的特徵，具體研究則包括「閱聽人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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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互動」、「作為社會與文化實踐的媒介使用」、「文化、政治與技
術的參與」等面向，來探討閱聽人活動從個體層面到社會層面的拓展。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上述四個子課題的之間未必有非常嚴
密的邏輯關聯，其研究重點可能是根據參與者、特別是子課題的召集人
的興趣而定。研究者由於某些共同話題的興趣而聚合成多個課題組，這
種方式有助於行動的開展與研究成果的集中發表。但從總體來看，整個
研究設計則顯得相對鬆散，其內在邏輯仍有待進一步地發掘與提煉。

參、閱聽人參與典範的建構：歷史敘述、核心意象與
方法論創新
如前所述，雖然「媒介使用—社會關係」這樣一個基本框架可以概
括歐洲閱聽人研究的基本取向，但這樣一個思维其實由來已久
（Renckstorf, McQuail & Jankowski, 1995），並不足以體現歐洲閱聽人
研究的最新趨勢。因此，部分參與了該計畫的學者試圖運用知識社會學
中的「典範」（paradigm）概念，來進一步探索閱聽人研究的創新方
向。
按照科學史家孔恩（Thomas Kuhn, 1970, p. 175）的觀點，「典範代
表著一個特定的共同體的成員所共同的信念、價值觀、技術等等構成的
整體」。社會學家 George Ritzer（1975, p. 7）則認為：「典範是存在於
某一科學論域內關於研究對象的基本意象（image）。它可以用來界定
什麼應該被研究、什麼問題應該被提出、如何對問題進行質詢以及在解
釋我們獲得的答案時該遵循什麼樣的規則」。從論述研究的角度來看，
典範可被視為學術共同體中關於研究對象的基本意象的論述建構。由於
典範本身是論述建構的產物，我們就可以對研究者採用的論述策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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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其採用理論傳統、基本概念、以及概念之間的相互構連、乃至背後的
權力關係進行分析。
作為一種論述建構，閱聽人研究中的典範區分並沒有標準的定論，
但可以根據本體論、知識論與價值論的差異，總結出行為主義的效果研
究、詮釋主義的接受分析等基本典範（Schrøder, Drotner, & Murray,
2003）。近年來，有學者嘗試提出閱聽人研究的新典範，例如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1998）提出三個的典範轉移：從實證主義傳統下、聚焦
媒介使用與效果研究的「行為典範」，到跟從英國文化研究傳統、特別
是霍爾（Stuart Hall, 1980）的「編碼∕解碼模式」的「收編∕抵抗典
範」，再到從後現代社會理論審視閱聽人如何透過媒介影像投射而進行
自我主體建構的「觀展∕表演典範」。Couldry（2004）則提出「實踐
典範」的建構，將媒介視為實踐，而非文本和生產過程，因此閱聽人研
究也必須從更廣闊的視野關注與媒介有關的全部實踐，以及媒介導向實
踐如何組織其他社會實踐。這些觀點在理論建構上能夠引領一個時期學
術共同體的廣泛興趣和研究方向，即可稱為某種「典範」。這些典範之
間未必相互替代，而可能同時共存，吸引不同興趣的研究者的關注和努
力。
在「轉型中的閱聽人與社會」這個計畫中，「閱聽人參與」的研究
不僅是其中的一個子課題，而且可被視為當下閱聽人研究的一個主要的
創 新方 向，甚 至可被 視為 建構一 種新 「典範 」的 嘗試。 Livingstone
（2012）在《媒介的社會使用》一書的總結部分就指出，當下閱聽人研
究的重要發展，是從 20 世紀的「積極閱聽人」（active audiences）向
21 世紀的「參與型閱聽人」（participatory audiences）的轉換。並且，
她沿用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1998）的三個典範的觀點，認為「參
與典範」（participation paradigm）正成為第四個閱聽人研究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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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stone 指出，這些典範是累進的，而非相互替代的，但後來者代表
了新的發展方向。事實上，「行為典範」與「收編∕抵抗典範」依然很
有影響，「觀展∕表演典範」亦仍有解釋力，但社會環境與媒介環境的
變化要求新的典範來對新的現象提出新的闡釋。在另一篇文章〈閱聽人
研究的參與典範〉（Livingstone, 2013）中，她又指出，「參與典範」
的出現不僅由於理論的發展，更在於閱聽人在一個媒介化社會中的現實
地位的變遷；與「積極閱聽人」不同，「參與」概念不僅關注閱聽人的
能動性，並且更突出閱聽人在文化、社群、公民社會乃至民主中的介
入。她的觀點在其他學者的研究中也得到迴響。事實上，在該計畫最終
的研究成果中，有關「閱聽人參與」的研究論文數量最多，並且在一些
論文集如《閱聽人轉型》（Audience Transformations; Carpentier, Schrøder,
& Hallett, 2014）一書的編排結構中，閱聽人參與也被視為核心的研究
對象，而閱聽人的媒介近用、媒介素養及社會群體結構等則被視為閱聽
人參與的前提與背景。根據這些線索，本節嘗試從歷史維度、核心意象
及方法論三個方面歸納出學者們對「閱聽人參與」這一典範的建構策
略，從而進一步提煉出當下歐洲閱聽人研究創新的學術理路。

一、歷史敘述：閱聽人參與的概念演化
從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學術典範的演進是一個歷史過程，一個
新典範的出現需要特定歷史背景下新知識的累積。因此，該計畫的學者
特策劃了一期題為《媒介參與的歷史》（Carpentier & Dahlgren, 2014）
的專刊，從媒介史的角度對閱聽人參與的變遷進行了梳理。研究者認
為，在廣播、電視與網際網路 1.0 時代，閱聽人參與活動已經出現，但
尚不顯著；在網際網路 2.0 時代，參與活動成為新型閱聽人的顯著特

‧162‧

新媒介環境中閱聽人參與典範的建構：以歐洲閱聽人轉型研究計畫為考察對象

徵，並在社會與政治生活中形成廣泛的影響。
儘管「閱聽人」的概念包含著多重涵義，但在研究者的歷史敘述
中，政治維度下的「公民閱聽人」（citizen audiences）（Butsch, 2008）
的身份演變更加受到關注。並且，由於公民身份的理解不能脫離民主政
治的脈絡，研究者不僅從媒介史本身來考察閱聽人參與活動的變遷，而
是在更廣闊的背景下，將其置於政治史與媒介史的交光互影中進行動態
地考察。Carpentier、Dahlgren 與 Pasquali（2014）撰文回顧了 20 世紀
以來西方社會「民主革命」與「媒介革命」的歷程。儘管歷史兼具一定
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但在總體上，政治參與的歷程與媒介參與的歷程
是彼此交織的，整個西方社會趨向於更加的民主化、更普遍的公眾參
與，而媒介化的閱聽人參與在這個過程中強化了民主發展的趨勢，特別
是 web2.0 帶來的新一波媒介民主化浪潮已成為當下民主政治發展的重
要力量。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閱聽人參與」作為一種回應現實的
新研究典範，無疑也成了學術建構的迫切任務。
丹麥學者 Schrøder（2012）更細緻地從「典範轉移」的角度將閱聽
人分析中的公民觀念的演進分為五個階段：（1）爭霸的公民身份
（hegemonic citizenship; 1973-1990 年），即從 1973 年霍爾發表〈編碼
∕解碼〉一文，至八零年代 David Morley、費斯克（John Fiske）等對閱
聽人接受活動的闡釋，這個時期的公民觀念主要受葛蘭西主義的理論影
響，強調閱聽人在意識形態爭霸中的積極地位；（2）監督式的公民身
份（monitorial citizenship；大約 1985 年至今），這個時期受到哈伯馬
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及「媒介的社會使用」的思路的影響，研究者開始探
討閱聽人通過電視等公共平臺對政治活動的監督，公民觀念漸趨實用主
義色彩；（3）大眾化的公民身份（popular citizenship；大約 1990 年至
今），這個時期各種電視辯論與公眾參與節目興起，研究者發現政治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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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變得娛樂化了，媒體提供資訊的功能與娛樂功能漸趨模糊，而閱聽人
的文化消費者身份與公民身份也變得混合。（4）參與式的公民身份
（participatory citizenship；大約 2000 年至今），隨著網際網路與數位媒
體的發展，新型閱聽人的互動活動與「使用者自生內容」成為關注的焦
點，並且作為一種政治參與活動重塑「生活政治」的實踐形態；（5）
「 無 所 不 在 」 的 公 民 身 份 （ ubiquitous citizenship； 大 約 2005 年 至
今），隨著社交媒體等新媒介形態的發展，一切社會生活都被媒介化
了，閱聽人成為無所不在的公民行動者，同時也對閱聽人研究構成了新
的挑戰。Schrøder 指出，上述歷史階段的劃分並非彼此替代，而是可以
相互重合的；後四種公民身份，至今都在閱聽人研究中共存。按照這個
線索，至少從第三個階段開始，「閱聽人參與」的觀念就開始出現，其
實踐形態則從電視節目的參與討論發展到今日新媒介環境的各種內容生
產與政治參與。

二、核心意象：媒介化世界中的公民參與
回顧閱聽人研究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已有的典範都有一些核心的
概念，比如收編與抵抗，觀展、表演與身份認同，等等，這些核心概念
又彙聚成典範中關於研究對象的核心意象。在這裏，我們也可以借用
Blumer（1954）的術語「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來理解核
心意象的建構。與實證研究操作方法的「定義性概念」（definitive
concept）不同，基於詮釋主義方法論的「敏感性概念」是那些能夠幫助
研究者明白「觀察什麼、觀察何處」的概念，研究者可以通過靈活地接
近該概念所指涉的經驗世界，以及通過評價實際事件與概念之間的差別
來改進和完善概念的效力，從而逐漸獲得清晰的認知意象（Ritz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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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65）。
那麼，對於「閱聽人參與」典範，「閱聽人」和「參與」無疑是兩
個核心的敏感性概念。從論述分析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概念都是「浮動
的能指」，在不同的學術理論脈絡中可以建構不同的意義。首先，對於
「閱聽人」而言，其延續了媒介使用者、消費者、族群、公民等多重身
份，並尤其突出政治維度下的公民與公眾身份。Livingstone（2005）曾
借鑒哈伯馬斯對「系統」（國家與經濟）與「生活世界」（公共領域和
私人領域）的定義，區分閱聽人在不同社會領域中的角色（見表二）。
表二：媒介與閱聽人在相關社會領域的角色
公共：閱聽人作為公民

私人：閱聽人作為消費者

系統

國家

閱聽人作為對象

法治與規制框架下的媒介， 媒介產業、媒介市場、媒介
包括「第四權」的保護；

經濟
的商業與廣告邏輯；

閱聽人作為媒介教育、內容 閱聽人作為商品或市場，以
指導和控制的對象。

收視率、市場佔有率、需求
為特徵。

生活世界

公共領域

個人或私密領域

閱聽人作為行動者 媒介作為民主辯論的論壇、 媒介為認同、關係和生活方
媒介化的社群參與和公共文 式提供圖像、愉悅、習慣和
化；

商品；

閱聽人是積極介入的、獲知 閱聽人是選擇性的、詮釋性
的 、 參 與 ， 並 具 有 抵 抗 能 的、追求快感的、在認同建
力。

構方面具有創造性的。

資料來源：Livingstone (2005, p.173)

這個圖示反映了閱聽人具有多樣的身份認同，在不同的領域中扮演
了宣傳對象、積極公民、市場消費者、個人生活的意義闡釋者等多種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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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這個圖示在「轉型中的閱聽人與社會」計畫報告中亦被提及（Bjur,
Bolin & Nyre, 2014），而且各個子課題都不同程度地涉及這些社會領
域。在這些領域中，國家與公共領域中的閱聽人角色，即公民與公眾的
身份，尤其吸引了更多的關注，因為「閱聽人參與」典範的核心訴求正
是要扭轉閱聽人在政治生活的消極地位，擴大公民對於國家權力的監督
與公共領域的政治參與。
此處涉及到另一個核心概念「參與」的定義。如前所述，該計畫通
常將「參與」理解為閱聽人在媒介平臺中進行的內容生產活動，以及閱
聽人通過媒介平臺進行的政治與社會參與活動等。從論述分析的角度來
看，該概念包含更豐富的理論脈絡的論述建構，包括文化研究脈絡下閱
聽人積極創作的集體智慧（Jenkins, 2006），民主理論中最大化的公民
參與乃至政治抗爭（Carpentier, 2011），政治經濟學中對階級不平等的
關注及所有權民主的訴求（Fuchs, 2014）等等。該計畫的學者也指出，
「參與」是一個表意如此豐富的概念，研究者可以從不同的取向進行定
義和探究，而不必定於一尊。Carpentier 與 Dahlgren（2011）建議，對
「參與」概念進行理論化考察可以採取兩種策略，一是將其與其他相關
的理論概念或理論傳統（如民主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等）聯繫起來，二
是將其與一個具體話題或研究領域（例如青年人對社交媒體的運用）聯
繫起來，由此充實閱聽人參與的研究。從論述建構的角度來看，即將核
心的概念與相關的理論脈絡、研究對象等進行構連，從而形成開放的、
多元的論述結構。
儘管閱聽人參與的研究是開放的，綜觀該計畫的研究成果，對於新
媒介環境的考察仍是此類研究開展的基本前提。其中，「跨媒體」
（cross-media）亦是該計畫的研究成果中一個頻繁出現的概念。研究者
（Bjur, Schrøder, Hasebrink, Courtois, Adoni, & Nossek, 2014）認為，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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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現象已成為當今媒介景觀的最顯著特徵之一。媒介技術的融合打破
了過去的媒體邊界，不同的媒體服務可以在一個技術平臺上匯聚，同
時，內容生產者可以將一個資訊編製成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媒介平臺
傳播，來吸引不同類型的閱聽人的關注。Schrøder（2011）認為，跨媒
體並非一個全新現象，歷史上的閱聽人其實一直是跨媒體的，他們可以
同時使用報刊、廣播、電視等多種媒體；但不可否認，今天的跨媒體現
象是更加的無縫、混合和複雜。他還提出研究跨媒體現象的兩種視角：
一種是「媒介選擇」的視角，主要採取心理學的框架，考察媒介使用者
對不同媒介與內容的接觸及產生的效果；另一種是「媒介化世界」的視
角，主要採取社會文化研究的框架，考察媒介使用者對不同媒介與內容
接觸後對社會與日常生活的理解與意義建構。兩種視角對於跨媒體環境
下的閱聽人研究都各有所長。
在「轉型中的閱聽人與社會」計畫中，「媒介化」或「中介化」的
概念及理論視角更受學者們的青睞。「媒介化」（mediatization）與
「中介化」（mediation）是當下歐洲傳播研究關注的理論焦點之一（唐
士哲，2014）。簡言之，「媒介化」是指日常實踐和社會關係日益由中
介技術和媒介組織所形塑的元過程；「中介化」的涵義則更加開放，可
以泛指兩個主體的調解過程，即意義建構的中介化，在傳媒研究中常用
來指涉社會主體通過傳媒而實現的互動與建構過程。比較而言，「媒介
化」更突出媒介在社會變遷中的主因作用，即社會關係如何被媒介技術
與組織所型塑的，「中介化」則體現了人的主動性與媒介的工具性，即
社會主體利用媒介技術與組織而展開的交往過程（Livingstone, 2009）。
在閱聽人參與研究中，「中介化」概念的主動涵義與「閱聽人」的能動
性更加吻合，因為一個無所不在的媒介化世界使得「閱聽人」可以更加
積極地「馴化」媒介技術為其所用，來展開其日常生活乃至社會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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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建構。在這個社會建構的層面上，由於新傳播技術的驅動，「閱聽
人參與」典範的追求更超越了「中介化」理論的提出者如 Silverstone
（1994）所表達的「媒介的家居化」的範疇，而面向一個新型的媒介化
世界中蘊含的更廣闊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通過上述核心概念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閱聽人參與」典範作
為一個開放的論述建構，仍有其核心的研究意象，即轉型中的媒介化世
界的公民參與。正如 Livingstone（2012）所指出的，在當今時代，閱聽
人不再僅僅坐在起居室欣賞廣播電視的休閒節目，而正日益嵌入到現代
性的複雜而多樣的社會結構中，涵蓋了國家、經濟、公共領域和私人領
域等各個領域。在這個背景下，「公民參與的媒介化」、特別是新媒介
情境下各種新興的形式多樣的政治參與乃至政治抗爭，尤其成為「閱聽
人參與」典範下引人注目的研究領域，值得研究者從不同的理論路徑上
持續地開拓與創新（Lunt, Kaun, Pruulmann-vengerfeldt, Stark, & Von
Zoonen, 2014）。

三、方法論創新：參與式的閱聽人研究
從知識的論述建構策略來看，典範的建立不但需要理論論述的支
持，也需要方法論論述的支撐（Jensen, 1995, p. 63）。在「轉型中的閱
聽人與社會」計畫中，學者們專門就方法論創新的議題進行了探討，並
出版了論文集《閱聽人研究方法論：在創新與鞏固之間》（Audienc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Between Innovation and Consolidation; Patriarche,
Bilandzic, Jensen, & Jurisic, 2014）。這些討論並不專門針對閱聽人參與
的研究，但對閱聽人參與的研究也有普遍的啟發意義。研究者認為，創
新與鞏固是一個光譜的兩端。一方面，在新媒介環境下，研究者需要採

‧168‧

新媒介環境中閱聽人參與典範的建構：以歐洲閱聽人轉型研究計畫為考察對象

取新的工具（如「大數據」、社會網路分析等）來分析 web2.0 條件下
的參與型閱聽人的新特徵，另一方面，基本的方法論和研究方法並沒有
過時，我們不能盲目追逐潮流而忘記根本。
就創新的方面而言，研究者較多地論及參與式的、可溝通的研究方
法。丹麥學者 Jensen（2014）認為，閱聽人研究的方法論發展需要關注
三個核心理念：可溝通的媒介——即網路化傳播的新媒介；可溝通的閱
聽人——即具有參與性、反思性的閱聽人；以及可溝通的研究者——即
研究者要採取創造性的方式，與研究對象一起參與到社會變遷的過程
中。Jensen 特別指出，過去的研究側重於閱聽人的（量化的）測量與
（質化的）詮釋，在新媒介環境下研究者更需要更新對「閱聽人」的想
像——閱聽人如何想像其自身、人們如何想像閱聽人、利害相關者（如
新聞從業者）如何想像其閱聽人，以及研究者如何想像「閱聽人」。只
有更新傳播研究的想像力，才能創新地運用多種研究方法，開啟閱聽人
參與研究的新篇章。
Patriarche、Bilandzic、Jensen 與 Jurisic（2014, pp. 11-12）在《閱聽
人研究方法論》的總論部分指出，閱聽人研究方法論創新需要把握三個
關 鍵 字 ： 全 面 的 （ holistic ） 、 關 係 的 （ relational ） 和 「 參 與 的 」
（participatory）。全面的方法論，意味著閱聽人研究不能僅僅關注閱聽
人對某個媒介產品的使用、接受或效果等單個面向，而需要全面地把握
閱聽人作為公眾、社群、社會網路、消費者等多重身份的互動與參與活
動，這就要求研究者更自覺地綜合運用多種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進行測
量、詮釋與想像。關係的方法論是指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建立一種信
任與合作的關係，才能把握網路化閱聽人的動態特徵。這又涉及到參與
的方法論，即研究者要更多地採取參與式研究的方法，讓研究對象介入
到研究過程的各階段來探討和解決問題，從而展現研究對象的反思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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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能力。這樣也就實現了從「參與典範」到「參與式方法論」的具
體實施。
舉例而言，在一項愛沙尼亞博物館閱聽人研究中，研究者借鑒了媒
體閱聽人研究的思路來分析博物館這種特殊的媒介的閱聽人參與活動
（Pruulmann-Vengerfeldt, Tatsi, Runnel, & Alias, 2014）。研究者從文化
場域、經濟場域及政治場域三重邏輯來闡釋博物館閱聽人的參與趨勢，
然後採取「局內人行動研究」（insider action research）的方法論，介入
博物館組織當中來干預閱聽人的參與活動，進而通過問卷調查、訪談、
多點的參與觀察等多種方法來搜索量化和質化、線上與現場的資料進行
分析。這個研究既反映了媒介及閱聽人參與的豐富涵義，也是上述方法
論創新思路的體現。

肆、總結：歐洲閱聽人轉型研究與閱聽人參與典範的
啟示
至此，本文從知識社會學的思路出發，著眼於知識生產與社會脈絡
之間的互動關係，已對「轉型中的閱聽人與社會」計畫的架構、各子課
題的研究思路及其社會意義進行了介紹，並嘗試對其中蘊含的「閱聽人
參與典範」作為一種論述建構的內在邏輯進行了闡述。作為一個大型的
跨國研究計畫，由於參與者眾多，也導致明顯的侷限：整體框架設計相
對鬆散；研究成果之間彼此缺乏深度的聯繫和整合。儘管如此，我們仍
可從中對當下歐洲閱聽人研究的學術論述特徵和發展趨勢獲得一些基本
的認識和啟發。
首先，從學術論述的取向來看，歐洲閱聽人研究已打破行政取向與
批判立場、實證研究與詮釋研究的邊界，體現出不同研究思路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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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徵。從歐洲各國的閱聽人研究的歷史來看，美式的實證研究與英式
的文化研究確實是兩大主導性的傳統，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術社群對其
有不同程度的偏重。而在整體上，理論與方法論的融合是大勢所趨。計
畫 參 與者 在 討論 研究 者與 利 害相 關 者的 關係 時， 也 提及 Lazarsfeld
（1941）的經典論文〈論行政與批判的傳播研究〉，他們並非在重複行
政取向與批判立場差異的老調，而是試圖探討二者相容的可能性（Bjur,
Bolin & Nyre, 2014, p. 15）。事實上，「轉型中的閱聽人與社會」計畫
就具有濃厚的「行政」研究的色彩：其資金來源於歐洲科學與技術合作
計畫，該計畫的管理部門必然要求計畫具有實用的社會價值；其執行過
程中充分考慮了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組織等利害相關者的需求，從中
獲得配合與支援，也給予知識的回饋。另一方面，計畫研究者並不放棄
批判的立場，他們將「批判」理解為對於權力關係的規範性思考，並將
閱聽人的互動及參與活動與更高層次的商議性與參與性的民主生活聯繫
起來。同樣，在方法論方面，實證、量化的研究與詮釋、質化的研究方
法的融合也是大勢所趨，如何在新媒介環境下探討具體的研究方法和策
略的創新才是緊要的問題。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而言，行政研究與批判
研究的融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歐洲閱聽人研究可能被「權力機構」收編
而顯得實用化的趨向；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仍然保持批判的意識，以及
理論與方法論自主運用的學術意識，又說明其作為一個學術場域仍有相
當的自治性。
其次，從學術論述關切的對象來看，歐洲閱聽人研究始終將閱聽人
活動置於廣闊的社會環境中進行考察，並且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更新
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閱聽人研究具有一種公共知識的特徵。如前所
述，歐洲的閱聽人研究普遍地將閱聽人的媒介使用作為一種社會行動或
社會實踐來考量，而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的行為。「閱聽人參與典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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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和探討就是對此前流行的以家庭為主要環境的電視觀眾研究以及
「觀展∕表演」研究的一個突破，即在新媒介環境下重新把閱聽人研究
的焦點拉回到更廣闊背景的國家與公共領域的社會與政治參與。這種參
與典範的建構，既有歷史維度的公民觀念的梳理，也有理論維度上閱聽
人與社會權力運作的邏輯分析，特別是跨媒體環境下國家與公共領域的
中介化對公民參與的積極影響的探討，同時還有方法論層面的參與式研
究的創新思路的支持。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歐洲閱聽人研究歷來包含
著一種公共知識的特徵，其知識生產並不限於象牙塔里的高深學問，而
是為了認識社會，乃至影響社會，而在新媒介環境的閱聽人參與典範
中，這種社會介入的公共特徵表現得尤其分明（Buckingham, 2013）。
從知識社會學的意義而言，這也印證了學術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必須將置
於其特定社會情境來審視。由此可以延伸的一個問題是：這種公共知識
的生產，在社會上產生的實際影響又如何？就該計畫而言，這也是一個
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但由於目前缺乏評估的資料，較難做出評價，這
是本研究的一個不足。
最後，從學術論述的傳播與對話的角度來看，由於歐洲閱聽人研究
紮根於特定的社會脈絡，其他社會脈絡的研究者不可能照搬其研究思
路；但由於新媒介及跨媒體融合發展趨勢的共通性，「閱聽人參與典
範」的研究趨勢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前所述，歐洲閱聽人研究具有
其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多元文化及媒介體制的具體背景，
以及在此基礎上追求更高品質的公共生活以及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的
價值觀念。這種社會背景與理念具有一定的獨特性，與北美、東亞或其
他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文化脈絡都有差異，因而其理論思路不可能被簡單
挪用與複製。但另一方面，新媒介技術帶來的媒介匯流環境的再造在全
球範圍已是普遍現象，閱聽人的互動及參與特徵在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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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之處，因而歐洲學者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思路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
值；特別是其著重閱聽人與社會領域之關聯的分析思路，豐富了閱聽人
的概念和多元研究進路。如今，閱聽人研究領域的比較研究方興未艾
（Butsch & Livingstone, 2014），「轉型中的閱聽人與社會」計畫中的
一些學者也提議在歐洲範圍內部以及國際範圍內進行比較研究，那麼，
華人學者同樣也應當保持比較的視野，在可行的範圍和議題內開展比較
研究，從而推動國際閱聽人研究領域的學術對話與知識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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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dience Participation
Paradigm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Examining of the European Project of
‘Transforming Audiences, Transforming Societies’
Guiquan Xu *
ABSTRACT
Audience research is a crucial area of theoretical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By examining the academic
project of ‘Transforming Audiences, Transforming Societies’ funded by the
European Cooperation Projec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novative ideas of European audienc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ocietal
contexts. This project includes four mains issues: media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udience interactivity and participation;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se when involv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audienc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By
analyzing the academic vein of these issues, this article determines the
theoretical trends and social meanings of European audience research,
nam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audience participation paradigm’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Keywords: European, audiences, transformation, participation,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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