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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網絡挑機》淺述葛蘭西和阿圖塞的意識形態理論
魏嘉慰

（圖片來源：
http://evchk.wikia.com/wiki/%E7%B6%B2%E7%B5%A1%E6%8C%91%E6%A9%9F）

引言
近年，十分流行以幽默的自創或二次創作方式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等網絡社交平台
發佈討論時事、政治、文化等議題的文章及影片，特別在年青一輩中更為受落。不少
年青網民也因為拍攝惹笑諷刺時弊，或直播玩遊戲機的片段而在網絡上獲得大量的瀏
覽及點撃率，也因此成為網絡紅人。除了一般時事、政治題材，其中最為熱門討論的
話題便是 TVB（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下文統一簡稱 TVB），在網絡上，TVB 主要
成為網民的批評對象，當中包括在一台獨大之下缺乏競爭，令其電視節目內容質素下
降，節目口味不能迎合現今的年青人，以及製作馬虎等等。最近，TVB 製作的真人節
目《網絡挑機》，便是看準一眾年青批評者的反應和喜好，邀請一群廣受年青人歡迎
的網絡紅人，歡迎他們代表網民「挑 TVB 機」（意指挑戰 TVB 的地位）。這些網絡
紅人主要是 YouTuber（在 YouTube 的製片人或參與演出的人），TVB 邀請他們以自己
在網上拍片的創意和經驗，挑戰他們認為守舊和沒有創意的 TVB。結果，在很大程度
上，網民都認為這群網絡紅人被 TVB 利用及徹底地撃敗了。

從上述事件來說，本文希望藉由邱兆麟老師於香港電台「通識網」一文──〈從《網
絡挑機》看媒體「議題設定」操作〉，延伸出媒體的意識形態散播議題，從中找出這

套真人秀背後的權力運作，探索在媒體中介下如何建構意識形態。本文嘗試依據葛蘭
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意識形態理論和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與國
家機器理論，針對《網絡挑機》節目衍生的問題，淺述兩個理論的進路。

大眾媒體的議題設定功能
對於新聞報道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Cohen 指出“It (the press) may not be
successful much of the time in telling people what to think, but it is stunningly successful in
telling its readers what to think about.”1在這裏借用其概念，放置於其他大眾媒體也十分合
理，換句話說，即便大眾媒體基於其維持中立的原則，不能直接告訴觀眾要思考甚麼
內容，但卻能夠成功地引導讀者思考甚麼議題。放在《網絡挑機》一事上也是同樣道
理，TVB 或許不能夠直接告訴觀眾去怎樣評價一眾網絡紅人，但可以在利用其大眾媒
體的議題建構功能，不斷提醒受眾去思考甚麼、怎樣去思考，甚至可以在節目中透過
暗地進行剪接的工作，塑造出一個不大明顯的議題取向給觀眾作引導思考。簡單來
說，TVB 作為大眾傳播媒體，其媒體議題設定及建構的功能不需置疑，特定的議題在
大眾媒體的強調下，把議題連結不同的象徵符號達到標籤的功能，從而把議題的重要
性或對議題的看法建構出來。例如經常在節目中出現的「憤青」和「廢青」等，塑造
這些網絡紅人「搞搞震」的形象，節目內不斷重複這類負面標籤，使受眾有機會在往
後接收網絡紅人相關議題時，會有把這些負面標籤聯想在一起。

《網絡挑機》內的意識形態運作
以下將會以《網絡挑機》在網絡及主流媒體中引起的風波，淺述葛蘭西霸的權意識形
態理論和阿圖塞的意識形態與國家機器理論。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

1

From Baran, S. & Davis, S. (2011).Section 2 Ferment: Methodological disputes divide the discipline.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Foundations, Ferment, and Future. USA: Wadsworth Publishing. P.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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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西對意識形態的看法有別於傳統馬克斯主義，他並不同意意識形態是錯誤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或把意識形態看作一個觀念系統的看法（ Mouffe，1979，頁
74）。葛蘭西把意識形態定義為一個場域，並且必須被視為一場持續的鬥爭，因為人
們總是透過兩個霸權原則交戰的場域的中介中取得自我意識。葛蘭西認為統治階級掌
有領導無產階級的力量，但是於他而言，談論意識形態不是在乎真與假的問題，而是
在於那一方能夠在抗爭的張力中獲取得更多人的妥協，而且需要在各方被支配階級的
妥協下來維持。霸權是沒有一個既定的結果或者最終擁有權，它不是一種固定的思
想，當一個意識形態要成為霸權時，那就要把其思想變為常識（Common Sense），並
且把這種不斷內部變更（transform）的常識再生產。霸權需要通過不斷的打勝仗（won
and rewon），並由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生產、再生產才能使之持續下去。另外，新
霸權的建立就是要改變舊的意識形態場域，並暗含了要創造能權充新集體意願之統合
原則的新世界觀（Mouffe，1979，頁 78）。

在《網絡挑機》這個場域裏，可以看到兩個意識型態的對抗與交涉，一眾網絡紅人是
網絡上的意見領袖，代表著年輕網民的思想，而 TVB 則繼續擔當一個主流價值的生產
者 。 TVB 通 過 操 控 香 港 其 中 最 大 的 大 眾 媒 體 而 言 ， 作 為 社 會 上 一 個 霸 權 機 器
（hegemonic apparatus），握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節目中，經常出現一些剪輯過
的訪問環節，內容大概是 TVB 藝人或監製以一種資深傳媒工作者「教精後生一輩」的
鏡頭，令這些本來在網絡上批評 TVB 的網絡紅人，給了電視觀眾一種會投訴卻沒有實
際建設的麻煩製造者的形象。在兩種意識形態對峙中，作為霸權的 TVB 的權力遠遠的
超過一群網絡紅人，例如有一套涉及中港矛盾的短片剪輯後只餘下三十秒（原片兩分
三十一秒），並且沒有聲音，另外一位批評汪明荃歌聲不好聽的片段（含粗俗語言）
都被剪走。葛蘭西所強調的鬥爭（struggle）和較勁在這裏得以顯現，TVB 為了維持其
文化霸權，唯有將自己的那一套思想繼續當成是社會上的常識，使被支配者（觀眾）
認同網絡紅人也沒有多厲害和多有創意，所以觀眾繼續同意被壓迫，繼續接受一台獨
大的局面。

阿圖塞的意識形態與國家機器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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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圖塞在〈意識型態與國家的意識形同機器〉一文中，認為要以再生產
（reproduction）的角度檢視意識形態在「國家」之中具體的功能與作用方式（于治
中，1998，頁 101）。在阿圖塞而言，意識形態也不是傳統馬克斯主義的錯誤意識，是
具有物質性的真實經驗，而且我們是不能活於意識形態之外，意識形態建構出每一個
個體的意義。阿圖塞把國家機器分為兩類：一、壓制性國家機器（The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前者使用壓制
性的暴力運作，而後者主要依賴意識形態運作，但其實當中也包含比較軟性、無形而
又不易察覺的壓制和暴力，現代資本主義中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例如家庭、教育、教會
和大眾媒體等社教化場地。意識形態通過以上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傳遞，並且是無孔
不入的。意識形態呈現一種想像的關係令每個個體可以與其實在的條件有共識，個體
不斷被召喚（interpellation）而不斷生產出意義。TVB 雖然不是直接由國家或政府運
作，但作為一個大眾媒體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它所生產的意識形態是必須要為大眾所
接受才能使之繼續營運。使被壓迫的階級把其意識形態內化（internalization），並受到
召喚而成為個體。《網絡挑機》這節目刻意製造網絡紅人或網民是社會失敗者、搗亂
的、不守紀律的人，其實是在製造他者，讓一些受眾接收一種思想──不要成為他們
一分子。例如，不少資深藝人會反問做網絡紅人或 YouTuber 能否助他們置業或賺大
錢？又或者反問他們在批評的同時，究竟本身是否精於相關技術或者是否有更好的建
議。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中，這些價值觀軟性地、不被察覺地、暴力地加諸於這群網
絡紅人及網民身上，並提醒其他受眾這些才是真正的、好的行為。在此其中，向大眾
灌輸這些主流觀念以維持社會的穩定，這些所謂「好的價值觀」或主流價值文化才能
不被破壞，不斷生產及被生產，藉以維持及運作下去。阿圖塞認為，當主體被某意圖
形態召喚之後，那麼作為被壓迫的弱勢主體便沒有了反抗能力，受制於意識型態國家
機器所發放的意識形態，社會也因此不會有改革，不但鞏固了上一代對年青人的偏
見，甚至加劇了反感情緒。

結論
通過《網絡挑機》的衍生現象，探討了在現代社會上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立場，包
括像 TVB 這種大眾媒體和新興的網絡領袖亦即年青一代，背後說明白一點便是新舊思
3

想的對立。這種文化立場背後隱藏了不少不同的價值，以通過意識形態的理論分析，
發現當中涉及不少權力運作。以此淺析了阿圖塞和葛蘭西的意識形態理論，兩者的立
場都是反對傳統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化約論這種本質主義。兩者在意識形態的定義中，
都認為文化有特別的實踐，是有物質性的，不只是單一以經濟作為決定性因素，更加
強調文化的重要性。阿圖塞理論中的主體是被意識形態建構出來的，而葛蘭西的主體
是由鬥爭當中建立的。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比阿圖塞更強調鬥爭的可行性，認為意識形
態是在鬥爭中成為霸權。而阿圖塞又較葛蘭西著重於意識形態的生產及再生產的過
程，並且認為一旦主體接受了召喚，便喪失了反抗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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