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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閱聽人(Active audience) 
主動閱聽人的概念，意指「讀者」具

有可以成為意義(significance)的動態創

造者之能力，而非只被理解為是文本意

義的單純接收者。這個典範揭露了傳播

研究中的某些問題，即在研究閱聽人

時，只認為閱聽人僅能以被動的方式單

純地吸收大眾媒體(批判學派的定義)的

意義與訊息。這即是一般所熟知的閱聽

人「皮下注射模式」(hypodermic model)，

因為文本的意義看似未經過任何的修

正，就直接地注射到讀者的心裡。總而

言之，主動的閱聽人典範再現了從對於

數字到對於意義，以及從一般性閱聽人

到特殊閱聽人的興趣轉變。 

主動閱聽人典範的理論主要是來自於

傳播的製碼–解碼模式與詮釋理論。一

九八○年代，摩利(David Morley)與洪宜

安(Ien Ang)的一系列實證研究皆主張：

解讀所發生的文化脈絡，提供了理解文

本的不同架構與文化資源。因此，意義

並非座落在文本本身之中，意義是在文

本與閱聽人之間的互動中產生的。因

此，洪宜安研究〈朱門恩怨〉(Dallas)的

女性觀眾而從中發現，女性觀眾對於該

劇的理解與態度有很大程度的差異性。

她的主要論點在於：〈朱門恩怨〉的觀眾

是主動地涉入多重意義與快感的產製之

中，而這些意義與快感是無法歸納至文

本結構(一種「意識形態的效果」

(ideological effect)，或是一種政治性的投

射)的。 

許多針對國家/民族文化認同與電視

觀賞的研究，為敘事的多義解讀，會發

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假設都提供了證

據。亦即，閱聽人使用他們自己的國家

與民族認同的觀感，來作為電視節目的

解碼立場，因此，美國電視節目並非毫

無批判性地被閱聽人所消費，也未必會

導致「本土」(indigenous)文化認同遭致

毀滅的必然後果。如今，在文化研究的

傳統裡有一種可以用來處理閱聽人相互

支持性的研究出現，而此種研究方法可

以歸納為如下數點結論。 

1.閱聽人被視為是意義的主動與擁有知

識的生產者，而非一個結構化文本的

產物。 

2.意義不僅受到構築文本的方法所限，

也受到觀賞者的家庭與文化脈絡所

囿。 

3.閱聽人必須被放在其解讀文本的脈絡

下來理解，包括了意義的建構以及日常

生活的慣例等脈絡。 

4.閱聽人可以輕易地區分為虛構與真實

之間的差異，事實上，他們也是主動地

遊走於邊界。 

5.意義建構的過程以及文本在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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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例中所居的位置，隨著文化的不同

而有所改變，而即使是在相同的文化

社群裡，也會隨著不同的性別與階級

而有所不同。 

另請參閱：消費(Consumption)、製碼–解碼

(Encoding-decoding)、詮釋學(Hermeneutics)、解

讀(Reading)、反抗(Resistance)、文本(Text)。 

 

涵化(Acculturation) 
(其他譯法：[陸]文化適應) 

涵化是指可以在一個文化裡「持續前

進」的能力，這種能力必須透過模仿、

實踐與試驗來習得和獲得語言、價值觀

和規範。涵化的概念意指我們學習知識

與技能的社會過程，藉著這些知識與技

能，我們才能成為某個文化的成員。涵

化的關鍵性場所與對象包含了家庭、同

儕團體、學校、工作組織以及媒體。涵

化的過程再現了所謂的「自然與培養」

(nature vs nurture)中屬於培養的這個部

分，而且被文化理論學者視為是為行動

者提供了獲得生活方式與觀看之道的基

礎。 

文化研究的主要論點在於：透過涵化

的過程，人才能成為人。在此，人被理

解為一個偶然的與文化的特定產物，這

也意味著，人「自始至終」都是一個社

會性的與文化的產物。雖然，沒有任何

一個文化不使用「我」(I)這個代名詞 (而

且，倘若不使用代名詞「我」，那麼也無

法產生自我以及人的概念)，但是使用

「我」的方法卻隨著不同的文化而有很

大的差異。因此，雖然獨特性與自我意

識的個人觀感，在西方社會裡極為普

遍，但卻很難被那些將人的意義與血緣

關係以及社會責任緊密相連的文化中的

人所感知。因此，主體性可以被視為是

一種涵化的結果。 

另請參閱：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m)、文化

(Culture)、認同(Identity)、語言(Language)、主

體性(Subjectivity) 

 

阿多諾(Adorno, Theodor)(1903-1969) 
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同樣身為

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中心的共同領導

人，出生於德國的阿多諾是所謂「法蘭

克福學派」的關鍵性人物，後來法蘭克

福學派在納粹的威脅下，重新在美國落

地生根。阿多諾透過結合起馬克思主義

與精神分析理論，來重新探查文化的意

義，並主張：商品文化是一種大眾欺瞞

的形式，商品文化衍生出標準化的反

應，並確保現狀得以維繫下去。這不僅

涉及了意識形態的顯著意義，更將人類

心理建構成盲從、因襲的態度。相反地，

對阿多諾而言，批判藝術並非市場導

向，而是一種挑戰具體社會的智識標

準。確切而言，阿多諾讚揚前衛現代主

義藝術的「異化」本質，例如：勛伯格

(Schoenberg)的無調性音樂。 

相關概念：前衛(Avant-garde)、資本主義

(Capitalism)、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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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 

理論傳統：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馬克思主義 (Marxism)、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 

延伸閱讀：Adorno, T. W. and Hork-

heimer, M. (1979; org. 1946) The Dia-

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Verso. 

 

廣告(Advertising) 
廣告是當代文化的核心，也是後現代

主義、全球化與消費文化的論辯重心。

因此，在後現代文化的標記裡，已愈趨

強調視覺的重要性，甚至強調視覺比起

文化生活的口語與普遍的美學化過程要

來的更為重要，因為在文化生活裡，廣

告已經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此外，

傳播科技與電視的全球化，尤其將以視

覺為基礎的廣告置於一個逐漸擁有世界

規模的消費文化的中心位置上。許多人

主張，這是一個「行銷文化」(promotional 

culture)，這種行銷文化聚焦在使用視覺

影像，並藉此創造出品牌的附加價值或

商品符號。 

「可口可樂文化」這個辭彙暗示著這

個行銷文化的全球化程度，並強調了全

球資本主義、廣告與文化同質化之間的

共謀連結。然而，消費商品的全球流通

不應該引導我們做出如下的假定：認為

它們所帶來的衝擊在世界各地都具有同

等的效力，因為消費商品仍附屬於「在

地化」(localization)的過程中。亦即，全

球化的意義在在地的層次上是經過修正

的，並衍生出多重的意義。同樣地，在

西方，象徵文化的創意消費，使得廣告

比起它一開始出現時更具不確定的結

果。商品的優勢獲勝了但廣告卻失敗

了，但是同樣地，若沒有廣告，商品也

無法在當代的市場環境中獲勝。 

文化研究中的廣告文本與意識形態分

析，所強調的不僅止於商品的銷售，同

時更強調其看待這個世界的方法。因

此，廣告的任務是在於：藉著聯繫起品

牌與人類的慾望價值之間的關係，為一

個產品在競爭激烈的影像之中，創造一

個「身份」。對於一個品牌的需求並非僅

是對於產品的追求，相反地，它更攸關

於一種生活風格與價值的購買。因此，

廣告裡的事物是意義的符徵(signifiers)，

我們在一個眾所皆知的文化體系裡，將

廣告中的產品與其他的文化「商品」聯

繫起來，並對其進行解碼。雖然，某個

特定產品的影像可能僅僅指涉(外延意

義)豆子或車子，但它的內涵意義卻可能

是「自然」或「家庭」。在購買商品的同

時，我們也將情感投注在這個相關的影

像上，而透過消費，也有助於建構我們

的身份認同。 

然而，布希亞(Baudrillard)卻認為：符

號價值已經取代了商品的使用價值或交

換價值，而這更是這項分析的重點所

在。就他的觀點而言，消費主義是後現

代文化的核心，而後現代文化是透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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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持續流動所構成的，如此的文化建

立 起 一 種 沒 有 內 涵 意 義 的 階 層

(hierarchy)，也因此不具有價值的意義。

在這樣的文化裡面，沒有任何一個事物

是具有「本質」或「深層」意義的，相

反地，價值是由象徵意義的交換所決定

的。亦即，商品的符號價值是透過廣告

而得以建立，因為廣告授與商品聲望及

其社會價值、地位與權力之重要性。商

品並非一個具有使用價值的事物，而是

一個商品符號，因此，後現代文化無論

在實際上或是隱喻上都是「膚淺的」

(superficial)。 

另請參閱：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消

費(Consump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識

形態(Ideology)、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美學(Aesthetics) 
美學是哲學的一個領域，主要關注於

藝術與美的問題。就傳統而言，美學哲

學致力於提供一套關於藝術定義的普世

標準，如在康德的著作裡，即企圖尋求

一種本質主義。美學的判斷試圖區分何

謂藝術(什麼是藝術？什麼不是藝術)以

及何謂好的藝術與壞的藝術。因此，美

學判斷即支撐了藝術或文學正典的基

礎。美學哲學也同樣提供藝術與其他人

類活動領域(如：道德、政治與商業等領

域)間關係的思考。  

文化研究的發展分為：普世美學標準

概念的批判，及其所蘊含的以階級為基

礎的文化菁英主義。人類學傾向於將文

化理解為「平常的」(ordinary)，就此所

形構對文化研究的基本假設，發展出一

種與文化的菁英概念相對立的看法。文

化的菁英概念僅關注於高級文化，亦

即，文化形式是指那些由菁英批判所界

定為美學上是好的文化形式。由美學理

論所規範為「好的作品」的正統界線，

隨著歷史的發展，導致流行文化被排除

在美學的範疇之外。然而，那些關注於

流行文化的作者卻主張：有價值與無價

值之間界線的描繪其實並不存在著普

世的基礎，因此，對於批判而言，評價

並非一個恰如其分的任務。批判的責任

並非在於做出美學的判斷，反而該是去

描述與分析意義的文化產製。這樣的立

場對開啟一系列全新的流行文化文本

的合法性討論而言，是一項絕佳的優

勢。 

從一個文化研究的觀點看來，美學理

論所處理的問題在於：諸如美、和諧、

形式與品質等概念，也可以被應用至蒸

汽火車上，就像是其被應用到小說或繪

畫上一般，因此美學是具有文化相對性

的。所以，高級文化是另一種次文化，

甚至，藝術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社會所創

造的範疇，這個範疇依附於特定的外在

與內在的信號，藉由這些信號，藝術得

以被辨認。因此，「藝廊」與劇院皆是如

此。藝術並非天才的神祕實踐結果，或

是與流行文化的創造相異的不同層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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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而是由它的所有者、管理者與作

者所共同打造的一項工業。 

當然，文化研究的確對文化做出價值

的判斷。然而，這些判斷卻很明顯的是

意識形態的以及政治的判斷，而非立基

於美學標準的判斷。因此，文化研究認

為：對於世界的特定論述(關於社會與政

治之後果)之建構與傳佈，而且這些論述

是用來理解文化與象徵過程的方法，這

一切都與權力密切相關。 

另請參閱：作者(Author)、正典(Canon)、文

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文化(Culture)、本質

主義(Essentialism)、意識形態(Ideology)、象

徵(Symbolic) 

 

能動性(Agency) 
(其他譯法：[陸]使然力) 

能動性的概念可以被理解為，標誌出

社會中的決定性能力，此種能力可以創

造出不同的行動方式，並創造出差異

性。能動性一般皆與自由、自由意志、

行動、創造力、原創性以及透過獨立個

體的行動來產生改變的可能性相關連。

然而，就行動者(就「非決定性的」這個

意義而言，行動者是自由的)與能動性(被

理解為是由社會性所構成的行動能力)

之間在概念上極為不同。雖然，前者這

個概念看似無意義，因為從不存在著毫

無原因的人類行動，而後者則要求我們

將能動性思考為行動的構成，如此一來

兩者之間便產生了一個實際的差異。在

此，能動性意味著啟動X的能力，而非

行動的Y歷程。當然，這根本上是因為

社會性所構成的能動性涉及了不同的社

會資源，而這些不同的社會資源在特定

的空間裡產生的行動能力有其程度上的

不同，因此，有些行動者比起其他人更

具有行動的機會。 

啟動X而非行動中的Y歷程，並非意

味著我們已經產生一種行動的非決定性

選擇。相反地，我們的選擇基礎已經受

到那些將我們建構為主體的方法所決定

或引起。亦即，是受到我們從哪裡來、

何時出生以及我們如何成為我們的那些

原因所決定了。就這個意義而言，能動

性是由語言的社會結構所決定的，是由

現代生活的常規特性所決定的，也是由

那些我們無法全然意識到的精神的、情

感的敘事所決定的。此外，能動性是一

種用來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智識方法，

而且我們當然都有面對選擇與做出決策

的存在經驗。 

無論是人類自由或是人類行動都無法

脫離社會決定，因此，那些問及人們是

否「真的」是自由的，或「真的」是被

決定的，這些絕對的問題都是毫無意義

的形而上提問。也因此，倘若能依不同

的論述模式或不同的語言以及不同的目

的，來思考自由以及決定性，將是一個

有效的問題。因此，我們的日常生活實

踐與決策制定的存在經驗，都不因為我

們是生化產物及文化決定物的概念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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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改變。的確，因為自由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freedom)與決定性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determination)，是在不同的區

域裡具有不同目的的文化產物，所以，

在談論自由的時候，僅從政治迫害或經

濟匱乏來論，而無須提及行動者在某些

決定方式之下是自由的，是較具意義

的。甚至，這一類的論述會基於我們文

化所決定價值來比較不同的社會形構與

決定，並依此來判斷孰優孰劣。 

探討能動性的問題涉及了進入一個擁

有不同功用的隱喻性領域，因此，能動

性的語言頌揚文化權力與人們的能力，

並鼓勵我們採取行動並尋求改善人類的

生存狀況，而且也說服我們必須對我們

自己的行動負起責任。它同時也使得某

些機構，例如：法庭，能夠去約束人們

必須為某些特殊的行動負責。相反地，

決定性的語言則幫助人們去追溯因果本

源，並指出文化生活的輪廓，這使得某

些行動得以進行，也讓其他行動失去權

力。正是這套互動之舞，讓我們透過一

種廣大的、沒有創作起源的舞蹈來主動

地、創造性地表現我們自己。在此，目

的是一致的，個人責任的減輕與接受都

要受到人類生存狀況所限。 

另請參閱：涵化 (Acculturation)、決定論

(Determinism)、認 同 (Identity)、結 構 化

(Structuration)、結構 (Structure)、主體性

(Subjectivity) 

 

異化(Alienation) 
文化研究裡關於異化的概念，最重要

的理論起源非馬克思主義莫屬，而對於

資本主義的理解以及勞動過程也都可以

在馬克思主義中尋獲。對馬克思而言，

人類存有的優先性即在於他們的生存工

具的生產，而且是透過他們自己的勞動

力來生產。馬克思巨作中的創舉是對於

資本主義的動態分析，在資本主義裡，

無產階級必須販賣他們的勞動才得以存

活。因此，他們所面臨的是他們自己勞

動所得的產品以一種商品的形式出現，

這些商品如今掌握了權力並對他們產生

影響。在此，勞動者被雙重異化了，首

先是受到人類活動核心(亦即勞動過程)

轉換成無意義的行動給異化了；其次，

是從他們自己的勞動產品中分離出來。

根據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也透過競

爭、分化以及個人主義，將勞動者從他

們彼此之中，以及從他們的「物種本質」

(species being)中異化出來，馬克思認

為，正是藉由這物種本質，人們才能具

有自我決定的潛能。 

對於異化這個概念較不理論性的特定

使用，與現代性的文化狀況相關，現代

性的文化狀況在本質上是非本真性的以

及錯置的。尤其是，現代都市生活的文

化經驗被理解為一個自主的、疏離的以

及焦慮的文化經驗，並且是透過現代主

義的主題與美學風格來表現。在此，異

化涵蓋了一個失和、疏離以及情感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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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狀況，而這些精神狀況是現代科

技、商品化以及城市生活所衍生出來的

非人性化的、快速的生活所致。 

另請參閱：資本主義(Capitalism)、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馬克思主義(Marxism)、現

代主義(Modernism)、現代性(Modernity)、都市

化(Urbanization) 

 

阿圖色(Althusser, Louis)(1918-1990) 
阿圖色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以及

法國共產黨理論學者，他致力於生產一

種結構主義式的馬克思主義。他尤其反

對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文主義傳統，

反而偏好於晚期《資本論》(Das Kapital)

中(他所理解的)科學的結構主義。他對於

文化研究的主要影響在於，他主張：社

會形構是由介於實踐的不同自主層次間

的一種複雜的、過度決定的關係所構

成。尤其在文化研究與經濟命定論相互

絕裂，以及將理論的自主性讓渡給文化

與意識形態的這些層面上，他都扮演了

一個重要性角色。他曾經是一位極具影

響力的思想家，尤其在一九六○年代晚

期與一九七○年代期間，但是如今卻因

為其著作以及其思想中的獨斷主義、科

學主義與化約主義的艱澀複雜，而顯得

光芒不再。 

相關概念：意 識 形態 國 家機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意識形態

(Ideology)、後人文主義(Post-humanism)、

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 

理論傳統：馬克思主義(Marxism)、結

構主義(Structuralism) 

延伸閱讀：Althusser, L. 1969.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Press 

 

洪宜安(Ang, Ien)(1954–) 
(其他譯法：[陸]洪易安) 
洪宜安對於閱聽人解讀電視節目〈朱

門恩怨〉的先驅研究，已經成為文化研

究中「主動閱聽人」流派的基石。她主

要主張：〈朱門恩怨〉的觀眾是主動地涉

入一連串反應的產製中，而這些反應無

法簡單地化約為文本的結構。在這項研

究之後，洪宜安則持續廣泛地著述關於

媒介、文化、移民與全球化的主題。在

她的著作中，一貫地維持一種對於實質

經驗主義的強調，而在她的著作中也涵

蓋了她對於澳洲族裔與移民文化的興

趣。她是文化研究方面的專家，也是西

雪梨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 

相關概念：主動閱聽人(Active audi-

ence)、消 費 (Consumption)、族 裔

(Ethnicity)、性別 (Gender)、全球化

(Globalization)、解讀(Reading)。 

理論傳統：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

ies)、女性主義(Feminism)、詮釋學

(Hermeneutics) 、 後 現 代 主 義

(Postmodernism) 

延伸閱讀：Ang, I. 1985.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Methe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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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 
(其他譯法：反本質論) 
這個概念暗示著一個觀念：文字並非

指涉著一個擁有本質或普世特質的獨立

客體世界。相反地，所有知識的範疇皆

是透過論述建構而成的，它們的意義也

將隨著時間、地點與使用者的更迭而有

所改變。尤其是，在語言之外並不存在

著真理、主體或認同，語言本身並沒有

穩定的指涉物，因此也不存在著穩定的

真理或認同。語言的「對象」(objects)並

非固定的或普世的事物，而是經由社會

的約定成俗，做出有意義的描述，並成

為「所謂的真理」(也就是說，意義的暫

時穩定化過程)。 

反本質主義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信

念與理解的偶然性以及建構的特性，因

為這些信念與理解缺乏堅實的普世基

礎。然而，這並非意味著我們無法談論

真理或認同的本質。反之，反本質主義

的論點指出：文化的產製同時座落於特

定的時間與地點之中，而非本質的普世

性。因此，言說的主體是依附在預先存

在的論述立場之上的，真理是被製造出

來的而非被發現的。舉例而言，因為文

字並非指涉本質，所以，認同並非固定

的普世性「事物」，而是語言的一個描

述，因為語言的描述極具可塑性，因此

「女性」或「美國人」的意義並非穩定

不變的，而是受到不斷修正的過程所影

響。 

其論點在於認為社會範疇並不具普世

的與本質性的特性或特質，而是受到我

們使用它們時的方法所建構，這類論點

是 來 自 於 語 言 的 反 再 現 主 義

(anti-representationalist)之理解。亦即，語

言並非反映一個獨立的、且預先存在 

(pre-existent)的對象與外在的真實，而是

從語言本身一連串的概念與語音的差

異，來建構出意義。因此，「好的」(good)

這個符徵之所以具有意義，並非因為它

指涉了一個普世的特質，全然是因為它

與其他相關符徵之間的關係，顯然是因

為它與壞的、正直的、有價值的、美德

等符徵之間的關係所使然。 

哲學家德希達(Derrida)即主張：既然意

義是從符徵之間的操演中產生，且並非

指涉一個無法被固定的獨立客體世界。

因此，文字承載著多元的意義，包括來

自於其他脈絡中相關文字意義的回音或

軌跡，所以，語言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

而意義也不斷地產生滑移。因此，德希

達的主要概念──延異(differance)即意

味著「差異與遞延」(difference and de-

ferral)。在同樣的脈絡下，維根斯坦

(Wittgenstein)也主張：文字的意義並非來

自於文字與事物之間的指涉關係，而是

透過在特定的語言遊戲與社會脈絡中來

使用，而產生意義。 

另請參閱：延異(Différance)、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認同 (Identity)、語言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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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game) 、 後 結 構 主 義

(Poststructuralism)、符號學(Semiotics) 

 

考古學(Archaeology) 
在文化研究的脈絡裡，考古學這個概

念與傅柯(Foucault)早期著作中所涉及的

方法論相關。考古學這個辭彙在傅柯那

裡意指：對於特定的、決定性的歷史狀

況之探索，構成被創造出來的論述基

礎，並用來定義一個特定的知識/客體之

場域。一個知識的領域需要一組特定的

概念，這些概念劃定出一個特定的「真

理政權」(regime of truth)(亦即，何謂真

理)，傅柯也企圖界定歷史狀況與形構歷

史狀況的決定性規則。 

考古學認為應該在一個特定的場景中

發掘過去，同時考古學也需要「挖掘」

(digging up)論述實踐的在地場景。傅柯

主張：考古學是用來分析在地論述的適

切方法；考古學並非超驗的，而且並未

為所有的知識或所有可能的道德行動去

尋求一個普世結構的界定，反而是將論

述的實例視為歷史事件。 

傅柯認為他的考古學方法證明了：在

從一個歷史時代轉換至另一個歷史時代

時，論述是斷裂的。亦即，社會世界是

由不同的知解方式(epistemes)或知識的

形構所標記，以至於社會世界不再是以

相同的方式被知覺、被描述、被分類與

被認識，相反地，社會世界是由理解的

歷史性斷裂所標記。傅柯對於斷裂性的

強調持續地質疑關於起源、目的論、連

續性、整體性與一致的主體等現代主題

上。關於歷史的斷裂性之追溯，則屬於

另一個他所偏好的方法論──系譜學

(genealogy)的領域。 

另請參閱： 論 述 (Discourse) 、 知 解

(Episteme)、系譜學(Genealogy)、權力/知識

(Power/knowledge) 、 後 結 構 主 義

(Poststructuralism)、真理(Truth) 

 

構連(Articulation) 
(其他譯法：[陸]接合、咬合) 
構連的概念已被用來作為理論化論述

元素與/或社會形構成份之間的關係。構

連這個概念被拉克勞(Laclau)用作他論

點的前提，他認為：論述概念之間或者

社會形構的「層次」之間，未必有所連

結，而那些被焠鍊出來的論述概念或社

會形構其實是當代的本質，它們不斷地

被構連到風俗與習俗上，而且彼此緊緊

相繫。於此，根據霍爾(Hall)的觀點，構

連的概念為諸多的論述元素提供一種暫

時的一致性，這些論述元素無須「一直

相繫於彼此」，因此，構連是一種連結的

形式，這種形式可以在特定的狀況下，

統一起兩個不同的元素。構連既是表現/

再現，也是一種接合(joining together)。 

舉例而言，關於認同較為顯著的「一

致性」(unity)可以被理解為，在其他歷史

與文化情況下，不同的與特定的元素之

間的構連，而且認同也可被以不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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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重新構連。在此，個人被理解為特

定論述要素的特殊歷史性構連，是偶然

的但也是社會性決定的或規約的。既然

在認同、階級、性別、種族、年齡等多

元論述之間，不存在著自動性的連結，

那麼，它們就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構連

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中產階級白種男

性比起其他的勞工階級黑人女性，未必

更能共同分享相同的身份與認同。甚至

關於種族純粹性的觀念可能會被構連到

國家論述的國族性上，而且性別的隱喻

在國家的建構過程中，將扮演重要性的

角色，舉例而言，如在祖國、母國等概

念之建構上。 

構連而來的概念讓那些明顯是一致

的概念，諸如：「社會」或「國家」等

概念，可以被視為是關係與意義的歷史

獨特的暫時穩定化過程。舉例而言，國

家認同可以被理解為統一文化多元性

的一種方法。亦即，國家文化是一個將

差異再現為一致性或同一的論述機制。 

構連的概念也被用來討論文化與政治

經濟之間的關係，以致於文化總被視為

是與產製的時刻「構連」在一起，但又

不會被那些時刻中的任何必然方式所決

定。在這個模式裡，文化意義是被產製

出來的，而且是鑲嵌在「文化迴路」

(circuit of culture)的每個層級裡，但是在

迴路的下一瞬間，文化具意義的任務是

必然但卻未必有效或具有決定性的。意

義產製相關的的每一次生產、再現、同

一、消費以及與規約的時刻，都是在無

須決定意義將在哪個層級上被採取或被

產製出來的情況下，而被構連、連結到

下一個時刻的。 

另請參閱：文化迴路(Circuit of culture)、認

同(Identity)、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後

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 

  

本真性(Authenticity) 
(其他譯法：[陸]真實性、[港]原真性) 
若要宣稱某個範疇是具有本真性的，

這即意味著它是純正的、自然的、真實

的以及純粹的。舉例而言，我們可能宣

稱某個特定地方的文化具有本真性，因

為該地方未遭受觀光的污染，或者我們

可能宣稱某個青少年文化是純粹的，因

為該文化未遭受消費資本主義的侵蝕。

就這個意義而言，本真性的概念相當接

近於本質主義的概念。就本質主義而

言，本真性暗示著擁有純淨的本源。然

而，後結構主義的反本質主義與後現代

主義卻駁斥了本真(authentic)的概念，並

以「本真性宣稱」(authenticity claims)的

概念加以取代。亦即，就形而上學的意

義而言，沒有任何所謂的本真性存在，

相反地，文化所建構的特定之地方、活

動與人工製品等諸如此類的事物，才稱

得上是本真的。 

本真性的問題可以透過青少年田野研

究的思考來獲得，在此，文化研究則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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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於探索更為奇觀的青少年文化；可見

的、吵雜的、不同的、前衛的青少年風

格已經展露頭角，並備受關注。這些活

動一般都被理解為：青少年在反抗消費

資本主義與專制的成人威權時的本真性

表現。次文化則被視為是提供了反常文

化重新協商其立場的空間，或者被視為

是為他們自己「贏得空間」。尤其是有些

主張認為：青少年次文化被特定的風格

發展標誌為主動地上演反抗行動，並仰

賴於原創性、純粹與本真性的時刻。 

然而，當具本真性的青少年次文化嚴

重地受到全球休閒工業所影響與形塑

時，媒介、文化工業以及反抗的、具本

真性的青少年次文化之間的區分卻顯

得問題重重。倘若青少年文化徹頭徹尾

地陷入監控、大眾媒體及文化工業之

中，那麼，由那些成員與次文化理論學

者所宣稱的本真性將顯得荒謬滑稽。現

在，有些主張認為：拼裝(bricolage)的風

格與原創的意義毫無關係，而且也不具

有基本的訊息或嘲諷的轉換。它的面

貌、唯一的面貌只不過是另一股流行的

風潮，它是拼貼(pastiche)而非戲擬

(parody)。 

媒體中青少年流行與風格的誕生未

必可以簡化為毫無意義的風格，因此，

本真性的終點並非意義的死亡，因為就

拼裝而言，它也可能涉及既存事物的創

意性重組，並因此產生新的意義。這個

創意性發生在後現代消費資本主義的

「內裡」(inside the whale)，在其中，內

在–外在以及本真–複製之間的二元

區分則已瓦解。風格是膚淺的，文化則

是工業，次文化成為主流，高級文化反

成為次文化，前衛藝術是商業的流行藝

術，流行則不斷地回溯過往。然而，在

理論的層次上，本真性的解構並未必讓

青少年次文化中的參與者，避免做出本

真性的宣稱。確實，實證研究認為：對

於本真性的宣稱仍舊是當代青少年次

文化與俱樂部文化的核心議題。 

另請參閱：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作

者(Author)、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後現代主

義 (Postmodernism)、風格 (Style)、次文化

(Subculture) 

 

作者(Author) 
無論是高級文化的傳統或常識，皆將

作者理解為一個個體，他是文本的創意

性原創者，而且他的意圖構成了某一作

品的本真意義與重要性。如此對於作者

的理解確實位於人文主義的傳統之

中；在人文主義的傳統裡，意義被理解

為獨一無二之人的產物，這些人是意義

與創意的起源，也佔據著這些起源的內

在核心。 

然而，這樣的觀點已經遭受來自於諸

多理論的挑戰，這些理論開始質疑這樣

的觀點所提出的命題：認為在探討意義

產製時，個人是最適當的研究層次。所

以，詮釋學的傳統拒斥了作者對於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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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具有任何特殊的洞見的觀點，因

為意義必須透過讀者才能實現，而讀者

的解讀卻可能與作者的企圖截然不

同。對詮釋理論而言，理解與意義是在

「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裡才得

以實現，而詮釋循環則是由文本與讀者

之間的交互作用所構成的。 

巴特(Barthes)、德希達(Derrida)與傅柯

(Foucault)以及與後結構主義相關的作

家，也都挑戰了作者權的中心性。在巴

特著名的宣稱—「作者已死」(death of the 

author)裡，的確主張文本並非由一個單

一的意義(作者–上帝的「訊息」)所構

成，相反地，文本應該被理解為一個多

面向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諸多不同

的書寫相互混合與撞擊。換句話說，文

本的意義是不穩定的，而且無法被限制

在每個個別的文字、句子或特定的文本

上。意義沒有單一的源起來源，意義反

而是文本之間關係的結果，亦即所謂的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這個觀點在德希

達的著作中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

透過其「延異」的概念而獲得更細緻的

發展。同樣地，傅柯也主張：「作者」的

真正名稱並非等同於一個「真實的、外

在的個體」，而是一個在個人主義與藝術

創意性脈絡下，所標誌出的「作者功能」

(author-function)符號。因此，「作者」可

以被理解成一個特定「自我政權」(regime 

of the self)的符號，及其主體形構的過程。 

宣稱主體與文本是外在於個人之外

的社會與文化過程之產物的論點，並非

意味著從事藝術的人或藝術作品皆不

具原創性。原創性並非意味著，主體或

文本是他們自己的自發性來源，相反

地，他們揭示出文化資源的特定與獨特

的排列組合。所有的主體都擁有獨特的

血緣關係、朋友、工作以及近用論述資

源的模式，正如某一本小說裡，文字與

敘事結構的次序並非完全與其他小說

的結構相同。自我與文本兩者皆是起

源，猶如雪花是由組成雪的共同元素所

構成。 

另請參閱：延異 (Différance)、詮釋學

(Hermeneutics)、人文主義(Humanism)、意義

(Meaning)、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

主體性(Subjectivity)、文本(Text) 

 

前衛(Avant-garde) 
前衛這個法國字彙等同於英文的「前

鋒」(vanguard)一字，這個字是指一個軍

隊中最為重要的部份，他們時常是帶頭

進行某些特殊任務的主體。前衛這個概

念是美學理論中一個隱喻性的概念，用

來指涉實驗藝術運動，最著名的是二十

世紀早期的現代主義運動。這些運動可

能包含了自我宣稱為新運動的立體主義

(cubism)、達達(dada)以及超寫實主義

(surrealism)。前衛這個觀念的言外之意在

於它的文化領導地位以及進步意涵。特

別是前衛運動時常致力於破壞或者至少

是解構了藝術的根本概念，即使這些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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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本身有不少也呈現出美學菁英主義

(aesthetic elitism)的水準。 

有些與文化研究相關的作者都已投入

前衛藝術的懷抱中，因此，阿多諾讚揚

非寫實主義以及前衛作品的「異化」本

質，他認為：透過非寫實主義與前衛作

品對於「烏托邦的否定」(utopian nega-

tivity)，著實給予我們許多啟發。此種藝

術被認為是，透過它對於形式的非約定

俗成之使用，迫使我們去思考新的觀看

世界之道。在相似的脈絡下，克莉絲蒂

娃(Kristeva)也主張：「踰越」(transgression)

是透過韻律、斷裂以及在文本中的缺席

狀態，被標記在特定種類的前衛現代主

義文學與藝術實踐之中，踰越重新將符

號排序在時間與空間中，並因此發展出

一種新的語言。的確，「陰性」(femininity)

被克莉絲蒂娃理解為某些男性(舉例而

言，前衛藝術家)也可佔據的一種邊緣的

狀況或主體位置。 

換句話說，所謂的文化民粹主義亦指

流行文化就如同高級文化一樣具有價

值，文化研究也包含了一種思考的困

境，即對前衛的作品較不具共鳴，僅將

它視為是晦澀的以及紆尊降貴的。因

此，有時人們又主張：瓦解藝術與流行

文化界線的任務早已完成，但是比起現

代主義的前衛，後現代主義對於藝術、

商業與流行文化之間界線的瓦解，可謂

更臻成功。後現代主義與前衛作品時常

共享著對非線性敘事形式、蒙太奇、並

置、影像的解情境化以及美學的自我意

識等概念之使用。然而，後現代主義與

流行文化之間的互動以及它的形式，比

起現代主義的前衛藝術更為顯著，而且

帶有一種強烈的嘲諷意味。此外，藝術

中的後現代主義則是將前衛藝術與主流

的流行文化之間，保持相對疏離的關係。 

另請參閱：美學 (Aesthetics)、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y)、現代主義(Modernism)、流

行 文 化 (Popular culture)、後 現 代 主 義

(Postmodernism) 

 
網路試閱版聲明  

1.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

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

程序，本試閱版僅提供尚未上市的校

稿版本，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先睹為

快。所以，此試閱版本不論是內容或

排版，都與最後上市的版本，仍有某

種程度的差異。 

2.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

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weber98@ms45.hinet.net)向

敝社反映，以便在正式送印之前能做

修正。 

3.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

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

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

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

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