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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汀(Bakhtin, Mikhail)(1895-1975) 
(其他譯法：[台]巴克定；[陸]巴哈金) 

巴赫汀出生於俄羅斯，就讀於聖彼得

堡大學，在哈薩克渡過一段流亡生涯之

後，他回到沙蘭斯克的一個小鎮擔任教

授一職。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由一群著

名的「巴赫汀學圈」(the Bakhtin circle)

之學者所流傳，也的確他的某些著作是

以其他的名字來加以出版，其中最著名

的即是佛洛西夫諾(Volosinov)這個筆

名。巴赫汀過去是形式主義批評家，而

將語言視為歧異的、活生生的、行動為

導向的現象，在其中，意義來自於說話

者與對話者之間的對話關係。眾聲喧譁

(heteroglossia)是巴赫汀用來解釋運作於

語言、文化的多重聲音之辭彙，這些多

重的聲音構成了符號的領域，在其中，

意義不斷地進行鬥爭。正如拉柏雷

(Rabelais)所記載的，對巴赫汀而言，文

藝復興的「嘉年華式狂歡」(carnivalesque)

是文化異質性的顯示，以及對於權威的

官方語言的反抗趨力。 

相 關 概 念 ： 反 本 質 主 義

(Anti-essentialism)、嘉年華式狂歡

(Carnivalesque)、對話(Dialogic)、互文

性(Intertextuality)、語言(Language)、

意義(Meaning)、多義性(Polysemy) 

理論傳統：詮釋學(Hermeneutics)、馬

克思主義(Marxism) 

延伸閱讀：Bakhtin, M. (1965) Rebelais 

and His World. Bloomington, IN: Indi-

ana University Press. 

 

巴特(Barthes, Roland)(1915-1980) 
身為法國作家、批判學家、教師與理

論學者，巴特對於文化研究的發展具有

極為重要的影響性，特別是他對文化研

究在一九七○年代從文化主義轉向結構

主義的影響。巴特的著作有助於文化思

想家破除文本作為一個顯著的意義載具

這樣一個概念。尤其是他將符號學的方

法帶入廣泛的文化現象之中，並藉此闡

明：所有的文本皆是由存在於社會的脈

絡中的符號所構成的。巴特著作的核心

即在於符號於產製意義以及架構解讀文

本的方法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他探

索了自然化內涵意義(connotative mean-

ings)的方法，這使得文化得以呈現出何

者是既存的普世真理，何者又屬於神話

的部份。他著名的宣稱「作者已死」闡

述了他的重要主張：意義並非寄居在個

別作者身上，而是存在於文化意義的廣

泛結構與讀者的詮釋行動之間的交互關

係之中。 

相關概念：作者 (Author)、意義

(Meaning) 、 神 話 (Myth) 、 解 讀

(Reading)、符號(Signs)、文本(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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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傳統：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

ies)、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

符 號 學 (Semiotics) 、 結 構 主 義

(Structuralism) 

延伸閱讀：Barthes, R. 1972 Mytholo-

gies. London: Cape. 

 

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Base and su-
perstructure) 
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隱喻來自於

馬克思主義，而且也是一個解釋經濟與

文化之間關係的方法。因此，它形成了

文化唯物主義的一個基礎觀點。廣泛而

言，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概念主張：

文化的上層結構是被型塑出來的，而且

受到經濟基礎或生產模式所決定。根據

馬克思的觀點，當人們生產他們物質存

在的工具時，他們也因此進入了社會關

係的明確形式中。所以，這些生產的關

係構成了社會的經濟結構，而社會經濟

結構本身則構成了文化與政治等上層結

構得以出現的基礎。因此，物質生活的

生產模式決定了社會、政治與文化過程

的一般特性。 

眾所皆知，對馬克思而言，生產的模

式是法律的與政治的上層結構之「真實

基礎」，它也決定了社會、政治以及文

化。因此，生產的經濟模式或「下層結

構」型塑出文化的「上層結構」，以至於

對馬克思主義而言，文化是生產的歷史

特殊模式之結果。也因此，它並非一個

中立的領域，因為生產的分類基礎

(class-based)關係將它們自身表現為政治

的與法律的關係。在此，文化將社會秩

序自然化為一個不證自明的「事實」，以

至於模糊了剝削的底層關係。也因此，

文化被理解為意識形態的領域，一個概

念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形成了文化研究

總是迷戀於意識形態與霸權等議題的基

礎，正如我們從阿圖色、葛蘭姆西與霍

爾那裡所閱讀到的。 

大部分的文化研究思想家都拒絕上層

結構與下層結構模式中所隱含的經濟化

約主義，雖然經濟決定論的分析對於任

何文化的理解是必要的，但是它本身卻

不是也無法是自給自足的。許多來自於

文化研究的思想家都主張：我們需要以

文化現象自身的規則、邏輯、發展與有

效性來檢視文化現象。這個論點道出了

對於文化的理解亟需一個多元面向與多

元觀點的取徑。這個方法論將致力於獲

取存在於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面向

之間的關連性，而不將社會現象化約至

任何一個層面之中。 

另請參閱：文化迴路(Circuit of culture)、文

化唯物主義 (Cultural meterialsim)、文化

(Culture)、霸權 (Hegemony)、意 識形態

(Ideology)、馬克思主義(Marxism)、化約論

(Reductionism) 

 

布希亞(Baudrillard, Jean)(1929-) 
  對早期的法國理論學者布希亞產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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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理論有：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而這兩個理論亦是他著作中所處理的主

要對象，在其中，布希亞批判了這些主

義中的假定，並藉此發展出他自己的後

現代主義理論。在布希亞所處理的主題

中，最關鍵的莫過於：馬克思主義對於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區分，已被他所

拋棄，改而偏好於符號的交換上。因此，

商品不僅僅是一個為了交換且具有交換

價值的物件，商品其實是一個商品符

號。對布希亞而言，後現代文化是透過

影像的持續流動所構成的，這些影像並

未建立起一個具內涵意義的階層，而是

建立起一個單面向的且「膚淺的」階層。

布希亞主張：一連串的現代性區分，包

括真實與非真實、公與私、藝術與現實

之間的區分皆已瓦解(或者皆被吸入一

個他所謂的「黑洞」中)，並且朝向一個

擬仿的與超真實的文化邁進。 

相關概念：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超真實(Hyperreality)、嘲諷(Irony)、符

號(Signs)、擬仿(Simulacrum)、象徵

(Symbolic) 

理論傳統：馬克思主義(Marxism)、後

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符號學

(Semiotics)、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延伸閱讀：Baudrillard, J. 1983 Simu-

lacra and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班奈特(Bennett, Tony)(1947-) 

(其他譯法：[陸]本尼特、本內特) 

班奈特是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

成員之一，在該中心裡，班奈特開發並

推廣葛蘭姆西於該領域中的影響力，尤

其是在於電視與流行文化的關連性上。

因此，班奈特已被批評為是文化研究的

葛蘭姆西學派，而且在文化政策的實用

思考上，過度地強調表意過程與意識。

對此，他採取了傅柯的著作及其治理性

之概念。身為葛里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澳洲文化與媒介政治研究中

心」(Australian Key Centre for Cultural and 

Media Policy)的主任，班奈特在將文化政

策的促進作為文化研究的一個目標上，

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現在，他是英

國開放大學(the Open University)的教授。 

相關概念：文化政策(Cultural policy)、

文 化 (Culture) 、 治 理 性

(Governmentality)、霸權(Hegemony)、

意識形態(Ideology)、實踐(Practice) 

理論傳統：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

ies)、馬克思主義(Marxism)、後結構

主義(Poststructuralism) 

延伸閱讀：Bennett, T. 1998. 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巴巴(Bhabha, Homi K.)(1949-) 
  巴巴出生於印度，就讀於孟買大學與

牛津基督教學院，現在是芝加哥大學人

文學教授，並授教於英語與藝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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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強烈受到德希達、拉康與傅柯所影

響，他認為：為了要反抗將「第三世界」

國家予以美學化為一種同質性的認同之

趨勢，他反而宣稱，一切所謂的國家意

義，皆是被敘事化的。他也主張，在殖

民宰制的場景裡，總是存在著矛盾，因

此，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共同建構出彼

此。對巴巴而言，語言中，意義的非穩

定性引領我們將文化、認同與認同的過

程思考為一個邊界與雜交的場域，而非

一個固定的、穩定的實體。這樣的觀點

涵蓋在他所使用的模仿、縫隙、雜交與

有限性等概念之中。 

相 關 概 念 ： 反 本 質 主 義

(Anti-essentialism)、延異(Différance)、

族裔(Ethnicity)、雜交(Hybridity)、國

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 

理論傳統：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

ies)、後殖民理論 (Postcolonial the-

ory)、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 

建議閱讀：Bhabha, H. 1994 The Loca-

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 
  葛洛義(Paul Gilroy)於一九九○年代初

期，將黑色大西洋這個概念引薦至文化

研究中，作為離散的「不斷變遷而形成

的相似性」(changing same)的一個具體實

例。它同樣也是「移動中的認同」

(identities in motion)的最佳闡述，如此的

理解正好與視認同為一種絕對的本質或

文化之理解，完全相反。因此，諸如黑

色大西洋此種離散，包含了混合的

(creolized)以及雜交的(hybridized)的文化

形式。對葛洛義而言，黑人的認同無法

被以成為美國人、英國人或者是西印第

安人的概念來加以理解。我們也無法以

種族絕對主義(ethnic absolutism)(種族絕

對主義認為，有一種全球性的本質黑人

認同存在)的概念來理解，相反地，我們

應該以大西洋的黑人離散(black diaspora 

of the Atlantic)來加以理解。 

  在黑人離散中所牽涉的文化交換產製

出雜交的認同，也產生了在黑人離散的

不同地點裡與不同地點之間的相似性與

差異性之文化形式，以至於黑人的自我

認同與文化表現，出現了多元的黑人歷

史與政治。黑(blackness)並非一種泛全球

化的絕對認同，因為英國黑人、美國黑

人以及非洲黑人的文化認同是極為不同

的。雖然如此，葛洛義還是指出，黑色

大西洋共享了某些代代相傳的文化形

式，儘管在英國、美國、非洲以及加勒

比海裡，「種族」的運作擁有不同意義與

歷史。他猜想，透過種族範疇所經驗到

的關於無權力(powerlessness)的共同經

驗，應該足以用來捍衛跨越黑色大西洋

的一種親和性(affinity)。 

  音樂在葛洛義對於黑色大西洋的闡述

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舉例而言，

我們不能指出饒舌音樂有任何的單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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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或本真性，因為它的發展是源自於美

國、牙買加、西非、南非與英國(以及其

他地方）。因此，饒舌音樂總已經是一種

文化的雜交化(cultural hybridization)了。

例如，南非的饒舌歌手很顯然採取了「美

式」的饒舌形式，並以非洲式的形式來

加以扭曲，創造出一種如今已回銷至美

國的雜交音樂。再者，饒舌音樂可以追

溯到來自西非音樂的影響以及對於奴役

制度的衝擊上。因此，任何對於「內在」

與「外在」之間界線的清楚劃分都該被

屏除，因為饒舌音樂並沒有顯著的「根

源」，而且它廣受歡迎的美式曲風也是來

自於非洲。 

另請參閱：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

本真性(Authenticity)、離散(Diaspora)、族裔

(Ethnicity)、雜交(Hybridity)、認同(Identity)、

種族(Race) 

 

身體(Body) 
身體一般被理解為一個有機體的物理

性肉身與骨頭，然而，在文化研究裡則

主要認為，藉著文化的運作，身體已經

被風格化了，而且是被表演出來的，並

使得身體的概念變成一個不可能被維繫

的前社會性的、前文化的客體。當代文

化中對於身體的關注，主要是由器官移

植、節食、運動、整型美容與健康的促

銷策略所強調，這些策略再現了透過自

我管制而達成的自我改造之敘事。因

此，我們總是不斷地被召喚並表演出「身

體改造的成果」(body work)，並將其視

為是當代認同課題的一個重要面向，例

如：透過時尚與自我的裝飾所涉及的身

體改造。 

我們可以將「身體改造的成果」的表

演理解為，致力於維繫某種特定的、可

慾望的具體狀態，而此種狀態乃是被動

的為規訓權力所影響。然而，「身體改造

的成果」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建構認同

課題的主動過程。傅柯的作品就涵蓋了

這兩種理論方向。因此，傅柯的許多著

作都被視為是關注了現代性機構、實踐

與論述的「規訓」特質，而這也產生了

他所謂的「馴化的身體」(docile bodies)，

這種馴化的身體可被支配、使用與轉

化。在這個脈絡裡，傅柯的批判在於：

他將男性與女性轉化成不具有能動性的

馴化生物。然而，在他晚期的著作中，

傅柯關注於「自我的技術」(techniques of 

the self)，這又再次地引薦了能動性與「自

我時尚化」(self-fashioning)的概念。尤其

是，在他關於古希臘羅馬實踐的研究

中，他指出一個置於身體中心的「自我

風格化」(self-stylization)倫理學，會形成

一種「自我主宰」(self-mastery)的過程。 

醫學科學理解身體的方式闡明了我們

在文化上對於身體的理解是不斷在變遷

的，這也顯示了能動性與決定性議題的

重要性。對於以生物學為基礎的醫學(生

物醫學)而言，身體是由不曾改變的、先

於文化而存在的需求所構成。在此，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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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導因內在於身體之中，因此，疾病

是生物學客觀事實的結果。正因為如

此，醫生才是最明白如何看待這些疾病

的人，因為他們已經獲得了最恰當的科

學知識。因此，醫學以那些生產標準狀

態、病理學與規訓實踐的方法來描述與

比較身體。病患變成了病例，而非獨特

的人。 

然而，不良的健康狀態顯然不僅是個

人身體密閉運作下的結果。它是我們所

食之物、所工作的地點(舉例而言：壓力

或化學毒品)、活動的層級與種類、我們

思考的模式(源自於我們的孩童經驗)之

下的產物。因此，對於健康實踐較為全

觀性的理解，開始出現了所謂的醫學的

生物心理社會模式。從生物醫學到生物

心理社會模式的轉換被標示在一個相關

的轉換上，也就是從孤立的身體轉換到

處於環境脈絡中的身體，以及從治療轉

換到預防。 

新的醫學全觀模式可能會弱化醫學權

威的主宰性，轉而偏好於個人的主動參

與。雖然如此，健康的提倡仍可被視為

一種涉及生活風格的醫學化與認同管理

的新的規訓過程。因此，我們被訓誡、

被慫恿、被規訓，要對身體採取「正確」

的健康態度。擁有正確的身體如今不僅

只攸關於品味、能取悅於人的外貌，或

甚至是長壽，它更攸關於道德美德。雖

然如此，作為一種生活風格面向的健康

管理，也可被理解為反身性與能動性的

顯示，正如我們所做出的自我風格化的

抉擇一般。 

另請參閱：能 動 性 (Agency)、消 費

(Consumption) 、 文 化 (Culture) 、 情 緒

(Emotion) 、 認 同 (Identity) 、 反 身 性

(Reflexivity)、自我認同(Self-identity) 

 

布迪厄(Bourdieu, Pierre)(1930-2002) 
(其他譯法：[台]布赫迪厄；[陸]布爾迪厄) 

布迪厄是法國文化社會學的先驅，也

是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社會學

教授，同時也是歐洲社會學中心的主

任。他的著作不同以往地結合了實證方

法(包括統計學)與哲學理論。布迪厄企圖

透過他所謂的類屬結構主義(generic 

structuralism)，來化解結構與能動性之間

的謎題。他主張，實踐承載著能動性的

標記，但是必須放在文化與社會的「客

觀」結構下，才能被理解。尤其是，布

迪厄將階級的決定性權力視為一種結構

限制，以致於某些批判認為他的著作是

一種化約主義。他最為人所知的論點莫

過於，他主張：文化品味是由社會建構

而成的，而這種社會建構則位於以階級

為導向的習癖脈絡中。 

相關概念：能動性 (Agency)、消費

(Consumption)、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 文 化 (Culture) 、 習 癖

(Habitus)、結構(Structure) 

理論傳統：詮釋學(Hermeneutics)、馬

克 思 主 義 (Marxism) 、 結 構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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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ism) 

延伸閱讀：Bourdieu, P. 1984 Distinc-

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拼裝(Bricolage) 
拼裝的概念意指著對於先前沒有關連

的表意客體的重新整理與並置，並藉此

在新的脈絡中產生新的意義。拼裝涉及

一個再表意(re-signification)的過程，藉著

這個過程，已建立好意義的文化符號被

重新組織進新的意義符碼中。亦即，那

些已經承載著深沈象徵意義的客體，被

放在新環境中而與其他的人工製品產生

關連，進而被重新賦予意義。舉例而言，

文化研究作者已指出男阿飛(Teddy Boy) 

(出現在一九五○年代期間，並在一九六

○年代被重新運作)外貌的建構，是透過

與 其 完 全 不 相 干 的 愛 德 華 時 期

(Edwardian)上層階級外表之連結所建構

而 成 的 ， 例 如 ， 鞋 帶 領 帶 與

brothel-creeper(樂團名）即是在青少年文

化風格脈絡裡的一種拼裝形式。同樣

地，一九七○年代期間，靴子、吊帶、

短髮，皆被解讀成一種風格的象徵性拼

裝，這種拼裝傳達了勞動階級陽剛性的

剛毅特質。 

其他關於拼裝這個辭彙的使用則主要

出現在視覺媒體中的符號並置上，也就

是在不同的時間與地點裡去形構出影像

的一種拼貼。因此，傳播科技的全球性

增生，已經創造出一個符號與意義之間

競爭愈來愈複雜的符號環境。這創造出

一種影像的流動與並置，這種並置將新

聞、戲劇、報導文學、廣告等銷熔至一

個電子的拼裝之中。這種拼裝作為一種

文化風格，是後現代文化的一個核心元

素，而且可在建築、電影與流行音樂錄

影帶中發現。購物中心已經將不同時

間、地點中的風格混合成一個特殊的「商

標」，而音樂錄影帶則因為混合了不同時

期與地點的流行音樂而聲名大躁。 

拼裝者(bricoleur)這個辭彙主要是用來

意指某些建構拼裝的人，而且一般也主

要被應用在那些藉由服飾與流行文化飾

品的使用，來風格化他們自己的人身

上。在此，拼裝者的概念已被用來討論

商品是如何形構出多元的認同建構基

礎，尤其是指那些時尚世界裡的商品。

這樣一來，關注的焦點便被引導至消費

者在選擇與整理物質性商品與有意義的

符號等元素的意義導向行動之上，使其

成為某部分是由認同建構所形塑出來的

拼裝物。 

另請參閱：構連 (Articulation)、認同

(Identity)、多元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後

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風格(Style)、青

少年文化(Youth culture) 

 

巴特勒(Butler, Judith)(1960-) 
(其他譯法：[陸]布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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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位出生於美國的哲學家與女性

主義思想家，巴特勒已經成為一個性/性

別、主體性與認同的先驅作家。她的原

創性在於，她結合了傅柯與德希達的後

結構主義，以及精神分析(拉康的成果)

與言說行動理論(speech act theory)，藉此

發展出一套關於性別操演的理論。巴特

勒主張：「性」是一個產製身體的規範性

「規訓化理型」(regulatory ideal)，它透過

對於霸權論述(異性戀律令)的引述與反

覆述說，藉此衍生出一種操演性

(performativity），這種操演性總是被衍生

出來的。巴特勒的研究計畫涉及了對於

強制性之性別模式的解構，同時她也將

扮裝(drag)視為是可以建立起性別規範

的嘲諷形式。雖然如此，對巴特勒而言，

一切的認同範疇都必然是虛構的，而且

也必須被一再地質疑。 

相關概念：論述 (Discourse)、性別

(Gender)、認同 (Identity)、操演性

(Performativity)、權力 (Power)、性

(Sex)、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主

體性(Subjectivity) 

理論傳統：女性主義(Feminism)、後結

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酷 兒 理 論 (Queer 

theory) 

延伸閱讀：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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