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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緒論： 
何謂文化？文化如何產生作用？ 
 

 

 

「文化」是社會學中最有趣也最為廣泛使用的概念之一，

「文化」也是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以及精緻與表演藝術等的核

心概念，然而，這些學門卻分別以各種不同方式對其作出理解。

「文化」同時亦常出現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會話中，而此時文化

一詞所包含的意義則更是包羅萬象。儘管這些涵蓋廣泛的定義

與使用方式使「文化」此一概念顯得十分有趣，但其意義上的

多元繁複卻也使其令人感到困惑與模稜兩可。在本書中，我們

企圖釐清文化的概念。此一工作既與理論及方法論相關，同時

也是一種經驗性的研究。在下述各章中，我們將嘗試解釋：什

麼是文化？其如何產生作用？我們如何辨認且「測量」文化的

基本要素？理解文化如何、為何能夠增進我們的世界觀？換句

話說，亦即理解文化如何且為何具重要性？ 

 

 

壹、「文化」的三種用法 
 

 

雖然「文化」一詞有著太多意義含括於其中，但總的來說，

這些意涵可被區分為三大類。「文化」可被用以指涉：(1)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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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養與菁英式的藝術活動(如古典芭蕾與歌劇)；(2)一個民族或

群體的生 活總體〔 例如，我 們在《國 家地理雜 誌》(National 

Geographic)中所見的介紹一般〕；(3)人們所共享的各種象徵體系

或模式。我們可將此三種分類分別理解為文化的美學、民族誌

學與象徵性定義。 

 

一、文化的美學(或人文學科)定義：文化作為「高

級文化」 

 

「文化」一詞最普遍的用法之一來自於與農業(agriculture)

一詞相同之字根，也就是具有「栽培」(cultivation)的意思；亦

即意味「人類心靈與感受力的培養」(Griswold 1994, p. 7；另請

參見 Eagleton 2000, p. 1)。在此意義上，「文化」可被用為名詞

以指涉「一民族或文明中最好且最重要、或是最燦爛的成就」(例

如，古典芭蕾、戲劇、莎士比亞的作品)；或者「文化」亦可作

為形容詞以指涉美學感受力，也就是對於「藝術與美」的情緒

與智性上之感受力(例如，變得具有文化素養，或說作為一個「有

文化」的人)。文化作為名詞(菁英藝術)與作為形容詞(美學感受

力)之間的關係在於，人們認為透過體驗與「欣賞」古典美學型

式(芭蕾、歌劇、文學、藝術)的方法，便可獲得美學之感受力。 

此文化之人文學科式定義的重要性在於，正是此藝術與美

學之感受力使得人類與其他生物有所不同。人們或許可能激烈

地論辯著：非人類的動物是否、以及在什麼程度上有著「情緒」

並且能使用「語言」；但毫無疑問的是，唯有人類活動才能夠被

劃歸入這般充滿活力、複雜、抽象且各式各樣的美學型式中。

目前就我們所知，唯有人類會在僅出於自我表現的動機下而試

圖創造「藝術」。同樣地，目前就我們所知，也唯有人類會因虛

構的書籍與電影而感動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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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文化之美學定義卻有兩項概念上的困難。第一，

將文化定義為「美學之感受力、內涵或修養」的難題在於，此

定義所指涉的是一種個人素質，然而，如同我們所將瞭解的，

文化其實是一種集體現象。很顯然地，文化乃為人們所共享，

因此並無所謂「個人的」文化。第二，將文化定義為「世界上

人們言說與思想中最優質之部分」的問題在於，此為菁英主義

式的概念建構。此定義為高級／低級文化之二分法體系中的一

部份，在此體系中，唯有少數精選之文化型式才被視為真正的

文化。相反地，「高級文化」的反面則被視為是一種「低級文化」

(或是大眾文化、通俗文化與流行文化)。此類文化產物被認為

較不「精緻」或較不「優美」，或者說，相對而言較為膚淺或甚

至可說是一較低階的表達型式。此高級／低級文化的二分體系

意味著：每一項文化作品中都明顯存在著相對而言的「客觀」

鑑別等級，因此，我們可清楚地分辨出某些作品「較優於」其

他作品。但事實上，為什麼某類別或風格的藝術屬於「高級」，

而其他則屬「低級」，毋寧是一社會學而非美學議題；因為區分

藝術為「高級」或「低級」(或說「流行」或「通俗」)之分類

工作乃是圍繞著社會的經濟與文化而產生，而遠非依照其美學

的標準或條件所進行。 

例如，讓我們審視爵士樂的例子(爵士樂通常被譽為美國最重

要的本土音樂型式)。儘管爵士樂中明顯有著多樣風格與類型，

但無論就技術上、智性上或情感上而言，爵士都是「精緻的」。

因此，就繁複性、感受力和歷史角色而言，爵士都確實有資格稱

得上是一種(高級)「文化」。 

然而，爵士樂所接承的當然是西非音樂傳統與非裔美人通

俗音樂的靈感，並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於美國蓬勃發

展。因此，儘管爵士樂也反映出歐洲古典與流行音樂所使用的

語彙及結構，但它最為獨特的特色仍在於其中所蘊含之西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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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特點：音色上具極大自由性的聲音風格、一種即興創作的傳

統、呼喊與應答的模式以及節拍上的繁複性，也就是同時包括

了個別旋律鋪陳上的切分音以及演奏樂團中不同成員可分別演

奏出加以回應之節奏。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當爵士樂本身變得越加細膩與繁複

時，它並未能馬上躋身於(高級)文化之行列；而日後使爵士躍

升為「精緻文化」的特色，在它早期較「流行」或「通俗」的

型式中其實即已清楚可見。然而，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紀初期由

白人文化菁英將其正當化後，爵士樂才被認可為「高級」文化(儘

管如此，即便在今天，顯然仍有一些人認為唯有古典音樂才屬

「高級」文化，其中並不包括爵士)。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張

爵士樂團的唱片並非由美國黑人所錄音灌製；而是在一九一七

年由一群名為狄西蘭爵士樂團(the Original Dixieland Band)的紐

奧良白種音樂人所錄製。這張唱片在歐洲與美國都造成轟動，

尤其在受古典音樂訓練之白人音樂家蓋西文(George Gershwin)

與柯普蘭(Aaron Copland)開始注意爵士樂之後，爵士逐漸被尊重

為「真正的」菁英藝術型式(Appelrouth 1999)。 

                                               
：微軟九八年版之《百科全書字典》(Encarta)中對爵士所下的定義。

1993-7 Microsoft Corporation; Appelrouth 1999. 
：如葛蕾(Gray 1997)等的分析者可能會主張，經過了長遠時間之後，

直到最近爵士樂才取得其正當化的地位，這指的是林肯中心的表演藝術

節目在一九九一年時開始安排爵士之演出。亞普若斯(Appelrouth 1999)
則指出，在爵士樂取得正當性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有另外兩個關鍵時刻：

(1)葛雷斯皮於一九五六年在國務院的贊助下，前往中東與拉丁美洲演出；

(2)國會第五十七號決議案指出，撇開其他特色不說，「我們特此將「爵士

樂」指定為美國稀有且珍貴的國家財產，因此我們應致力於關注、支持並

提供資源，以確保其得以被保存、理解與廣為流傳」(Berliner 1994, p. 759)。 
：同樣地，也存在著一些反向的實例：某些人們最為推崇之「高級

文化」(例如，十八世紀的歐洲歌劇)，在其形成年代中其實是被認定為一
種「流行文化」。莎士比亞的劇本在一八五○年時屬於一種通俗劇，但到
了一九二○年時卻已成為高級文化的一種，參見 Levin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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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十九世紀未受學校教育之非裔美人在撿拾棉花

時所吟唱的「田野呼喊」與今天在林肯表演藝術中心演奏的「爵

士樂」二者之間的差別，與其說是一種美學上的差異，不如說

是社會經濟與象徵上的不同：兩種類型音樂都各自反映他們在

階層化階級與地位體系中的獨特位置。事實上，(高級)文化乃

是「某一民族或文化中最重要或絢爛之成就」的這種想法提醒

我們注意到下述事實：此界定乃是一種社會與文化上的界定，

而不是美學上的分類。 

然而，上述所言並非意味著：「高級文化」不過反映出社會

經濟之現象。如同我們將看到的，主張文化或藝術僅反映經濟，

並不是一種非常具文化意涵的論點或詮釋。我亦非主張所有文

化皆具有相同的藝術價值或創造性等等。「高級／低級文化之二

分法是錯誤且具菁英意涵」之主張，並非意指所有藝術表現都

具有相同的品質與價值，也不是主張社會中所有人其實都有著

接觸「文化」的同等機會(參見 Bourdieu 1984)。有好的「流行」

藝術以及不好的「流行」藝術，同時也有好的古典音樂與不好

的古典音樂，其他藝術亦然(儘管如此，在評斷藝術是「好」或

「不好」時，個人顯然必須清楚地理解自己所正採用的區界標

準為何)。 

 

二、文化的民族誌學定義：文化為生活的總體 

 

相對於文化為美學感受力之狹隘定義，文化的人類學定義

則涵括相當廣泛：文化是包括知識、信念、藝術、道德、法律、

習俗以及任何其他該社會成員所獲得之能力與習慣等的複合體

(Tylor 1958 [1871], p. 1; Griswold 1994, p. 8)。自人類學者泰勒(E. 

B. Tylor)在十九世紀晚期首度闡釋此定義後，此一文化的廣泛

定義在社會科學中便一直被普遍採用。此定義的優點在於：第

4 



6   文化社會學的實踐(韋伯文化試閱檔，三校稿，2005-11) 

一，它免於落入文化之美學定義中所隱含的種族中心主義與菁

英主義；第二，它強調一件事情：「文化」並非「優越且高高在

上」，而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一部份(Griswold 1994, p. 8)。對於

採用此種文化概念的文化人類學者(以及其他學者)而言，文化

是無所不包且無所不及的。簡言之，文化是人類生存的核心。 

然而，正如湯普生(E. P. Thompson)所指出，文化之民族誌

學定義的問題在於，「任何文化理論都必須包含文化與某種非文

化事物之間的辯證性互動概念」(Hall 1980 [1973], p. 62)。此一

廣泛的民族誌學定義，將「文化」膨脹至指涉所有由人類群體

所生產的事物，因而包括了所有社會生活的要素，也就是涵蓋

了所有非生物性也非演化而來的事物。換句話說，儘管文化為

美學感受力之定義過於狹隘，且未能將「文化」與「社會」作

相當程度之連結，但文化為「生活總體」的民族誌學定義卻過

於廣泛，因而將「文化」與「社會」作過度連結，這造成我們

無法將文化領域與社會中其他面向作區辨。亦即此定義完全融

合了社會領域與文化領域。 

「文化」民族誌學定義過度膨脹(或說是文化與社會結構之

融合)所造成最不幸的結果之一為，此定義一直不時地促使某些

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乾脆完全放棄文化的概念。此趨勢始於一

九 三 ○ 年 代 ， 當 時 知 名 的 人 類 學 者 瑞 克 力 夫 – 布 朗 (Alfred 

                                               
：令人難過的是，有些孩童在極端孤立環境中被撫養長大的例子證

明了此項論點。戴維斯(Kingsley Davis 1947)在一當代的經典文章中討論

了「安娜」的例子，安娜是一在極端孤立環境中成長的女孩。顯然地，

安娜僅受到足以維持其生存的照顧；她既未被教導，也未受到和藹的關

注。當安娜在六歲被發現時(她在十歲時死亡)，她「完全未呈現說話的現

象，完全沒有能力講話，無法理解人們的手勢，甚至當食物被送到面前

來時，她也無法餵食自己」，此外，她「對於文化意義的整個世界也完全

無法掌握」。事實上，儘管後來經測試後發現，安娜的聽力其實完全正常，

但因為她是如此地冷淡漠然，以致於當時「根本難以分辨她究竟是否聽

得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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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cliffe-Brown)主張研究者的分析焦點應置於解釋「社會結構」

(例如，親屬體系)而非「文化」之上，因為「文化」指涉的只

是「模糊的抽象體」，而「社會結構」則代表著「實際現存的社

會關係網絡」，此網絡可透過「直接觀察」而予以揭露。對於

瑞克力夫–布朗而言，人類學與物理和生物科學皆同樣屬於科

學性學門；因此，人類學中不應該有著難以測度的抽象概念。

如同他所曾表示(載於 Applebaum 1987, p. 122)：「我將社會人類

學構想為關於人類社會的理論性自然科學，也就是說，社會現

象的調查必須經由那些本質上相似於物理與生物科學所使用的

方法。如果有人願意接受的話，那麼我非常樂於將此學科稱為

『比較社會學』」。有趣的是，這種對於社會(而非文化)領域的

關注，減弱了人類與非人類群體之間的差別對比。社會人類學

與動物學等之間，只剩下經驗層次(而非理論層面)上的差異。

因此，瑞克力夫–布朗說道： 

 

在蜜蜂巢穴中，有著女王蜂、工蜂與雄蜂之間的連結關係。

任何群集動物或是如母貓與其小貓之間也同樣有其連結。

這些皆屬社會現象；我並不認為有任何人會將此稱為文化

現象。當然，在人類學中我們僅關注人類，而如同我所定

義的，在社會人類學中我們所必須調查的便是人類之中所

能發現的各種連結型式(Radcliffe-Brown 1987, p. 122)。 

 

他也曾在別處中指出(Radcliffe-Brown 1957, p. 58，轉引自 Kuper 

1996, p. 52)：「你不可能成立一門文化科學。唯有將文化視為社會體

系特徵之一時，你才可能研究文化……如果你研究文化，那麼意味

                                               
：瑞克力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就任於皇家人類學研究院

院長之致詞，刊載於：Applebaum 1987, pp. 1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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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在研究社會結構中特定一群相互關連之人們的行為表現」。 

有趣的是，在四十年後，美國的結構社會學家們也為了幾

乎相同的理由而放棄了文化變項。儘管瑞克力夫–布朗及其相

同學派者以社會結構變項(例如，親屬體系)取代了文化，但是

提利(Charles Tilly 1978)和史卡司波(Theda Skocpol 1979)等社會

學家則將「連帶感」(群體中同為一體的感覺)等的「主觀性」

變項替換為例如組織資源、社會網絡，等「客觀性」變項，以

解釋特定社會運動的興起與成功。他們主張，唯有透過關注經

濟和政治因素且忽略文化條件，才得以對於例如革命等現存社

會變遷形式進行充分解釋(參見 Edles 1995, 1998)。雖然一九七

○年代的結構社會學者並未否定文化之存在；但他們認為文化

僅為附帶現象(亦即為社會變遷的結果而非成因)。 

事實上，即使是今日的社會學者和文化分析者，仍然繼續

爭辯著關於文化現象之主觀性所引起的理論與方法論問題。然

而，如同我們在本書中所將看到的，無論在理論上或方法論上，

當代的文化分析者都不斷創造出一些新方法以掌握意義的相關

議題。更重要的是，今日的文化社會學者正為我們指出，文化

如何結構並因而形塑著確切真實的社會議題與社會事務。 

                                               
：顯然地，在一九七○年代時主導當時社會學研究的結構主義取徑

(如 Skocpol 1979; Tilly 1978)，其本身乃是對於一九五○與一九六○年代

一度盛行之功能學派「價值分析」的一種反動，此一功能學派粗糙地忽

略或是低估了結構的因素。價值分析者(不只是社會學者，還包括了政治

學與社會心理學)採用調查與問卷的方式以找出人們的「價值」與「根本

信仰」並加以測量，他們假設這些代表的便是「文化」。他們實施了大規

模的經驗研究，其中大多數為比較研究(例如跨國的「宗教信仰」、「政治

態度」等等的調查)，並以此解釋在各種不同社會現象(如國家發展與其穩

定程度的差異)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可參見 Pye and Verba 1965;  
Lipset 1963)。對此功能論之政治文化分析的簡短批評，可參見 Edles (1998)
的討論。也可參見 Ragin and Becker (1992)，他們指出了價值分析的研究

錯誤地假設，調查的對象之間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卻又可被彼此地清楚

區分，因此可將其視為在相同之一般現象中可相互比較的例子。 



  9 第一章  何謂文化？文化如何產生作用？(韋伯文化試閱檔，三校稿，2005-11)

 

三、文化的象徵性概念：文化為共享意義之體系 

 

自一九六○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家不再支持將

文化視為「生活總體」的定義，並轉而將文化定義為共享之象

徵(或意義)體系或模式(Geertz, 1973, p. 89)，這也是本書所採取

的文化定義。文化體系(或象徵體系、意義體系)中包括了高度

組織且形式化的意義體系(如宗教)，也包括了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之「相對而言為世俗、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意義網絡(例

如，知道是否該帶個禮物至朋友家中，或者進入屋子裡時該不

該脫鞋)，此外，更包括了高度組織、但同時保持開放性的象徵

體系(如語言與時尚)。 

由此看來，文化的象徵性定義顯然與其前述討論之人文學

科(及美學)定義有重疊之處，因為藝術便是一種象徵現象。一

般來說，「藝術」與象徵性現象二者之間的關係在於藝術只是一

種特別具渲染力的象徵；「藝術」結合了各種富涵表現力之陳述

安排方式(Jaeger and Selznick 1964, p. 664，轉引自 Gilmore 1992, 

pp. 408-9)。然而，相對於「文化」的美學定義(該定義將文化限

縮於僅指涉「藝術」)，文化的象徵性定義包含了所有象徵現象

(不只是藝術)，也就是同時包含藝術、宗教、時尚等等。 

此外，相對於「文化」的美學定義，文化的象徵性定義強

調：文化具集體性且為人們所共享。如同文化的民族誌學定義

一樣，文化的象徵性定義強調：文化體系乃歷史性地關連於特

定時刻中的特定社會團體，並以複雜的方式與其他社會面向相

互交織。文化的此一集體性本質在語言中最為明顯可見，而正

如前面所指出，語言乃是最根本的意義體系之一(韋伯斯特辭典

將語言定義為「由人數相當可觀之社群所使用且瞭解之字詞、

語音以及將二者結合之方法……符號、手勢、標誌或特別是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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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被清楚分辨之口語聲音的系統性工具」)。 

就我個人觀點而言，文化的象徵性定義特別有助於我們討

論人們普遍接受之下述觀念：社會乃是由三種在分析上(但非經

驗上)可加以區辨的部分所組成：(1)經濟；(2)政治；(3)文化領

域。首先，所有社會都有著某種形式的經濟體系(可能不止於

單一體系)或是生產與分配財貨及勞務的方式。常見的經濟體系

包括「資本主義」(在此體系中，土地與勞動皆經由私人所買

賣)、「以物易物」(財貨與勞務的交換未經由金錢中介而進行)

以及「相互交換」(又稱「依次輪流」體系，包括興建穀倉與禮

物交換，例如，我在你生日時送禮，而你也在我生日時回送我

禮物)。第二，每個社會都有某種型式的政治體系(諸如：專制

獨裁、神權政治、寡頭政治、民主政治)，或是分配(或不予分

配)權力與制訂決策的方式。例如，自一九九○年代以來，我們

看到社會主義政權的快速瓦解，以及形式上較傾向於民主政治

的政治體制興起(參見 Edles 1995, 1998)。最後，每個社會都

有其文化(象徵)體系，人們透過此體系將世界「賦予意義」。這

些「意義之網」(Geertz 1973, p. 5)提供了一個非物質或形而上之

                                               
：Webster’s Seve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 G. & 

C. Merriam), 1967, p. 474. 
：政治、經濟與文化各領域之「相對自主性」概念來自於普蘭札司

(Poulantzas 1982)，此概念的提出主要乃採借自派森司(Parsons 1951)的作
品。普蘭札司為第一位學者主張相對於經濟層面而言，社會中意識型態
與政治的面向都有其部分的自主性(也就是不只是反映經濟面向)。(如同
接下來我們將簡短討論的，儘管馬克思主義用語中意識型態一詞包含著
清楚的權力意涵，但其本質上卻可比擬為一個較為普遍的語彙：「文
化」)。然而，所謂「分析上」而非「經驗上」的區別，我指的是在「真
實」的生活世界中，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領域都不可避免地會相互
交織。確實存在著相應於「經濟」現象的文化面向，反之亦然。 
：所謂的「民主政治」體系，我所指的是此體系應包括下述特色：

(1)確實存在著政黨輪替執政的可能性；(2)確實可能因政黨輪替而形成政
策上的翻轉；(3)公民可有效地掌控軍隊(參見 Przeworski 1991; Edles 
199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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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它們代表著一種模塑行動之組織，其確切影響力正如其

他較為明顯可見之結構一般(Alexander and Smith 1993, p. 156)。 

如同我們在下一章將進一步看到的，結構文化體系的重要

方式之一便是對其進行「神聖」與「世俗」之區分。在此基本

的象徵性二元區分中，「神聖」指的是「聖潔」與「良善」；神

聖事務被區隔於日常生活之外，受到人們的尊敬與推崇，而神

聖象徵性的對立面則為「世俗」，指的是邪惡或拙劣。「世俗」

代表著對於神聖的一種冒犯。雖然神聖與世俗的區分在宗教領

域中最為清楚明確(例如，上帝與撒旦，十誡等等)，但此基本

的象徵二元區分其實也是所有其他文化體系的基礎。 

因此，例如我們前述討論之文化美學定義核心中所區分的

「高級／低級文化」，其中高級文化便透顯出某種神聖質性(良善

與尊敬)；而低級文化(包括「流行文化」或是「大眾文化」)則多

少意味其象徵對立面，亦即「世俗」意味(拙劣或是平庸)。根據

此一象徵化的界定，「高級文化」為純淨、珍貴且良善的，因此，

「高級文化」必須與「低級文化」和日常生活世界兩者加以區

隔。「高級文化」的神聖性，在世界上大型文化機構中(博物館、

圖書館與劇院)被加以反應且再次確立，其確立方式包括建築物的

特色(如宏偉的入口與挑高的天花板)，以及透過特定規範與儀式

以引喚出敬畏與噤聲的氛圍(Griswold 1994, p. 7)。正是此神聖性授

與了高級文化一件外加而上的宗教權威斗蓬(Eagleton 2000, p. 2)。

「高級文化」必須被小心地護衛與保存，因為它正處於消失、式

微、頹毀且遭到(世俗的)流行或大眾文化形式侵害的危險中。 

文化之象徵性定義的難題在於，它錯誤地暗示文化僅具象

徵性。這是為什麼(如同我們將於第六、七章中所看見的)當代

                                               
：當然，語言也反映了「神聖」與「世俗」此基本的象徵二分法。

所謂的「低劣」字詞(世俗性)正是那些冒犯宗教或道德之核心符碼(褻瀆
上帝之名；F 開頭的髒話)，或是那些我們認為具肉體猥褻性的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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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家，例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及已故的傅科(Michel 

Foucault)紛紛引進例如「慣習」(habitus)與「論述」(discourse)

等挑動新思維的新概念，這些概念強調整合社會／文化與政治

／經濟各領域。這些分析者指出，文化不斷地被具體化、實作

(practice)與再生產，也就是說，文化並非僅存於抽象形式之中。

然而，無論人們是否採用新的詞語和概念(例如，慣習、論述)，

或是採用文化的象徵性定義(如同我在本書中所做)，我們要掌

握的重點在於「文化」和「社會結構」僅在分析上有所區別，

而非在經驗層次上。在生產和分配上，有其複雜精細的相關意

義體系(例如，消費主義，禮尚往來)，而在權威與權力之中也

同樣蘊含著複雜的觀念(如：意識型態)。因此，儘管在社會實

作中確實有某些領域(如：藝術、宗教)比其他領域(如：經濟)

更明顯具象徵性，但就算在功利取向活動中，也不存在著本

質上便不具文化性之事物。所有集體性社會實作皆潛在地具

象徵性，也因此潛在上算是一種文化(Gilmore 1992, p. 409)。

總而言之，正如亞歷山大(Alexander 1998)所說道： 

 

無論其對於外在環境而言是多麼地工具性且具反思性，

每一項行動都必然體現於某一意義境域(此即為行動的

內在環境)中，就此意義上的關連而言，此行動既無法具

工具性、也不具反思性。同樣地，每一個制度，無論其

多麼具技術性、強迫性或表面上看似客觀性，也只有在

關連於一組組模式化象徵時才能夠發揮其效力，因為唯

有藉由這些象徵所傳遞之意義，才能使這些制度變得具

技術性、強迫性與客觀性，並且引導觀眾以相同的方式

「解讀」這些制度。正因為如此，社會學中每一特定次

領域都必須含括入文化面向；因為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行動場域與制度領域的運作將永遠無法被充分理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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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殖民主義的例子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思考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相關議題

。殖民主義往往被認為是一種經濟現象。就歷史而言，無論

是為了在東方採辦新的香料，或是在美洲爭斂土地或金、銀礦

等，歐洲與美國在過去數百年來之擴張主義行動的明顯目標，

往往都在於(包括目前仍是)獲取經濟或物質利益。這正是馬克思

和恩格斯在其共產主義宣言中所滔滔論辯之特定類型動機：「不

斷擴張其產品市場的需求，迫使布爾喬亞階級行遍全球各地。

它必須在各處立巢、各處殖民，並在各地建立起生意往來關係」

(Marx and Engels 1970 [1948], p. 474；另請參見 Lenin 1917)。 

但正如馬克思與恩格斯也瞭解到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顯然是(且一直以來都是)政治議題，其所運作的目標並不只是(無

論是現在或過去)資源／財貨斂取／生產／分配，而且還包括了

尋求新領土以及更大的權力與更多的策略優勢，這就是當我們

將「舊」世界旗幟插在「新」世界上所表徵的意義(無論此舉動

乃發生於拉丁美洲或是在月球上)。那是一種充滿政治性的宣

                                               
：儘管「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通常被視為同義詞而使用，但

一般來說，殖民主義特別指涉的是西方起始於十五世紀的擴張主義運

動，而「帝國主義」則通常被用以指涉對於邊陲國家所進行的各種資本

主義支配，如多國公司(Borgatta and Borgatta 1992, p. 881)。事實上，如薩

伊德(Said 1993)等的分析者則以不同方式區分「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

對薩伊德(Radcliffe-Brown 1993, p. 9)而言，「帝國主義一詞包括了統治一遙

遠領土之支配性都會中心所採取的實作、理論與態度；而通常作為帝國主

義之結果的「殖民主義」，則是對此遙遠領土所進行的殖民入徙。 
：有趣的是，美國國旗於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時確實插上了月球，

此舉就技術上而言卻未帶來任何好處，因為根據一九六七年的「各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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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意指此一領土歸屬於此一國家，而就策略性的優勢而言，

夏威夷群島便是與此相關的相對最近實例。夏威夷群島之所以

對美國而言特別具吸引力，並不只是因為島上的天然資源，也

因為其位居太平洋中樞的區位等於提供了通往亞洲的中繼站。 

毫無疑問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是一項政治經濟議題。然

而，這其中仍存在著重要的文化議題。舉例來說，當我們發現對

於殖民國而言殖民主義事實上並不意味著政治與經濟獲益時，我

們該如何解釋呢？費爾豪司(Fieldhouse 1973)便指出，尤其在一八

八○年代以後，許多殖民地已成為殖民國一項沈重的經濟與政治

負擔。這之間的關鍵點並不在於經驗性的問題，也就是不在於去

追問為什麼特定國家「繼續保有」或放棄其殖民地，或是為什麼

特定國家不在乎「短期」損失，而期待「長期」獲益。其中的重

點是，只有在關連於特定經濟、政治或意識型態目標時，殖民主

義才得以被「賦予意義」，而這些目標乃根植於特定意義體系。 

換句話說，殖民主義乃體現於特定的文化與政治、經濟脈

絡中；因此，為了瞭解殖民主義，我們也必須瞭解這些意義體

系。無論是十五世紀歐洲或是二十世紀美國的意義體系，顯然

皆為多變且內蘊複雜。不過，就歷史而言，在殖民化上一直有

著兩項核心的文化關鍵點。第一項是一般所稱為的「天定命運

論」(manifest destiny)，也就是下述特定觀點：對於歐洲人而言，

走出歐洲以「馴化」或開發全球是一件具道德正確性的好事，

甚至根本可說是一件無可避免之事。此一「天定命運論」的極

                                                                                                       
索與使用外太空(包含月球與其他星體)之行動的管理原則條約」，外太空
的領土並不能為國家所佔取。不過，此舉動仍是極端具挑動性，並且十
分重要：在月球上插入美國國旗的意象，象徵了再次確立了一件事，也
就是意味著美國的優越(許多人如今仍如此認為)與「天定命運論」。簡言
之，就技術、物質的意義而言，此極端具象徵性的舉動當時並未帶來任
何「政治上」的利益；但就「政治」一詞的意識型態意義而言，它確實
促成了許多政治上的益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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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化版本為白人優越感，亦即認為白人有此權利、命運或說「負

擔」，將秩序與「文明」帶到全世界並統治世界。因此，例如一

八八○年代一位夏威夷殖民者農場主人便宣稱： 

 

上帝把歐洲賜予白種，將美洲給了紅種人，亞洲屬於黃

種人，非洲則給了黑人，而除了一些極為少數的特例，

這之中唯有白人能向棲居地範界以外的區域進行探索。

他們穿越歐洲、西向跨越了大西洋而佔領了美洲，並成

為「其所有探查區域的主宰者」，從好望角至白令海峽，

無一例外。他們也跨過了太平洋，在此片海洋中的各式島

嶼上留下了他們進取冒險的足跡；他們佔取了澳洲與印度

並統治了那兒成千上萬的人口；他們同時來到了非洲，而

這一次打算要停留在……白人來到了非洲，意味著政府組

織、企業經營、農業、商業、教堂、學校、法律與秩序也

同時到來。對於印度和澳洲的有色人種來說，白人的統治

顯然帶來更多好處，而就這裡而言，由白人居於統治地位

也是一件較為有益之事(Daws 1968, p. 4)。 

 

殖民化的第二項文化關鍵則為基督宗教，尤其是基督徒的

福音傳道，強調基督徒不僅有權利、更有責任將其宗教予以宣

揚與傳播。因此，以菲律賓為例，由於西班牙人早期在尋找香

                                               
：如同波尼拉席娃(Bonilla-Silva 1997, p. 143)所指出，殖民主義之正

統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最主要問題在於，他們一直無法接受下述事實：在

歐洲資本主義擴張到新大陸之後，種族主義「已成為重要的獨立因素」；

那些被種族化標誌為歸屬於優越種族的人，無論他們是否為支配階級的

成員，都成了種族階層的狂熱捍衛者」。這就是為什麼例如費農(Fanon 
1968 [1963, p. 210])與崔斯克(Trask 1999 [1993])等後殖民文化馬克思主

義者會指出，去殖民化中很重要的一部份為「重塑意象」與「重寫歷史」，

也就是，重構關於先前被殖民者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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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與黃金而無所獲之後，西班牙殖民者便從單一利益關注轉而

開始重視福音傳道，於是受殖民的菲律賓，其主要宗教也就從

十六世紀的回教轉而變成天主教， (Wurfel 1988, p. 4)。 

上述所言並非意指「傳教士」是由「基督教」所引導，而

「政治人物」則受策略性優勢所驅使；因為就歷史而言，政治、

經濟與文化的動機向來複雜且相互交織。相反地，這之間的

重點在於，基督教福音傳道與天定命運論從一開始便有助於界

定並確認殖民主義此一特定概念。基督教的福音傳道與天定

命運論／白人優越性二者都是重要的共享意義體系，此體系亦

為地理擴張行動中的一部份。文化分析之目的便在於系統性爬

梳並正確解釋各類型的象徵體系，也就是象徵／意義體系的正

確本質及其所帶來之影響。 

總而言之，儘管瑞克力夫–布朗在其分析焦點上輕忽了文化

現象(並且僅探索社會結構)，但這裡我所跟隨的是紀爾茲(Geertz 

                                               
：舉例來說，在菲律賓，儘管大主教擁有副統治者的地位且同時兼

任許多政府部會與議會的職位，但一般來說，(西班牙)統治者仍有著凌駕

教會的任命權力(Wurfel 1988, p. 4)。如同道斯(Daws 1968)指出，儘管在

夏威夷的基督教會宣稱將與當地人和平相處，但他們其實已為戰爭作了

充分準備，並且在他們的下一個世代裡，這些傳教士的孩子們都成了握

有許多權力的資本主義菁英。 
：當然，殖民者過去以福音佈道與天定命運論的說詞來合理化、正

當化以及(或者)實現其政治和經濟上的目標。這裡我的重點(相對於主流
觀點而言)只是要指出，事情並不僅於如此。就理論上的討論而言，大多
數的分析者暗示性地或是明白地主張文化只是一「邊緣現象」，也就是
說，文化並不能解釋「殖民主義」形成的原因。因此，例如當我查閱社
會學百科全書中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一詞時(Borgatta and Borgatta 
1992, pp. 881-4)，便發現其中完全未提及基督教的福音傳道、天定命運
論、種族主義或是任何其他的文化因素。殖民主義被解釋成只是為了因
應新興市場與奢華財貨的興起，也就是，殖民國有著投資國外的經濟市
場或是建立起國際經濟關係的需要，例如列寧(Lenin 1917)、巴蘭與史威
茲(Baran and Sweezy 1951)、福蘭克(Frank 1967)與華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等人的古典經濟學之解釋；以及熊彼得(Schumpter 1951)的古典政治
學(而非側重經濟面向)之解釋便是其中顯著的例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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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p. 30)之取徑，他是第一位提出下述主張的學者：我們不可

能在缺乏探索象徵(文化)領域的前提下預期能理解人類社會。如

同紀爾茲所說(Geertz 1973, p. 30)：「檢視社會行動中的象徵面向，

諸如：藝術、宗教、意識型態、科學、法律、道德、常識，並不

是要逃離生活中存在的兩難困境，以進入某些去情緒化形式的玄

虛領域；相反地，而是要將自己完全投入此困境之中」。 

 

 

參、文化社會學 vs.文化研究 
 

 

然而，當然並未存在著單一的「文化社會學」。文化社會學

者從廣泛不同的理論與方法論傳統及取徑中獲得啟發，其中包

括了「古典」學派(如：韋伯、涂爾幹、葛蘭西、米德、杜波依

斯)以及許多當代重要學者(如：布迪厄、傅科與布希亞)。 

先退一步來看：社會學在十九世紀晚期首度成立為學門

時，強調的是作為一門「研究社會的科學」。如同我們已看到的，

人類學家瑞克力夫–布朗便企圖以科學方法來解釋人類社會。

同樣的，社會學的奠基學者(尤其是韋伯與涂爾幹)也企圖以客

觀、價值中立且經驗控制的社會解釋來取代烏托邦式的空想

(Seidman 1994, p. 11)。如同瑞賓歐與蘇利文(Rabinow and Sul-

livan 1979, p. 1)說道： 

 

只要有社會科學的存在，下述期望便存在：希望社會研

                                               
：然而，如同席得曼(Seidman 1994, p. 1)所指出，儘管韋伯和涂爾幹

強調的是社會學方法、「社會事實」與「價值中立」的社會學，但他們所

受到之道德和政治信念的啟發與影響並不比他們的前輩來得少，除此之

外，他們也並未企圖以經驗科學的言語來掩匿他們的道德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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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能從人文學科式的嬰兒期轉入成為實質科學的成熟

期，因而能遠離對於價值、判斷、個人觀點的依賴。當

代西方人希望「藉由解放性地使用理性而逃離其熱情、

潛意識、歷史與傳統之桎梏」的夢想，一直是當代社會

科學思想中最深刻的主題。 

 

然而，自一九八○年代起，如瑞賓歐與蘇利文(Rabinow and 

Sullivan 1979)與席得曼(Seidman 1994)的「詮釋性」社會科學者

開始指出，企圖以不具脈絡性之範疇來取代對於日常生活的脈

絡理解既不可能也非可欲。這些分析者強烈拒斥下述宣稱：人

們可以透過某種方式，將意義的複雜世界化約為傳統哲學意義

上所稱為的自我意識產物。相反地，他們主張「詮釋應從下述

假設出發：意義之網對於人類存在之構成的影響如此之深，因

此 ， 當 我 們 將 其 僅 化 約 為 構 成 性 的 前 言 說 行 動 (prior speech 

acts)、雙人關係或任何先驗規制之基本要素時，它將注定失去

其原有之意義性」(Rabinow and Sullivan 1979, p. 5)。簡言之，與

紀爾茲(Geertz 1973)和亞歷山大(Alexander 1998)的立場一致，這

些分析者都同意，社會學必須含括文化面向。 

與此同時，新的「詮釋性」社會科學觀點開始受到重視，

一門稱之為「文化研究」的新科際整合研究場域也因而浮現。

就其最嚴格的定義來說，文化研究指涉的是於一九六○和一九

七○年代出現於英國的一項研究傳統。它們通常被稱之為「英

國文化研究」，此類文化研究可回溯至一九六四年伯明罕當代文

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它是英國伯明罕大學英文系裡的一個研究

群體。此中心(現在為伯明罕的文化研究系)的首屆主任是英文

系 的 霍 格 特 (Richard Hoggart) 教 授 ， 第 二 任 則 為 霍 爾 (Stuart 

Hall)，後者雖是一位文學研究學者，但後來卻成為英國開放大

學的社會系主任。英國的文化研究融合了歐洲例如，李維史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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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Straus)與巴特(Barthes)等結構主義者具啟發性的作品，以

及歐洲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的論點，其中最重要的當屬葛蘭西

(Gramsci)與阿圖塞(Althusser)(Turner 1996 [1990], p. 3)(儘管如

此，文化研究往往以非正式、非系統性以及(或是)暗喻而非明

指的的方式來擢引理論)。 

從較廣泛的意義來看，文化研究指涉的是探討社會與文化

間關係的任何形式作品。在此意義上，文化研究包括了與文

化和社會相關的文學性論文，亦即相當程度上吻合於傳統的

人文學科範圍〔例如，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作品〕；此外，

也包括了與文化相關之較具理論與方法論背景的作品，而此則

符合於傳統的社會學範疇〔例如，甘森(Joshua Gamson)與霍爾

的研究〕。就此較廣泛意義而言，語言學者、地理學者、散文

家、歷史學者、社會學者、人類學者與政治學者等等都可能實

行「文化研究」。 

然而如同前面所指出，我絕非主張我們應該放棄社會學而獨

鍾於「文化研究」。相反地，我的重點是，文化此一主題可適切

地吻合傳統的社會學範疇；因此，就某種意義來說，社會學必

須回到其根源，因為社會學一開始成立為一學科時，便強調找

出並確認出人們所共享之意義體系。換句話說，社會學的奠基

者尋找得以發現「社會事實」的系統性與經驗性方法，但他們

從未忽視關注人類主體性的存在與其意義。而歐洲的古典社會

理論家同樣亦「致力於豐富關於主體形成的社會歷史性解釋，

並企圖揭露在個人、社會與歷史運動中蘊藏的社會與政治潛意

識」(Seidman 1997, p. 47)。在本書中，我企圖將此關注焦點帶至

現今。我試圖採用一系統性(但卻是詮釋性)的研究取徑，以探掘

哲學家迪爾泰所稱為「人文的社會歷史性實體」(參見第七章)。

換言之，也就是席得曼所要求社會學者應勇於面對：「如果我們

放棄或認真地重新思考現代啟蒙架構，如果我們不再盲目崇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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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所謂的『真實』(the Real)」，那麼社會知識將會是什麼樣子？

本書目的便是希望有助於實現席得曼所提出的這項挑戰。 

 

 

肆、文化社會學 vs.文化的社會學 
 

 

然而，在文化的社會學研究中還有另一項理論上與經驗上

的重要分裂。此分裂雙方的其中一方關注於文化客體生產背後

所潛藏的組織、科層體制、經濟、政治與社會過程；另一方則

關注文化客體本身的內容與意義。對於伯瑞奇(Berezin 1994, p. 

15)而言，文化社會學是「充滿裂隙的領域」，其特點為此領域

中存在一種令人不愉快的分裂，其中一方強調採取解釋性的方

法，目標為解釋社會過程(此取徑可被稱為文化的社會學)，另

一方則為詮釋性方法，其目標為針對多種不同的素材進行詮

釋，以指出可能被描述為具基礎根本性的社會全貌(Gestalt)究竟

為何(此取徑則可稱為文化社會學)。 

尤其自一九七○年代以來，社會學家便採納了如今所稱為

「文化生產」的觀點，其中較重要的研究包括了皮特森(Peterson 

1976, 1978)、包威爾(Powell 1978)、貝克(Becker 1982)與樊恩(Fine 

1992)，此觀點持續探索「文化」的社會組織(這裡的文化一詞

較偏重其藝術意義)。這些分析者關注於文化創造者與消費者之

間的「複雜機制」(Peterson 1978, p. 195)。此機制包括： 

 

生產與分配的設施；以及例如廣告、善用大眾媒體或是鎖

定客戶群等行銷技巧；或是創造促使潛在文化消費者得以

接觸特定文化客體之情境。在超市裡的陳列平裝書、跟唱

片公司簽下的新歌手、在葛雷漢(Billy Graham，譯者按：比



  21 第一章  何謂文化？文化如何產生作用？(韋伯文化試閱檔，三校稿，2005-11)

利葛雷漢是美國相當知名的佈道牧師，常在美國各地巡迴舉行佈道大

會以募款)佈道大會舉行前後進行的外景專訪、安排一場轟

動的博物館展覽，以及宣傳時尚新風潮等等，所有這些活

動都是文化生產工廠中的有利原料(Griswold 1994, p. 71)。 

 

文化生產分析者關注於探索文化生產中一般來說屬於世俗

之面向，包括藝術生產中的酬賞結構；資源控制與決策機制；

以及藝術工作者的職業生涯發展。 

舉例來說，在皮特森一部有助於我們界定「文化生產」取

徑的啟發性作品中(Peterson 1976, 1978)，便描繪出市場變遷對於

鄉村音樂所造成之影響。皮特森指出，在貓王於一九五○年代

崛起並席捲市場之後，鄉村樂歌手便聚集成立了鄉村樂聯盟

(Country Music Association, CMA)以保存「鄉村」樂生機。該聯

盟的成立是一九六○年代鄉村樂電台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然

而，諷刺的是，鄉村樂電台企圖藉由吸引傳統鄉村樂迷以外的

聽眾來擴展市場。因此，這些電台由「鄉村樂電台」轉變成為

「現代鄉村樂電台」，也就是說它們開始變得相似於「流行四十」

那樣的電台，並將鄉村歌曲改編成聽來與搖滾樂十分相似的歌

曲。這不僅造成鄉村樂變得與其他流行音樂越來越無法區別，

更重要的是，使得某些特定類型的鄉村樂(如「牛仔樂」的舊有

歌唱風格)完全從市場中消失。於是，堅守傳統樂風之人士便組

成一個稱為鄉村樂表演者聯盟(Association of Country Entertain-

ers)的新組織，以對抗「被稀釋」的鄉村樂；但問題在於唱片公

司與廣播電台都偏好於「混合式」樂風。因此，樂手與歌者皆

感到被迫要找出混合樂的策略，才得以成為「成功發展」的音

樂人。對於個別樂手與歌者而言，並沒有太大誘因得以吸引他

們發展或繼續維護傳統「鄉村」樂風。由上述詮釋看來，皮特

森對於此一新類別樂風(鄉村搖滾)興起之解釋，完全未關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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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意義，而僅止於集中討論組織與市場因素。 

就理論和方法論而言，文化生產的觀點正好吻合於主流社

會學範疇。正如皮特森所指出(Peterson 1994, p. 165)「許多早期

文化生產觀點研究者所接受的都是組織、產業、工作社會學等

訓練，因此他們把物質生產分析的研究技能帶入此象徵生產領

域中」。其實此文化生產觀點不過是將組織社會學的相關取徑帶

入此新領域中。但它極具挑釁且正確地顯示出，政治、經濟與

社會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場結構與科層體制結構)是如何地

影響了「文化」領域。 

當然，從詮釋學的觀點來看，這正是文化生產研究取徑的

「問題」。亦即，此觀點僅關注文化的「生產」，而忽略了文化

客體本身。它並未宣稱要解釋「陳述」本身，也不打算揭露此

文化客體(陳述)所指究竟為何。因此，舉例而言，皮特森完全

不關心為什麼消費者(尤其是都市消費者)會喜歡「鄉村搖滾」

樂；他也並未討論下述事實：貓王所模仿的其實是都市「黑

人音樂」風格，並因而創造出「白人」勞動階級的新男子氣

概性慾特質(sexuality)，這樣的「黑」「白」融合、「都市」與

「鄉村」相混，正是令人興奮且具美學愉悅之處。 

然而，這裡的重點在於：儘管市場力量顯然不應被忽視，

但象徵性力量也不應被泯除。換句話說，雖然「文化的社會學」

與「文化社會學」為探究文化客體的不同取徑，但我們沒有理

由認為此二種取徑無法被結合。事實上，本書所欲達成之最核

心目標便是：文化社會學者能夠、也必須在不忽略文化生產之

重要組織因素的前提下探掘潛在的文化全貌。此論點可用代表

文化分析類型光譜的圖 1.1 加以闡釋。在此光譜中，詮釋學、 

                                               
：如同我們在第四章將討論的，我會對於「黑人」「白人」這些種族

性的詞語加上引號，意味著這些詞語乃屬於知覺與經驗上的社會範疇，
但這樣的分類就生物上或生理上的觀點來看並未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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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文化社會學               文化的社會學 
 

詮釋學式                                        實證主義式 

          霍爾 

               甘森                           皮特森 

                    杭特 

莫理森                   黑斯 

利普席茲                      吉普森 

註：本書中所提及之文化分析範例者的大約位置 

圖 1.1：文化研究、文化社會學與文化的社會學之光譜 

 

人文學科式的一端為莫理森(Toni Morrison)與利普席茲(George 

Lipsitz)(我們將在第四章討論他們的研究)，他們提出了非常具

洞察力與自我反思性的論文，並對諸如辛普森審判等現象做出

具撼動性與直覺性的分析。在此光譜中的「實證主義」與「社

會科學」式的一端則為皮特森，其對於文化生產之研究正吻合

於組織社會學的討論。文化社會學的中心則包括諸如吉普森

(James W. Gibson 1994)、甘森(Joshua Gamson 1998)、黑斯(Sharon 

Hayes 1996)與杭特(Darnel Hunt 1999)等研究者，這些學者都清楚

地認知到在文化生產背後有其組織與科層體制的重要因素，但

他們也同時採用了系統性的論述分析、民族誌、訪談與(或者)

社會歷史分析以爬梳文化領域的複雜性。此一較為整全性的文

化社會學，正是我在本書中所強調的(參見第七章)。 

表1.1歸納了文化研究與文化社會學(與文化的社會學)在理

論上與方法論上的根本差異。文化研究主要依賴於自我反思性

的論文以及較不具系統性的(特別是)文學性或論述性分析；而儘 

                                               
：「實證主義」指涉的是下述傳統：也就是相信透過嚴格遵守「科學

的」方法與觀察，便可以得到客觀之「真理」。實證主義者相信，如同自

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也能從觀察到的規則現象中推斷出普遍法則，因

此其目的不僅是要解釋，更要做出預測(Baert 1998,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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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文化研究、文化的社會學與文化社會學的不同特徵 

次領域 學科 

歸屬 

理論 

立場 

方法論 

立場 

經驗分析

焦點 

代表作者(本

書中所提及) 

文化研究 跨學科(但

主 要 為 人

文 學 科 ，

尤 其 英 文

文學 

缺 乏 理 論 立 場

或約略帶有(僅

在 必 要 的 情 形

下才提出)某種

理論(特別是批

判 的 文 化 馬 克

思主義、結構論

或 是 後 現 代 學

派) 

非系統性方法

( 僅 在 必 要 的

情形下才提出

特 定 方 法 )( 如

自我反省式的

散文、不強調

步驟程序之論

述分析) 

文化客體

的意義 

利普席茲 

莫理森 

霍爾
＊

 

文化的 

社會學 

 

社會學 具 明 顯 的 理 論

立場(尤其是組

織 ／ 韋 伯 學 派

或 批 判 的 文 化

馬克思主義) 

系統性方法 文化客體

的生產 

皮特森 

 

文化社會學 社會學 具 明 顯 的 理 論

立場(新涂爾幹

學派、新韋伯學

派、批判的文化

馬 克 思 主 義 或

後現代學派) 

系統性方法 文化客體

的意義 

黑斯 

杭特 

甘森 

吉普森 

霍爾
＊

 

＊
霍爾是曾協助成立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文化社會學者。雖然他的作品顯然

深具理論色彩，但在方法論上卻是非系統性的(或說未具系統性的方法)。 

 

管文化社會學主要依賴於系統性資料分析，但此分析仍在詮釋

學的傳統中進行。此「文化社會學」一詞反映出，我們所正在

討論的是一特定類型的社會學分析，此分析結合了社會學的基

本前提以及近年來所出現「文化轉向」研究趨勢中的重要洞見。 

 

 

伍、本書之概述 
 

 

在下一章中，我們一開始將藉由討論一項所有社會皆具備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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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文化結構(亦即宗教)，以系統性地探討文化在理論、經驗與

方法論上的某些困境及其中細膩之差異。如同涂爾幹和韋伯首先

指出(葛蘭西之後也同樣強調)的，理解宗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

闡明了意義體系(或是象徵性意義中的文化)如何發揮作用。宗教

的基本要素，包括價值、儀式、教規象徵以及神聖與世俗的二元

對立等都是並不僅屬於「教會」世界的基本文化範疇。 

在第三章中，我們將關注於現代社會中意義創造與傳播的

最重要場域之一：媒體。今天，我們已將「我們的世界乃經由

媒介所呈現」視為理所當然，亦即，我們已十分習慣於藉由電

視、電影、廣播、報紙、電腦等等來構想世界並決定如何採取

行動。在第三章中，我們將探討「媒體」與「流行文化」，因為

有 太 多的 流 行 文化 乃 是 透過 媒 體 而呈 現(最 明顯 的 例 子 為 電

視)。事實上，這是現代(也包括後現代)文化的根本特徵之一，

亦即文化總是透過媒介而傳播。 

在第四章裡，我們將探討今日美國社會中最為重要也最多

變的意義範疇：種族。我們將看到，種族為美國社會中垂直性

階層中的一項獨立指標(Bonilla-Silva 1997, p. 745)。種族是一項核

心象徵符碼(symbolic codes)或意義體系。為了說明在美國種族是

如何地呈現出其「自身特有的影響與發展」，我們將從歷史學與

符號學的角度來分析種族(也包括了階級與性別兩項範疇)。此

外，我們也將看到種族與其他象徵符碼是如何在近來最為沸騰

的媒體事件之一，也就是辛普森事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將探討研究文化與社會的質性方

法。在第五章中，我們將特別關注於自然學派的民族誌學與俗

民方法論；在第六章中則將討論文本／論述分析與觀眾／訊息

接收研究；並在第七章提出一種「整全性」(comprehensive)的文

化社會學。我們將發現傳統田野研究(民族誌研究)所關注的是

民族誌意義中的「文化」(也就是一特定社會群體的生活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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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論述／文本分析所關注的則是文化一詞之象徵意義中的「文

化」。我們以提倡一種整全性文化社會學作為本書之結論，也就

是主張在不忽略個人能動性(agency)與詮釋力的前提下，闡釋文

化與社會結構的複雜運作。 

 
 

本章引用的重要概念 
 
文化(Culture)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文化社會學(Cultural sociology) 

文化生產觀點(Production of culture perspective) 

殖民主義(Colonialism) 

帝國主義(Imperialism) 

 
 

問題與討論 
 
1.討論「具文化素質」(也就是作為一「具文化素質之人」所擁有

的「優雅」或「修養」)與「高級文化」／「低級文化」二分法

之間的關係。舉例來說，古典音樂和歌劇是否確實使人有所提

升，而「流行」文化形式(如重金屬樂與嘻哈)則不具此功能？提

出三種你過去如何體驗「高級文化」和「低級文化」的不同方式

來加以討論。 

2.你是否聽過「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一詞？是否曾有此經驗？

如果有的話，請加以描述。文化震撼中令人感到震撼的面向為

何？那是否不過僅是一種「極端的差異」？為什麼發現「差異」

(無論其多極端)或是發現「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是如此令人震

撼？是否有著某種其他因素涉入其中？如果是，那是什麼？ 

3.有許多探討「藝術」與「文化」間關係的優秀電影，我個人最

喜歡的其中一部為〈巴斯奎安傳〉(Basquiat)，他是一名紐約的

塗鴉藝術家。請觀賞這部電影(最好看兩次)，並討論：(1)巴斯

奎安的人生與作品和「高級文化」／「低級文化」(或通俗文化)

二分法之間的關係；(2)藝術與「上流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影

片中之描繪作為討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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