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究文化研究的問題 
 
 

 

  
 
 
 
一個人困在一間房間裡，門已上鎖且只能向內開啟，如果他只拉門
而未推門，則他將一直被囚禁在內(Wittgenstein, 1980: 42)。 
 
實用主義的特徵為，其學說主張所有的問題實際上都是行為的問
題，所有的判斷其實都是價值判斷，而且因為理論與實踐之間絕無
有效的區分，因此任何有關真實的問題最終也無法脫離行動合理結
果的問題(C. I. Lewis，引述於West, 1993: 109)。 
 
 

壹、緒言 

 

在過去的三十年間，文化研究的理論面和制度面都已發展

到一個階段，文獻裡也浮現類似的問題、議題和爭論。本書延

續筆者的《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一書，希望能作為認知「問題」的描繪實作和調和。

該書站在合理的公平立場，描述了主要的爭論；至於本書則如

其副標，以一種較為激烈的聲音，透過選擇「問題」和可能「解

決途徑」，試圖影響二十世紀末文化研究的走向。我希望藉此

能鼓勵文化研究轉而走向實用主義。 

作者寫作時，心裡都存有潛在讀者的圖象，因此也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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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風格與內容，當。我假定本書讀者來自澳洲、英國和美

國等英語系國家，也不掩飾我僅談論此範圍內的「文化」特定

性。因此當我談及「我們的」文化時，如前所言，我意指西方

文化的廣泛特色。在此範圍內，我所要面對的讀者分為兩類：

一是文化研究的初學者，想要瞭解這個領域的問題、議題和爭

論。二是專業學者，他們對這主題已相當熟悉，而且他們的興

趣在於把問題當作問題看待。這種「兩方解讀」的方式必須多

費心思，一方面要提供足夠的背景資訊，讓初學者能瞭解「問

題」；另一方面，在重複先前已陳述的爭論時，也不能讓較專

業的讀者感到無趣。顯然，我希望能成功達此目標；如果不能

達到，希望讀者多多包涵。 

 

貳、文化研究的家族 

 

從一開始，文化研究領域一直追尋的問題，就是集中在文

化研究本身的特質。我認為此主題應追問：「我們如何談論文

化研究？其目的為何？」；而不是問：「何謂文化研究？」。重

新釐清問題，能讓我們不將文化研究視為一個客體，亦即文化

研究不是一項能被準確再現的事物，而是透過觀察世界的各個

角度來形塑；隨著不同的目的和價值，觀看世界的角度也有所

不同。 

文化研究由各種聲音或語言所形塑，這些聲音及語言的相

似點足以組成一個能加以辨別的「家族」，且透過「親屬關係」

與其他家族相連結。或者，以另一種隱喻來解釋，文化研究是

由一系列建立思維主流的潮流所構成(即使有許多支流流進或

流出)，雖然這種思維潮流的方向不一，但是主流卻刻劃了一

條獨特渠道。因此，文化研究應被視為旋繞著各種理論用語的

語言遊戲，使用這些用語的人，他們自詡為文化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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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用霍爾那種較傅柯式的語言來說，文化研究可被理

解為一種論述形構，「一種想法、影像和實踐的『叢集』(或組

成)，提供方式以討論各種知識與行為形式，這些形式與社會

裡特定主題、社會活動或建制機構息息相關」(Hall, 1997: 6)。 

我以詢問「我們如何談論文化研究，其目的為何？」作為

開始。以下這些更進一步的問題，有助於我們瞭解這個議題： 

 

� 文化研究語言遊戲(language-game)的組成部分為何？ 

� 文化研究的目的為何？ 

� 文化研究的實踐被置於何處？ 

 

這些問題個別引發了一系列議題。因此，關於文化研究「位

置」的問題可能會牽引出兩個議題：(1)文化研究的建制界線；

(2)全球與地方的關係。本書的章節架構即是透過探索問題的一

般模式來建構，透過提出問題，引發進一步的議題。先前已提

及，我並不會探究所提問題可能引發的所有議題。不論從事任

何書籍的寫作，選擇都是必要的。 

 
一、文化研究是一種語言遊戲 
 

一直以來，要想替文化研究的範疇界定出一套一致、統一

且學術的準則，並且擁有清楚的主題、概念與方法，是相當困

難的。對於社會學、心理學、女性研究、物理學、語言學和佛

學而言，也是如此。因此，涂爾幹試圖為社會學建立出一致的

準則，也建制了影響力跨越時空的思想主流。然而，他並非完

全定義了社會學，因為這特殊的語言遊戲已經改變且分裂了。

換句話說，定義和規範界線的問題並非文化研究獨有的問題意

識(儘管有時大家如此認為)，也不是針對特定複雜性的問題。 

一直以來，文化研究都是一種問題的多重或後規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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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or-post-disciplinary field)，混淆了自身與其他「客體」的

界線。再者，文化研究也像一種蒐集癖，擁有其獨特類型，但

也常借用其他領域的華麗概念。而文化研究也毫無疑問地創造

了一些原創理念。因此，我們最好將原創性視為一種經由重新

組合、並置既有元素所創造的新型態。亦即我們創造了一種新

的觀點與視角，重新觀看或描繪世界，如同萬花筒，將既有片

段重新組合為新花樣。當然，這是一個學術研究，而非藝術工

作，因此文化研究是以文字撰寫新句子，而非以顏色繪出新圖

畫。 

如葛羅斯伯格等人所論，在各地理位址發展的文化研究旗

幟下，已發展出一系列的概念。這些概念塑造了「真實成就的

歷史，如今已構成文化研究傳統的一部份」。若沒有藉助這些

概念，就等於是「欣然承認自己確實是無能為力」(Grossberg et 

al., 1992: 8)。這些概念可應用於真實世界，其意義則來自其用

途。這些工具最常使用的目的，在於書寫文本和教育學生。文

化研究主張，語言是由其所命名的事物組成，因此文化研究必

須自己學會這一課。物質客體和社會實踐透過語言呈現、揭

露，使我們得以理解，如果文字賦予物體和社會實踐意義，那

麼文化研究的詞彙也就表現了文化研究的意義。因此，如我在

其他著作裡所言(Barker, 2000)，文化意味著實踐、再現、文化

政治、位置性、文化物質主義、非簡約主義、社會形塑、構連、

權力、大眾文化、意識型態、霸權、文本、主動的閱聽人、主

體性、認同、論域和論述形構，因此文化是當代文化研究用以

探索或調和文化與社會領域的重要理論概念，也是建制和組成

文化研究的核心詞彙。 

所有學術詞彙都位於一個制度化的概念上，且具有特殊目

的。因此，文化的研究(study of culture)和建制化的文化研究仍

有所區別。即使文化的研究存在於各種不同的學術準則，包括

社會學、人類學和英語文學等。文化的研究也存在於廣泛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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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制度空間中，但也不能因此將文化的研究與文化研究相提

並論。文化的研究並無活動來源或單獨位址。而文化研究則是

一種制度化的文化研究，具有其自我命名的時刻和空間，亦即

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創立與命名即為如此。此

時，文化研究的最大躍進便是從沒沒無名到有其名字，從虛無

一物(nothingness)成為制度化的存在。隨後，文化研究的智識

基礎和地理範圍均有所延伸。除了英國，尚還有美國、澳洲、

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大陸等地皆有自我定義的文化研

究實踐者，而文化研究的「形成」在各地也有不同的運作方式。

因此，要定位文化研究，就得定位其語言、位置和目標，因為

文化研究是由其初生的混沌中呈現。我並不想試圖理解這個複

雜的家族譜。然而，這個論點也描繪出，找尋文化研究的本質

或普世定義，的確徒勞無功。 

文化研究領域的現行詞彙指出，文化研究的重心，在於將

文化視為意義和再現所構成的事物；而人類實踐脈絡中的表意

機制則形塑了這些意義與再現。再者，文化研究與這些再現的

建構和結果有關，也與權力相關，因為表意實踐的型態構成了

制度化與虛擬化的結構，而制度化和虛擬化的結構也構成了表

意實踐的型態。霍爾的研究對文化研究的建立相當關鍵，對他

而言，文化可被理解為「任何特定社會中，所有約定俗成的實

踐、再現、語言和習俗的領域」(Hall, 1966c: 439)。對班奈特而

言，文化研究「與所有分類的實踐、制度和系統有關，而這些

皆深植於大眾文化的價值、信仰、權限、生活常規以及行為的

習癖」(Bennett, 1998: 28)。對兩位作者來說，文化研究已試圖

發展思考文化與權力的方式，讓社會主體在追求改變時能利

用。對霍爾來說，這項特徵至少能區分文化研究與其他主題領

域。一些思想者將理論知識的產製視為一種政治實踐，而文化

研究則為這些思想者所產生的一種理論實體。然而，我們必須

格外留意，不該將書寫視為一種受政治啟發的努力，隨其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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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政府實踐起舞；許多文化研究的實踐者都以熱情從事研

究，改變了文化研究，也強調了他們自身的相關性。 

 

二、文化研究的目的 
 

該領域大多數的學者認為文化研究之目的是： 

 

� 分析的。 

� 教學的。 

� 政治的。 

 

然而，一些引領文化研究的學者(包括霍爾)皆強調，文化

研究的政治性正是其與眾不同的地方。但文化研究作為一種知

識本體，在權力/知識世界觀的建立和學術的制度政治上，其

中的政治性並不多於亦不少於其他「原理」。因此，若文化研

究能節制其野心，就能少一些錯覺，且對該領域有實質貢獻。

所以，文化研究必須接受的是，教學和書寫制定了其主要目

的，因此其主要目的僅限於對智識的澄清和正名。 

    文化研究的作者也提供該領域另一種敘述故事的方式。如

同其他許多好故事，我們也應該將文化研究視為有影響力且鼓

舞人心的指南。文化研究就像其他迷思或寓言，以意義或涵義

的象徵性指南或地圖運作於宇宙中。因此，文化研究是行動主

義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一種潛在工具，而非直接政治活動的類

型。文化研究從以下敘述來看，絕對有其價值所在：故事敘述

者在人類歷史有著重要地位，但是我們應該避免混淆國王的角

色、權力與巧言的弄臣角色。確實，文化研究與新社會運動(通

常被視為前者的政治角色)的連結也微妙地接受了一個觀念：

認為女性主義、生態學、和平運動等活動不需要文化研究本身

(per se)。然而，我們的理論化可能有助於文化研究，如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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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能透過問題解決與世界的重新定義和重新描述，試圖為行

動主義者(activists)「釐清方向」。然而，身為一個「行動主義

者」與否，並非是「做文化研究」的前提，且最好不要將「做

文化研究」視為「政治行動主義」的形式，而應將其視為一種

研究、教學和出版的形式。 

當然，知識的教學與產生與權力相關，因而也帶有政治

性。然而，這並不特別有助於不同活動的產生，如閱讀、寫作；

出版學術書籍、製作宣傳傳單、護衛、選舉拜票，或在充滿「政

治」概念的課堂上教學。將文化研究的去迷思化和解構行為等

同於新社會運動、政策制定者、政黨或政府機關的活動，尤其

是一項錯誤。再者，文化研究的實踐者試圖參與大眾思維的文

化政治時，應該思考更普遍的發表形式(如新聞)。文化研究試

圖在制度上更帶有政治性，文化研究也須協助政策的制定與執

行。以上兩者都是重要活動，但絕不應將他們視為相同的消遣。 

 

三、文化研究的定位 
 

文化研究的實踐機構，主要是大學或出版社等學術機構。

文化研究在西方高等教育系統的位置，難免會將文化研究導往

擴張主義的軌道中，從研究所領域中擴張，並且以獎學金的方

式吸引學生。從某些部分來說，這個情形反映出學生有此需

求，且業界有充足之專業教職員。然而，這或許也顯示出投資

(學術)這塊不毛之地確有其必要。因此，文化研究一旦成為一

種教授課程，便需要許多制度基礎、課程、教科書和學生。藉

此，這個過程得以為文化研究「制定科目」。目前各大學提供

給大學部學生的課程，也建構了文化研究界線的廣泛「定義」。

在這之後的教科書，包括我自己的著作(Barker, 2000)，都增強

了這個過程。 

許多文化研究實踐者都對該領域制度規範邊界的贗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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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侷促不安。霍爾擔心，文化研究的專業化、制度化「會拘泥

於現存權力、歷史和政治的重要問題」(Hall, 1992a: 286)。然而，

這並非文化研究發展中難以避免的結果，文化研究在高等教育

領域的擴張也是接觸廣大讀者的條件。這些即將在二十一世紀

擔當重任的大學生為此群主要讀者。事實上，這些學生可能是

塑造未來文化知識份子、政策制定者、文化工作者或經理人的

主幹。因此，他們在社會上和政治上，都是文化研究要面對的

重要讀者。 

雖然高等教育是政府的分支，教師也是國家的左右手，但

是至少在自由民主之下，高等教育仍然保有批判探索的優越地

位。少部分人遠離學術界的工作，因此擁有時間資源、文化保

護以執行這樣的任務。許多服務於高等教育的作者、研究者和

教師，或許都不是文化研究的「先驅們」所冀望的「有機」知

識份子。然而，他們身處的位置使他們有機會能與新社會運動

者、文化產業工作者和政府機關對話，且提供他們智識資源。

文化研究可能發現其自身越來越難依附其浪漫情懷和英雄概

念，畢竟文化研究可說是一種「知識份子的游擊運動，在官方

學術界的邊界不斷煽動戰爭」(McGuigan, 1997: 1)。然而，將文

化研究建構為大學部的學科主題，並不會阻礙研究中心的發展

(現在甚至更多了)，反而提供了新機會。雖然並非每個人都能

接受從反文化成為教育主流的轉變，但是現在必須以新的見解

來觀看與適應文化研究。 

 
 
總結來說，我已論及，我們應該將文化研究描述為一種智識事業，
由一系列重疊的語言遊戲所建構。文化研究的當代詞彙也與文化相
關，由意義和再現所建構；這些意義和再現的產生，來自於人類表
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再現中既有的權力和結果的關係。文化
研究坐落於大學機構、出版社和書店中，其基本目的是釐清智識與
正名化的過程，提供文化政治活動者和政府有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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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家族治療：處理文化研究的問題 

 

按一般規則，我認為構成文化研究的「問題」，關注探

詢特定議題的多重疑惑與迷團之領域；這些探詢引起的爭論

不斷，也是超出文化研究的文獻的解決範疇。當然，如同上

述，一個問題從來就不是「一件事」，而是問題與議題的叢

集。 

 

一、治療性思維 
 

探索文化研究的問題時，我採用「治療性重新定義」

(therapeutic redefinition)的維根斯坦式獨特手法，透過「觀看的

新方式」來解決問題，或者如維根斯坦所說的，「指引蒼蠅飛

出補蠅燈的路」(Wittgenstein, 1957: 309)。對維根斯坦而言，以

特定文法規則詢問特定問題時，已經提供了觀看的方式。舉例

來說，執意探詢「心理」究竟是一種過程抑或狀態，其實是在

自我設限，因為問題本身的觀點已受囿限了(對維根斯坦而

言，是個錯誤的)。 

 

心理過程和狀態以及行為主義相關之哲學問題是如

何產生的？第一個步驟其實是我們都未注意到的

事。我們談到過程或狀態時，其實並未探討到其本

質。有時即便認為自己也許該深入瞭解。但是，這其

實是要求我們採用特定觀點。對我們而言，若對其意

義有明確的概念，就能更加瞭解、學習這個過程(在

此，魔術把戲的決定性技巧已經出現了，而且無傷大

雅)。而現在，讓我們理解自己想法的類推機制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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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瓦解。因此，我們只好否認未知媒介中那些未

經瞭解的過程。所以現在看來，我們已經否認了心

理過程。當然，這是出乎我們所願(Wittgenstein, 1957: 

308)。 

 

思考作為一種療法，可以透過新方式重新配置文化研究

的問題；這些方式不但保存了相關問題和議題的政治重要

性，也透過「疑問本身的特質建構了問題的部分是很平常」

的論述，減緩了爭論的「熱度」。因此，提出「何謂文化研

究？」這個問題時，已假定文化研究是一個我們可以認識且

命名的事物。根據羅荻對再現主義(representationalism)的批判

(Rorty, 1980, 1989, 1991a, 1991b, 1998a, 1998b)，我強調我們無

從得知某件事物「是」什麼，除非我們知道所謂的「是」表

意的是形而上的普世真理，或是獨立客體世界的正確再現。

語言無法正確再現這個世界，但卻是達成我們目的的工具

(參見第二章和第三章)。知識並非讓我們得知現實的正確圖

像，而是我們學習面對世界的最佳方式。正因我們的目的不

同，於是才發展出各種不同的語言。因此，我將「何謂文化

研究？」重新描繪成「我們如何談論文化研究，其目的何

在？」時，正是將再現的問題轉換成語言使用的問題。 

我們無法確切說出這個情況「是」什麼概念，以及不同

語言應付不同目的的概念，並非語言哲學專屬，而是許多「硬」

科學共享的概念(Gribbin, 1998)。舉例而言，量子物理學核心

的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al duality)，藉著波粒二象性，所有

的量子都可被同時視為波和粒子：因為量子可能有特定位置

(粒子)，也可能沒有特定位置(波)。在某些情況下，將光子(光

的單位)視為一束粒子很有用，但在其他情況，我們最好將光

子視為一段波長。同樣地，牛頓古典物理學中，電子被設想

為環繞原子(光子與中子)核心的粒子，但在量子力學中，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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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環繞原子核心的波。這兩種敘述都根據人們腦海設想的

目的而「運作」：物理現象都在不同模式的「描述下」(Davidson, 

1984)，達成不同結果。 

因此，本書大致的方法就是重新訂立問題，從強調「什

麼是」這種形而上再現主義問題，轉而強調世俗和實用的語

言使用議題，也就是「我們如何談論 X」。一如維根斯坦所言，

「文法可以辨別事物的種類(神學如文法)」(Wittgenstein, 1957: 

373)。事物究竟「是」什麼，端視特定語言遊戲的語言使用

而定。不論在文化上或歷史上，事物的真理都是特定且可改

變的，亦即傅科所謂的「真理政權」(regime of truth)或「處於

真實(in the true)」的狀態(Foucault, 1972)。在此脈絡下，問題

因為被「融化」而得以「解決」，亦即以不同的語言重新描述

問題來解決問題。事實上，事件的任何陳述都能以各種方式

加以闡明，產生可變性。尤其是，可以二元對立問題呈現的

事物(如結構與行動或自由與決心)都可視為不同目的而有不

同語言的例子。因此，否認應將問題以二元論描述的論點，

也消溶了兩者取其一的界線。 

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並不單純是文字的抽象操弄，對新

描述而言，應付世界的新語言都有其特定結果。因此： 

 

我們對面前圖像的信念，存在於一個事實中：我們只

想得到這件事。「還有另一個解答」表示，我認為還

有另一些事物可稱之為「解答」；我可以應用各種圖

像、類推來解答(Wittgenstein, 1957: 140)。 

 

因此，「基本上你所發現的是一種觀看事物的新方式，就

像創造出一種繪畫的新方式、一種新韻律，或者一種新曲風」

(Wittgenstein, 1957: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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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構主題基礎 

 

本書每一章節都在既定「問題」的脈絡下，至少談論三至

四個議題，此書涵蓋了許多基礎知識，相信對熟悉文化研究讀

本的讀者來說，一點也不陌生。不過，我也添加了一些文化研

究教科書較少談及的主題和知識資源，以便從不同角度來看這

些非常熟悉的論辯。在此，我想先簡單概述一些構成本書主題

的思想，這些思想我們在之後的章節還會談論。 

 

一、哲學實用主義 
 

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文化研究都圍繞西方馬克思主義

(Marxism)的廣泛領域和問題意識打轉，因此其辯論中心都著重

在基礎與超結構、意識型態、霸權、階級決定論和革命政治

(revolutionary politics)。在我觀點，我們必須理解，馬克思是位

思想家，對於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提出有趣和有用的見解。

他的一些分析在今天仍舊相當中肯，畢竟我們大多數都活在資

本主義社會中，但是現在已不同於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因此他

的一些著作也被證明會誤導人心。當然，我們不能絕對擁護經

濟化約論，也不該賦予文化分析的階級和革命政治的修辭絕大

優勢。雖然西方社會的革命並不在討論範圍，但是我們也別忘

了，二十世紀社會革命的結果是極其悲慘的。 

如同文化研究所揭露，結構主義的影響力與馬克思主義有

所關聯。這段發展表現在論調上的衝突，馬克思主義強調政治

經濟，而結構主義卻強調語言和文化的自主性。之後，後結構

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普遍受到青睞，也助長了其與馬克思主義的

決裂。雖然，傅科和德西達的研究對此大力讚賞，兩人都傾向

將語言脫離人類日常生活，成為具體的自治系統。再者，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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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對改革式公共政治的堅忍世界不與置評，也不偏好解構和暴

動的修辭。本書中，我明確指出，羅荻式實用主義(Rortian 

pragmatism)優於馬克思主義和後結構主義，而且所提供的文化

研究，比任何理論典範更俱全的結構。羅荻(Rorty, 1980, 1989, 

1991a, 1991b, 1998a, 1998b)擁護的實用主義，既是反再現主

義，也是反基礎主義。反再現主義被理解為，意味語言和其餘

物質世界之間屬於因果關係，不足以做完整再現或表述。亦即

我們即便可以試著解釋人類有機體行動及說話的獨特方式，但

如果認為語言以符合物質世界的方式再現這個世界，則是徒勞

無益的。語言沒有任何區塊與現實的區塊一致。因此，如上述，

沒有一個魔術把戲的決定性技巧，可確認世界和語言一致的普

世「真理」。反基礎主義則依照這個論點，認為我們無法利用

任何普世真理的工具，建立或證明我們的行為與信念。但是，

我們可以將所有論述、語言區塊，描述為或多或少有用或值得

的結果。然而，我們不能將此視為一個獨立的客體世界。我們

可以檢視世界「真理」採用的方式、何者形塑了我們可接受的

特定真理陳述，以及檢視我們對「俗世現實主義」的日常配置。

然而，我們無法提出一個真理的認識論面向，也必須釐清先驗

和形而上真理的哲學主張。 

由於這些爭辯，我們把注意力從普世真理研究，轉而放在

論理的正當性(the giving of reason)上。論理是一種社會實踐；

因此，欲證明一個信念，就是在傳統和社群的文本內給予理

由。在此，理由是客觀的，因為理由在社群規範中擁有論理的

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e)基礎，而且傾向同意實踐所賦予的

應得宣稱。但是，規範是矛盾的，不同社群對規範的理解也不

同。再者，我們也能以不同程度的謹慎態度(conscientiousness)

來研究一個議題。因此，正當性也是人性持續「對話」中的一

部份，而且無論我們如何描繪「真理」的特性，都不比彼此對

話可靠。我已經談過，知識形塑的實踐比其他實踐，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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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世界的預測能力和控制能力。因此，由於預測的可靠性，

物理科學比人性更能產生理解形式的一致性。 

實用主義與目前在文化研究中佔有優勢的後結構主義式

思想，具有共同的反基礎主義和反再現主義。但是，不同於後

結構主義，實用主義結合了這些爭論和社會重塑的承諾。實用

主義認為，社會變遷的抗爭是語言/文本的問題以及物質實踐/

政策行動的問題。實用主義和文化研究一樣追求一個「更美好」

的世界，也試圖提出看似「自然」的偶發事件。但是，有別於

後結構主義擁護者的革命式修辭，實用主義將自身與一點一滴

實際政治改變的需求相為連結。在此脈絡下，實用主義不認同

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因此其生命觀是相當「悲劇性的」。

相反地，實用主義偏好「從嘗試錯誤中學習」(trial-and-error)

的經驗主義，從做事的新方法中尋找，因此與我們的價值相比

時，我們可稱其為「更美好」。 

因為反再現主義、反基礎主義和實用主義未必支持任何特

殊的政治計畫、價值或策略，因此我們也許認為羅荻的任何計

畫建議軍可加以反對。然而，羅荻的實用主義結合了兩個觀

點：一是文化研究作者所謂的「分歧的文化政治」，亦即基於

語言對世界的重新描述，擴展了民主文化的範圍；二是公共政

策用以維持自身的需求。在自由民主國家中，再現的文化政治

和文化政策傾向，通常都不會招致反對。 

羅荻的政治是所謂廣義的「自由主義」，接納歐洲人心目

中左派社會民主的特殊性。事實上，古亭認為其羅荻導向的觀

念特徵即是根據實用自由主義(pragmatic liberalism)」(Gutting, 

1999)。在此，自由主義牽涉到個人自由，以及透過社群行動

減少折磨的平衡行為。自由主義希望找到方法，讓人們能更有

機會過理想生活，無論物質或經驗上都能更自由、少折磨、更

愉悅且更富有。亦即追求基於自身價值、信念的私人計畫的同

時，不該造成他人的傷害。至少對羅荻而言，這牽涉到公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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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私人計畫的強烈落差，因為自由主義可接受相當範圍的私

人價值，但卻無法忍受公共主宰。現在，公共和私人的落差則

視文化分類而定。事實上，由於私人語言並不存在，私人空間

不僅是社會的，也滲透著公共世界的權力關係。再者，我們必

須避免認為「私人」只是個人的事，因為有一群人持有與自由

個體政治(liberal body politics)不同的信念。亦即私人與公共間

的裂隙有利於維持我們的自由，即使我們可能重新省思二者之

界線。 

自由民主和文化多元主義的運作並不完整。事實上，自由

和民主的刺激很難輕易彼此調和，因為自由民主國家自身就是

壓制的機制。因此，自由主義者批評我們社會和文化中限制自

由且導致折磨的面向，是可以接受的。當然，這已成為文化研

究的中心政治範疇。但是，羅荻概念中的自由主義者，並不認

為透過自由社會制度和實踐的革命推翻精神，就能疏解當代困

境，而是認為惟有自由民主，才有助於減少我們的自由和福利

遭受威脅。因此，我們可將實用文化研究視為自由主義的重要

派別，不否認自由民主的可行性，只是也未忽略人生在世的折

磨。這個承諾並非意味無法重新塑造任何自由民主的特殊制

度，也不表示可以改善任何特殊的文化政治方向。事實上，我

瞭解到「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和「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Laclau and Mouffe, 1985)是當代文化研究的核心，此

二者在自由民主的哲學領域之內，以其現存的表現形式重新定

義了自由民主。 

對自由民主的承諾，當然是一種實用的問題。也許未來有

一天，我們人類也可以生活在心目中較好的世界裡。換句話

說，我們對自由民主的承諾並不存在、也沒有基於人類哲學性

考量的普世基礎。誠如羅荻所主張的，在我們自身傳統價值的

基礎上，我們並不需要普世基礎來追求人類狀態實用面向的改

善。對羅荻而言(Rorty, 1989)，語言的偶發性和所衍生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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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反諷在此是指堅持人們心目中偶發或沒有普世基礎的信念

和態度)會引領我們思考：我們想成為怎樣的人(因為沒有先驗

的哲學或超自然的上帝可以回答這個問題)。這包含我們身為

個人的問題(我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以及我們和人類同伴關

係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對待他人)。這些實用問題都需要政治價

值的回應，而非形而上或知識論的議題。 

羅荻常予人冠上所謂「後現代」哲學家的稱號，雖然他極

力撇清。但是，和後現代主義一樣，實用主義也反對「巨型理

論」(grand theory)，而認同李歐塔的「對後設敘事的懷疑」

(incredulity towards metanarratives)。實用主義的世界觀是極端偶

然的，認為真理以社會實踐為依歸。不過，這不表示所有理論

注定被捐棄。相反地，局部理論(local theory)是一種以規範方

式重新描述世界的方法。亦即理論可讓我們設想出可能新方法

或更佳做法。以理論描繪世界，無所謂更正確或更不正確，但

理論是一種工具、道具或邏輯，讓我們可以透過描述、定義、

預測或控制等機制來涉入這個世界。理論建構是一種試圖詮

釋、理解世界的自我反思論述過程。 

我認為現代性和後現代性都是指涉歷史時期週期性的概

念，都是廣泛定義社會形成的抽象參數。因此，我無法贊同我

們的世界是後現代的描述，而較贊同紀登斯「基進化現代性

(radicalized modernity)」的觀念(Giddens, 1990, 1991)。現代主義

是一系列哲學和認識論的重要概念，與理性、科學、普世真理

和進步的啟蒙哲學有關。另一方面，後現代哲學牽涉到以下範

疇的問題：沒有單一真理(truth)、非深入而是表面、非客觀而

是社會遵循的、不是普世主義或基礎主義，而是歷史上特定的

「真理政權」(regime of truth)。然而，理性雖可理解為有些偏

頗且不平衡，非普世或全然的，但實用主義仍認為：理性是維

護人類獨立於專制外在權力(如上帝或教會)的有效方式。甚至

傅科也質疑支持/反對啟蒙的需求。如同包曼所主張，「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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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情況可視為抽離自身反映自我、亟欲改變的現代想法

(Bauman, 1991)。因此，我偏好將這種透過現代自我檢視的現

代性視為「反身現代主義」(reflexive modernism)的形式。所以，

由於其可普遍運用於文化研究，我也樂於視後現代文化及後現

代主義的概念為一種文化風格(參見第三章)。 

既然實用主義認為宇宙一直在「建造中」(in the making)，

那麼未來就不可免於倫理重要性。該論點認為，我們可以大有

作為，創造嶄新、「更美好的」未來。因此，實用主義堅持人

類能動性(human agency)的不可征服，即使實用主義也承認過

去的因果故事。能動性(agency)在此可視為社會建構的能力，

不該與自我創造的超自然主體混淆。我們並非因擁有態度、信

念和能力的內在核心才得以行動，而是一個構成行動的態度、

信念等的網絡。再者，實用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後馬克思文化

研究均認為，社會和文化的改變起因於「無保證的政治」。少

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規律」(laws of history)，政治多著重在

小規模經驗主義、價值承諾(value commitment)和實際行動上。

在此，實用主義採用「倫理自然主義(ethical naturalism)」；根據

倫理自然主義，倫理不需形而上的基礎以自我確認。然而，即

使道德觀(morality)深植於我們的慾望和言說方式，但不表示道

德規範(moral code)也是同樣情形。反之，道德規範與我們的交

互主體性和涵化(acculturation)緊緊牽繫，因此又回到正當性的

問題。當然，當代現代文化的特徵之一便是：我們參與數項傳

統與社群，因此道德的正當性也愈形複雜，可能視對話而定，

也可能依其暴力情狀而定，不過這是最糟的情況。 

 
 
總結來說，對文化研究，我不否認羅荻的確貢獻良多。只是，即便
我們不帶批判，接受羅荻所有的論點，我們可得的收穫也相距不遠。 
 

 
舉例來說，實用主義文化批評家威斯特相當憂心，認為羅



 文化研究核心議題與關鍵爭辯  18 

荻無論在分析權力，或者利用社會學解釋社會變遷的現實與實

用整體途徑時，都顯得不夠周全。亦即文化研究思想家由於特

別重視社會生活權力領域，也試圖矯正這個弱點。讓他們來批

評個人決策壓力(如決斷論(decisionism)，參見 Gutting, 1999)，

也是適當不過。這個論點出現在羅荻的著作中，以更交互主體

性和人類行動的文化考量角度來討論。 

 

二、實踐與操演 
 

當代文化研究特別強調，語言的構成角色是形塑關於自身

和社會世界知識的工具和媒介，因此，也認為文化再現的功能

「和語言一樣」。事實上，有人主張文化研究即是在探索如何

透過表意實踐象徵性地創造意義。這項理解和應用皆是文化研

究的主要成就。但是，由於對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依賴，也

使文化研究將語言視為一種「物件」(thing)，一個擁有自身規則

的自主系統，而非人類用以協調動作和達成目標的記號或聲音。 

相對而言，維根斯坦將語言視為實踐或行為不可或缺的部

分。因此，舉例來說，當我們學習關於痛苦的語言時，「我們

也學到新的痛苦行為」(Wittgenstein, 1957: #244, 89)。我們學習

語言，而語言也成為學習做事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新的觀

點也意味新的實踐或操演(performance)。語言遊戲是一種攸關

規則的活動，不過這些規則並非語言的抽象成分(如結構主

義)，而是構成規則(constitutive rules)；也就是說，規則之所以

為規則，是憑藉他們在社會實踐的規定。因此，語言的規則有

助於實際理解我們在社會上「如何過活」(how to go on)，而瞭

解「生活形式」(form of life)則可讓我們參與其中。所以，維根

斯坦爭論，向其他人解釋這項廣及全世界的「遊戲」時，我們

可能展示各種不同的遊戲，然後就說這是所謂的遊戲。知道這

些遊戲為何，才能玩遊戲。如同紀登斯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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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維根斯坦的著作對於社會理論的重要性，在於

語言和明確社會實踐的結合⋯⋯語言在本質上牽涉到

必須完成的事：有意義的語言組成，以及持續實踐的

社會生活形式之建立，是不可分割的(Giddens, 1979: 4)。 

 

維根斯坦和紀登斯二人的著作相當著重社會實踐，這點結

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儘管仍有其優點)都少有提及，因此我相

當推薦文化研究實踐者研讀此書。本書談到的社會實踐也包括

語言實踐。事實上，文化研究如果過於偏重結構主義和後結構

主義，往往容易忽略語言和實踐的重要性，也導致文化研究者

深陷於潛在模糊的文本主義(textualism)，反而忽視了言說和行

動主體。我必須主張文化研究應將行動主體(acting person)納入

文本和主體位置的研究，以恢復其平衡。文化研究如能更強調

社會脈絡中人們話語，將會有相當大的助益，以便我們觀察語

言和行動的關係。如此一來，語言有若干功能。若我們想強調

結構變遷的關聯性(interrelatedness)、準則和需求，可以利用符

碼語言(language of code)、論域和主體位置。若要強調倫理、

行動、變遷和獨特性，我們可談論社會文本中的人類言詞。 

除了對實踐的強調外，操演概念不僅在維根斯坦的著作有

所著墨(對維根斯坦來說，哲學就是一項操演)，也出現在後來

奧斯汀(J. L. Austin)的言辭行動理論(speech act theory)中。操演

理論不但結合了語言和實踐，也是一種特殊陳述，不但進行描

述，也會執行其所描述的內容。因此婚禮中，「我宣布你們」

的話語是操演性質的。巴特勒研究了操演的概念(Butler, 

1993)，對他來說，性別是一種論述操演的建構(雖然是不可或

缺的)，形塑主體外，也管理個體的具體化。操演不是單一的

行動或事件，而是一個透過反覆操演而得以保全的重複實踐。

正因操演不是單一行動，而是一系列規範的重複，所以應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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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為有自覺、有意圖之行為者的操演。為重新強調語言和實

踐，我必須主張，「文化」這個重要觀念可透過操演來理解。 

 

三、文化的意義與地方 
 

文化的中心概念並非再現獨立客觀世界中的實體。我們最

好將其設想為一種流動的符徵(signifier)，形成談論人類活動的

不同方法，著重在不同的使用方式和目的。討論文化研究的無

數方法並無對錯，就錯誤描述客體來論，沒有任何一種方法是

錯誤的。但是，這些方法都有不同成果，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有

不同的用途。因此，文化的觀念有政治意味，且是分歧的。所

以，也無需迫使文化研究以任何基本方式來「定義」文化，但

可為各種目的來運用這個概念。 

空間與地方的概念是討論文化的重要元素。但是，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認為文化是「生活的一整天」(a whole day of 

life)，不過在探討文化時，他將地方區隔出界線(也就是區分為

現代所謂的民族國家)，這點是存在一些問題。也就是說，在

全球化/離散的年代，基於攸關分歧政治的目的(多樣且一致)，

我認為文化並非有邊界的單位，而是一組沒有明確界線或終點

(渾沌文化)且相互重疊的「操演流動」(performative flows)。文

化是全球脈絡中具意義之實踐與操演的持續混雜。因此，文化

並非根植於位置，而是全球空間混雜與混合(creolized)的文化

路徑。文化並非單純、真實或深植於地方的，而是跨越空間互

動的融合混雜產物。 

文化與物質之間的關係，是文化研究相當關注的重要議

題。在此論題中，我提出以下論點： 

 

� 談到物質情況與語言/文化之間的因果關係(或者確切來

說，物質與經濟的語言和文化特徵)時，並非否認任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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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現象有其物質因素，但這並不代表因果關係

就失去了其重要性，其特殊性也不會有所減損。舉例而

言，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生物、歷史或文化方面來解釋

自身的存在，但我們仍舊是有行為能力的獨特個體。 

� 因為語言是適應和控制環境的工具，而非一個只為了

再現物體而存在的獨立領域。因此只要有人將文化視

為「原因與結果」(caused by and causing)，而非「再現

現實」(representing reality)，我們就能在文化的任何領

域接觸現實(參見 Rorty, 1989)。語言和其餘物質世界之

間屬於因果關係，而非讓語言來再現或呈現其餘物質

世界。人類生在地球，語言當然也就脫離不了物質實

踐；也由於我們無法脫離語言，因此從未與現實脫節。 

� 文化的再現和意義有其物質性，與書本雜誌、電視節

目等的聲音、言詞、客體和影像等緊緊交織。簡短來

說，對人類或文化而言，不論是物質與非物質世界，

與文化都不可分割，反之亦然。也就是說，以二元論

看物質、文化，皆會阻礙研究，應予以揚棄。 

 

物質主義的問題，也讓我從另一方向思考文化的意義與地

方，從進化脈絡中探討。實際上，整本書談論的正是物理科學

和演化生物學/心理學的關連。我認為演化生物學/心理學和文

化研究之間的合作潛能大有可為。人類文化和人類生物彼此相

關，而在文化形塑人類環境和造成演化變遷的環境中，兩者也

不可分割。演化生物學是有用的因果關係，可解釋人類有機體

在無最終目標(telos)歷史中的關係和結果，免除宇宙若非人類

心智所造，就是上帝的心智所創的觀念，而以自然選擇的中

立、無目的和規則流程替代之。這個觀點讓我們能以自然主義

和整體概念描述人類，視之為生活在地球上，得以適應其環境

脈絡且自我改變的動物。也就是說，我們可將文化理解為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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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理情況的適應，也是一個嶄新人類環境的創造。 

在此，我對於演化心理學的發展特別感興趣。演化心理學

探討了支持文化的認知機制。因此，演化心理學者否認演化和

文化理論的分界，認為我們應該在更廣泛的脈絡中，認識人類

文化。演化生物學與基因科學皆認為人類能力和行為的可塑性

有限，這個論點對於激進派的社會和文化建構主義者，想必是

一大挑戰。 

人類處境在演化心理學中已有所探索，不過在文化研究的

討論仍舊不足。人類處境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我們生活中的

情緒地方。真理、知識、人際關係、溝通、倫理、行為和政治，

皆有其情感面向。因此，文化也牽涉到情感過程，但是這方面

大多為文化研究所忽略。一般而言，除非文化研究將情感回應

的問題納入研究範疇，否則其對文化、政治和人類行為的理

解，就不夠充分。這不僅是知識遺漏，也是政治謬誤，畢竟文

化政治不僅由理性爭論或陳述帶領，也由情緒感情和情感象徵

所驅使。對我來說，在日常生活政治方面，情緒及情感確實比

理性行動更加重要。 

我認為某些「情緒」是生物化學面向上，以文化為媒介運

作的人類普遍處境。其他「情緒」則以另一種方式運作：基本

上，這裡指的情緒是能促使身體反應的文化因素。因此，情緒

行為起於一套受制約人體反應，也源於一套學得的認知評量機

制。為此，我們增加了一種自覺「感覺」，使用記憶和文字，

不只標示「害怕」、「憤怒」、「愛」等特定脈絡反應，本身也發

展出更進一步的情感反應。 

 
 
因此，我們瞭解，情緒是一種擁有認知和文化分類功能的身體生化
機制，而語言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 
 
 

探討情感時，我通常以沮喪或焦慮為例，說明西方世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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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經歷的「情感失序」(affective disorders)。 

 

四、真理、資本主義和文化政治 
 

文化研究所面臨的中心問題，其一便是如何在一個反基礎

主義掌控的時代，建立其理論和政治的基礎。我認為世上只有

文化的談論方式，沒有任何先驗的真理，同時我也主張我們不

需要普世真理實行政治行動。反之，政治奠基於「我們」所參

與的文化世界觀和價值。至於誰建構了「我們」，則牽涉到權

力。畢竟，這個世界的政治是反諷而毫無保證的。再者，我認

為基本真理的崩潰，也反映出意識型態概念可行性和解釋力量

遭受質疑。雖然文化研究理當支持語言的反再現主義和反基本

主義觀點，但對於文化的反基本主義位置以及意識型態謬誤之

間的矛盾，有些文化研究的作者似乎尚未能完全掌握。當然也

因上述原因，傅科(或許是文化研究領域最廣為引用的學者)從

未使用意識型態概念。我們可以利用意識型態概念，來約束並

解釋任何理念(不指涉任何真理)，但其他字詞也能明確表達這

個意義，因此我們或許應該放棄所有的意義型態概念。 

意識型態的概念的內涵虛假，是文化研究中馬克思理論的

遺物。馬克思主義是為緊密聯繫「人們」，以達成階級控制而

創造的意識型態。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時，英國文化

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相當密切，也試圖解釋為何資本主義

能歷久不衰，儘管他們仍認為資本主義總有一天會衰竭。但對

我而言，現在資本主義已經有所改變，或是說資本主義本身就

是當代的革命力量(猶指馬克思時代)。現在，我們的世界沒有

其他可行方案能替代全球資本主義。因此，除了參與改革主義

政治外，幾乎別無選擇。在此脈絡下，文化研究的角色相當有

助益。烏托邦式現實主義對於政策發展和法律皆有暗示，在文

化研究中是備受抗拒的。此處的「抗拒」不是單一或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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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具策略性且至關緊要的。確實，商品本身就是一種「抗

拒」。 

透過學術研究，其他人類活動實踐也能獲得中肯解釋，雖

不是所有學者都熱衷於此，但此研究都不脫文化研究的範疇，

因此也具有其政治適用性。這的確是霍爾分辨「學術」工作和

「智識」工作的基礎(Hall, 1992a)。文化研究長期以來都以下列

論點自證：文化批評是文化政治的一個面向。只要願意放棄「揭

發意識型態」(exposing ideology)的見解，而接受重新描述的觀

點，便能為人所接受。文化批評能作為涉入社會世界的工具。

然而，採納這類解構文本主義，一方面也採取方法論與倫理「純

淨」的論調，會使一些文化研究作者越趨「卑微」(obscurity)。

因此，不論是在灌溉流行模式(電視、電影和新聞)，或是塑造

文化政策，文化研究的角色皆被忽略。因此，我們必須避免過

度膨脹文化研究的公共政策價值，尤其也得避免在進行激進公

共政策的倫理選擇時，產生誤解。混淆倫理與效果，或者混淆

文化研究和政治行動，都會造成分類錯誤。反之，對於全球化

的脈絡中，文化左派有助於社會民主的復甦，也能推動民主政

治的發展：也就是促進「長期革命」的延續(但不保證)。 

在此脈絡下，班涅特與文化產製者合作，促使文化研究採

納更多實用取徑(Bennett, 1992)。他主張，文本政治和其相關事

物皆忽略了文化力量的制度面向。對班涅特而言，這是因為文

化鑲嵌於組織和形塑社交生活和人類行為的文化科技中，也以

部分文化科技的功能運作。文化政策論辯有其大量價值，但也

不該認為其排除了理論研究和文化批評。文化研究必須接納政

治行動的萬花筒，包含文化批評、新社會運動、社會民主和政

策形塑。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持續思考政治行動的目的和

達成其目的的工具。而關於何種價值應引領「文化左派」的問

題的確仍待討論。 

文化研究中最常被擁護的一些價值，如平等、公平、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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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寬容、多樣性、尊重，是彼此相容的，但是這個說法並

不是絕對的。舉例而言，公平或許不是平等接納(如相同)的最

佳表現，因為若我們意欲尊重差異，平等本身就不僅僅意味著

一致或標準化。平等的現代主義目標充滿問題，而齊頭式的平

等既不可能達成，也非人們所冀求的平等。在此，實用趨勢在

於除去普世價值取徑，贊成問題的文本和傳統特定的解答。若

尊重差異和減少折磨成為我們的基本價值(取代齊頭式平等不

可能且浪漫的想法)，我們只能將公平視為一種意欲但不可能

完全達成的結果。事實上，對於為可能事物的理想幻想所圍繞

的文化研究來說，接受人類的不完美(對抗美化的文化意象)和

我們的文化世界是一種必要的改變。對話與公平是能引導我們

思考「他者」問題的價值。我們也許無法完全「認識」他者，

但若我們能將語言作為一種可學習的實務技巧和工具(而非反

映他者的工具)，那麼我們就能在自身之中學習討論。實用協

商才是前進的唯一方法。 

多數西方社會普遍處於後匱乏(post-scarcity)狀態，亦即在

絕對意義下，沒有人挨餓，而且幾乎沒有人苦於貧窮。在此脈

絡下，我們在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多數是心理而非物質

的；具體而言，這些問題是情感和「精神的」。這些問題關注

我們與他人的關係、我們毫無意義的感覺、我們的癮和精神健

康。因此，我們必須發展更情感和精神層面的能力，讓這些能

力成為文化資源，讓我們更能處理當代文化情境所觸動的故有

情緒。「精神」的概念多少也是當代產物，因為這個概念自宗

教所分離出來。精神的概念並不表示放棄邏輯和理性，也不表

示接受迷信，而是意味著透過正直、智慧和超然的發展，使我

們對生活中關於存在的議題，能有一個成熟而有意義的理解。

而這牽涉到接納一個人的極限、在日常的依據和接受驚喜的意

願，也就是楊艾森德斯和米勒所謂的「懷疑的性靈」(skeptical 

spirituality)(Young-Eisendrath and Miller, 2000)。事實上，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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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此視為一種反思和諷刺的性靈，在現今建構的人類情感生

活中扮演必要角色。我們需要瞭解這類與猖獗的消費文化相關

的精神智能，畢竟這類消費文化創造的不滿比快樂還多，這是

因為無意義的黑洞在消費結束後，仍舊會持續存在。然而，我

們也需要瞭解這類面對西方文化帶來的壓力、疲累和社會孤立

的精神智能。 

 
 
這些發展意味著，西方的文化研究所面臨的是，相對遠離了不平等
的解放政治，也逐漸步向無意義的生活政治，然而其也意識到這兩
者並非完全可分的。 
 
 

這些探索文化研究的問題皆是本書的主題。在第二章中，

我會談論語言在文化研究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