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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ulture一詞，在西方有培育、栽培、培養的意思 “the practice of raising animals and 
growing plants or crops” (ex: bee culture, The culture of this uncommon 
flower is increasing in Britain)。相關字如cultivate/cultivation, cultivator, 
agriculture, acculturate/acculturation, enculturation。
Culture在字典中的定義：1. artistic and other activity of the mind and the works 
produced by this; 2. a state of high development in art and thought existing 
in a society and represented at various levels in its members; 3. the 
particular system of art, thought, and customs of a society; 4. the arts, 
customs, beliefs, and all the other products of human thought made by a 
people at a particular time; 5.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mind or 
body by education or training; 6. (a group of bacteria produced by) the 
practice of growing bacteria for scientific use or use in medicine.
根據英國文化學者Raymond William的看法，有五個字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變得相當重要而普遍：
工業industry, 民主democracy, 階級class,藝術art and 文化culture。其中，文化的意涵：(基
本義)培養自然的成長，一種人類訓練的過程，心靈的一種普遍狀態或習慣，整個社會智識發展的普遍狀態，
物質、智識與精神構成的的整個生活方式。一般所謂「文化是生活的總體呈現」或「文化是生活的總和」和
前述的概念是吻合的。總的來說，文化是一種無形、集體累積、涉入時間空間的一套價值觀。人們創造它，
它也持續影響人(structured & structuring)。本課程採用的讀物即是從此變動的觀點而來思考文化
。對個體而言，文化在人之前，並且和個體作持續而密切的正面對話，當人消逝之後，它仍留下來影響下
一代。
除此之外，了解文化的另一個必備的工具是專有用語的介紹、了解與使用。本課程安排週引介文化的專有
名詞，透過深度的探討掌握文化分析的單位觀念，對文化的詮釋將有莫大幫助。下面的用詞將會討論
：cultural capital, cultural deprivation, hegemony, ideology, powers, values, 
cultural lag, cultural production, cultural reproduction, cultural shock, 
acculturation, subculture, norm, cultural relativism, cross culture, 
counterculture, cultural imperialism, …

二、
文化研究是1970年新興的學門，著重在文化理論、方法、內容的討論與建構。由於文化研究所關注的範圍
極廣，採用的觀點相當多元而活潑，為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研究帶來新穎深刻的觀點，因此影響逐漸擴大。愈
來愈多的學者紛紛企圖整合文化研究的觀點在自己專業的領域上，形成一股世界性的潮流。特別是面臨全
球化、現代性、文化與都市空間、媒體影像、種族性別、主體認同等當代議題，它所能發揮的分析力與詮釋
力非常強，構成一種跨學域與跨視域的新穎風格。
透過文化研究的角度評論文化現象就是所謂的文化評論。由於文化研究的取徑帶有強烈的批判、啟蒙與除魅
色彩，因此以文化研究為架構所發展出來的文化評論對社會文化現象分析同時是理論的實踐與現實生活的理
論化。這種結合，顯示知識分子對人群的關心與理想社會的殷切期待。可以說，文化研究不是一種理論空談
，而是介入社會的一種實踐方式。換言之，文化研究體現在文化評論中，文化評論包含著文化研究的視角與
位置，兩者息息相關。
近年來，台灣文化研究幾乎和世界同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社會也同樣的面臨全球化與現代性等問題，因此
文化研究的觀點對台灣文化與社會的發展將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博物館人面臨高度文化變遷的台灣社會，
學習以文化研究的角度解析問題、尋求答案將是一種趨勢。

授課方式：講授、每週文化概念介紹、好文好書推薦、討論、辯論、影片欣賞、參觀等。

授課大綱（暫定）：本課程將採雙軌進行，一方面了解文化研究的各種觀點，另一方面透過灣文化評論來探
討台灣文化現象，達到本課程的核心目標：理論與實務兼俱。

第1週－課程介紹，課務分配。文化研究與觀點辨證。
第2週－Dilthey「人文研究」
第3週－Gramsci「文化霸權」
第4週－Saussure「語言與符號」
第5週－Lipset「價值體系與民主制度」
第6週－活動與文化分析：Barthes「摔角世界」、Geertz「鬥賽雞作為一種戲劇活動」
第7週－Sahlins「食物與符號」
第8週－Douglas「污染與象徵秩序」
第9週－期中檢討，影片欣賞。
第10週－Thompson「互助共生的儀式」
第11週－Foucault「性論術與權力」
第12週－Bourdieu「藝術品味與文化資產」
第13週－Adorno「文化工業」
第14週－Marcuse「從共識型態到工具控制」
第15週－Bell「西方世界意識型態之終結」
第16週－Habermas, Huyssen「後現代」



第17週－期末課程總結

評量：期末撰寫文化評論或感想一篇，字數4000左右。

主要讀物
一、文化研究
    Alexander, Jeffrey C. and Steven Seidman, 吳潛誠總編校，《文化與社會》。
    Chris Jenks著，俞智敏、陳光達、王淑燕譯，《文化》
二、文化評論
南方朔著，《文化啟示錄》
蔡源煌，《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
廖仁義，《異端觀點－戰後台灣文化霸權的批判》

　
參考讀物
Alan Swingewood著，馮建三等譯，《大眾文化的迷思》
Daniel Bell著，趙一凡、蒲隆、任小晉譯，《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
James Davison Hunter著，王佳煌、陸景文譯，《文化戰爭 ─ 為美國下定義的一場奮鬥》
J. Milton Yinger著，高丙中、張林譯，《反文化─亂世的希望與危險》
Julian H. Steward著，張恭啟譯，《文化變遷的理論》
Lawrence E. Harrison, Samuel P. Huntington編著，李振昌、林詞淑譯，《為什麼文化很重要
》(Culture Matters –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Michael Gurevitch等著，陳光興等譯，《文化，社會與媒體》
Raymond Williams著，彭淮棟譯，《文化與社會 ─ 一七八○年至一九五○年英國文化觀念之發展》
Robert Bocock著，田心喻譯，《文化霸權》
Robert Wuthnow, James Davison Hunter, Albert Bergeson & Edith Kurzweii著，王
宜燕，戴育賢等譯，《文化分析》
Ruth Benedict著，黃道琳譯，《文化模式》
Susanne Schech and Jane Haggis， 沈台訓譯，《批判性導論－文化與發展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台北：巨流，2003)。
Victor Hell著，翁德明譯，《文化理念》
White著，曹錦清等譯，《文化科學 ─ 人和文明的研究》
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 ─ 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