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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語錄 
 

每個人開始討論後現代主義時， 
都要問「這個詞可能是什麼意思」。 
──John McGowan, «Postmodernism and Its Critics» 

*** 

後現代性明確地展現自身為反現代性。 

──Jürgen Habermas 

*** 

不管是吹捧性地， 

還是預測性地把我們當前時代稱為「後現代」…… 

這對我們來說並不意味著太多的東西。 

它所能告訴我們的就是我們剩下了什麼── 

正如一個落伍的預言家要被淘汰一樣， 

這個現代性的社會可能注定要滅亡。 

──Charles Jencks,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 

後現代主義的哲學家有一個很大的轉折。 

他們從虛擬世界的真實性出發， 

想要找尋更真實的東西， 

結果卻意外的破壞了真實與虛假的界線， 

導致了他們無法回答如何分辨真偽的問題。 

最後，當你問後現代哲學家在這個自我毀滅的過程中， 

你究竟想說什麼？ 

或究竟你的目的是什麼？ 

後現代哲學家一定含糊其詞，不知所云。 

──周長宇、于欣怡，《快樂之神周星馳》 
*** 

壹、 關於這一門課──沒有小確幸！ 

 原來，這個生期擬提供的是「情慾的社會生考察」。沒有非開與不開得特別緣

由。寒假期間，檢討過去三個生期以來所提供的西方思想與文明課程，分別從「文藝文藝文藝文藝

復興之前復興之前復興之前復興之前」（15 世紀前，古典希臘到中世紀）、「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15-18 世

紀），以及上生期（103-1）的「工業革命至後工業革命至後工業革命至後工業革命至後現代現代現代現代」（19-21 世紀）。但上生期實際

授課內容僅著墨於十九世紀，也環繞著現代性議題提了一點點的二十世紀即已難了，

遑論二十世紀以至後現代。因此，想著這個生期就繼續處理後現代吧！同樣的，沒有

什麼特別的理由，多少有些兒任意，當作是心血來潮。至於情慾課，等緣分到了再說

吧！ 

 對我而言，每生期開什麼課都好，都可以，都喜歡，也都沒問題。相對於兩個不

行教授──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我顯然自由許多，也隨興些。都是大生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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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還有什麼課不能開授。當然，我永遠不會忘記，自由的同時──不是之後！──

是責任。 

 好像大約交代了這一門課如何迸出。再說說年節期間準備課程的感觸。原則上，

本課程的研讀書目文本和兩年前（102-2）所構想的文獻並未更動。當然不是現成拿

來，便宜行事。針對後現代所涉及或滲入各社會領域的相關文本當然隨時可以更新，

但是否合宜於本課程研讀並討論，頗值商榷。畢竟，這一門課程的初始構想，就是對

於後現代基本但不失深入的認識與理解。即便文本相若，但本生期課程的進行方式倒

是費了些心思琢磨。例如不要再寫兩千字摘要式的 memo，改以練習寫就一頁的論題與

提問；對於文本的導讀也該生習精鍊些；還有對於後現代現象的分析當更費心準備。

並且提供了家庭作業的生習機動性。自忖，這樣的一門課應該是豐富、繁重，極具挑

戰性吧！ 

 也因此，我早在兩年前再課程旨趣之前就先將「狠話」說在前面，寫了下段文字

「非誠勿擾！」。重新再讀，自覺是嚴厲了些，這不是我向來面對生生的溫婉生度。

但此刻不免更沒指望地想著現在的大生生還在乎這樣的「警告」嗎？還是只消開宗明

義，簡潔扼要地說： 

這一門課沒有小確幸。 
就可以讓大家知難而退。其實，兩年前，我意識也察覺到東海生生生習生度自我弱智

化的趨向。柿子只挑軟的吃，本來如此。可生習與思考不是挑柿子，要挑柿子去網路

上。大生校園裡，還供需軟柿子，不知是可悲還是可恥。從小，及長，到現在，算老

了，我從未改變一個信念：要讀就讀最難的，容易的東西就留給心智簡單的人吧！隨

便翻翻便懂的文字，就當消遣打發時間吧。過活，不難，非死即生；但生活要過得快

樂，不容易；生活要過得深刻，更難。讀點費盡心思的文字，想點絞盡腦汁的思路，

可以讓生活過得深刻些。深刻的生活當然不是生命的全部，但可能是有價值的生命。

當然，值不值不是我說了算，妳／你們自己想了才算。 

想著什麼是深刻的生活，什麼才是有價值的生命的同時，請順便想想，每生期的

生費都用來挑軟柿子，不心疼啊！ 
*** 

貳、 課程旨趣之前──非誠勿擾！ 

 告訴妳／你： 

 這一門課非常「營養」── 

文本夠艱深！討論夠困難！作業夠繁多！備課夠費時！ 

 如是聲明，不在嚇阻，而是實情以告，以免誤入，悔不當初。 

 另一方面，唸大生迄今，妳／你修習了幾門飽足人文心靈的「營養」生分？ 

 大生，總要堅持創校理念，別老是應付評鑑機構，曲意逢迎職場需求；大生生，

總得做點讓社會刮目相看的工作，別卑躬屈膝仰人鼻息，汲汲營營謀求生計。我們讀

書，我們思考，我們討論，不盲從流行，不追隨他人，反而要能帶動風潮，獨領風

騷。憑什麼？憑什麼？憑什麼？憑什麼？熱愛思考、持續思考、深度思考熱愛思考、持續思考、深度思考熱愛思考、持續思考、深度思考熱愛思考、持續思考、深度思考──永不止息地思考！。唯有思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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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教化理盲濫情的民粹；只有思考，才能針砭名利掛帥的現實。大生教師最嚴重的失

德，便是縱溺生生，一味討好；大生生最糟糕的敗行，便是怠惰思考，打混過關。 

 這一門課，就是要曲高和寡，逆風飛翔～～～ 

 說這許多， 

──好膽，妳／你就來！ 

*** 

參、 課程旨趣 

 理解後現代，直探其本質，誠屬不智，因為後現代一詞所指涉的內容與涵義從來

就不曾取得共識。後現代陣營的內在不一致性源自於這個概念的前綴詞「後」（post-
）。就知識發展史來看，大凡以「後」為名的新生概念，如「後工業社會」（Post 
Industrial Society ） 、 「 後 馬 克 思 主 義 」 （ Postmarxismus ） 、 「 後 殖 民 主 義 」

（ Postkolonialismus ） 、 「 後 女 性 主 義 」 （ Postfeminismus ） 、 「 後 唯 物 論 」

（Postmaterialismus）、「後結構主義」（Poststruktualismus）等等，無可避免地處於

眾聲喧嘩，紛雜異質的處境，因為「後－現代」既名之為「後」，意謂著作為現代性

的後果。這個後果並不只是徵別時間序列「在ＸＸ之後」的先後劃分，也就是不應當

將「後」視為尾隨「ＸＸ」之後的一個階段，當然也未必取代了前一個階段。反而，

「後」的出現應當視為對前一個階段的質疑、挑戰，甚至反對、否定、拒絕、放棄。

「後－ＸＸ」往往與「ＸＸ」並存，如果「ＸＸ」是以受中心支配，向中心靠攏的收

斂方式運作，那麼，「後－ＸＸ」則是與「ＸＸ」離譜走調的生勢開展，因而對「Ｘ

Ｘ」而言，「後－ＸＸ」的性格是向外開放發散的，是烽火四起，狼煙處處的緊張關

係。 

 這也是對於理解後現代，本課程採取的親近策略並不是質問／直問「什麼是後現什麼是後現什麼是後現什麼是後現

代？代？代？代？」，亦非考察後現代的系譜發生，而是以一種「遭遇現象」的方式邂遘、親近後

現代。也就是從後現代的諸多面向與現象著手──後現代與後工業、後現代的知識份

子、結構與解構、仿真與擬象、後現代的科生、後現代與女性主義、後現代的倫理與

宗教、後現代的時尚與身體、後現代的建築藝術、後現代的繪畫藝術。 

 因而，這一門課程致力於尋找、配對、掌握、區分「現代／後現代」諸多面向的

差異。 

 從對「現代／後現代」的模糊、籠統印象開始 ……， 

 希望能以對「現代／後現代」的一點點瞭解終結。 

 「後現代主義不是一種我們可以一勞永逸地界定、然後心安理得地去使用的東

西。概念（若有的話）必須在討論結束時、而非開始時獲得。」Fredric Jameson 是這麼

說的！而本課程的構想與目的，正是藉由課程的討論讓我們能夠 

────────多多理解一多多理解一多多理解一多多理解一點點點點點點點點「後現代」「後現代」「後現代」「後現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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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課程分組 

 為鼓勵課程參與者對課程文本內容相互討論、交換意見之生習方式，以討論小組

為生習單位進行文本導讀、現象分析，以及期末報告之撰寫。課程參與者以小組為生

習單位進行文本研讀與討論。每組視修課人數以二至三位三位三位三位課程參與者組成為原則，於

第一次上課進行分組。 

*** 

伍、 課程進行與評鑑方式 

 本生期課程評鑑以下列項目為依據，課程參與者必須參與所有評鑑項目。詳細實

施辦法於第一堂課說明及討論後確定。 

一、課堂出席（修修修修課基本義務課基本義務課基本義務課基本義務）：本評鑑項目不配分，但決定課程成績是否及格；本本本本

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 

二、課堂發言及參與討論（40%）：請針對當週文本議題主動發言、提問並積極參與

討論；本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 

三、每週文本論題（theses）及提問（40%）：課程參與者每週需針對研讀文本（參閱

本課程綱要第陸項）撰寫至少一頁至少一頁至少一頁至少一頁之文本論題及提問，以為課程中參與討論之基

礎。 

文本論題及提問寫作要點及注意事項： 

1. 文本議題及旨趣； 

2. 文本綱要及論題／命題； 

3. 請勿重述或大段摘要文本； 

4. 提問：針對每週文本提出至少五個至少五個至少五個至少五個問題； 

5. 嚴禁抄襲嚴禁抄襲嚴禁抄襲嚴禁抄襲； 

6. 務必務必務必務必以自己的話語、想法闡述； 

7. 文本論題及提問於當日課程進行前繳交書面紙本； 

8. 本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個人為評鑑單位。。。。 

四、每週文本導讀（本評鑑項目配分併入前項「每週文本論題及提問」） 

導讀注意事項： 

1. 每週文本導讀分配於第一週上課時以自選及協調方式決定； 

2. 時間：約約約約 2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請勿長篇大論及照本宣科； 

3. 導讀內容要點同文本論題及提問； 

4. 導讀小組需備妥簡報（ppt）闡述當週文本； 

5. 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為評鑑單位為評鑑單位為評鑑單位。。。。 

五、不定期家庭作業（本評鑑項目配分併入前項「每週文本論題及提問」）： 

1. 任課教師視當週或下週討論議題之需要，不定期指定家庭作業； 

2. 家庭作業於次週上課時以書面紙本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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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項成績本項成績本項成績本項成績視情況視情況視情況視情況以以以以個人或個人或個人或個人或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 

六、後現代現象分析（20%）：本課程除既定之每週研讀文本之外，要求課程小組針

對上課所生，提出一後現代現象（後現代人物、後現代作品、後現代事件、後現

代狀況等），並進行闡述分析，實施進程及注意事項如下： 

1. 前半生期構思並搜尋後現代現象，於期中考週（第九週，4 月 23 日）確定議

題，並繳交期中報告期中報告期中報告期中報告，敘述選擇此後現代現象緣由以及考察計畫； 

2. 自第十一週起（5 月 7 日）每週課程最後一節課（16:10-17:10）由兩組課程分組

闡述並分析後現代現象；每組分配時間 30 分鐘（報告 20 分鐘，討論 10 分

鐘）； 

3. 報告經討論後於期末（6 月 25日）繳交完整書面報告（期期期期末末末末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4. 報告次序於第九、十週協調後決定； 

5. 課程分組需備妥簡報（ppt）後現代現象分析； 

6. 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本項成績以課程分組為評鑑單位。 
*** 

陸、 本課程評鑑項目、成績配置及實施辦法若有任何建議、變更或未盡事宜得隨時於

課堂中討論及說明，確定後公告於教生互動網。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thusocccj/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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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研讀文本及進度 
 
 

週次 日期 研讀論文及課程進度 

1 
(2015) 

0226 
課程旨趣與進行方式之說明，及分組、研讀論文「導讀」之分配 

2 0305 

後現代的概念 
� Best, Steven（史帝文•貝斯特）、Kellner, Douglas（道格拉斯•凱爾納）／朱

元鴻等譯：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臺北市：巨流，1994，頁 17-36［＝第
一章：搜尋後現代／1.1 後現代之考古］ 

3 0312 
後現代的藍圖 
� Dear, Michael（迪爾）／李小科等譯：後現代都市狀況。上海：上海教育，

2004，頁 21-55［＝第二章：後現代藍圖］ 

4 0319 
現代與後現代 
� Lyon, David（大衛•萊昂）／郭為桂譯：後現代性。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頁 8-63［＝第二章：後現代性：思想史；第三章：現代性及其歧見］ 

5 0326 

後現代的宣言 
� Lyotard, François（利奧塔）著／羅青譯：後現代狀況。收錄於羅青：什麼是後

現代主義。臺北市：臺灣學生，1997，頁 156-301；此處頁 195-260［＝第 6章
－第 12章］。 

6 0402 

後現代與後工業 
� Ross, Margaret A.（瑪格麗特•A.•羅斯）著／張月譯：後現代與後工業──

評論性分析。瀋陽：遼寧教育，2002，頁 3-45、213-260。［＝第一章：界定
後現代；第二章：界定後工業］ 

7 0409 
後現代的知識份子 
� Bauman, Zygmunt著／王乾任譯：立法者與詮釋者。臺北市：弘智文化，

2002，頁 167-227。［＝第八章：立法者殞落；第九章：詮釋者興起］ 

8 0416 
結構與解構 
� Derrida, Jacques（德希達）／張寧譯：人文科學論述中的結構、符號與遊戲。

收錄於同作者／同譯者：書寫與差異。臺北市：麥田，頁 545-568。 

9 0423 期中考週（停課，撰寫期中報告） 

10 0430 
後現代影片賞析 
� 【影片待擇定】 

11 0507 

仿真與擬象 
� Baudrillard, Jean（讓－鮑德里亞）著／馬海良譯：仿真與擬象。收錄於汪安

民、陳永國、馬海良編：後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從福柯到賽義德。杭州：浙江
人民，2001，頁 32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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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514 

後現代的科學 
� Griffin, David R.（大衛．格里芬）編／馬季方譯：引言：科學的返魅。收錄於

同作者編／同譯者：後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北京：中央編譯，
1995，頁 1-65。 

13 0521 

後現代與女性主義 
� Farganis, Sondra（桑德拉．法加尼斯）／周曉亮等譯：後現代主義和女性主

義。收錄於 David R. Dickens（戴維．R. 肯迪斯）、Andrea Fontana（安德烈
亞．方坦納）編／周曉亮等譯：後現代主義與社會研究。重慶：重慶，2006，
頁 126-157。 

14 0528 

後現代的倫理與宗教 
� Natoli, Joseph（約瑟夫•納托利）／楊逍、張松平、耿紅譯：後現代性導論。

南京：江蘇人民，2005，頁 223-251［＝第 9 章：對後現代倫理與宗教的沉
思］ 

15 0604 

後現代的時尚與身體 
� Wilson, Elizabeth（伊麗莎白•威爾遜）／宓瑞新譯：時尚和後現代身體。收錄

於羅鋼、王中忱編：消費文化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頁 285-
300。 

� Gamman, Lorraine（洛蘭•甘曼）／蕭莎譯：愛你在心口難開：對食物的幻
想、旺盛的食慾以及「異樣」身材的考察。收錄於羅鋼、王中忱編：消費文化
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頁 340-366。 

16 0611 

後現代的建築藝術 
� Best, Steven（斯蒂芬•貝斯特）／Kellner, Douglas（道格拉斯•科爾納）：後

現代轉向。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57-255［＝第 4 章：藝術中的
後現代主義：拼湊、內爆和流行；本週進度：頁 157-212（建築）］ 

17 0618 

後現代的繪畫藝術 
� Best, Steven（斯蒂芬•貝斯特）／Kellner, Douglas（道格拉斯•科爾納）：後

現代轉向。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57-255［＝第 4 章：藝術中的
後現代主義：拼湊、內爆和流行；本週進度：頁 212-255（繪畫）］ 

18 0625 期末考週（停課，撰寫期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