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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

序

認識，總是一種重新認識；同時也唯有重新認識，才能保持活力。這不

僅適用在藝術上，對人類認知模式亦然。這就是古德曼對美學所下的一道新

命題，此命題同時帶有本體論、形上學與認識論的多重面向，如此一來藝術

將具有新的身分，遂得以改變當代藝術哲學的面貌。這便是古德曼透過其新

命題所勾勒出來的「藝術製造」（Artmaking），他在當代美學上的重要性因

而不言而喻。

本書主要是奠基在我的博士論文之上進行修改而出版的，回顧那段研究

古德曼的時光，在完全不認識與陌生的情況下，加上國內幾乎沒有古德曼的

相關中文研究，一切從頭開始，原文逐字的翻譯與閱讀，文字的肉身搏鬥，

囫圇吞棗地度過了好幾年。其實不只古德曼，連同實用主義美學與英美分析

美學在國內都鮮有相關研究與討論，本書除了勾勒古德曼藝術哲學的主要架

構之外，也處理其思想中的幾個面向，因為這些面向是深入古德曼美學的關

鍵，也進一步延伸討論國內外近來的研究成果，並嘗試透過歐陸美學在相關

議題上的對照之下，凸顯出相互之間的理論高度與理解空間。

根據古德曼的看法，藝術絕不是一種單純只能娛樂眼睛的消遣而已，藝

術經驗所帶來的也絕非僅止於愉悅或作為社會解毒劑而已，藝術勢必涉入智

識領域，因為它如同人類所使用的其他象徵語彙，都涉及對這些符號的理解

與運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藝術領域中的一些常見操作語法可被延伸到其他

領域中去，它們帶有關鍵的認識論效用，因此藝術或美學的整體架構必然要

包含認識論。進一步來說，藝術就是一把足以開啟人類複雜而有待探索的認

知領域寶藏的鑰匙。

因此，藝術作品、藝術評論或藝術哲學就急需一個得以立基，而有別

於過去進路的認識模式，特別是必須拋開對作品第一時間的審美感覺，而

傾向於後設的一種思辨過程；這樣的作法，某種程度來說相當接近於丹托

（Arthur Danto）所認為的藝術作品仰賴「藝術界」或一種「理論氛圍」的

說法，或者是迪奇（George Dickie）的「藝術機構理論」。這反映在許多分

析美學家之間在很多美學議題上都有類似性的看法，其原因除了當代藝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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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本身所提供的「問題性」形象所導致之外，更在於他們彼此之間在思想上

的互為影響。而古德曼在此就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在分析美學中

位居一個關鍵性的位置：往前，接續了早期分析美學的青澀階段；往後，

則連結到蓬勃發展的階段。因此古德曼連結到當代英美許多重要的哲學家

身上，包括奎因（W. V. Quine）、丹托、普特南（Hilary Putnam）、薛佛勒

（Israel Scheffler）、艾爾珍（Catherine Z. Elgin）、卡羅爾（Noël Carroll）、

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等人。

古德曼對國內讀者來說，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對象，這個情況也是當初

本書書寫的動力與困境之一。正是因為它的陌生感，研究才具有莫名的吸引

力，但是真正的陌生感既不是指相對於一般的理解情況，因為再熟悉的對象

都有可能具備奇異而陌生的那一面，同時也不完全指向個人的理解，因為個

人理解將隨研究而不斷轉變。這種由研究客體所發動的獨特魅力，是所有重

要的理論者（對象）所共同具備的特質，他（它）們如同一座座守護著不知

名祕密的迷宮，不過不是有著固定路徑的封閉式迷宮，而是無止盡蔓延的開

放式資源，永遠歡迎並等待未來探勘者的冒險。

基於同樣的理由，本書作為中文世界在古德曼藝術哲學研究上的濫

觴，缺失恐怕難免，還望各方不吝指正，但期待具有拋磚引玉的效果，讓不

同讀者透過目前的路徑不斷往前推展，最終都能看見屬於自己的風景。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由衷地向許多人表達謝忱。

本書的出版，當感謝思源人文社會科學博士論文獎、國立政治大學、政

大出版社以及負責聯絡與編輯的林淑禎女士。

此外，整個研究過程，感謝陳瑞文教授長期的指導、包容與不斷的鼓

勵，老師純然的學養與關懷，學生銘感五內；以及感謝林志明教授的指導與

深刻意見；另外，感謝龔卓軍教授、廖仁義教授、陳瓊花教授、林逢祺教

授、楊永源教授與鄧育仁教授所給予的珍貴意見，學生獲益良多；以及論文

完成後，感謝哈佛大學艾爾珍教授熱心回應，並提供相關的研究現況。

儘管研究路途上孤獨難免，但所幸得以瞥見老師們的風範與視野，孤獨

也就變成了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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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謝謝家人長期在背後默默的支持，包括在天上的父親，以及即將

出世的孩子。

                                            二○一三年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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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一、藝術的重新製造

從字面上來看，本書標題：「製造藝術」（Artmaking）一詞來自於古德

曼（Nelson Goodman, 1906-98）一九七八年《製造世界的方法》（Ways of 

Worldmaking）一書標題的變奏。如果進一步回溯「製造世界」術語的用

法，會發現它具有下列幾種層面的涵義：

首先，就藝術的層面來說，世界是被製造出來的（world made）。根據

古德曼的意思，人類會透過不同的象徵系統製造不同的世界，而《製造世界

的方法》一書除了分析幾種不同的方法之外，更重要的在於將藝術定位為製

造世界的途徑之一，也就是說藝術參與世界的製造。

其次，就認識的層面來說，世界不僅是被製造的，也是不斷製造中的

（world making）。因為如同文化跟隨著人類而興衰一樣，世界也絕非是固定

不變的東西，它隨時隨地都依照著不同的時空、興趣、目的與關注而不斷製

造中，因而有賴於對此製造工程投以不間斷的注視才能真正理解所造之物，

這當中所不斷分析、區分與辨識的工作即是一種認識過程。

最後，就創造的層面來說，作為特殊用語的「製造世界」是一種思想

的再造（world re-making）。「製造世界」是一個複合詞，連接了兩種不同詞

性的詞項，但本身又是一個獨立的詞彙，不過其組成作法不同於古德曼常利

用連接符號將不同詞性組合成一個謂語，例如「在－林布蘭的－有一個－獵

人的 －風景 －圖畫中－的－人」（the-man-in-Rembrandt ś-Landscape-with-a- 

Huntsman-picture）（原粗體）（LA 26），而是直接形成一個術語。古德曼不僅

在文字操作上相當敏感，而且會常透過語詞直接傳達思想訴求，例如發明

「盝色」（grue）（FFF 95） 1 一詞。可見「製造世界」既非如連接符號組成的

謂語，因而不是他思想系統的單位，而比較接近於一個新創的辭彙，反他特

定的哲學觀點與概念，傳達出一種思想的創造概念。

1 關於古德曼何以發明「盝色」（grue），以及它在古德曼藝術哲學中的功能，特別是在認識論上

 的效能，在本書第六章中會有進一步的討論，在此先行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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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作為本書的標題「製造藝術」，因而也具有不同的層次：

第一，「製造藝術」的認識效應：古德曼認為藝術即為一種製造世界的

工程，那麼對古德曼藝術哲學的研究，反過來就可以說是製造藝術。更積極

地來說，製造就是認識過程的一部分，所以認識藝術哲學即是一種製造藝術

的工程。但是這裡的認識帶有兩層意涵：首先是理解古德曼如何思考藝術，

此為第一層涵義。其次，「製造藝術」就如同古德曼所提及的新創字認識效

應：對世界的重新組構。（cf. WW 104）將這個說法轉換到本文上，即是透

過不同議題的並置與系列化來重新組構，或製造何謂古德曼的藝術哲學。此

為認識的第二層涵義。

第二，「製造藝術」說明本書切入古德曼的幾個面向：既是「製造」，就

必然涉及製造方法，因而對古德曼藝術哲學之方法論的研究就不可或缺；另

一方面，同樣因為「製造」，而會觸及決定何謂製造的機制，故而會論及作

品的本體論部分；以及如何看待製造的問題，因而會延伸到認識論的層面；

最終，由於製造的是藝術，因而很明顯會關係到美學與藝術哲學的領域。

第三，「製造藝術」（Artmaking）作為一個複合詞，指出古德曼整個藝

術哲學的主旨。這必須從兩方面來說起：一方面，古德曼繼承分析哲學與語

言分析的研究路徑，不再侷限於描述語言真值的論證，轉向投入藝術範疇

的探索，而開啟有別於視語言文法為基本架構的研究成果，此乃取決於藝

術語彙的相對補充；另一方面，古德曼在《藝術的語言》（Languages of Art, 

1968）中不斷提出象徵系統的分類與定義，在記號理論的基礎上區分兩種

不同的象徵系統，一種是稠密的（dense），如繪畫或以未劃分的壓力測量儀

為例；一種是區分的（differentiated），如以字母構成的語言或以有標誌或記

號來區分的壓力測量儀為例。這樣的區分不僅基於語言學強調文法的研究設

定，更需要藝術作為相對而有別的對照。因此，如果說古德曼將象徵系統視

為製造世界的主要方法的話，那麼藝術不僅參與製造，同時也擴展語言的視

野。根據米歇爾（W. J. T. Mitchell）「圖像轉向」（the pictorial turn）的追溯

（cf. PT 11-2），古德曼在整個後語言學研究上的重要貢獻，主要在於對藝術

領域的開疆闢土。

第四，「製造藝術」作為一種對當代藝術哲學的認識視野：透過古德曼

而出現的當代藝術哲學概念將同時反映其問題性，即藝術不是一個等待被發

現的特定對象，而是製造的問題。但是這必然會牽涉到幾個關鍵的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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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製造？製造出什麼？為什麼要製造？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將同時也指出

古德曼藝術哲學的核心與當代藝術哲學的傾向。

以上四點即為本書整體而言所側重的面向，但是在具體問題上還是必須

回到古德曼身上。

儘管在《藝術的語言》中，古德曼已清楚表明他雖然了解皮爾士（C. S. 

Pierce, 1839-1914）、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 1901-1979）與蘭格（Susanne K. Langer, 1895-1985）等人對

象徵理論的貢獻（cf. LA xii），但是卻不太願意在自己與他們之間的異同上

大做文章。由此可見這條線索值得追尋，因為這甚至可能涉及整個符號理論

的發展，以及這些理論者彼此之間的相對位置。首先，透過回溯皮爾士與近

代符號學之間的關係來逐漸勾勒古德曼在當中的相關位置。

從現代符號學與語言學的發展情形來看，索緒爾（F. Saussure, 1857-

1913）與皮爾士兩人分別被視為歐洲結構語言學與英美符號學的奠基人，前

者延伸到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羅蘭 • 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80）與艾可（Umberto Eco, 1932-）等人，至於後者則是古德

曼的線索所指向的發展脈絡。

皮爾士將人類符號活動區分為一個三位一體且互為關聯的結構，而且視

此結構及其範疇同為現象學與「存在型態」（mode of being）的基礎，此區分

為英美符號學的關鍵分類， 2 因為後繼符號研究者乃在此基礎上往前推展。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皮爾士此一區分乃是針對符號與其使用者之間的關係來

出發的，由此才在「符號」（sign）與「對象」（object）之外強調由人類意識

2  簡單來說，皮爾士將符號區分為三個活動主體：符號（sign）、對象（object）與詮釋義

（interpretant）。然而，此區分並非僅限於符號本身而已，更指向人類觀念、行為與存在型

態，同時更以此基本的三分法解釋不同分類標準的記號，曾提出十個記號類別。因此，「這三

個範疇或概念是把『思想』邏輯地加以分析而來，可以用來描述『存在』（being），可以用來描

述亞里斯多德以及康德的十二範疇。這三個範疇或概念是為『首度性』（firstness），『二度性』

（secondness）和『三度性』（thirdness）。」（古添洪 1984, 66）當中的首度性指的是一種不需依

賴其他東西的存在型態（mode of being），它以新鮮、生命與自由為特性；二度性則指一種有

所依憑的事實性的存在型態，以限制、因果與靜態為特性；至於三度性則是一種居中調停的

介入（mediation），也就是能將「首度」與「二度」帶入某種關聯。為了使前兩者連結起來，

三度性有賴於「認知」（cognition）。「記號行為本身是一個居中調停行為、是一個認知行為，

是界定於存在型態裡的第三型態。（……）記號的運作是屬於『三度』存在型態，而在此『三

度』範疇裡，皮爾士會進一步把『記號』描述為『首度』，其『對象』為『二度』，其『居中

調停記號』為『三度』。」（67）因此記號，就皮爾士看來就是宇宙的構成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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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對符號的解讀而來的「詮釋義」（interpretant），因而認為所謂的記

號活動就是一種認知活動。換句話說，皮爾士基本上是在語用學的範疇中發

動對符號的分類與思考。也正是在皮爾士的符號分類基礎上，莫里斯在《符

號理論基礎》（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1938）中正式提出整體符號

學的三門學科：即語用學（Pragmatics）、語形學（句法學）（Syntactics）與

語意學（Semantics）。同時，也在語用學範疇下，莫里斯對符號進行更詳細

與完整的分析。

在莫里斯的符號學三學門的理論架構的對照下，卡西勒及其學生蘭格在

象徵理論上所做出的努力可得出其相關位置。不同於皮爾士與莫里斯基於語

用學範疇所做出的貢獻，卡西勒更強調符號的意義，特別是象徵的形式與文

化之間更深刻與內在的關聯，涉入感性形式與人類理性、直觀與精神之間的

關係。簡言之，卡西勒（和蘭格）與莫里斯（和皮爾士）的差異之處在於前

者關心符號的語意與語形方面，而後者偏向符號的語用方面。

與科學性格的莫里斯理論不同，卡西勒不關心記號語用方面，而是

關心其意義方面。（⋯⋯）他並不贊同（⋯⋯）文化為意識之外顯

或產物，而是認為文化哲學的問題首先應當是在文化表現之內探索

結構的邏輯和進行解釋性的象徵功能分析。（⋯⋯）卡西勒的象徵

哲學的符號學方面尤其表現在他對象徵的形式特點的注意，因為他

認為意識的和文化系統中的象徵功能含有部分理性的和部分直觀的

穩定而統一的型態，精神內容正是通過諸感性的形式內容顯現的。

因此象徵哲學的對象實為象徵的形式本身。他的文化哲學於是可看

作有關象徵文化的符號學，其目的在於考察諸文化過程的感性的和

觀念的形式。文化知識因此具有了一種普遍邏輯語言的結構，後者

可稱為象徵功能的語法學。（⋯⋯）由此可見，卡西勒象徵哲學的

雄心是建立普遍文化語法學，以作為其『未來文化哲學』的導論。

（⋯⋯）他的有關象徵功能和文化形式的語法學觀念是與現代文化

符號學的構想一致的。（引粗體）（李幼蒸 199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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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述所提的符號理論發展，以及其發展上的差異請參見下列圖表：

符號理論結構圖

因此可以發現，古德曼之所以提及這一條象徵理論的發展線索，正在於

近代符號理論的發展是古德曼進入象徵研究的基礎，特別是卡西勒，因為他

是促使古德曼在象徵理論研究中偏向以語意學為基礎的關鍵，並從此基礎進

而延伸至語形範疇，關注象徵物（藝術作品）本身所具備的細微差異，此傾

向同時也是其藝術哲學、認識論與形而上學的基礎。
3

至於卡西勒對古德曼的影響，則需進一步討論。卡西勒提到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判斷力批判》中所認為「現實性」與

「可能性」之間的差別乃根源於知識的兩個條件之間的問題：「概念無直觀

則空；直觀無概念則盲。」（卡西勒 1990a, 84）康德得出人類理智是一種

「推論性的、需要形象的知性（intellectus ectypus）」。
4
（康德 2002, 261）但

是卡西勒說康德結論中所謂的人類這種知性的本質，其實就是一種需要符號

的理智。卡西勒於是將康德對人類理性的分析，轉化成人類是一種具有符

號思維的動物，便用符號來取代理性作為傳統哲學上關於人的命題。因此他

說：

人類知識按其本性而言就是符號化的知識。（⋯⋯）而對符號思維

3  關於語意學在古德曼藝術哲學中所扮演的角色，請參見本書第一章〈象徵語言的方法論〉。

4 關於人類知性對於現實性與可能性上的根源，請參閱《判斷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七十六、七十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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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在現實與可能、實際事物與理想事物之間作出鮮明的區分，

乃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符號並不是作為物理世界一部分的那種現實

存在，而是具有一個「意義」。（卡西勒 1990a, 84）

對於理解人類文化生活形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來說，理性是個很不

充分的名稱。但是，所有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號形式。因此，我們

應當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animal symbolicum）來取代把人定義

為理性的動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指明人的獨特之處，也才能理

解對人開放的新路──邁向文化之路。（39）

卡西勒從不同領域說明了符號思維是人類得以自我想像與推動文明進展

的能力。於是在高舉「人是符號的動物」這個鮮明的旗幟之下，吹響了三十

年代起始的符號美學運動，而這就是古德曼在融合分析哲學養分之前所處

的美學時代氛圍。歸納卡西勒對古德曼影響的關鍵之處有三：其一，在於提

出一種關於「人的哲學」必須透過對符號形式的研究途徑來達成，因而對人

的理解無法自外於藝術問題，而這同時也是古德曼開展其藝術哲學的基本前

提；其二，作為新康德主義者的卡西勒，既接續古典哲學的命題，又欲以文

化象徵系統回應之，他所使用的象徵（symbol）一詞表達出傳統精神象徵與

作為記號的雙重意涵。而「象徵」後來被古德曼加以接受，並擴充為其藝術

哲學的重要概念；其三，在於美學與符號問題的連結與融合來自強調以語言

結構模式為哲學基礎，以邏輯與分析為方法的「語言學轉向」思潮，美學於

是產生變化。

另一方面，卡西勒強調象徵與形式在整體文化上的關係，突出文化語法

學的特性，然而卻由於兩項致命缺失：一、無法與結構語言學以及結構語意

學結合；二、具體可操作性。
5
而使其逐漸失去理論效用。然而，古德曼接

續其象徵符號理論的同時，也同時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一來將象徵併入以

語意學為基礎的邏輯結構分析中；二來透過種種不同的藝術、哲學案例來解

釋，並輔以具體的理論運用，例如從符號角度來論述音樂與樂譜之間的關係。

5  李幼蒸提到：「然而卡西勒的文化語法觀由於未與結構語言學和結構語意學觀念結合，在分

析過程中缺少『可操作性』，致使其不能成為文化象徵形式結構描述的有效工具。」（李幼蒸 
199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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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勒的符號與形式藝術觀後來被古德曼重新解讀為：「設想作品為象

徵，這就是把它嵌進於一種語言或象徵系統當中。系統的句法會決定其符

號的同一，而其語意則會固定其指涉。分析美學的任務之一就是詳細計畫

適合藝術的系統，另一個任務則是決定它們如何相似又如何不同於其他系

統。」
6
（AA 192）簡言之，就是視象徵語言的研究為藝術哲學的核心與分析

美學的主要工作。

這個工作一開始很簡單，就是決定文字與行動所交付的是什麼，所以要

篩出慣例（convention）並留下內容。但是後來卻發現慣例與內容交混在一

起，觀念無法脫離表達，而表達無法脫離其語言。（cf. Ibid.）不過，在分析

話語（utterances）的工作上，邏輯學與語言學都被視為是相當強而有力的研

究工具。

分析哲學初始聚焦在字面的描述語言，對美學並沒有很多關注。但是藉

由逐漸注意到說了什麼關於藝術的描述語言，而揭示藝術評論的理論與實踐

之間的張力，然而卻發現兩者間的衝突。總之，分析哲學的檢視顯示出評論

的迷惑，即是評論無法實踐其所宣揚的東西。「因此，假如分析美學僅僅只

是後設評論的話，那麼它就無法談論主要議題：關於藝術，它無話可說。」

（Ibid.）於是主張分析美學不必停留在後設評論上，因而古德曼認為將藝術

作為象徵語言，並對其進行分析的工作就是他們的主要哲學任務。
7

分析哲學一般被認為就是提供決定（象徵符號）意義與指涉的演算法

（algorithms），如果堅持下去是能產出一些成果。「因此早期分析哲學故意

地迴避美學。它奢望一個能用來捕捉強有力藝術象徵的意義的規則。但卻是

希望發現在科學與日常語言中更簡單的符號的不同規則。」
8
（195）但是古德

6   （To construe a work as a symbol is to embed it in a language or symbol system. The system ś syntax 
determines the identity of its signs; its semantics fixes their reference. One task of analytic aesthetics 
is to map out systems suited to art. Another is to determine how they resemble and differ from other 
systems.）（AA 192）

7　「但是分析美學並不需要停止於後設評論上。因為藝術作品會指涉，因此就是象徵。而且原

本設計來解釋語言的分析技術可被延伸並修正，以便套用在其他類型的象徵身上。」（But 
analytic aesthetics need not end with metacriticism. For works of art refer, and thus are symbols. And 
the analytic techniques originally devised to explicate language can be extended and emended to apply 
to symbols of other kinds.）（AA 192）　

8   （So early analytic philosophy intentionally skirted aesthetics. It recognized the folly of expecting a rule 
to capture the meaning of a powerful aesthetic symbol. But it hoped to find rules for the simpler signs of 
science and everyday language.）（AA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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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與艾爾珍（Catherine Z. Elgin）
9
發現到不只是字面上的，還有描述性語言

都會承認先前規則的運用。也就是說，「一個象徵意指什麼取決於其用法、

脈絡與歷史，同時也取決於其所屬的語言或象徵系統中的句法與語意。語

言過於狡猾而不會被一個抽象的，普遍的規則系統捕捉。」
10
（196）進而了

解到早期分析哲學僅聚焦在語言規則上是無法完全解釋語言的。於是認為

接下來分析哲學的走向應該拋棄「詮釋字面術語的演算法」（algorithms for 

the 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l terms）（Ibid.），而走向象徵化的研究，確認其藝

術哲學的重心：「分析哲學不再宣稱要實現完全的與最終的意義的規格，而

是保留其重心在象徵化身上。理解一門學科需要知道其象徵如何運作。」
11

（Ibid.）古德曼的《藝術的語言》可以說就是這項象徵研究工作的成果。

本書主要就是以尼爾遜 ‧ 古德曼為核心對象，探討他的美學與藝術哲

學的架構與內容。

如同延續來自卡西勒的思想命題，對古德曼而言美學與藝術哲學顯然

不僅僅在於如何解釋藝術作品，也就是不在於著重在作品的內容，或者表

象的形式分析，而是如何發揮它最大的效能：將藝術帶到一種思想高峰上，

讓藝術哲學成為人類的重要課題，一種自我建構與認識的途徑。這種對藝術

的思想設定，以批判理論來說，就是認為藝術不是「粉飾現實的化妝師」，

美學因而必須走入否定性中，成為批判的、揭露的與破壞性的，因為藝術對

應人類更為深層的處境問題；以現象學來說，由知覺所收集的材料是對應

現實世界的，同時也是得以窺見（大寫）存有的路徑，而後者是人類在世

存有的根源；至於對古德曼來說，藝術活動無非也是人類的一種「理解」

（understanding）活動，乃人類象徵語彙的活動之一。所以，美學與藝術哲

學的作用總是必須回到一個更廣大的視野中，與其他領域還有思想脈絡連接

9  艾爾珍（Catherine Z. Elgin）為哈佛大學教授，她不僅是古德曼著名的女弟子，也是古德曼

晚期著作《哲學、藝術與科學的重新概念化》（Reconceptions in Philosophy and Other Arts and 
Sciences）的共同作者，同時也是古德曼系列選集的編輯。艾爾珍教授對古德曼思想相當深

入，她的研究不斷擴展古德曼的思想，包括認識論、科學哲學與美學等不同面向。

10（What a symbol means depends on its use, its context, and its history, as well as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the languages or symbol systems it belongs to. Language is too wily to be snared by an 
abstract, general system of rules.）（AA 196）

11（Analytic philosophy no longer purports to deliver complete and final specifications of meaning. But 
it retains its emphasis on symbolization. To understand a discipline requires knowing how its symbols 
function.）（AA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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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而非僅僅閉鎖在純粹的美感表象裡。

如上所述，古德曼認為藝術問題無法與知識或認識論
12

分開來談。因為

自從分析哲學在一九四○、五○年代觸及美學問題以來，
13

便受到後期維根斯

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與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等早期分析哲學家對語言分析的觀點影響，從此方法論繼承而來，古德曼視

藝術作品為一種語言體，故從語言學的指涉、句法與語意功能來看，藝術作

品確實可作為哲學議題的重要案例，因為它不僅反映了知識框架形成的邏輯

結構，同時也成為藝術哲學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藝術與知識。

但是，藝術如何具有知識性格，如何轉化或者理解藝術與認識論的關

係，同時其藝術理論或美學觀點中，知識面向呈現什麼樣的發展？它們是如

何連結的？以及藝術的知識理論會促成什麼樣的理論效能？在這樣的思考

中，藝術又位居於什麼樣的位置呢？如何認識藝術，以及藝術與世界知識的

關係是什麼？換言之，藝術或美學如何可能？以古德曼思想為標的，所引發

的問題意識是：「美學或藝術如何製造世界？」或者說，藝術何以能夠製造

世界？美學如何發揮作用？它的作用是什麼？以及如何讓它運作？

這些問題都隨著古德曼的研究進程而逐漸展開。他認為美學與藝術哲學

所涉及的層面絕非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固定範圍的演繹，特別是將作品形式

分析連結到構成層面上，或是傳記與史料上的敘述，而是涉入到其他學科或

人類根本心智活動的問題，而這正是何以美學會是康德、黑格爾等無數思想

家所致力投入的原因，特別是二十世紀是一個語言學興盛與轉向的年代，在

藝術問題與語言學遭遇之後顯然兩者都將不同，分析美學的歷程就是一個最

明顯的例子。只是，如何捕捉古德曼牽涉哲學、藝術與科學領域的藝術哲學

形貌呢？    

12 關於 epistemology 的中文用法問題，就一般的翻譯上有「知識論」與「認識論」兩種中文譯

    法，但是考量到在古德曼思想中，他刻意區分知識（knowledge）與理解（understanding）的差

異，並傾向於將理解的動態思想操作連結到 epistemology，因此在本書中對這兩種譯法的選擇

上，傾向將 epistemology 原則上翻譯為認識論。

13 根據劉悅笛的說法，分析哲學一開始並未將美學問題納入其中，在一九三○年代仍以語言分

    析為主要的哲學問題核心，但是到了四○年代末，五○年代初美學問題逐漸嶄露頭角，分

析美學也於焉豋場。尤其是艾爾頓（William Elton）所編的《美學和語言》（Aesthetics and 
Languages, 1954）被視為「在『分析美學史』上成為了一部具有奠基性的著作，甚至被視為

『分析美學』的『綱領性的文件』，它確立了要將『美學的方法』當作一種『科學的方法』的

準則。」（劉悅笛 200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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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對古德曼而言，藝術的問題跟象徵的使用關係緊密，藝術於是

幾乎等同於象徵系統的理解，與此同時象徵理論其實在古德曼藝術哲學中，

其地位如同他哲學中的認識論，因為象徵系統的運作模式就是一種認識論，

系統的運作邏輯會決定象徵如何被看待，因此象徵的使用便涉及了知識的問

題，美學或藝術理論顯然就無法脫離認識論。

另一方面，古德曼後期思想所提出的「製造世界」（worldmaking）概

念，不僅延續了前述將藝術問題與認識問題等同看待的基本態度，同時更明

確地凸顯出古德曼的本體論（ontology）看法：世界不是一個被動的客觀事

物，而是一個主動的製造過程。在這當中，藝術其實並未置身於外，相反的

在製造世界的過程中，藝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美學與藝術理論也同

時具備本體論的色彩。

根 據 這 兩 條 線 索， 可 以 發 現 傳 統 美 學 的 美 感 問 題 被「 認 知 」

（cognition）給取代，認識問題成為藝術理論的核心關鍵，因此「什麼時候

是藝術？」會比「什麼是藝術？」更是一個有效的提問。綜而觀之，古德曼

藝術哲學不僅繼承分析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時又開展出一個不同的研究途

徑，研究象徵語言與著重認知的藝術理論。

然而，古德曼論證藝術乃是製造世界方法的同時，也回應了一個自康

德以來的當代藝術疑問：「藝術，如何可能？」尤其在歷經理性高度發達與

戰爭洗禮過後的反省之後。藝術，還有可能嗎？這同時也是其他理論者的問

題，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69）深刻的激進詰問：「在奧斯維茲

（Auschwitz）之後，寫詩是野蠻的。」
14

他於是透過否定的辯證道出了藝術

的不可能性；至於對古德曼而言，則是透過藝術理論的方法論來回應。同樣

的，本文面對這個疑難，無法不訴諸方法論層面的問題來回應。

二、客體優先的方法論

藝術無法複製，只能被認識。而認識，以古德曼更為強烈與積極的說法

14 奧斯維茲（Auschwitz）集中營位於波蘭，在二次大戰期間為納粹德國所建造的眾多集中營之    
一，主要用來迫害猶太人，據估計在奧斯維茲集中營遇害的猶太人超過一百萬人。阿多諾該

句原出自《稜鏡》（Prisms, 1955）：“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Adorno 198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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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就是製造，因而美學或藝術理論就是製造藝術。但是製造並非無中生

有，也非隨意捏造，而只能從既有材料或客體出發點。

這也是本書基本的進行方式，不是將古德曼視為一個完整的與固定內容

的研究對象，所以可以將它拆解成不同的部分，並針對個別部分分別解析與

陳述，然後再重新組裝成一個以文字形式出現的論文版古德曼。而是在古德

曼思想為標的物的引導之下，就其重大議題進行加碼，議題與議題之間不是

上與下、主要與次要或整體與部分的關係，而是平等的、平行的與互為交涉

的系列狀態。前一種方法是複製古德曼，因為在組裝之前已經有標準對象為

基準，所以可以預測結果；而後一種則是製造古德曼與製造藝術，因為在整

合之前或議題並置之前並無法預測會形成什麼東西。

其實古德曼也確認這件事：「關鍵的不是內容，而在於方法。」同樣

的，停留在古德曼藝術哲學的內容僅能掌握單一面向，各個面向的交錯與共

鳴才能達到深入的認識。

而認識首重從對象本身出發，而非預先決定對象內容，此為知識形成的

第一步驟。如果視古德曼為一種有待認識與研究的客體，那麼基於對研究客

體的尊重與認識態度，本文的具體程序如下：

（1）從客體（文本）出發：如果說思想或理論本身如同一個等待理

解的藝術作品的話，那麼最直接而具體的方式便是從作品的「形象自身」

（figure in itself）為起始點以進行直接的認識；同樣的，思想形象的探索來

自對文本本身的接觸，而首先在於讓文本完全自我展示而不進行批判，並以

客觀態度進行理解，觀察古德曼藝術哲學的主要訴求、立場與論據為何；

（2）由客體主導線索與問題：以古德曼的書寫或文本的閱讀為主，從文本

本身拉出重點線索，進而依循線索而發掘相關議題與研究，亦即從文本組成

出問題的發展，進而擴展文本涉及的範疇與深度，使其自行開展而無須等待

相關討論的加入或建構，因為定點突破本身就會串聯問題線索。這是何以本

文則以議題主導，類似游擊戰的方式啟動研究行進步驟；（3）重新勾勒藝術

哲學：由閱讀所定位的探測點作為重新認識的基準點，這同時需要幾個不同

的基準點，以便能從不同角度來理解文本所呈現的形貌與相關問題，此時相

關文獻與研究可加入作為參考與討論，後者或可稱為第二客體。此階段的操

作在於讓客體（作為第一客體的古德曼文本與作為第二客體的相關研究與文

獻）之間構造出一個討論空間或論述場域；（4）當代藝術理論的定位：要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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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古德曼藝術哲學的特殊性，另一個方式是透過不同藝術理論與哲學語境之

間的比較，包括分析美學與歐陸思想類似觀點的交鋒，以看出彼此之間的差

異與特點，因此在討論古德曼某些論點時，則試圖將戰線拉到更高的視野來

處理，以逼顯其藝術範疇與知識層次上的定位。

具體方法上以理解、分析與歸納為基本態度，因此本書一開始行進方式

接近文獻學的理解，以文本的閱讀、歸納、分析與重整為基礎，尤其著重文

本的摘錄、理解、收集、彙整並累積，從中再進行主題的分類，並由此進一

步發展本文的問題意識，並同時進行比較、類比、連結、整合與討論其他相

關研究。不管是直接討論還是間接涉及古德曼藝術哲學的研究，讓文本間形

成的問題場域來決定論述的發展與所需材料，攪拌成議題的發展，最終反過

來成為研究途徑。

所以，本書基本態度相當接近經驗論式的方法論。在認識與理解的過程

以客體為主，強調由客體所帶來的第一經驗，此為後續探討的基礎，這種方

式可視為一種以「客體優先」的方法論，在藝術理論領域中或可稱為「作品

中心論」的方法。此客體優先方法論由於以客體為認識的主要發動點，所以

對進行認識的主體來說常常會導致模糊、陌生與離異的效果，因為客體總是

一個相對於主體的他者，而他者總是有待認識的陌生物。儘管總伴隨著陌生

感而難以理解，但是陌生感卻是認識的必要條件，因為它將能使既有範圍崩

解，如同阿多諾形容「震驚」（shock）（Adorno 2002, 127）為新藝術的「陌

生性」（strangeness）與「謎樣形式」（enigmatic form）所帶來的特質。

「震驚」作為一種知識效應，所對應的不僅僅是主體而已，還有已建構

的知識系統。如果欠缺這樣的一種作用，則已建構的知識體系容易陷入根深

蒂固而不自覺的僵化中。伴隨客體優先方法論的第二個必要條件則是對主體

已建構知識系統的中止或懸置。一旦既有的知識系統介入客體的認識過程，

便會發生相對應的判斷與決定，此將排除由認識客體所帶來的可能性。當

然，這種「排他性」無疑的也會導致認識上的侷限，以理性的、客觀的與科

學的認識立場來說，這顯然不利於認識的開展。可以說，這並不是由內部發

動的認識，而是自外部導致的冒險旅程，並非由「我」所決定，而是由作為

客體的古德曼及相關討論文本所引爆。相對於傳統美學試圖以一種理論包抄

各式各樣的藝術現象，或展現一種從上而下統籌全部的理論模態，本書則是

相反的程序，一種從下而上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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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客體優先的外部認識方法，反映在本書的就是主要根據客體本身

的論述及其所開展出來的操作模態為觀察重點：前者以古德曼的說法為主，

從中發展出相應繁衍出來的觀點，進而理解與分析，並對照其他理論者的論

點，讓文本之間進行交相匯聚與激盪，從中逼顯理論的可能形貌；後者著重

古德曼所施展的研究方法，觀察他透過什麼樣的手法與論述工具堆砌出藝術

理論，以及其思想方法論對應到思想史中所呈現的相對關係與位置。最終，

凝聚出幾個圍繞著古德曼美學思想的重大議題，在交相重疊之中視為不同面

向的途徑，並共構出文本之間所決定的藝術哲學樣貌。

藉此方法論，本書旨在揭示古德曼藝術哲學的訴求與其所針對的問題為

何，以及與其他思想面向之間的關連，特別是藝術與認識模態之間的關係。

進而提問，其中所衍生出來藝術問題是什麼，還有同時代或後來的研究者如

何看待他所帶來的影響。最終，正確的與忠實的理解古德曼是能夠給予評

價的基本前提，因此在經過藝術哲學的種種加碼後，試圖再拉回到整個藝術

理論在時代演變下的定位與特質，以凸顯出與其他藝術理論之間的差別與貢

獻，包括其影響與不足之處。

總而言之，儘管研究對象為隸屬於分析美學的古德曼，亦即他在方法

論上有明確的操作規範，例如以分析、釐清與批評一些模糊或有爭議的藝術

概念與藝術評論。但是本書在方法論上卻不遵循這樣的方式，原因在於：一

方面試圖讓文本本身呈現問題而不預先決定方向，以期發展出不同的研究視

野；另一方面在於分析美學的後設評論（meta-criticism）的發展上早已經出

現瓶頸，新一代的分析美學家，包括古德曼本人，逐漸走出有別於此的研究

路徑，而且傾向於援引更廣泛與多元的養料，或來自其他學派與思想的研究

方法與成果。

在說明以下章節所凝聚的不同議題之前，有必要在此先勾勒作為研究客

體的古德曼及其主要著作的大致面貌，有助於後續進一步的討論。

三、 古德曼與藝術哲學

相較於臺灣學界普遍較為熟悉的現代歐陸思想及其藝術理論，包括例

如批判理論（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阿多諾與班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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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後結構主義（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84 ﹞、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1925-95 ﹞）、現象學美學（梅洛 • 龐

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61 ﹞）與精神分析文化理論（佛洛伊德﹝

Sigmund Frued, 1856-1939 ﹞、拉岡﹝ Jacques Lacan , 1901-81 ﹞、克莉絲蒂

娃﹝ Julia Kristeva, 1941- ﹞）等等；分析美學相對來說就顯得陌生。

就分析美學的聚落來看，大體上以畢爾斯利（Monroe Beardsley, 1915-

85）、 魏 玆（Morris Weitz, 1916-81）、 沃 爾 海 姆（Richard Wollheim, 1923-

2003）、古德曼、丹托（Arthur Danto, 1924-）、迪奇（George Dickie, 1926-）

與馬格利斯（Joseph Margolis, 1924-）等人為代表。
15

然而，古德曼在分析美

學的特殊地位，在於他可說是分析哲學轉向美學研究之後的重要代表，儘管

在他之前有畢爾斯利與沃爾海姆，然而不同於畢爾斯利對藝術的關注過於集

中於語言分析，古德曼兼具語言分析與藝術範例的平行論述，同時也不同於

沃爾海姆偏向精神分析、心靈與視覺的探討，古德曼呈現出分析哲學一貫的

科學與邏輯分析方法，同時也將其美學觸角廣泛延伸到不同的藝術類型與人

文科學。因此，古德曼的藝術哲學象徵著分析美學在當代發展歷程上的一個

重要里程碑。

（一）藝術與哲學的雙螺旋線

古德曼在二十世紀分析哲學與分析美學，甚至在藝術教育、邏輯學、科

學哲學、形上學與認識論的發展上，都留下相當卓越且獨創的貢獻，甚至可

以說「他的作品改變了二十世紀哲學的輪廓」（Elgin 2000, 16）可見其思想

的重要性。

從其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思潮來看，他位於「語言學轉向」（Linquistic 

Turn）的哲學思潮風起雲湧之際。主要是指從十九世紀末分析哲學以來的發

展，語言的分析與邏輯就成為重要的哲學問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左右卡

西勒將語言問題導向神話與藝術形式的轉變，促成了符號美學的崛起，後來

並被蘭格加以繼承與發揮，而進一步在英美理論界帶動由語言轉向對藝術的

15 關於分析美學的代表人物上，對不同理論者而言，因為對分析美學的解釋與視野的差異，而有

著不同的代表名單，在此無意陷入對此名單的爭論中，僅列出分析哲學正式進入美學問題的

研究之後的大致理論者。



導論 015

關注。古德曼可以說是這波分析美學高峰的代表人物之一；
16

另一方面在歐

陸理論界，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結構主義盛行，以及隨後的後結構主義

與解構主義興起，不管這些理論的差異為何，其共同核心議題就是語言在思

想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要形容古德曼一生思想的主軸，則有一條雙螺旋線
17

貫穿其思想與

行動之間，此螺旋線由兩個元素所構成：藝術與哲學。兩者互為一體兩面，

且無法拆開來談。就古德曼整體思想的發展來看，前期以哲學線索較為明

顯，特別是著重在理想或形式語言的探究上；至於中期藝術線索浮現，其成

果具體展現在《藝術的語言》中；後期則融合了這兩條線索，互有表現。
18

然而，為什麼會是這條藝術－哲學的雙螺旋線呢？

以下，從古德曼生平幾個關鍵時期觀察此雙螺旋線發揮的作用：（1）

大學時期：他原初對文學與數學感到興趣，甚至想成為一位小說家，但後

來在參加過一個針對古希臘時期哲學家的研討會之後，便毅然決定選擇哲

學
19
（cf. FLA 1-32）；（2）研究所時期：據推測，由於猶太背景的關係，故

而無法申請當時哈佛大學的研究生獎學金（cf. NG 6），為了繼續學業而不

得不一邊唸書一邊工作。但是在長達十二年（1929-41）的哲學研究與實務

工作並進的時期中，古德曼所從事的工作，卻是經營一家位於波士頓的畫

廊（Walker-Goodman Art Gallery）。換言之，是一個跟藝術作品有密切接

16 根據對實用主義美學與分析美學皆有研究的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在《表面與深處》

（Surface and Depth）中的說法，他認為古德曼與丹托兩人分別可視為分析美學在一九八○

年代與一九九○年代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人物。相關討論請參見：Shusterman, Richard. (2002). 
Surface and Depth: Dialectics of Criticism and Cultur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15-33.

17 雙螺旋原指人類 DNA 的分子結構模式，在此以該詞彙來表示這兩個元素既彼此交錯、影響與

串聯，同時更是古德曼在思想與行動上的基礎結構。透過這樣的線索，我們同時也得以了解

他藝術哲學上的特徵：理論與實踐的互為作用。

18 古德曼一生思想的發展上，如果以他的博士論文《質的研究》（A Study of Qualities, 1941）為起

始點的話，而以他《哲學、藝術與科學的重新概念化》（Reconceptions in Philosophy and Other 
Arts and Sciences, 1988）為最後著作的話，則可將其學術思想分為三個階段：前期（1941-60
左右）、中期（1960-75 左右）與後期（1975-90 左右）：前期三本著作主要針對哲學領域的問

題；中期則轉向藝術與美學問題；後期則有融合兩者的趨勢。關於古德曼主要著作年表，請

參見附表一。

19  Scholz, Oliver R. (2009).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Nelson Goodma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收錄於 Ernst, Gerhard. Steinbrenner, Jakob. Scholz, Oliver R. eds. (2009). From Logic to Art: Themes 
from Nelson Goodman. Heusenstamm: Ontos Verlag, p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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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的工作。然而，也正因為這個經歷使他具備了一種對藝術作品的敏銳感

與收藏藝術作品的習慣，這些經歷顯然後續影響他藝術理論的問題面向；
20

（3）婚姻生活：由於上述擔任畫廊工作一職的關係，他認識藝術家史坦吉絲

（Katharine Sturgis, 1904-96），這位水彩畫家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古德曼婚

後對史坦吉絲的作品多所推展，例如在她的作品展場與布置上給予意見；或

在著作中也以史坦吉絲的畫作為例來說明理論上的看法，如《製造世界的方

法》
21

頁十四、三十的地方；或是在他自己後來的多媒體作品《領會曲棍球》

（Hockey Seen, 1972）中不僅受到史坦吉絲作品的啟發，同時也將它融入自

己的作品中；
22

甚至古德曼最後的心願之一就是創建永久收藏與展示妻子藝

術作品的美術館。（cf. Carter 2000）顯然他與妻子史坦吉絲之間超過五十年

的婚姻，驅使這條雙螺旋的兩端更加扭絞與纏繞；（4）學術研究：古德曼儘

管出身哲學背景，但是在學術上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則是將哲學研究方法與

領域從分析哲學的傳統語言分析範疇延伸到藝術範疇，使得分析哲學獲得新

的方向與養分，甚至使之邁向一個整體發展上的高峰；（5）藝術教育：古德

曼曾經參與或創建許多跟藝術有關的研究或計畫，在藝術教育上最知名的行

動就是在哈佛大學任教期間創建「零計畫」（Project Zero, 1967）：
23

一個整合

藝術教育與研究、發展人類認知、理解與學習能力的跨領域計畫。該計畫其

實反映了他將哲學與藝術融為一體的研究方向。在零計畫的初始階段中，古

德曼的《藝術的語言》就是該計畫的理論基礎；（6）藝術創作：古德曼做過

三件多媒體作品 ，24
它們的共同特徵都是融合不同的藝術類型，或者甚至包

含非藝術範疇的東西，例如文學、音樂、舞蹈、戲劇、繪畫與體育等等。嚴

格來說，古德曼如同一位策畫者與導演，將來自不同領域藝術家的作品重新

部署，卻又創造出新的藝術作品與觀視經驗。這些作品看似僅僅是不同媒體

之間的整合而已，但其實背後有著更主要的，基於哲學上的藝術訴求。

由此可見在古德曼身上，哲學思想與藝術理論、創作與教育之間的關係

20 關於這一點，或許可以從他在《藝術的語言》中所側重的幾個主題得到證實，例如藝術作品真

偽、分類與定位上的問題。

21 其實，《製造世界的方法》一書就是獻給古德曼妻子史坦吉絲的，該書起頭的隔頁中提到：「獻

     給那位以水彩來製造世界的 K. S. G.」（For K. S. G., who makes worlds with watercolors）。
22 關於古德曼的多媒體作品樣貌及其與史坦吉絲之間的關係，後續第四章有進一步的討論。

23 關於古德曼與零計畫的發展及其大致內容之間的關係，後續第四章有進一步的討論。　

24 關於這三件多媒體藝術作品的名稱及介紹，請參見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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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緊密。這一點不僅可以從所從事的活動得到印證，同時也可以從他一生

著作的分布與當中所關心的主題得到證明。藝術與哲學彼此交纏的雙螺旋特

徵使他的藝術理論顯得極為特殊，不管從藝術還是哲學出發，兩者都互相擴

展彼此的視野與範圍，甚至是二十世紀分析哲學與分析美學的界限，這也反

映其藝術哲學在當代思想上的重要性與價值。

（二）古德曼的思想養成

在哲學思想的養成上，古德曼接受歐洲與美國在二十世紀四○、五○年

代分析哲學上的發展成果。由於古德曼藝術理論與分析哲學的基本主張和研

究方法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在這裡有必要稍微交代一下分析哲學的基本發

展輪廓，這段歷史不僅是美國近代哲學的縮影，同時也是古德曼思想的起始

點與時代課題，形塑了其哲學與藝術哲學上的基本架構與研究方法，這些因

素無疑決定他往後的思考方式與主題。

根據洪漢鼎的追溯，分析哲學起自十九世紀末德國的數學學者弗雷格

（Gottlob Frege, 1848-1925）發展出「謂語邏輯」（predicate logic）與綜合形

式系統（comprehensive formal system）（NG 17）。他的貢獻在於提供這些後

繼者所仰賴的強有力的分析工具；除此之外，弗雷格在分析哲學上的重要性

還在於，從數學演算到語言分析的轉變主要想法乃是透過對語言進行清晰與

正確性的意義分析，以便能夠得到一種在陳述上用來描繪世界的精確而理想

的語言。這個想法大多被後來的分析哲學家所繼承下來，因此對他們來說，

哲學的工作不再是進行對某些主題的思辨與理論建構，如過去古典哲學的傳

統，而是對哲學命題的釐清，用語、概念的分析等等清掃工作；最後，弗

雷格的奠基地位更在於影響幾位早期分析哲學的代表人物：羅素、卡納普

（Rudolf Carnap, 1891-1970）與維根斯坦。

儘管弗雷格做出關鍵性的貢獻，但是將由數學邏輯方法延伸到語言分析

這個轉折帶進哲學領域的卻是羅素，他與前期維根斯坦確立了早期分析哲學 25

的基本方向：即哲學首先必須對語言結構、意義與法則進行邏輯分析，如此才

能真正了解哲學命題所問的是什麼。他們在分析方法上取得了新的進展，並持

續以邏輯分析為原則，探索一種避免造成誤解與準確的人工語言的方向前進。

25 時間點約自一九○○到一九二○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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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羅素與早期維根斯坦的推展，分析哲學逐漸形成，並連帶影響歐

洲其他地方的哲學思想。由石里克（M. Schlick, 1882-1936）、卡納普、魏

斯曼（F. Waismann, 1896-1959）、菲格（H. Feigl, 1902-1988）與漢恩（H. 

Hahn）等人組成的維也納學派在一九二○至三○年代將分析哲學帶往邏輯

實證主義的階段。然而在三○年代末，一方面由於幾位重要成員相繼過世，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德國納粹崛起之後遂占領奧地利，並對相關哲學家

進行迫害而導致維也納學派的許多重要成員，如卡納普與菲格等人移居美

國。（參閱：洪漢鼎 1992, 167-9）但也因為如此而使分析哲學在美國開花結

果，衍生不同的研究路徑並同時取代美國先前主流的實用主義，成為五○年

代之後美國主要的哲學思潮 。26

另一方面，在英國發展的分析哲學從三○年代末到五○年代之間有了不

同的變化，以摩爾（G. E. Moore, 1873-1958）與後期維根斯坦為主的研究進

路將分析哲學帶向日常語言的分析上，後由劍橋與牛津學派加以延續。這個

路徑與早期分析哲學的發展，如早期羅素的「邏輯原子主義」或維也納學派

的「邏輯實證主義」之間有一個關鍵性的差異：他們並不追求以數理邏輯原

則來建構精確而理想的人工語言，而轉向對日常語言（ordinary-language）

的釐清與語言概念的明晰化。
27

在這兩個不同陣營中，古德曼屬於自弗雷格以來的人工（理想）語言

路線。當然，這跟古德曼在哈佛大學所繼承的哲學脈絡有很大的關係。古德

曼在美國哈佛大學就讀期間，正值該校哲學系的「黃金年代」（一九二○年

代中算起），當時幾位重要哲學家，特別是來自分析哲學脈絡的思想家都聚

集在這裡，例如懷海德（A. N. Whitehead, 1861-1947）、路易士（C.I. Lewis, 

1883-1964）、 薛 弗 爾（Henry. M. Sheffer, 1882-1964）、 培 里（R. B. Perry, 

1876-1957）、霍金（W. E. Hocking, 1873-1966）、伍茲（J. H. Woods），以及

懷海德的學生，同時也是另一位著名分析哲學家奎因（W. V. Quine, 1908-

26 然而，分析哲學之所以能夠取代實用主義，除了上述歐洲思想家移居美國的原因之外，根據

舒斯特曼的分析，他認為還在於實用主義本身與黑格爾及馬克思主義之間思想聯繫，而這樣

的聯繫是無法見容於美國在五○年代所興起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社會氛圍裡，因

此成為分析美學得以崛起的另一個原因。舒斯特曼提到：「在一九五○年分析美學突然勃興的

麥卡錫時代，這種黑格爾與馬克思的結合，幾乎不可能使他（按：杜威）的藝術理論成為對

美國哲學有吸引力的選擇。」（舒斯特曼 2002, 39-44）　

27 關於分析美學的發展歷程，以及古德曼在分析美學中的位置與思想脈絡，請參見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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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等等；另外如前述，移居美國的維也納學派成員卡納普也於一九三六

年受芝加哥大學應聘講學，加上其他陸續來到美國的哲學家，一時之間美國

可說是匯聚了二戰前後西方重要的哲學家。
28

卡納普就曾提到在一九四○至

一九四一年期間，
29

他到哈佛大學作客座教授時就與羅素、
30

奎因等人組成一

個討論邏輯哲學的會議，他在回憶中所提的「後起之秀」就是古德曼，這位

後起之秀不僅時常參加他們的討論，
31

也對卡納普的研究提出新的修正方案。

古德曼就在這樣的黃金氛圍中吸收哲學養分，師承懷海德與路易士等幾

位美國分析哲學史上的關鍵人物，古德曼便是在他們的帶領與陪伴之下走入

分析哲學的道途。總括來說，對古德曼哲學思想及其方法上有決定性影響的

有幾人，他們分別是懷海德、路易士、奎因與卡納普。

1. 對卡納普的研究

談論卡納普對古德曼哲學上的影響必須和奎因一起談起。自一九三四

年起，奎因在哈佛講授邏輯實證主義，透過他的介紹，一些研究生如古德曼

等人對維也納學派的主張與方法有所了解，進而對邏輯哲學方法有紮實的認

識，古德曼後來也因為奎因的關係甚至認識卡納普本人。
32

例如在一九三五

年秋冬，奎因主導一個討論卡納普著作（Logische Syntax）的非正式研討

會，參加者包括李歐納（Henry Leonard）、史蒂文森（Charles Stevenson）、

庫利（John Cooley）與古德曼。由於卡納普當時不僅剛好來到美國，甚至

也短暫與他們聚會並進行討論。不久後，古德曼跟李歐納向奎因提出了一個

他們討論許久的研究計畫：建構一個「感覺性質的系統理論」（a systematic 

theory of sense qualities），該理論的靈感與方向與卡納普《世界的邏輯結

構》（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1928）有密切關係，由於後來李歐

28 當然，這個現象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歷史因素所促成的，尤其是此時正值歐洲大陸陷入極為動

盪不安的戰爭階段，使得不只歐洲分析哲學流派哲學家流亡美國，同時包括其他哲學流派思

想家。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於一九三八年也流亡到美國。

29 值得注意的是，卡納普到哈佛大學的時間點剛好就是古德曼正準備進行博士論文答辯期間，

古德曼於一九四一年獲頒博士學位。

30 當時受邀到哈佛大學進行「詹姆士講座」（William James lectures）。
31 卡納普對這位研究他著作《世界的邏輯結構》的後起之秀，以及他的研究方向有所了解。參

見：卡納普（Rudolf Carnap）（1971）著，馮耀明譯述，《卡納普與邏輯經驗論》，臺北市：環

宇出版，頁 46-7。

32 古德曼說他第一次見到卡納普是一九三六年在奎因家中。（cf. PP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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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退出之故，所以該計畫後續就由奎因與古德曼兩人繼續進行，此計畫對

古德曼來說相當重要，因為它就是古德曼博士論文的前身。（cf. Quine 1985, 

122）總結來說，在奎因指導與介紹下古德曼遂建立自己的哲學基礎並接觸

卡納普的思想，甚至認識卡納普本人；奎因與古德曼兩人更自一九三六年起

合作書寫，討論哲學上共同關心的議題。

古德曼的博士論文《質的研究》（A Study of Qualities, 1941）就是以卡

納普的《世界的邏輯結構》為主要研究對象；後來的《外表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Appearance, 1951）包含《質的研究》的成果並進一步推展，並

且提出自己的修正系統，這兩本書可視為古德曼哲學方法的基礎與思想的出

發點。

如上所述，卡納普在分析哲學陣營上屬於建構理想的人工語言，而他

的《世界的邏輯結構》基本目標就是以嚴密、精確的邏輯方式來進行對世界

根本架構的描述。卡納普曾說明這種由數理邏輯所建構的人工語言，或可稱

為「象徵的語言」（symbolic language），它具有兩個優點：第一，具有不模

糊的符號跟精確的公式：這種語言在衍生詞（derivation）上的純粹度與正

確性，能夠極為輕鬆而且相當精確的被證明；第二，象徵公式的精鍊與明晰

（brevity and perspicuity）：在處理任何種類的概念時，象徵邏輯同樣尋求這

個優點。（cf. Carnap 1958, 2）這種對象徵語言的倚重除了反映在古德曼早期

的研究中，其簡潔化原則更成為後來其文體的特徵。

至於象徵語言的另一個重要哲學進展，卡納普如此形容：

這樣一種系統不是一種理論（即與客體有關的假設系統），而是一

種語言（即符號與規則的系統及其用法）。（⋯⋯）只要我們停留

在純邏輯的領域，換言之只要我們只關心這種語言的建造，而不關

心它在涉及特定理論上的運用與詮釋的話，那麼語言的符號就仍舊

無法詮釋。嚴格來說，我們建構的不是一種語言而是一種語言的圖

式或骨架（schema or skeleton）：出於這個圖式，我們可依照需要

並藉由對特定符號的詮釋來生產適當且被認為是溝通工具的語言。

（Carnap 1958, 1）

語言分析方法對後續哲學家來說之所以如此重要，除了具有不同於口

語語言曖昧性的精確邏輯公式之外，更在於它本身是一種工具，能被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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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與放到任何特定的學科上，也就是說可被用來擴展、檢驗與生產其他

領域的語言，如同卡納普後來所嘗試的，將作為象徵語言根基的公理系統

（axiom system）運用到幾何學、物理學與生物學上。這個作法會不會啟發

古德曼將邏輯規則與語言分析運用到藝術領域呢？儘管沒有直接影響的證

據，但可以確定的是古德曼在《藝術的語言》導論中就曾明白指出，該書標

題中的「語言」，嚴格來說，應該用「象徵系統」（symbol system）來取代；

而且其副標題是「一種象徵理論的研究」（LA xi-xii）。很明顯的，古德曼對

藝術問題的研究離不開語言分析工具的運用，而後者則牽涉到認識架構與知

識理論的探究，而對知識理論的思索則是來自分析哲學的脈絡，尤其是以語

言圖式或象徵語言作為研究的基本工具。

2. 路易士的指導

路易士是古德曼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而且被視為是現代程式邏輯的先

驅。古德曼關於認識方法的看法一部分來自路易士，而後者的認識論則融合

了實用主義與實證主義兩方面的特質。例如，路易士將知識的構成元素分為

兩種：一種是概念詮釋：另一種是感官詮釋。簡單來說，前者與經驗無關，

它能直接以抽象概念以及其系統關係的推演得到知識；而後者則相反，它與

抽象推演無關而純粹是感覺所得到的經驗。對路易士來說，知識的推進來自

於這兩種元素間的摸索過程：感覺數據必須放到概念演算中才能發揮效用，

反之亦然。至於要採用什麼樣的邏輯系統或概念詮釋系統，則端賴主要關心

的是什麼。

基於此，路易士認為知識與實用考量上有重要關係，亦即所謂的真理來

自於概念系統與感官經驗之間互為的結果，也就是概念系統所詮釋的感官經

驗範圍內，以及經驗會使用人類所製造的概念圖式，兩者間的互為關係造就

真實的詮釋，換言之並不存在客觀的圖式。

經驗的真理，就其被表達方向來說總是必須與我們已選擇的概念系

統有關；而在這些概念系統之中，就運用上可能存在一些選項。這

些選項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會基於實用立場而被決定。（Lewis 1970, 

257）

路易士的「概念系統」術語及其用法如同古德曼用「版本」（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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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解釋知識問題。這一點，尤其在《製造世界的方法》中更為明顯，因為該

書在認識模態的基本立場上與路易士看法十分接近，只不過發揮得更為淋漓

盡致。

3. 懷海德的影響

懷海德與羅素於一九一○到一九一三年間所合寫的《數學原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三大冊無疑是古德曼那一代的哲學家們在邏輯形

式分析上最重要的工具，因為該書奠定了現代邏輯的發展方向。
33

以數學、

代數、幾何學與現代邏輯上的成就聞名的懷海德，有幾點研究重心對古德曼

造成影響：

（1）對於建構一種分體論（a mereological theory）上的興趣：懷海德

對分體論的興趣主要在於嘗試建構幾何實體（geometrical entities），以共延

抽象（extensive abstraction）方法，從複雜與具體實體中而來的抽象化過程

將客體繁雜的世界轉為清楚的與涉及數學、幾何學與純邏輯關係的命題；而

懷海德所使用的方法：觀察與感知客體、分類以及抽象化，後來被古德曼加

以採用；（2）對自然（日常）語言的不信任與重新概念化程序，兩者作為

解決哲學問題的方法：懷海德在其著作《過程與實在》（Process and Reality, 

1929）一書中就曾表明日常語言既不穩定又常常語意模糊，所以並不適合

做為意義分析的基礎，此一看法基本上也就是古德曼研究人工語言的基本態

度；而懷海德對哲學術語的修正計畫，很顯然的被古德曼晚年與艾爾珍合寫

的著作給加以延續；（3）一種反根基主義或本體多元主義的形式：懷海德視

世界為事件的變化過程，以此反對自古希臘以來的實體觀念，這種反本質立

場不僅為古德曼所繼承，甚至被推展到極限；至於懷海德對幾何抽象的寬容

態度也可見於古德曼的著作中；（4）除科學與語言之外，對象徵化與再現的

其他形式上感到興趣：懷海德晚期作品傾向視藝術、宗教與科學同為語言的

不同類型，而且關注它們之間象徵化與再現上的差異，這顯然與古德曼視藝

術為一種語言形式相關。（cf. NG 22-4）

懷海德上述這幾點研究重心中，可將前三點視為影響古德曼的哲學研究

33「概略而言，《數學原理》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一個完全的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系統，發展並

給出一個完全的關係邏輯和抽象的關係理論，提出了摹狀詞理論（主要是羅素的工作），創立

了解決悖論問題的類型論，在數學基礎方面奠定了邏輯主義的主張。」（陳奎德 199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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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與基本立場。但是，最後一點卻關係著古德曼藝術哲學的整個發展，因

而針對這一點有必要再進一步說明。

懷海德一九二四年來到哈佛大學哲學系的時候，已經是國際知名的學

者，在數學、幾何學上有傑出的貢獻，如果從時間上加以推算，可發現懷海

德在哈佛的時間點不僅是古德曼的大學初始階段與決定投身哲學的時間點，

更重要的是懷海德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十三年期間（1924-37）也幾乎差不多

是古德曼在咍佛完整而持續的哲學養成期間。換言之，懷海德正位居於古

德曼思想關鍵的奠定期：從大學生階段（十八歲）到博士生階段（三十多

歲）；另一方面，這段時間也是懷海德思想轉到對象徵形式上的階段，以他

《象徵主義：它的意義與效用》（Symbolism: Its Meaning and Effect, 1927）為

例，該書中表達了對象徵作用的諸多看法。

書中一開始，懷海德就提到人類文明基本上就是一種由象徵所建構起來

的文明，例如建築、儀式或紋章等等，以及一些更為深刻的象徵體系類型：

語言，不管是書寫或口說都可視為這一種類型。然而，存在另外一種不同於

前兩者的，由代數科學的數學象徵所構成的書寫語言，但此語言不同於日常

語言，懷海德給予數學象徵語言較高的信任。他提到：「無論如何，語言與

代數似乎例示出比中世紀歐洲的大教堂所達到的，要更為根本的象徵體系類

型。」（S 2）可見，作為數學家的懷海德認為象徵上至少有三種類別：第一

是代數，即理想語言，第二是日常語言，這包括書寫或口說的日常語言，第

三是圖像、藝術、符號或行為的象徵。整個來看，這三種象徵模式基本上完

全涵括人類的一切活動，這回應了懷海德一開始的說法：文明基本上就是象

徵主義。懷海德對象徵主義的定義是：

人類心靈是象徵式運作的，當它經驗中的一些組成部分引起意識、

信念、情感與用法，會涉及其經驗的其他組成部分。組成部分的前

者是「象徵」，後者則構成象徵的「意義」 。從象徵到意義的轉移

的有機運作則稱之為「象徵指涉」。
34
（7-8）

34（The human mind is functioning symbolically when some components of its experience elicit 
consciousness, beliefs, emotions, and usages, respecting other components of its experience. The 
former set of components are the ` symbols´, and the latter set constitute the ` meaning  ́of the 
symbols. The organic functioning whereby there is transition from the symbol to the meaning will be 
called ` symbolic reference. ）́（S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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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懷海德來說，象徵如何成為文明的根基呢？研究象徵模式又有什

麼重要性呢？

懷 海 德 將 認 識 過 程 的 運 作 分 為 兩 種 類 型：「 直 接 認 識 」（Direct 

Recognition）跟「象徵指涉」（Symbolic Reference）（7），前者可視為經驗基

礎，後者則可視為心智活動。他在該書中努力想要論證的是，「所有人類的

象徵體系，儘管它可能看似淺薄，但最終會被縮簡到這種根本象徵指涉的行

列去，以及會被簡化到最後連結感知與直接認識的替代模式的行列中。」

（Ibid.）換言之，人類的知識與行為會被象徵體系所決定。但他也提出對象

徵體系的研究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擺脫它們的糾纏，而是如何在由不同象徵

模式所主導的社會中，勇於對象徵進行思考與修改。他說：

自由社會的藝術首先是由象徵符碼的維持所構成；其次是無所畏懼

的修改，以確保符碼服務於那些滿足啟蒙理性的目標們。那些不能

將對象徵的崇敬與修改的自由兩者結合起來的社會，其最終的衰敗

如果不是因為無政府狀態所致，就是起因於被無用陰影所窒息而逐

漸萎縮。
35
（88）

懷海德對象徵體系的這些基本看法很明顯都被古德曼接受，包括反對純

然經驗，不被象徵所影響的感覺經驗，象徵指涉作為重要的認識基礎以及象

徵跟社會運作間的關係等等觀點。

關於象徵體系所涉及的美學與藝術哲學問題方面，懷海德認為象徵體系

不僅構成人類社會的溝通模式或制定人類行為的規則而已，象徵本身還帶有

一種「情感效力」（emotional efficacy）（67），亦即象徵的使用也包含著情感

成分，不同象徵用法，情感也會得到不同的表達，因此他認為：

整個情感的象徵轉移問題就是任何藝術美學的理論基礎。
36
（85）

35（The art of free society consists first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ymbolic code; and secondly in 
fearlessness of revision, to secure that the code serves those purposes which satisfy an enlightened 
reason. Those societies which cannot combine reverence to their symbols with freedom of revision, 
must ultimately decay either from anarchy, or from the slow atrophy of a life stifled by useless 
shadows.）（S 88）

36  （This whole question of the symbolic transfer of emotion lies at the base of any theory of the aesthetics 
of art.）（S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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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來看，懷海德對象徵的關注在很多面向上都引發古德曼的興趣，但

是懷海德並未將象徵進一步推展到更細微的部分，尤其是在美學與藝術哲學

方面。然而這一點卻成為古德曼的標誌：將邏輯分析方法帶入藝術範疇，以

象徵與指涉兩條線索進行對藝術理論的勾勒。

（三）藝術：古德曼思想的關鍵轉向

至此大致了解古德曼思想的基本輪廓，以及藝術與哲學這兩者在其中所

扮演的角色。哲學上，他出自分析哲學的傳統，也做出一些著名的貢獻，不

過並不固守於語言分析的傳統研究範圍，在分析哲學朝美學領域開疆闢土的

拓展行動上，古德曼可說是一位先行者，其豐碩的成果將分析美學帶向一個

高峰；而這個成果無法離開他與藝術終其一生的關係而獨立來談。也正因為

如此，古德曼藝術哲學不僅有理論上的思想訴求，同時也不乏具體的藝術分

析實例與對作品發展上的關注。

莎特克爾克提到，不同於許多哲學家的思想是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與發

展，從古德曼所有的著作分布來看，他的思想卻一直保持前後一致，在晚期

著作中主張或反覆檢驗那些早期的觀點。例如早期的《外表的結構》所試圖

發展出「基始謂語系統」（the primitive predicate system），此系統不僅對他自

己哲學的其他部分來說非常關鍵，而且不管是對本體論或認識論承諾的任何

系統來說也很重要。（cf. NIA 69）這種長達四、五十年思想前後一致與融貫

的特性，是否能視為古德曼的怠惰呢？如果不是的話，那麼要如何解釋這種

思想特徵呢？似乎對古德曼來說，早在博士論文一完成的時候，整個思想的

基調就已經定型了，此後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都未曾再改變這個模型。或者

可以說，儘管主要思想在早期兩本著作，《質的研究》與《外表的結構》中

已經底定，但是轉入藝術領域的研究卻是中後期才發生的，整個古德曼學術

生涯中的一個特殊之處在於，將自分析哲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與主題轉換到藝

術領域中，此無疑說明朝向藝術是他一生整個哲學路徑的重大命題，藝術的

轉折連結著哲學命題與科學方法，而且它們之間共奏出一首思想的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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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文本

長達近五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古德曼總共出版了八本著作，
37

以及上百

篇發表在各期刊中的論文，
38

更參與過許多研究計畫，在分析哲學中有獨特的

貢獻。其著作涉及數學、邏輯學、語言學、科學、哲學與藝術之間的交錯，

具有一定的複雜度，但其行文風格卻具有清晰、明確與簡潔的特質，從中也

不時出現在處理複雜哲學問題上的慧黠。

從古德曼整個著作分布與研究重心上可發現，前期思想主要在於哲學的

奠基工作，以及處理一些哲學上的難題；中期則有一個重要的轉變，那就是

將哲學研究重心運用到藝術範疇上，其具體成果展現在《藝術的語言》，此

書成為他藝術哲學的扛鼎之作；至於後期思想則以較為清楚而明白的方式進

一步發展早期思想中的一些議題，此時期帶有融合了哲學、藝術與科學的特

色並且延伸觸及到更多面向上的探討，例如美術館功能、認識論的分析、哲

學概念的重整等等。在訪談中，古德曼就曾談到自己思想上這種轉變：

我一生都生活在藝術與哲學中，但是直到一九六八年晚期我才寫出

了融合這兩者的東西。此後，我逐漸發現到從科學（我現在所談的

是理論上的科學）中所得到的揭示與從藝術中得到的揭示非常類

似。
39
（MM 192）

有些學者認為古德曼的藝術哲學主要集中於中後期的三本著作：《藝術

的語言》（1968）、《製造世界的方法》（1978）、《心與其他事物》（Of Mind and 

Other Matters, 1984）（cf. NG 164）。但是如果廣泛來看，緊接著在《藝術的

語言》之後的《問題與投射》（Problems and Projects, 1972）以及他的最後一

本著作《哲學、藝術與科學的重新概念化》（Reconceptions in Philosophy and 

Other Arts and Sciences, 1988）（與艾爾珍合寫）對於認識他整個藝術哲學的

面貌來說，卻同樣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因為自從《藝術的語言》之

37 詳細著作年表，請參見附表一。

38 當中許多文章後來集結成冊或散布於其他著作中。

39  （All my life has been lived in the arts and in philosophy, but it was only very late in 1968, that I ever 
wrote anything combining the two. I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aware that the revelation we get from 
science (I am talking about theoretical science) and the revelation we get from art are very much 
alike.）（MM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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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古德曼的著作中就已經呈現出將哲學與藝術問題交互平行處理的傾向。

換句話說，古德曼一生著作有超過一半皆涉及藝術命題，也因此本書主要討

論的文本集中在古德曼中後期的五本著作上。不過在這幾本著作中，首先以

古德曼中期的重要著作《藝術的語言》為其藝術思想主要分析對象與問題的

出發點。

古德曼不僅在《藝術的語言》中充分表達其藝術哲學觀點，而且他整個

思想的藝術轉向也是從該書開始出現的，以至於在後續的著作中不乏對《藝

術的語言》當中所提出的論點加以解釋，因此《藝術的語言》可視為古德曼

藝術哲學的核心著作。此外，該書所提出的藝術觀點對當時許多美學家來說

不僅是革命性的，而且也是深具洞見的，
40

因而該書的出版對當時美學界來說

引起了不小的爭論。迦納（Howard Gardner）甚至說《藝術的語言》幾乎隻

手就將藝術哲學從當時原先沉悶的氛圍化為活躍的研究。（cf. MM 198）由

此可見，《藝術的語言》對古德曼本人與當時藝術哲學氛圍的重要性。

四、古德曼研究現況

不過，儘管其思想多元且重要，甚至被譽為「二次戰後最偉大的兩、

三位分析哲學家之一。」（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1998.）；
41

然而，對他

作品的理解與真正評估卻似乎正要開始而已，例如 1992 年美國美學協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舉辦了針對古德曼作品的研討會；而歐

洲自一九九一年開始也更關注這位美國的分析哲學家，甚至舉辦過許多討論

會，最近的一場是二○○六年在德國慕尼黑大學，為慶祝古德曼百年誕辰而

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此外，儘管古德曼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議題在二十世紀末

不斷受到討論，且以他為主的研究成果在近年來有漸增的傾向，不過古德曼

思想似乎仍有待真正的理解。但可以確定的是，對二十世紀的分析美學來說

40 在一九八○年柏恩德斯（Frans Boenders）與高斯林（Mia Gosselin）對古德曼的訪談中，柏恩

    德斯就談到他自己對《藝術的語言》的閱讀心得，對該書中的一些洞見與詳細的論證感到興

奮。（cf. MM 197）

41 普特南（Hilary Putnam），這位他昔日哈佛大學的同事如此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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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曼無疑是不可排除在外的理論者。
42

然而，一般認為古德曼藝術理論不易廣被接受與了解的原因在於，其

思想源自科學與邏輯分析背景的關係，尤其是早期的幾本著作具有一定的

理解難度，例如《質的研究》與《外表的結構》。舒茲（Oliver R. Scholz）

在〈古德曼的生平與觀點〉（“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Nelson Goodma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009）
43 一文中認為，有幾個可能原因降低了他在

英語世界中的影響：一個原因是其思想的多樣性（versatility），例如早年的

《外表的結構》中包含了很多想法，但卻只有少數專家了解並發展它們；另

一個原因在於，如果沒有對古德曼早期思想背景有一定了解的話，則不容易

理解後來所發展出來的觀點，因為前後期思想互為相關；最後，由於很多人

對他思想的片斷了解且無法一窺其整體思想的形貌，而產生誤解或距離。

（cf. FLA 1-32）

（一）中文情況

如果英美與歐陸語境對古德曼的理解尚且如此，那麼更不用說中文語境

的接觸情況。以中文翻譯與相關研究成果為兩項主要指標的話，將可發現中

文語境對他的陌生與模糊。例如古德曼的中文翻譯著作，中國大陸目前已翻

譯出版三本著作，
44

當中兩本是近年來出版，臺灣目前則沒有出版任何繁體中

文版，這或許可以說明臺灣讀者相對而言對丹托要來得熟悉；至於古德曼思

想的相關中文研究則更稀少，中文比較完整的理論介紹為史文鴻〈藝術表象

的不同形式、藝術的規則、技巧及意義〉，收於其著作《西方當代美學――

問題分析與理解導向》（臺北市：青文出版，1992）中的第五章，但是該文

的介紹精簡而難以在有限篇幅裡完整掌握其藝術理論的各面向與核心，不過

42 例如舒斯特曼在《分析美學》（Analytic Aesthetics）中提到，儘管有人認為分析美學的定位上，

    應該排除一些像古德曼這樣的建構主義與概念重建方法的理論者，但是舒斯特曼自己則傾向於

認為應該將古德曼納入其中。（cf. AA 3）　

43 德國明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ünster）哲學教授舒茲，在該文中簡述古德曼的生平歷程與

主要哲學觀點。該篇文章收錄於 Ernst, Gerhard. Steinbrenner, Jakob. Scholz, Oliver R. eds. (2009). 
From Logic to Art: Themes from Nelson Goodman. Heusenstamm: Ontos Verlag, pp. 1-32.

44 從現有關於古德曼的著作與相關研究的中文資料來看，中文世界對古德曼的研究並不多見。古

德曼著作的中文出版情況有：《藝術語言》（褚朔維譯，北京市：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事

實、虛構與預測》（劉華杰譯，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7）與《構造世界的多種方法》（姬志

聞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三本皆是中國大陸的簡體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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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一九九○年代左右中文語境裡較早介紹古德曼的著作；另一文章則是

中國社會科學哲學所副研究員劉悅笛所撰的〈古德曼：作為「藝術語言」的

美學〉，收錄於其著作《分析美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第四

章。由於《分析美學史》整本書所觸及的層面較廣，顯然不容易將分析美學

的發展過程或代表人物的理論問題一一交代清楚，尤其是古德曼藝術哲學及

其認識模態與操作之間的問題。但是，就整本書的計畫架構與論述面向而言

則是值得肯定的，因為該書對分析美學的整理爬梳不僅突破以往論及分析哲

學的中文著作的規模，同時以分析美學為研究核心也算是創舉。劉悅笛相當

忠實的將古德曼美學研究的重要主題都勾勒出來，該著作在中文語境裡所達

到的理論廣度與深度實屬不易。

關於對古德曼的美學評價，劉悅笛一方面確切點出其最具特色之處在於

以語言分析等科學方式來進行藝術符號學的研究，另一方面則認為古德曼走

得過於極端，過於「唯科學主義」（Scientism）（劉悅笛 2009, 192），而使得

其美學落於偏狹的缺憾。

劉悅笛認為此反映分析美學，這種美學傳統沒有在中國出現的原因，

根據他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國早期美學家

多受到歐陸美學，如康德、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的影

響；或者受以心理學美學傾向的歐陸美學，如立普斯（Theodor Lipps, 1851-

1914）等人的影響，而心理學美學的研究方法則正好為分析哲學與分析美學

所反對；其二，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他認為在中國美學家們之中，不管是朱

光潛或宗白華，都傾向於落入「藝術生命化」的古典傳統，陷入一種審美形

而上學的境界。故而在美學領域中難以接受以科學哲學、邏輯命題與語言分

析為主的美學思路。（cf. 劉悅笛 2009, 25-6）劉悅笛的分析顯然勾勒出近代

中國在接受歐美美學或藝術理論上的情況，也點出了當代藝術的潛在問題。

然而，對古德曼的評價顯然隱含著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如何認識一種不熟

悉的，或完全不同於心理學與審美形上學傾向的美學，此問題將決定是否能

夠給予深刻的評價。

關於臺灣的相關研究發展，陳瑞文的〈當代藝術的一種鑑賞與評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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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1998），45
以及〈實用主義美學與分析美學的矛盾〉（2003）46

等文是少數

直接切入古德曼藝術理論以及分析美學的論文，對當代英美分析美學普遍來

說並不熟悉的臺灣讀者來說，這些文章相當程度勾勒一個明確而簡要的美學

概況。近年來其他研究者也陸陸續續發表一些相關研究成果。

從以上中文出版情況來看，尤其相較於英美，甚至歐陸理論界對古德曼

的逐步關注與研究成果來看，中文語境對其思想的理解明顯不足。

（二）外文情況

至於英美與歐陸藝術理論界對古德曼的研究成果上，特別在一九六八年

《藝術的語言》出版之後不斷出現一些討論文章，經過超過半世紀的發展與

累積，則相關文章也不少，近年來（尤其在九○年代後期）更陸陸續續開始

出現一些針對古德曼的藝術理論而來的著作或研究，足見逐漸受到重視與理

解。以下，針對本書所涉及的相關文獻進行理論參考的定位。

在古德曼藝術哲學的研究上，尤其以他的《藝術的語言》為主要分析

文本，首推法國學者簡奈特（Gérard Genette）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1994. English ed. 1997）與《藝術關係》（The Aesthetic Relation, 1999）， 47

此兩著作皆環繞著古德曼的藝術議題而進行，而且兩書的討論主題與內容有

緊密聯繫，彼此間甚至具有一種互為補充的循環關係。
48
（AR 224）因此，

兩書應被視為一組或一套著作。如先前所述，《藝術作品》整本書乃分別從

內在性與超驗性兩方面來討論古德曼對作品認定與分類的問題，不僅專注

於作品分類上的規則，甚至對古德曼提出的例子進行更細膩的例證分析，

45該文原發表於《美育月刊》（93期），後收錄於：陳瑞文著，《美學革命與當代徵侯評述》，臺北
     市：臺北市立美術館，2002。
46該文原發表於《藝術觀點》（17期），後收錄於：陳瑞文著，《美學革命與當代徵侯評述》，臺北
     市：臺北市立美術館，2002。
47本書中對簡奈特這兩本著作的翻譯上，有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把 Art跟 Aesthetic都翻為「藝
    術」，而不將後者譯為「審美」、「美感」或「美學」，此乃因簡奈特這兩本著作基本上是針對古
德曼來討論的，而古德曼藝術哲學基本上又避免美感的問題，同時在簡奈特的討論中，藝術關

注（aesthetic attention）可能包涵審美關注之外的類型，因此同樣翻為「藝術」的作法儘管可
能陷入模糊不清，但基於上述原因，將兩書書名暫時為《藝術作品》與《藝術關係》。

48簡奈特如此形容他這兩本著作間的關係：「存在模式的研究，特別是作品超驗模式的研究，不

知不覺地導致它們行為模式的研究；而後者反過來則尋求解釋前者的課題。因此，這兩本著作

坐落於一種循環關係。」（Genette 1999,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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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根據古德曼的說法，不同於澆鑄的雕鑿雕塑作品（carved sculpture）

LA 120）是親筆之作，簡奈特卻提到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 1841-

1919）以口授方式將技法傳給其弟子吉諾（Richard Guino, 1890-1973），但卻

因此在法庭上具有雕塑品共同作者的身分，簡奈特進而認為即使是不同人的

雕塑作品，但卻都具有本真性（authentic）。（cf. WA 38-41）因此，簡奈特

認為親筆與代筆之間的區分還是必須回到慣例（convention）的問題。該書

既深入古德曼的論述，又提出不同觀點進行對照與比較，而且討論得更為詳

細，甚至在一些古德曼並未論及的地方，簡奈特更進一步延伸進行討論、補

充甚至修正，例如他討論了古德曼所忽略的攝影、繡帷（Tapestry-Making）

等等藝術類型，或者單就音樂的問題，卻進一步針對錄音、即興演出等不同

模式進行探討。

至於另外一本《藝術關係》，當中前兩章主要討論一般藝術的關係：

兩個互有關係又不同的觀念，簡奈特稱之為「關注」（attention）與「藝術

判斷」（aesthetic judgment），在論述上既圍繞著以古德曼為主的分析美學，

同時又援引歐陸美學傳統（以康德為主）與之進行對話，例如針對古德曼

的徵候理論，從個別徵候的作用進行討論同時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從《藝

術關係》前兩章的討論，簡奈特得出儘管能夠同時看待普通客體與藝術作

品，但藝術關注與審美欣賞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而且簡奈特認為它們的

探索不是價值上的，而是邏輯的與方法論上的差異；同樣的，藝術關係也

是如此。至於書名中的「關係」（relation）一詞，根據簡奈特的看法，是與

「功能」（function）相近的，但不同於功能的是，後者多了一種意圖性，因

此有時候須從文脈上來理解藝術功能，這便是該書的最後一章（第三章）

所要處理的：藝術的功能，亦即藝術作品的功能或藝術關係上的具體明確

（specificity）。整個來說，簡奈特認為藝術關係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藝術

欣賞，即對客體的情感回應；另一個是面向關注（aspectual attention），即某

個引起關注的客體。但問題是，要對客體的哪一個面向投以藝術欣賞是不確

定的，因為藝術作品也不見得總是會被欣賞，或者即使一個普通物件都可能

被看成藝術作品。正是在這個問題點上，簡奈特將來自分析哲學的古德曼考

量與歐陸傳統美學的脈絡連結起來，進而提出一個修正的美學觀點。

在《藝術關係》內容的討論上，簡奈特承認得力於許多先前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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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者。例如，康德的審美品味便是他討論藝術關係時常常援引，並用來與

古德曼對話的歐陸美學對象。不過，簡奈特並不堅守特定立場，在說明書寫

上的位置時，簡奈特批評了從叔本華、黑格爾（G. W. Friedrich Hegel, 1770-

1831）與阿多諾以來的歐洲美學傳統的立場，認為他們過分估高藝術作品的

價值與能力。簡奈特說：「這（按：藝術估高情況）就像是要一個修鞋匠為

不能引起日蝕道歉一樣。『使事物發生』不是藝術的功能；任何想要從物質

上改變世界狀態的人應該另謀他途（……）如果可能的話，美學（……）的

功能是解釋、描述與分析（藝術關係）。」（AR 5）或許是著重在藝術關係的

原因，說明了何以簡奈特以古德曼藝術理論為主要研究對象。

值得注意是，儘管簡奈特基本上以古德曼為出發點與論述對象，但是很

明顯的並未抱持跟古德曼一樣的哲學立場與研究方法，而是從歐陸哲學的基

本立場來進行閱讀。換言之，簡奈特的藝術問題意識或哲學動機並不同於古

德曼，當然這也導致兩人在方法論上的差異：古德曼以分析哲學為背景，視

藝術作品為象徵並且意圖解析象徵所在的邏輯架構及其發生緣由，強調藝術

作品作為語言系統的關係分析；但是簡奈特被視為當代法國一九七○年代末

對康德美學重新開展的代表人物之一（林志明 2008, 135），其方式透過以古

德曼藝術議題為對象，進行文本研究與分析，並援引更多理論層面的討論，

以及更為豐富與具體的例證加入文本中來進行對話，使之相互激盪與攻防，

在藝術立場上不偏重於客體分析，也兼顧主體藝術判斷的研究。所以其研究

使得從古德曼出發的藝術哲學議題更加延展、修正與豐碩，兩人間的差異不

僅是個人理論訴求上的，同時更可看作兩種哲學立場間的藝術對話。

在眾多研究古德曼藝術理論的研究當中，簡奈特的這兩本著作無疑具

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因為當中不僅討論細膩，同時經過其詮釋之後的古德曼

藝術理論已經連結到更豐富的學科領域，尤其是脫離原有分析哲學的理論範

疇，而推展到一個獨特的美學位置。

另外在相關美學議題的研究上，艾爾珍所編的《古德曼的藝術哲

學 》（Nelson Goodman ś Philosophy of Art.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7）一書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為全書以古德曼藝術議

題為核心，一方面收錄當時學界的批評，另一方面也呈現古德曼對這些批評

的回應。此將有助於對於環繞著古德曼藝術哲學的整體理論範圍能有比較清

楚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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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為什麼簡奈特認為藝術作品的分類如此重要呢？它何以是一個藝

術哲學上必須處理的重要問題？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多努力去區分作品的存在

模式呢？
49

將會影響什麼理論趨向？

簡奈特下面這一段話點出藝術作品分類工作背後另一個核心的哲學命

題，而這個觀點顯然同時也是古德曼作品分類的背後動機：「藝術是一種社

會實踐，或者更正確的說，是一套複雜的各種社會實踐；作品的『狀態』

（status）受到它們的支配，也受到伴隨在它們之上的各種想法與觀點的影

響。只定義某一作品而不去適當關注其他作品，這不僅非常不合理的，而且

也非常無益。」（WA 55）換言之，作品的存在模式其實反映某社會文化對

於藝術的思考邏輯，反之如何思考藝術作品則會決定作品的樣貌、內容以及

它如何被觀看。所以對作品存在模式的分析，從另一方面來說就是探究人類

的知識起源：認識模態的研究。

其實，從早期一些集結相關研究的著作與研討會論文方面：魯德勒跟薛

佛勒（Israel Scheffler）50
所編的《邏輯與藝術》（Logic & Art: Essays in Honor 

of Nelson Goodman. Indianapolis &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72），便可以嗅到古德曼的這個傾向，因為他在藝術理論上的設定與

指涉邏輯、象徵運作脫離不了關係，因而該書收錄早期許多學者對古德曼

思想議題的研究，而它們所涉及的層面就包括了科學、藝術、邏輯與語言

等等不同領域。在近四十年後，為紀念古德曼百年誕辰，而於二○○六年

於德國慕尼黑所舉辦的古德曼研討會的會後論文集結收錄於《從邏輯到藝

術》（From Logic to Art: Themes from Nelson Goodman. Heusenstamm: Ontos 

Verlag, 2009），該論文集同樣可發現這個特質：藝術與邏輯之間緊密的關

係。而邏輯在古德曼的思想中卻同時扮演著認識論的根本基礎，人類是透過

邏輯命題來理解事物並建立世界的架構，反過來說藝術也同樣參與這樣的建

造工程。

49 除了簡奈特的這兩本研究之外，關於作品分類上的問題還有另一本由 Mary Douglas 跟 David 
    Hull 所 編 的 How Classification Work: Nelson Goodman among the Social Sciences.（Great Britis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2）當中所邀請的七位學者分別從不同領域與觀點來共同處理由

     古德曼所引發的作品分類問題，將此問題延伸到更廣泛的領域上，例如風格、音樂記譜等等。

50 薛佛勒曾與古德曼以及史瓦茲（Robert Schwartz）三人共同合寫了〈可投射性理論的修正〉

（“An Improvement in the Theory of Projectibility＂, 1970），收錄於《問題與投射》，頁 3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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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則發現另外一本研究古德曼藝術哲學的著作，

葛 柯 格 卡 斯（Nikolaos Gkogkas） 的 Nelson Goodman and the Case for a 

Kalological Aesthetics51
（Palgrave Macmillan, 2008）也提到類似的觀點。儘管

和簡奈特的研究有交集之處，但葛柯格卡斯所切入的古德曼研究面向不在於

作品分類的問題上，而是透過象徵指涉邏輯所發展起來的象徵理論，從這個

基本立場逐步檢視其藝術哲學的幾個主題，例如，意義、記號、親筆與代筆

藝術的分類、藝術徵候、作品認定等等問題。葛柯格卡斯認為指涉關係為古

德曼藝術理論的根本邏輯，甚至可以說同時是其認識論的核心主軸：「可以

確定的是，古德曼美學的確與一種關於知識與理解的理論緊緊相繫；它牽涉

到認知與邏輯挪用。」（NGCKA 91）而這顯然同時與古德曼在哲學上的立

場與主張有關，例如唯名論的立場。透過哲學上的主張，葛柯格卡斯轉而導

向古德曼的美學、形上學與認識論面向上的關注與彼此之間的關聯。在三者

交相對照之下，葛柯格卡斯最終想要論證的是，古德曼透過指涉邏輯所建立

的藝術理論，讓藝術扮演象徵角色其實就等同於讓版本勾勒世界的作用，據

此並沒有所謂真實世界的問題，因為所謂的真實取決於版本的選擇。此即葛

柯格卡斯將古德曼美學視為一種 Kalological Aesthetics 的原因，該美學乃基

於一種存有（being）與其描述（description）的互為決定的美學態度。（cf. 

NGCKA 4）換言之，何謂藝術與藝術如何形成是同樣重要的問題。葛柯格

卡斯對古德曼藝術哲學的詮釋提供了一個相當特別的觀點，但同時也指出他

由於避免任何價值定論與歷史性看法而具有的侷限。

這種種研究透露一個方向：對古德曼藝術哲學的理解也必須同時穿越

其哲學視野來進行，尤其是其唯名論立場，此基本設定將決定其本體論與認

識論上的看法，而它們都與其藝術哲學的形塑有關。所以很難單純孤立其藝

術理論而不涉及其思想的其他面向，尤其是古德曼的藝術哲學幾乎是緊扣

著他的哲學訴求來進行的，所以也可以看到有些研究將其藝術哲學併入整

體思想的一部分。例如，對古德曼思想有較全面介紹的著作柯尼斯（Daniel 

Cohnits）與羅斯伯格（Marcus Rossberg）所共同合寫的同名著作《尼爾遜

51 Kalological 一詞根據葛柯格卡斯的說法，來自 Kalology 跟 Logic 的結合，其中 Kalology 源自古

希臘對 Kalon 的想法，該詞在古希臘的語意下意指一個人在道德上與生理上優點的融合，字面

意思亦有美的意思；至於 Logic 的字尾則用來形容此種美學的邏輯面向同時帶有形上學色彩。

（cf. Gkogkas 2008, 4）在此保留原書名以凸顯其原作者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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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德曼》（Nelson Goodman, Montreal & Kingston • Ithac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該書前半部對古德曼在哲學上的基本立場、觀點與

方法皆有精要的論述，而後半部則分別各以兩章來討論古德曼美學與世界版

本的問題。全書的要旨之一便是以連貫與一致的整體性來串連古德曼看似分

屬於不同領域（哲學、藝術與科學）的操作，除了能釐清一般對古德曼的誤

解之外，也能得到一個較為清晰的思想輪廓。而且此書對古德曼及其相關研

究資料的彙整也相當仔細。

另 外 一 本 針 對 古 德 曼 整 體 思 想 的 研 究 是 莎 特 克 爾 克（Dena 

Shottenkirk）的《唯名主義及其之後：古德曼的哲學》（Nominalism and Its 

Aftermath: The Philosophy of Nelson Goodman, NewYork: Springer, 2009.）該

書主要從三個面向來探視古德曼思想：形上學、認識論與美學。此論述方式

同時反映古德曼思想的複數性視野，換言之其美學無法脫離認識論的主張，

或藝術作為象徵的美學觀點，以及藝術作品的分類問題皆涉及他形上學的認

定。只從其中一個面向要來理解古德曼是不夠充分的，同時也將無法完整掌

握古德曼思想上的轉換，因為「形上學是古德曼基本唯名主義者的本體論

與邏輯的一種解釋（explication），而且正是立基於這些原則之上他才建立

自己的認識論。正是由於形上學與認識論的總合，以及唯名論原則作為引導

力量，才建構了美學。」（NIA vii）。「簡而言之，對古德曼美學的理解不可

能在欠缺對他認識論與本體論（特別是他的唯名論）的前知識的情況下來達

成。」（Ibid.）三種面向的交錯連結才能呈現其完整形貌。

從上述相關文獻的研究看來，古德曼藝術哲學不是僅僅關係著非口語

的象徵系統（包括視覺、音樂與戲劇等等）的分析而已，而在於這些不同的

象徵系統如何組構、運作的邏輯結構探索。因而，研究古德曼無法不從其思

想的追溯與理解來回頭檢視其藝術理論的訴求，這個動作可以藉由他後來所

提出的「製造世界」（worldmaking）來達成。古德曼的製造世界跟「版本」有

關，簡言之所有的系統都是一種版本，它是藉以理解外在世界的窗口，更準確

的說版本會決定世界的樣貌。在世界版本的問題上，彼得 • 麥克米克（Peter 

J. McCormick）所編的《製造星星》（Starmaking : Realism, Anti-Realism, and 

Irrealism, MIT Press, 1996）針對該問題的重要看法而收錄成冊，尤其是討論古

德曼在《製造世界的方法》中所提出的「版本」看法，其內文主要交錯在古德

曼本人、普特南（Hilary Putnam），跟薛佛勒三人之間。世界版本在古德曼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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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實質上扮演著知識製造程序的基礎，透過他們對世界版本的討論，最終想

要觀察的是在這樣的世界知識框架下，藝術的位置在哪裡？它具有什麼功能？

從上述研究情況的大致回顧，可以發現兩個重點：一是從中可見英美與

歐陸藝術理論界對古德曼思想的掌握，逐漸擺脫早期片面理解與艱澀印象而

有更清楚的認識；二是對古德曼的研究，特別是其藝術哲學，有逐漸興起的

趨勢。由此可見，古德曼的思想不論在英美，還是在歐陸，不論在哲學、科

學或美學，都是一座有待探索的寶藏。

五、藝術語言的主要議題

以上，作為研究客體的古德曼及其藝術哲學的輪廓，以及目前大致的相

關研究的文本已大致交代，接下來就本文環繞在它們身上所開展出來的議題

進行介紹：

（一）藝術的方法論

對古德曼藝術理論之方法論的討論在本書中占有極重要的角色，因為關

於方法論操作的問題可說是後續各議題的基本前提，在古德曼方法論的基礎

之上，其他面向的討論才能逐漸展開。

藝術理論的方法論討論重點在於，觀察古德曼是透過什麼樣的方法與哲

學立場進行藝術論述，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或者，可以說透過兩部

分來進行：一方面，理解古德曼關注什麼樣的藝術觀點？並對他何以提出這

樣的觀點進行追問？另一方面，則是觀察他在進行觀點陳述時的方法為何？

透過鋪陳觀點的思考路徑與論述方法，亦即其思想操作方式來認識古德曼藝

術哲學方法論，觀察他所提出的論據與行進的方法。這兩方面的交錯視野讓

古德曼思想形貌能更加清楚。最後，如何界定這樣的藝術方法論在整個思想

範疇所處的位置？透過與其他理論者，例如阿多諾、傅柯或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95）等分屬不同藝術理論脈絡的思想家，他們的相對手法來

進行比較、分析與歸納，則其特點將得以自然呈現出來。

例如，既不同於阿多諾明確且激進的批判立場，進行文明總清算的態

度，以前衛藝術作品為論據進行對傳統美學的批判，或者將浪漫美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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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藝術同時並置，從而讓所否定的概念自行崩解；同時，也不同於德勒

茲的術語操作方式，亦即藉由連結或創立新詞來攻擊傳統美學，或者豎立

對比概念，例如「再現」（Representation）與「感覺形象」（Figure）、「頭」

（head）與「臉」（face）、大腦與神經系統等等，但又從概念的來回運動中

逃逸出去或繁衍成另一主題，進行不斷地重複運動與差異化思想。古德曼儘

管同樣也反對一些傳統美學概念，但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他首先陳述這些

美學概念的重點，分析這些概念何以成立的理由，隨後一一進行這些看似充

足的理由何以不充分的解析，或者提出一些讓概念陷入困境的悖論命題中，

藉此讓概念自行產生矛盾而失效，進而再提出自己的主張，解釋它們何以能

夠充分迴避或解決理論問題。

古德曼的方法論明顯不同於阿多諾或德勒茲的藝術哲學操作。然而，這

樣的差異背後的關鍵是什麼？或者應該問的是，古德曼之所以援引此方法論

所要對應的問題是什麼？它們凸顯出什麼樣的問題？

分析哲學發展之初便具有一種對系統、運作結構與規則的要求，例如

局部與整體在拆解與解釋上的雙向對照（cf. 劉悅笛 2009, 9），因而連帶使得

在研究方法論上呈現出簡化、排除、縮減與演繹等等科學操作的特性；而古

德曼的思想不僅繼承了分析哲學的傳統，更融合科學、數學、幾何學、邏輯

學與語言學等等養分，來自哲學與科學的背景使得其藝術哲學具有一種特殊

的性質與要求：簡潔化。這種簡潔化不只反映在他的行文風格與字裡行間而

已，同時也是其思想上的一種縮影：系統化。欲以最為精鍊的語言清楚闡明

複雜的哲學問題，如同一種思想的圖表而不需要太多文字解釋，形象本身便

能清晰說明問題所在與思考方式。事實上，古德曼在論及藝術問題的時候就

常常援引圖表或圖像作為哲學的問題或其系統性的說明， 52
同時對圖像的研

究也正是古德曼對於分析美學的重要貢獻之一。

然而圖表一詞，一方面是源自數理計算與測量的單位，另一方面在當代

的科學、哲學與藝術範疇中卻同時也是一種思想的模造。關於這一點，可以

透過古德曼與德勒茲兩人的思想範式，分別來自英美分析哲學傳統與歐陸後

結構主義哲學系譜，而得到進一步的理解。

52 這樣的例證在古德曼《藝術的語言》中不時出現，例如在頁 138 中以文字字型說明記號理論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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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何以視圖表為一種思想圖式，這樣的思想具有什麼樣的特色？古

德曼如何開展這樣的圖表思想，其理由何在？古德曼的圖表思想又與德勒茲

的圖表思想有什麼樣的差異，兩人將其圖表部署在什麼樣的問題上，對應什

麼哲學問題，其藝術哲學分別作用在什麼樣的範疇？

古德曼的圖表思想涉及上述分析哲學對語言媒介與系統化思考的要

求，在此條件之下，古德曼以象徵符號的指涉邏輯為主要依據，勾勒整個藝

術問題的種種面向。廣泛來說，透過對語言規則、邏輯命題與科學哲學的挪

用，其藝術思想就如同一個精心布署的系統，其所屬的系統單位乃被明確解

析成如同他所主張的唯名論系統中的個體單位，不同形式的指涉關係（指

稱、再現、範例與表現）則為系統運作的根基，共同運作於理解之下。由於

是一種系統化的藝術理論，因此針對特定問題無法給予固定答案，而必須將

問題歸屬到系統的脈絡中，才能給出相對的回應。

所以古德曼談論記號理論、藝術的徵候理論，並視藝術為一種象徵系

統。換言之，如同語言運作有其所屬的系統與邏輯架構，字詞或語言表述必

須在此系統中才能獲得其意義。同樣的，藝術也必須由其所屬的系統脈絡中

才能理解它所可能營造的意義。此一作法意味深遠之處在於，從一般對藝術

的注意力從藝術作品身上移開，避免過往重複追尋審美客體之屬性的老路，

而直探藝術作為一種人為產物是如何發生意義的。

此議題主要環繞在古德曼的《藝術的語言》、《問題與投射》、《製造世

界的方法》，德勒茲的《千高台》，傅柯的《知識的考掘》
53 與莎特克爾克的

《唯名主義及其之後：古德曼的哲學》等文本之間而擬造出來。

（二）藝術訴求

從《藝術的語言》來看古德曼的美學訴求，該書總共有六章，據古

德曼自己的說法，前五章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不同探討主題：第一個主題

集中於前兩章〈再造的現實〉（“Reality Remade＂）與〈圖像之聲〉（“The 

Sound of Picture＂）；第二個主題則自第三章〈藝術與本真性〉（“Art and 

Authenticity＂）開始，經第四章〈記號理論〉（“The Theory of Notation＂），到

第五章〈樂譜、草圖與手稿〉（“Score, Sketch, and Script＂），兩主題最終則交

53 該書也被譯為《知識的考古學》，但由於參考書目原譯法的關係，遵照《知識的考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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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最後一章〈藝術與理解〉（“Art and the Understanding＂）。（cf. LA xii）基

本上，這兩條軸線可以簡單區分為：

第一條（第一、二章）的圖像指涉分析，古德曼在這裡主要進行的是

從語言學的基本立場與方法論延伸到以非口語指涉關係，例如圖像、建築、

音樂等為主要對象的分析研究上，其中幾個重要的研究主題包括了：指涉關

係、再現、範例與表現等等。此軸線主要分析幾個非口語表意系統的指涉邏

輯，尤其是造形藝術，並進行對傳統藝術觀念的釐清。同時可在這裡大致摸

索出古德曼的基本美學與藝術哲學立場。

第二條（第三、四與五章）主軸則涉及了較為複雜的觀念，但簡單來

說，則是關係到系統理論的建構，古德曼的方式乃先從第三章，針對米格

蘭（Van Meegeren）
54

事件所發生的一個問題，並以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 1606-69）作品為例說明：「林布蘭的《盧克雷西亞》（Lucretia）原作，

跟最好的偽畫，如果用看的完全分不出來的話，那麼它們之間存在著任何

的藝術差異（aesthetic difference）嗎？」（cf. LA 99-100）當然，這個問題不

能放到商品交易價值或法律問題的層面來看，古德曼最主要的興趣是它所引

起的藝術哲學問題，這個問題後來演變成他對藝術哲學著名的提問：關鍵的

不是「什麼是藝術？」（What is art?），而是「什麼時候是藝術？」（When is 

art?）的提問。從這個表面上是藝術真偽的問題，但內裡其實是藝術建構的

根本問題進一步延伸，古德曼在下一章就提出了「記號理論」（the theory of 

notation），試圖分析藝術作品所構成的邏輯結構，這涉及藝術是如何進行思

考，透過記號、草圖與圖表等圖像表意的系統所進行的思考模式，並提出幾

個記號理論的條件，此為他藝術思想的具體表現。在第五章，古德曼進一步

實際探索了特定的藝術範疇，尤其是需要第二階段加以完成的藝術類型，例

如版畫、音樂、建築、文學與舞蹈等等。

最後，這兩條主軸線則交會於第六章。因此，此章可說是他藝術思想的

重要章節，故而從這兩個主題的彙整可一窺古德曼藝術哲學的核心精神：藝

54 米格蘭（Van Meegeren）是一位以仿製十七世紀荷蘭著名畫家維梅爾（Jan Vermeer, 1632-
1675）作品的偽畫者。二次大戰期間，希特勒四處收集名畫，戰後法庭進行對賣畫給納粹而

獲利的名畫販子的審判，因而追查到米格蘭，但據他宣稱，他所賣給納粹的維梅爾作品都

是他自己所畫的，他畫的維梅爾仿作甚至騙過了當時的鑑定家與研究維梅爾的學者布瑞蒂斯

（Abraham Bre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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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如何建構的問題，其實就是認識藝術的問題，亦即藝術的理解不完全在作

品本身，不再單獨由客體屬性來決定，同時也不單純落在藝術家身上或僅僅由

藝術家的意圖來決定，而在於藝術作品是經由什麼樣的系統（運作框架）而產

出的，因為藝術不過是一個名稱，其實質概念會由其所依存的系統來決定。因

此，藝術如何透過運作邏輯以生產其意義的問題也就形同知識如何成形的問

題，即知識如何可能的問題，換言之系統架構是決定什麼是知識的關鍵。

從這裡，古德曼將藝術問題帶向一個經語言分析所中介過的面向，或

者反過來說，藝術範疇讓古德曼從建構理想語言的基本哲學方向找到另一條

路，正因為如此也促成分析美學的轉變。

《藝術的語言》作為古德曼藝術哲學的核心著作，出版後激起一些相關

討論與研究，從中歸結為兩個不同層面的藝術訴求：

1.再現與範例

圖像再現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藝術的語言》的第一章，古德曼研究指

涉關係並討論繪畫的「圖像再現」（pictorial representation）與「相似性」

（resemblance）的問題，極力主張相似性並非圖像再現的充分理由：

沒有任何程度的相似性對於建立指涉的必要關係來說是足夠的。

（⋯⋯）指稱是再現的核心，而且它獨立於相似性。
55 （LA 5）

為了進一步論證其看法，遂分析一向被視為中立與科學的透視法，試圖

連同由透視法所達到的再現上的相似性都予以否定，最終認為「透視法並不

能提供準確度的絕對或獨立標準。」（19）而與相似性徹底切割開來。

然而，古德曼真正的目的是要將指稱關係推向繪畫的圖像再現，亦即他

認為再現並非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而是後天習得的一種規範、慣例或能

力。要把某一客體描繪成或解讀成什麼樣子，這取決於如何看待客體，如何

描繪對象會同時決定對象的特性與意涵，因為觀看跟再現是經過學習的。

古德曼對圖像再現的看法，在《藝術的語言》出版之後吸引了不少藝

術理論界的討論，許多著名的學者紛紛提出不同的意見，例如沃爾海姆、畢

55 （and that no degree of resemblance is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e requisite relationship of reference. 
(……)Denotation is the core of representation and is independent of resemblance.）（L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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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斯利、魯德勒（Richard Rudner, 1921-1979）、亞瑞爾（Douglas Arrell）、

賽門（Merrilee Salmon）、貢布里奇（E. H. Gombrich, 1909-2001）等人。
56

他們對古德曼在該書中的再現觀點表達出不同的意見，或者進行更進一步的

討論。例如，貢布里奇
57

就針對古德曼對透視法所進行的分析提出不同的看

法，他反對古德曼對單點透視法的全盤否定，認為根據透視法所描繪的圖像

仍具有再現實際空間的功能。

在圖像再現的問題上，有幾個重要的概念是相關研究與討論常常會面臨

的，試略述如下：其一是指涉（inference）與指稱（denotation），此概念為

古德曼進行對傳統圖像再現觀念之論辯的主要依據，同時也是進行其他美學

議題的基本出發點；其二是範例（exemplification），談到古德曼美學與藝術

哲學的相關研究，範例概念吸引了相當多的討論。它可以說是古德曼藝術哲

學的一個核心觀念，它不僅是指涉關係的延伸，同時也被視為是藝術作品的

徵候之一。

範例，被普遍視為是古德曼藝術哲學獨特的貢獻，作為補充再現概念

所無法顧及的美學層面，同時也作為取代傳統美學史中「表現」的另一個說

法，它與再現在其美學中扮演著兩個重要的理論核心，並透過指涉關係的連

結而構成整個藝術哲學的基調。這兩個藝術概念表面上對應著美學史而來，

回應美學上的傳統問題，但是暗地裡其實卻扣緊著古德曼其他思想層面的問

題。古德曼藝術理論的探討即在於理解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2. 藝術的徵候問題

古德曼自《藝術的語言》第三章開始的第二條思考軸線，起於討論藝術

作品本身的問題，這包括對藝術作品的分類：「親筆（autographic）作品」

與「代筆（allographic）作品」（LA 113）。顧名思義，前者意指由藝術家本

人於特定時間、空間在特定媒材上完成的作品，基本上於單一階段完成。而

56 對古德曼再現觀念的討論可參見：Elgin, Catherine Z. ed. (1997). Nelson Goodman ś Philosophy of 
Art.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以及 Rudner, Richard. and Scheffler, Israel. eds. 
(1972). Logic & Art: Essays in Honor of Nelson Goodman. Indianapolis & New York: The Bobbs-
Merrill company, Inc. 當中的第二部分（Art & Representation）。

57 貢布里奇為著名的英國藝術史與藝術心理學家，在藝術史方面著作等身，例如《藝術的故事》

（The Story of Art, 1950）、《藝術與幻覺》（Art and Illusion, 1960）與《秩序感》（The Sense of 
Order, 197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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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親筆作品的關鍵是它的「生產歷史」（history of production）（198），例如

繪畫是由藝術家親手完成的；至於代筆作品的創作過程可分為兩階段，第一

階段如同草圖、藍圖、記號系統或樂譜的創造，第二階段則是作品的實踐，

如此作品才能算是完成，而決定代筆作品的關鍵則是特性認定，即必須遵從

於作品特定記號系統的規定，那麼就能算是作品實例（instance），例如一個

遵從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樂譜的演出就可以視為是該作品的一個實例，而無

需要由特定人物來演出才算。古德曼的作品分類與記號理論的研究直接觸及

藝術作品本身組成的問題。

然而，何以對藝術作品存在模式的區分會如此重要呢？顯然這個出發點

相當不同於一般美學家的觀察重點。可以了解的是，古德曼認為分類與定義

是建立正確推論並導向知識的首要步驟，因此區分動作顯得特別重要。

在這些問題上，上述法國學者簡奈特的著作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尤其

是他的《藝術作品》與《藝術關係》這兩本著作，它們基本上是針對古德曼

的藝術作品分類問題而來的延伸研究。前者主要研究藝術作品的存在模式；

而後者主要處理一般藝術關係與我們和藝術作品的特殊關係。（cf. WA 1）

在這兩本著作中，簡奈特對古德曼的藝術理論有相當詳細的討論，同時針對

後者有所不足的地方也提出看法與補充。例如上述作品存在的問題形成簡奈

特《藝術作品》一書的核心討論對象，該書的副標題為「內在性與超驗性」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指的就是兩種接近或構成作品的存在模

式，分別位居該書的前半與後半部，前者處理的是作品的媒材問題，亦即透

過物質層面所造成的審美效果；後者則是觀者的感受問題。

在不同理論者的觀點中，簡奈特認為古德曼的分類（親筆與代筆）是最

有效與有技巧的（cf. WA 15），但基於古德曼的哲學立場其分類標準因而也

是經驗性的。然而在更細膩的複雜分類上，例如繁多的親筆作品之間既不相

同又相等，此時古德曼的區分就不那麼適當了。

在藝術作品的定位問題上，則必然涉及古德曼的記號理論與象徵理

論，當然也有很多學者試圖從不同的觀點來理解與討論記號理論，例如凱茲

（Ruth Katz）從中世紀早期與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音樂記譜，來論證音樂記

譜與歷史意義的建造有相通之處，而此看法卻與古德曼的理論相契合。
58

58 其他對古德曼作品分類的相關論文，參見：Douglas, Mary. and Hull, David. eds. (1992). How 
Classification Work: Nelson Goodman among the Social Sciences. Great Britis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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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終的關鍵問題在於，古德曼為什麼會透過這種方式來切入藝術哲

學。本書透過古德曼所提出的藝術徵候來理解其藝術思考途徑，因為藝術徵

候的提出可視為他看待藝術的基本方法，檢視這些徵候的形成原因、運作的

範圍，以及其所引發的問題與討論將有助於從另一個角度來形塑古德曼藝術

哲學。

在《藝術的語言》之後，更多美學與藝術哲學範疇的問題被提出來，例

如藝術作為一種象徵，它必然由其系統來決定其指涉意涵，因此藝術與系統

之間的關係就如同語言與知識一樣；以及系統作為一種決定性的模組，具有

正確與否的標準，然而古德曼卻認為世界上同時存在著不同版本，但同樣正

確的系統。這些討論與看法則集中出現在古德曼後續的幾本著作中。

（三）藝術與世界知識

這部分的議題凸顯出古德曼思想的本體論成分，這可回溯他在論證思

考方式或藝術作為一種製造世界知識的模式時，提出一個看法：「我們製造

版本，而真實的版本則製造世界。」（MM 34）簡單來說，古德曼認為很多

想法不過是關於真實世界的眾多版本中的一個，但此版本卻常被認為就是世

界，例如認為太陽繞著地球轉，但這是位於地球的位置來看的關係，如果就

太陽系運行規則來看則是相反。但古德曼之所以招致眾多質疑的原因在於他

將提問推到極致，亦即連同所謂客觀現實的星星都不過是透過一種「星星－

版本」（star-version）而製造出來的，換言之古德曼連同將最根基的事實：實

在（reality）都一併放入了版本中，因而無不威脅許多站在客觀科學立場的

哲學家們。

故而許多學者質疑古德曼的世界版本，例如薛佛勒認為他在「世界」一

詞上的模糊性將會導致理解上誤導。另外，對古德曼來說是人類製造正確的

版本，但薛佛勒卻不這麼認為。（cf. SM xiv-xv, chap. 8, chap. 13）

因而古德曼最為人批評的地方在於，他認為星星是被製造出來的，藉

由將天空的星群命名為不同星座，如北斗七星、小熊星座等等來製造星星

（Starmaking），但是這對許多哲學家或現實主義者來說卻是有問題的，如

同普特南所反對的：「星星，這個概念有慣例元素的事實，並不表示我們就

能將該概念運用到任何特定事物上，如同將『北斗七星』這個概念運用到一

特定星群上面的方式。（……）古德曼的論證端賴於我們沒有注意到這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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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原粗體）（SM 183）因為概念的成立並不代表事實。

古德曼與現實主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將所有事物都歸結為人為產

物，因此認定不存在所謂客觀真實的世界，但是後者則認為這樣的看法走得

太遠，畢竟有些東西是不管有沒有人為的介入，它都會繼續存在那裡的。此

外，現實主義者認為古德曼以慣例來回答這個問題並沒有命中要點，而且更

模糊了問題的焦點，因為語言中有些元素是慣例的，例如北斗七星；但是有

些卻不是，例如客觀存在的星星或牛。（cf. NG 212-5）

另外，古德曼的「世界－版本」（world-versions）（WW 93）說法最重要

的是它挑戰既成現實與既定知識，當然也正因為這樣的挑戰直接危及知識中

最穩固的，而不被察覺的信念（知識），所以才會引起激烈的反對意見。然

而，本書在這個議題上所關心的不僅在追溯上述種種看法之間的爭辯，更繼

續探索由古德曼所起的頭：世界如何呈現？或者既然世界不過是版本間的問

題，那麼如何不被舊有版本控制而又能重新認識世界呢？根據古德曼的看

法，既然能藉由製造版本來製造世界，那麼令人好奇的是，藝術如何參與世

界的製成？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形成「藝術－世界」？
59

世界版本的製成同

時亦指世界知識的製成，然而藝術又如何參與到知識的製成？如果可能，藝

術－知識帶有什麼樣的特質呢？而如果說，世界不過是不同世界版本的決

定，那麼就藝術批評來說，是否也不過只是提供一種藝術的版本？如此又如

何決定一個最適當與正確的版本？

簡單來說，藝術能否提供一種世界知識呢？它將具有什麼樣的特質？

（四）藝術的認識模態

古德曼藝術哲學特殊之處在於，它並非僅僅是關於象徵系統的分析，更

重要的是提出一種藝術的認識方式。換言之，藝術不是一種已知的、固定的

59 從這樣的論點看來，藝術如果對古德曼來說是一種象徵系統的話，則它不僅是自足的世界，有

    著自己的運作邏輯，同時它也是人類建構世界工程的一部分。因此，這裡所使用的複合詞帶有

這雙重意涵。同時，就其具體內涵而言，這裡的「藝術－世界」有別丹托所說的「藝術世界」

（the Artworld），後者所意指的是藝術圈所共同形塑出來的某種慣例或理論氛圍，此促使作為

物質性的藝術作品具備了另一種有別於物質性的身分。丹托曾提到：「就行動的領域而言，維

根斯坦的追隨者最終理解到，畢竟有某種東西遺留下來。這就可得出一個公式，即一個行動可

能就是一個身體的運動外加一個 x。同樣的，可得到另一個公式，即藝術作品就是一個物質性

客體外加一個 y。」（Danto 1981, 5）當中的 y 所指的，就是藝術世界的支撐。



導論 045

與有特定範疇的對象，而是一個有待實踐的、動態的認識過程。因此如何認

識藝術，這件事本身就是藝術哲學的關鍵問題，因為古德曼認為藝術取決於

認識它的不同途徑，不同認識的方法與其對應的運作架構會決定藝術具有什

麼樣的特徵以及型態。只不過古德曼提供的是一種科學的認識途徑：基於邏

輯分析背景而衍生的象徵系統研究。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特點，因為此基本

立場連帶影響藝術哲學的方法與方向。

不過，這同時也是藝術哲學足以迸發火花之處以及提出疑惑的地方：藝

術源自於人類感性的範疇，怎麼能以一種科學理性態度、邏輯分析命題的方

式來理解它呢？另外，康德曾提到審美判斷力的一個重要特徵：「審美判斷

不涉及對象客體的利害關係。」既然無關對象知識，何以說藝術是一個認識

過程，它是立基於什麼樣的論據？

古德曼強調藝術是認知的發生作用，一件藝術作品的感受不會憑空而

來。他認為這一方面是因為習慣，而習慣出身於特定人類文化氛圍之中，所

以早已具備解讀作品的前理解，這些背景將會幫助主體摸索、決定出作品的

理解方向；另一方面，藝術作品透過其本身的象徵，以視覺圖像、聲音或文

字等不同媒介建構了自己特有的系統，藝術的生成就存在於該藝術所屬的系

統。反過來說，對藝術作品的理解，也就必然涉及對該作品的特殊語言或象

徵系統的理解。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藝術作品作為一種象徵系統也就

跟人類所有的認知活動連結起來，進一步來說，也可視藝術為一種認識論

（epistemology），而美學就是如何認識藝術的問題與藝術如何形成的問題。

這一點，就如同艾爾珍所說的：

如古德曼所設想的，美學是認識論的分支，因為審美態度並非是對

於崇高跟美的被動凝視，而是一種主動參與那些其詮釋可能是難以

理解的象徵之中。古德曼相信藝術作品，如同科學作品、報章雜

誌、廣告、日常論述等等，都是由象徵所構成的。要理解它們，就

需要理解它們所屬的語言或象徵系統。（Elgin 2000, 10）

因此，此議題的幾個觀察重點如下：藝術如何與客體系統產生關係，古

德曼如何將象徵系統與藝術連結起來？同時，藝術又如何展現認識的模態？進

一步來說，藝術如何成為具有知識性質？古德曼的藝術認識進路呈現出什麼

樣的特質？這些問題同時反映出美學與藝術哲學在一個重要轉折過程中所激



製造藝術──論古德曼的藝術哲學046

起的疑惑。這個轉折就是從藝術固有領域的立場逐漸轉向認識論的方向，同

時這也是美學從心理學感受與詮釋範疇轉為對象徵系統運作的藝術哲學研究。

但是，古德曼在這樣的藝術理論轉向運動中並不是孤單的，歐陸藝術理

論界在批判理論、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等等思潮中也有類似的發展，為了

能夠更廣泛勾勒古德曼的藝術哲學，透過他與傅柯、德勒茲或阿多諾等人的

藝術認識操作模態的並置來進行，除了呈現它們彼此之間的差異，藉此同時

反過來拉出古德曼的美學形貌。

六、說明

（一）章節說明

本書透過上述四個大議題相互呼應與連結而形成，但具體分布上又可分

為八個小議題，各章節主要發展說明如下：

導論

主要介紹本書的方法論，以及為什麼以這樣的方法論作為研究古德曼美

學的路徑。以古德曼為核心，環繞其藝術哲學與相關討論文本之間形成了四

大議題：方法論、藝術訴求、本體論與認識模態。不過，在進一步說明議題

內容之前，有必要先在導論中初步交代作為研究客體的古德曼思想，包括哲

學思想的養成與美學著作概要內容，說明各議題的理論緣由以及彼此之間的

關係，最後概述本書各章節的大致方向。

第一章 象徵語言的方法論

古德曼是一位相當重視定義、方法論與方法的精確與嚴密程序的思想

家，因為對他來說，任何在方法運用上的細微變化可能會造成重大的差異結

果。而且，他整個思想（包括藝術層面）的問題開展過程中，多多少少都與

方法論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在進一步討論其藝術理論的不同面向之前，有必

要勾勒出其整體思想所使用的方法與特色，如此除了能夠更清楚其思想的基

本方法，同時也將有助於對後續章節的理解，掌握作為思想主軸線的研究方

法是接下來理解古德曼的藝術認識模態的重要前提。

除了縱向的方法特色之外，也橫向以其他理論者的不同方法論作為對

比，以凸顯古德曼藝術方法論所處的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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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藝術的徵候理論

對古德曼的思想方法有所認識之後，本章主要處理他所提出來的藝術徵

候。儘管避免對藝術作出任何具體的定義，但藝術徵候是古德曼所提出的看

法中最接近藝術定義的理論。本章主要試圖理解這幾個徵候是什麼，為什麼

是這幾項徵候，以及藝術徵候的作用是什麼？其他理論家如何看待藝術徵候

的問題？最後討論幾個由藝術徵候衍生的問題，同時從古德曼所提出的藝術

徵候試圖反過來理解其藝術哲學形貌並觀察由徵候問題所凸顯的理論傾向。

第三章 再現與範例

本章直接進入古德曼再現與範例的藝術訴求，它們可以說是其藝術理論

的兩個重要核心指標。再現問題長期以來是美學史的重要議題，也是各家藝

術理論所無法忽視的藝術問題。本章在於理解古德曼的再現藝術觀是什麼，

以及與其他理論者之間的差別為何。不過，一旦談到古德曼的再現，很難不

論及另一個相關藝術觀念：範例。兩者所交錯構成的理論板塊才是整個藝術

理論的基石。

範例，儘管在第二章（藝術的徵候理論）中已經介紹過，但是本章有必

要從其整體思想的制高點來重新理解。透過再現與範例的討論，將發現古德

曼藝術理論非常不同於傳統美學之處，它將藝術導向一個與認知、知識及運

用有關的範疇，而這將是接下來的章節所要探討的內容。

第四章 藝術理論的轉向

從前述的章節討論中發現，古德曼美學極為關注象徵語言的運作邏

輯，以及藝術作品作為一種象徵所發揮的作用，還有相當強調藝術與認知之

間的關連。這種種看法使古德曼藝術哲學帶有一種認識論立場。於是藝術之

所以就是認識，在於它與知識的生產結構有關。第四章除了進一步理解古德

曼美學何以帶有知識、認知或認識性質的原因之外，同時其他角度來觀察其

藝術理論所呈現的不同面向。當中包含了三個面向，它們彼此烘托出古德曼

一生主要的活動，這三面向分別是：藝術教育、藝術創作與藝術哲學。它們

不僅互相作用，又彼此連結而融貫於藝術的認識模態。

第五章 製造世界與知識藝術

本章則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理解古德曼藝術哲學與認識模態之間的關

係，特別是透過早期的哲學概念與本體論設想等方面，以釐清藝術、版本

（語言媒介）與世界（本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古德曼在一九七八年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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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版本的觀念，版本不僅為世界的前身，而且與象徵系統有關。當下存在

著許多並行、多重且可能互為衝突的版本，藉由從中創造真實的版本來製造

世界。換句話說，版本是認識世界的框架，透過它世界不僅能成形同時能成

真。但是版本是經過各種不同的方法來建構的，它不限於口語的、文字的，

同時也包括圖像的、音樂的方式。換言之，藝術同時就是製造世界的方法。

在第五章中試圖理解的是，藝術如何參與製造世界，或者說藝術如何成為一

種認識框架。

第六章 藝術的認識論

透過第五章的開展，了解古德曼認為藝術絕非僅止於欣賞與評鑑的角色

與作用，而是製造世界的方式。因此本章主要內容在於進一步具體討論藝術

如何發揮認識與製造的雙重作用，同時也透過其他理論者所鋪展的不同方式

在藝術的認識模態的層次上進行對比與對話。在具體案例上，以古德曼及傅

柯兩人針對《宮娥圖》所鋪展的論述為線索，進一步延伸到藝術的認識操作

面向上，最終從當代理論者所交織的論述場域中觀察藝術哲學的形貌。

第七章 結論

在前述章節的重重包覆下，本章試圖回顧整個古德曼藝術思想，指出其

藝術理論的特徵，以及透過英美與歐陸藝術理論界的評論與對照，凸顯他在

整個藝術理論界的相對定位，並給予評價。

從各章節的內容與重點分布看來，本書可以區分為兩條研究路線：第一

條路線以第二、三章為主，著重直接從古德曼的藝術論述導入對其美學與藝

術理論的理解，在第一章在古德曼思想方法的前提下釐清藝術理論的特色；

另一條路線則是自第四章起始，接續並逐漸進入由第一條路線所隱約透露的

藝術認識模態，從古德曼藝術活動的三個面向：藝術教育、藝術創作與藝術

哲學；以及本體論（製造世界）與藝術分析等等不同角度來推進。

最後，在深入古德曼藝術理論的動力來源，以及對照其他理論範例的雙

重拉扯之間，並非復甦或解釋分析美學，而是嘗試給予古德曼藝術思想一個

相對的當代形象。

（二）翻譯問題

有些名稱的譯法由於牽涉不同脈絡之間的考量，故而必須在此先行說

明，以避免造成理解上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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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名

人名譯法在各文本中的習慣譯法也許不同，為求閱讀上的一致，在本書

中統一譯名，例如 Nelson Goodman 譯為古德曼；或者，如中國大陸習慣將

Michel Foucault 譯為「福柯」，則統一改為臺灣學界較常用的「傅柯」；以及

將 C. Peirce 從其他文本中的譯法「普爾斯」（古添洪 1984）或「皮耳士」（高

宣揚 1994），於討論與引用時統一為「皮爾士」。

2. 術語

Symbol 在本文中通常譯為「象徵」，此譯法主要考量是古德曼使用的語

境是語言命名與指稱對應之間的關係，而且也為了區分出與語言學譯為「符

號」或「記號」之間的差別，與後者比起來，「象徵」比「符號」更具有主

動性，這同時也符合古德曼美學對象徵理論的看法。雖然，symbol 一詞就

精神分析的討論中，也被譯為象徵，以此區分出慾望主體所身處的兩個交錯

的象徵系統：象徵界（the symbolic）與符號界（the semiotic）。然而，很明

顯的這是在不同的論述場域中的使用，此差異必須在此先行說明。

Scheme 在本文中的討論由於牽涉到至少兩種不同哲學脈絡的用法，在

康德與德勒茲的用法上，scheme 傾向於譯為「模式」，帶有模造形式的用

法；但在古德曼的語境中，由於來自簡圖或架構圖的對應，所以譯為「圖

式」，它們之間的差異在譯法上不容易以單一名稱解決，但為求凸顯出不同

觀點間對同一概念的差異操作，完全用不同的譯名又容易導致閱讀上的混

亂。

Realism 在本文中的翻譯不容易拿捏，因為古德曼所談的「實在」

（reality）不僅涉及哲學上的問題，也與美術史上的描繪手法有關。在哲學

上，realism 習慣翻譯為「現實主義」或「實在論」，不過在繪畫上則多翻譯

為「寫實主義」。由於古德曼多從本體論的立場來談 realism，而且為了避免

與 verism「寫實主義」相混淆，因此 realism 在本書中原則上譯為「現實主

義」，當討論到繪畫問題時視脈絡調整。

（三）引用問題

本書在文獻引用部分占有相當的比例，但是由於各文獻的用法、來源與

習慣皆不同，因此須在此說明文中引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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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文文獻，特別是中國大陸出版的簡體字版，以劉悅笛的《分析美

學史》為例，習慣以雙引號（“ ＂）來強調或表示引語，為了統一本書的規

格與閱讀秩序，除了引用的原中文標題用法為（“ ＂）之外，如〈古德曼：

作為“藝術語言＂的美學〉（劉悅笛 2009, 162），將原引文中出現的雙引號改

以中文的（「」）或（『』）來處理。

另外，本書的引文出現粗體字可分為兩種的情況：一種是原文所強調或

標示為斜體字，在文中皆會在引文後括號標示為（原粗體）；另一種則是粗

體字非原文內容，而是內文所需而強調的，標示為（引粗體）。

七、「藝術－語言」的問題性：古德曼之後的藝術哲學

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語言學發展初始階段以來，由索緒爾與皮爾

士分別所帶動的兩股「語言－符號－結構」的思想運動，歷經一個多世紀以

來不同理論者的繼承與發展，各自展現了彼此有別的方法論，但大致上圍繞

在「語言」問題上。作為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顯然其影響力並不全然侷限

在語言學上，而是進一步延伸到科學、社會學、歷史學、精神分析學、認知

心理學、認識論與美學等等領域。

本書的主要觀察重心便是側重在藝術哲學上，透過古德曼作為一個具體

分析的案例，以及延續著符號學的兩條發展軸線（歐陸與英美思想），因此

進而不時藉由傅柯與德勒茲作為相對比較的討論對象，不過其目的並非在於

解釋雙方的差異，或者加深彼此的對立，而是觀察各自的演變與其理論的訴

求核心。可以發現，基於雙方哲學脈絡、歷史與社會文化的差異上，歐陸理

論者帶有強烈的文化批判與社會介入的企圖，認為現代藝術作品的語言變異

問題因而同時也指向了這一個面向，或者應該說，藝術語言的問題化、物質

化與扁平化實質上就是世界轉變的徵象，因此透過藝術哲學的提取，能夠獲

得真理的來源不在於社會現實，而是藝術作品、域外的歧異者、被忽略或遺

忘的歷史檔案或於（大寫）再現中的那個不可見之物，強調唯有透過不斷地

逼視，發揮否定性力量，才能揭示出真實的存在處境；相對於此，英美理論

者繼承康德的理性思辯精神，以概念演繹與推論作為思考對象。以古德曼為

例，聚焦於象徵符號（symbol）上，視之為思考的主要依據，以象徵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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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及其結構的探討取代對現實世界的想像，由此構想與推進世界的樣貌。

由此，遂可得出兩種不同的藝術哲學形貌，前者視為人文精神的理

想，以及作為衝撞體制、拆解既有思想的依據，它是一股力量，源自浪漫時

期對藝術的估高設想：人存在的最高精神表徵，同時也是進行虛擬的內在性

平面上一種皺褶運動的動力源。至於後者，如古德曼，則透過語言―象徵

（符號）―藝術的關係來重新設想藝術哲學，更重要的是，他將藝術哲學帶

往認識論方向，由此衍生的關鍵變化是，就古德曼對理解（understanding）

的角度而言，藝術哲學得以從「定義」（definition）的泥沼中脫身而出，甚

至能以另一種不同的途徑來設想藝術問題，如果藝術是一種象徵符號的操

作，如果藝術－語言呈現出一種問題性的話，那麼重要的便是如何進行區

分、辨識與解讀，藝術問題因而不是鑑賞與品味的問題，而是認識的問題。

也正因為如此，藝術哲學獲得了更廣闊的視野與更活絡的發展，而得以往跨

領域、跨學科的方向而去，連結到科學、形而上學、心理學……等等更多元

的領域。

因此，透過古德曼藝術哲學所帶來的啟示是：重新看待藝術，將藝術

作品視為一個開放性的象徵，此類似於巴特的「文本」（text）觀點。不過，

這並不表示就能隨意的詮釋，而是必須細膩的重建一個對藝術作品的解讀過

程，這反而需要對作品本身投以更多的注意力，在象徵符號可能所屬的種種

系統之間，哪一個是最適當的？它又透過什麼樣的方式而得以與其他象徵系

統嵌合在一起呢？其象徵結構發揮了什麼樣的功能？由此得來的藝術詮釋因

而可能是多元的，甚至是分歧的。儘管可能陷入不確定與曖昧之中，然而奠

基在藝術上的知識性質卻是解放的、自由的與富於想像力的。也正是在這一

點上，古德曼的藝術哲學某種程度呼應了歐陸藝術理論者對藝術的設想：對

人的一種自由憧憬與想望。那麼，藝術才能開始談論何為創造，以及創造如

何可能的問題。

於是，透過古德曼的藝術哲學，從符號學濫觴之際，便呈現不同理論風

貌與互為有別的思想奏鳴曲式，歷經一個世紀的眾聲喧譁，遂在當代依稀聽

見共鳴為一首具有超驗性的迭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