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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

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

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

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書：□已出版□尚未出版□撰寫中□無 

其他：  

 

蔡振興老師：另有文章投稿中 

賴俊雄老師： 

(1) 完成學術論文一篇“Rethinking ‘Material’: Writing, Medicine,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onfidence-Man”，並已投稿至 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撰寫科技部三年期研究計畫《生成物質？：論新唯物論的開展與問題》，並於

2016年七月通過申請。 

(3) 完成新唯物論專文〈三隻小獸：內在性哲學的新世紀轉向〉，並發表於《中華

民國比較文學學會電子報》（第十三期）。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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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興老師： 

本人在新物質主義的領域寫了四篇文章: (1) Climate Change, Chaosmosis, and the 

Ecosophic Object in Norman Spinrad’s Greenhouse Summer; (2) 荷索《熱浪》中的人

類紀、超物件和氣候倫理學; (3) Latour’s ANT, Toxic Objects, and Richard Power’s 

Gain; (4) Toxic Objects, Slow Violence, and the Ethics of Transcorporeality in Chi Wen-

chang’s The Poisoned Sky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6): 67-77.   

 

賴俊雄老師： 

二十世紀中期，當代思潮在「語言轉向」確定後，大師輩出，各派「主義」與

「研究」亦共襄盛舉。半世紀間，建立起思路繽紛競豔的理論盛世。然而，此盛

世如今已成往昔。當前，歐陸哲學形塑中的「物質轉向」已蓄勢待發，準備引領

世紀新風潮。事實上，「新唯物論」已然成為此思潮中被共同接受的包容性大傘詞

彙，堅信世界的「物質性」是不斷進行「生成他者」與「多樣流變」的力量。這

一群來自各領域的學者們企圖在哲學縱向階級性分類的二元論（物質與心靈、身

體與靈魂、主體與客體自然與文化等）身上，劃出一道道橫向的切口。讓「生成

物質」得以橫向穿越縱向分類，以揭示傳統二元論內在的隱藏悖論，開啟多樣

「物質性」的嶄新意涵，進而將二元論推向新的面向與極限，作為此時代性的哲

思大業。然而，此種重視「激進」、「宏偉」、「新穎」、「物質」及「科學」的內在

性思想的發展，將帶給二十一世紀何種全新的生命地景，對人文與社會豐富的內

涵又將有何衝擊，值得關注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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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邱漢平 計畫編號：MOST104－2420－H－002－016－MY3-SB10416 

計畫名稱：『新唯物論研讀班』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
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
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

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2 篇 

蔡振興老師：一篇投稿中 

 
賴俊雄老師：〈三隻小獸：內在性

哲學的新世紀轉向〉，並發表於

《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電子

報》，第十三期。 

國 

外 

學術性論

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1 章 

蔡振興老師：Toxic Objects, Slow 

Violence, and the Ethics of 

Transcorporeality in Chi Wen-
chang’s The Poisoned Sky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6): 67-77. 

其他  篇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教授  

人次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非本國籍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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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
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
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如果要以比較精確的方式衡量計畫執行的收穫，2016 年與 2017

年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徵稿啟事均以新唯物論為題：2016 年為「文‧

物」，2017 年為「人非人，物非物」。2016 年的「文‧物」全國比

較文學會議發表的論文，即將在《中外文學》出版專輯。因為本

經典研讀計畫而激起的研究熱潮，還會在國內學界持續下去，產

生更多、更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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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新唯物論(new materialism)研讀班結案報告 

 

各場次導讀摘要 

 

第一場 

導讀者：台灣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廖朝陽 

主持人：交通大學社會及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劉紀蕙 

題目：介面與介材 

閱讀文本：新媒體學者 Alexander R. Galloway 的 The Interface Effect，歐陸哲學家

Catherine Malabou 的 The New Wounded: From Neurosis to Brain Damage 

時間：2015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00~4:00 

地點：台大舊總圖外文系會議室 

內容摘要： 

廖朝陽教授首先探討「物質」的新回合研究如何回過頭來影響過去的知識領域。

他認為，傳統的物質研究將物質視為形而下，沒有意識的初始物質，如佛洛伊德所提

的 primary materialism，而這正是新興理論家如 Malabou 的神經科學轉向所，亦即「神

經學的精神分析」，所試圖修正的。在這個意義下，新物質主義不一定只有單一的定

義，反倒偏向廣泛的方法，指向新的研究者如 Malabou 的觀點：「完全不想要在大腦跟

思維之間做一個區分」。物質跟精神的不區分，藉此翻轉原先排斥物質的研究傾向。

Galloway 從新媒材出發的介面論也是同樣的脈絡，只是其「物質」指向的不是神經，

而是藝術表達與創作。在 The Interface Effect 第 30 頁，他倡導「以物質為基礎的符號

學」（material and semiotic "close reading"）。同樣的，廖教授認為這並非一種論述主張

或立場，比較偏向透過物質的介面連接到個別的知識領域本身的方法學。因此，無論

從「神經」重新思考精神分析，或從「新媒體」再探文學與藝術，都可說是新物質的

取徑。換句話說，新物質「依附在本身的領域裡，領域有本身的物質性」。  

廖教授花費不少時間解釋介面的概念以及歷史脈絡。他提到，介面的傳統看法主

要分為兩類，一種為表面（surface）觀，另一種為窗戶（window）觀，而遵照前者觀

點者往往就將其翻譯為「介面」，強調面與面的衝突，而後者則如中國學界翻譯為「接

口」，較為凸顯點對點的資訊交流。不過，若回到此一辭彙於 1869 年首先在化學界被

提出的時刻，根據其作為描述流體往外擴張並施加壓力成為區隔表面的現象來說，介

面似乎不太能視為「口」，反倒比較接近一個沒有明確範圍與實體，並且互相接觸與擠

壓的「面」。但廖教授也提到，當下的電腦科技，如 USB，著重的確實是接口般的點對

點資訊溝通，而非面與面的衝突。廖認為，Galloway 同時談到介面這兩個屬性，並呈

現兩者之中「可為」（workable）與「不可為」（unworkable）的層面（他分別以希臘神

話中的 Iris 和 Hermes 為例）。為了超越這兩種傳統論述，Galloway 提出第三種介面

觀，也就是以 Fury 作為象徵的「激盪」（agitation），或者是「創造性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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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ed friction）。廖朝陽認為，這與表面化學中爆炸與表面積的關係有關，只要介

面與介面接觸的地方，就是意義產生的空間。這樣的摩擦並非只是傳統的「不可為」

或衝突，更近似麥克魯漢說的的媒介之間互相「洋蔥式的疊複」，被轉化為「Point of 

transition」。 

廖教授認為，德勒茲所提的地下莖（rhizome）與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都

已經過時，成為「跨國企業教戰守則的一部分」，因此新興理論家如 Galloway 才會發

展新的應對方式，來面對這種「遊戲式的資本主義」（ludic capitalism）。其中，一個有

效的策略或許就是「寓言式的閱讀」（allegorical reading）。對於 Galloway 來說，寓言

可以透過不同的介面流轉到不同的知識領域，而這不僅包括從「窗戶」觀點出發的資

訊交換，更包含不同介面「表面」的水平連接。為了更加清楚的闡釋這點，廖朝陽以

語言學中的形式與實體（form and substance）來做說明，指出即使資訊實體與語言形

式之間的衝突不大（窗戶），但形式與形式之間會有落差與衝突（表面），形成騷動與

刺激，這就是寓言這個文類的編碼所產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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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導讀者：中興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林建光 

主持人：政治大學英文系副教授邱彥彬 

題目：物質能動性及政治生態 

閱讀文本：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Chpts. 1, 2, 7 

時間：2015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00~4:00 

地點：中興大學人文大樓 712 會議室 

內容摘要： 

作者在第七章討論政治生態時提出 Vibrant vitality 的概念，強調「物」本身的重

要性，並認為過往人類都太小看物的可能，其實物並非想像中的被動與靜止，而有其

能動性。除強調物的能動性之外，作者認為人與物的互動也很重要。林教授說，這正

是作者所說的生態（ecology）觀點，也就是說，從永續生態的觀點來看，以人為唯一

中心的發展考量，不論在倫理上或實際生存上都難以持久。作者在此章不斷重複以物

為觀點的分析，是顧及生態環境，即使身為政治哲學家或科學家，最終還是得關注生

態永續問題。   

從生態觀點閱讀，會發現在第二章討論 Thing Power 的段落中，作者較著重哲學觀

點，耙梳西方哲學史上許多重視物質的傳統，以證明物自身擁有力量有其哲學基礎。

哲學家史賓諾沙提出物本身有其意志（will）。對於這有點抽象的宣稱，在場學者補充

說，這是指東西有保持現狀(conatus)的欲望（desire），史賓諾沙在講這句話時，意志一

詞不單指人或物，萬物都會反映（mirror）上帝的旨意。林教授認為這不只對人類身體

物質性的重視，人的身體已擴大為各類的身體，這已接近物質民主（democracy of 

things）的想法了。以物為中心的思想認為物質本身具有一種保全自我，人類看不到的

意志。如同思想家拉圖（Latour）提出的 Parliament of things 概念一般，真正的（物

的）民主指的是人類政治對於物的考量，唯有將物納入政治想像，真正的民主方可能

發生。在此，林教授將哲學層次的思考與前一段對於生態與政治的論述結合，認為

Bennett 引述哲學思想所強調的，正是人與物的相互依存關係（interdependence），就此

觀點，所謂的世界大同應是人與環境生態共生共存的狀態。林教授作總結時指出，

Bennett 在本書所欲達成的兩大目標，分別是生態上永續地以物為主的政治哲學，真正

的民主是倫理上合乎生態的論述。對作者而言，哲學思想或是文學在書中都只是證成

這些結論的手段，也因此作者並不提供太深入的分析，這也是在書寫方式上本書與本

地人文學者差距最大之處。 

對於 Bennett 所提的物的能動性，林教授並沒照單全收。除了質疑「外在」

的定義外，林作為人文學者，認為這些對於物的理解似乎排擠了人文知識，因

為他們都從科學的概念出發，如風向的變化、大氣的溫度與溼度等等，而天氣

難以預測雖然可以說明物不固定的活動樣式的概念，但我們如何將這些概念與

人文研究做結合？林提到，雖然後人類理論家如海爾思（Hayles）或哈洛威

（Haraway）都會跨領域的借用科學概念來創造新的哲學與概念，但這是否說

明人文學門就要開始研究地球科學？如果是，又該接觸到什麼程度？林教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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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第一章與前言時，重申為何要在此時討論新物質主義。他除了再度強調，

這是一個真正民主的想法，包含動物、土地、人與物的共同政治以外，也提出

人其實也是由物所組成，這證明了人跟物之間其實可以共享的就是物質性的面

向（shared materiality）。這在林看來，跟佛家的「眾生平等」觀念相似，即生

命的概念可以拓展到物質界。換句話說，因果關係其實是分散的（distributive 

causality），一件事情的發生其實並非線性發展，小事都可以成為大事發生的因

子，沒有誰可以造成絕對的因，如同拉圖提出的關係網絡一樣，我們人類（身

體）其實都在密切複雜的關係網絡系統當中，人與物皆平等，誰都可能影響

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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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導讀者：淡江大學英文系副教授涂銘宏 

主持人：政治大學英文系副教授邱彥彬 

題目：物質與媒介的關係 

閱讀文本：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Chpts. 4, 5, 8 

時間：2015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1:00~4:00 

地點：中興大學人文大樓 712 會議室 

內容摘要： 

涂銘宏教授首先說明他為何認為 Bennett 的著作在台灣有討論的價值。Bennett 的寫

作形式具有高度的反身性，非常的明智（sensible），因此涂教授認為即使其理論有許多

疏漏，但在教學上仍具有很大的意義，可以作為國內課程中介紹新物質主義的一塊入

門磚，如同柏格（John Berger）的《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之於視覺文化研究

一樣。另外，涂教授認為 Bennett 對於德勒茲的理論有誤讀，尤其是第四章中對於「生

命」（life）與「生機主義」（vitalism）的解讀與德勒茲有出入。這個誤讀凸顯的不只是

對於重返德勒茲的必要，更顯示新物質主義與德勒茲的關係需要再度審思，究竟是承

繼，還是超越？涂教授認為，以 Bennett 為代表的新／生機物質主義（new/vital 

materialism），只將物質視為生命的延伸，並以此企求物質客體的本體論，卻未察覺這

只是用主體的眼光在看客體，仍是以關係（relation）的方式在思考，過於重視有機體

（organic）。涂教授希望強調的，是以思辨寫實主義（speculative realism）為主的思

潮，將對物質的重視推向一種近似科幻小說中出現的末世光景，是一種「無人的殘

酷」，抑或是德勒茲所提的「非關係」（non-relation）概念？為了解決這個缺陷，涂教

授在本次讀書會中除了整理 Bennett 的想法，也釐清德勒茲原先的概念，介紹他自己閱

讀的日本思想與新唯物主義的關係，並且講述更多他對本書不滿之處，尤其是其未解

決與處理的論述。他認為這些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才會使本書在台灣產生其意

義。    

在第四章中，Bennett 主要以金屬無機物講述事物如何擁有生機（vitality of 

things），並拒絕純力學與機械式的思考，強調物自身的力量。涂教授以自創的字眼

「生命主義」（lifeism）形容這種對物質的觀點，認為 Bennett 就是要強調物件的生命

性（lifeness of things），是一種主動原則（active principle）。然而，涂認為這是不足

的，並將前述的詞彙翻轉，提出生命的物件性（thingness of life）作為抗衡，認為談論

物件不見得要賦予物件能動性，而是必須同時考量其被動原則（deactive principle），而

這點就比較接近思辨寫實主義的觀點。他接著繼續講述 Bennett 書中的例子，如

Bennett 認為非人物的動物也有社交生活，因此亦有生機。然而，涂教授認為這依舊是

在生物學的範圍內，並沒有真正將對物質的考量推到極端，即使 Bennett 後來有考量金

屬，並詢問物質本身是否也能有生機，但其對德勒茲的片面閱讀仍舊使其理論有缺

陷。 

涂教授認為她最顯著的誤讀，緣自與德勒茲對於「生命」的定義不同。對於德勒

茲來說，生命的重要主軸在於其不存在於主體性，亦非個人性之中。當然，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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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ett 來說，她亦認為敵人是主體的霸權（tyranny of subject），而其中亦充滿對主體

性的反叛，這點與德勒茲並無二致。然而，Bennett 在此卻將主體連接到無機體，並形

容此種聚合體為「自主體與客體脫離的純粹事件」（“a pure event free from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of what happens”）。涂教授表示，這種說法無異於自己「打臉」。顯然，

正是由於 Bennett 創建的複合體將主客連結，這一事件本身就無法自主客脫離，必然有

所連結。反之，德勒茲提倡的是一種「純粹的無主體意識流」（“a pure a-subjective 

current of consciousness”）。涂銘宏認為，在理解德勒茲思維上，英國學者 Shelley 

Trower 所著之 Senses of Vibration: A History of the Pleasure and Pain of Sound 似乎更為有

用。這樣的誤用似乎也導因於 Bennett 對物質能動性過度的焦聚，因而花費許多篇幅在

物質主義上。涂教授認為，acton 與 agency 沒有太大差異。但德勒茲討論的其實不只這

種物質的能動性，更著重於物質之間的傳介（mediation），而 Bennett 所談的震動

（vibration）其實也不一定植基於特定物質，也可以獨立於任何主體與客體。涂教授表

示，如光或空氣等，都與主客體無關，純粹是「介質（medium）的問題」。因此，涂

再度借用 Bennett 的話說，震動（vibration）與震動物質（vibrant matter）其實指涉兩

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更加激進地拆解主客體的存在，而後者卻因過度強調物質的「生

命性」而忽略了更加激進的推演可能。涂教授甚至認為，Bennett 所使用的聚合體概念

假設人與物之間有強烈的連結，卻未探討其中是否也有微弱、被動的連結，而這樣的

關係我們又該怎麼去理解，則無從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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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導讀者：成功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林明澤 

主持人：成功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賴俊雄 

題目：The Transversality of New Materialism 

閱讀文本：Rick Dolphijn and Iris van der Tuin, eds. New Materialism: Interviews and 

Cartographies, Chpts. 5  

時間：2015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00~4:00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修齊大樓文學院會議室 

內容摘要： 

林明澤教授認為，新物質主義是處理二元論（dualism），並非揚棄或超越

二元論 而是要 work through，或如同本書編者所說的「切穿」（“cut across”）。

林教授說，他們不喜歡談超越（beyond）的原因是有進入超驗（transcendent）

領域的風險。相反的，這些學者只是認為二元論是不完整的，因此要在其中指

出差異，這與 Delanda 的 morphology of change 是類似的，同樣指出物質會變

動。林明澤接著說，如何改變物質是這些學者關注的焦點，因此才有自然科學

思潮的介入，甚至是數學。其中，有學者自創詞彙：“mattering”─將物質的名詞

（matter）變化為動名詞的狀態，凸顯物質從流動的狀態凝聚為物質的過程。這

同樣呼應 Delanda 所說，認為人類身邊所有的物質都不需要智能的介入，而是

可以自我生成（或「自生發」）。推演到最後，可以說其實主體也只是 mattering

形成的一部分。林教授提示，在本書第 96 頁，作者提到兩位學者不認為人完全

由社會建構，也因此，他們對巴特勒（Butler）的展演概念頗有意見。他們提倡

的是一種去主體性的人的認識方式。 

回到開始時的重點，林教授說，二元對立其實是不真實的（unreal）。以數

學來看，0 跟 1 並非互相對立，其實他們之間是有無限的數字，是無法耗盡

的。他接著以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或是女性主義的陰性主體與建構論的對

立為例，指出新物質主義者認為這些都是依附在再現論（representation）下的

邏輯罷了。這當然並非新物質主義者要揚棄再現，但他們卻認為不能被再現限

制住，而是要「跨接」兩者。 

 林教授在總結時提到，這個跨接最適切的場域是學術領域。他說，不但學

門與學門之間需要跨接，老師對於學生也要推廣新的概念。他提到本書作者認

為跨接不同學術傳統很重要，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會回去尋求被後現代主義揚棄

的一些觀點。但他們也提到，即使是跨接，要做到有品質的轉移（qualitative 

shift）是困難的，哲學思考若要產生新的方向，並非如此容易。林明澤將此想

法稱為後設學門典範（Meta-disciplinary），認為傳統中學派的區別都具有化約

性，而新物質主義因為不想被囿限在一個領域內，而採用德勒茲的去畛域化策

略，「滲進」與「跨接」不同典範。就如同後現代雖然忽略身體，然而他們所研

究的大眾文化卻大量關注身體。而這個認知的差異問題其實就出在再現論上。

林明澤表示，後現代主義者創造了很多 identities，然而，重點在於為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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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再現成這樣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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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導讀者：成功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賴俊雄 

主持人：成功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林明澤 

題目：將二元推到極限 

閱讀文本：Rick Dolphijn and Iris van der Tuin, eds. New Materialism: Interviews and 

Cartographies, Chpts. 6  

時間：2016 年 1 月 15 日下午 1:00~4:00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修齊大樓文學院會議室 

內容摘要： 

〈將二元推到極限〉（“Pushing Dualism to an Extreme”），目標不在否定或拋棄「二

元對立」（如「黑白」、「上下」、「男女」等），而是在二元對立之間試圖找出有「程度

差異」的「物化」動態生成灰色地帶，也就是對二元對立的二分法提出修正與補充。

因此，本章關注的是新唯物論如何藉由二元論的「橫切」，破壞二元對立的優劣關係，

並將兩者的差異極限化，以建立一套差異的哲學。 

將二元論推到極限，可分幾點陳述：（1）本體論的形成過程及開展方式，將是新

唯物論方法學所要處理的。同時，在各個不同領域如何將發展中的概念「現實化」

（actualize），進而回應當今的物質樣態，亦是新唯物論者所要處理的。（2）如果二十

世紀是「語言轉向」，二十一世紀則可謂「物質轉向」。此轉向試圖將後現代以「否

定」（negation）導致虛無做為其論述的出發點，並將二元對立的消解提升到較為積極

「肯定」（affirmative）的層面。唯物論有三個層次：其一是從「種類差異」到「程度

差異」之間的物質流動。其二，「程度差異」是一個「動態過程」（dynamic process），

是一生成而非固定的關係。其三，「程度差異」必須是積極「肯定」的，如此一來，新

關係的開展及具人文色彩的新唯物論方能成為「可能」。就現代性而言，新唯物論不再

執著於開展現代性的二元論面向，同時也表明自身在歐陸哲學內在性思潮的地位，企

圖在創造唯物論觀點時也點出其侷限性。新唯物論不再把眼光投注在霸權式的「知識

模式」（mode of knowing），而是拉回藝術與科學的生產方式。就德勒茲而言，世界是

一個「混沌」（chaos）的內在性，由「抽象機器」（abstract machine）掌控其世界能量

的運轉。在這個世界中，藝術、哲學、科學三者皆做著同樣一件事：「思考不可思之境

界」（thinking the unthinkable），儘管三者呈現的方式不盡相同。所謂「差異被推到極

限」中的「極限」其實是一個「没有極限」（un-limit）的空間。內在性哲學皆是未生成

的開展性，當我們思考新唯物論的時空場域時，物質的「虛擬性」（virtuality）將會被

「現實化」（actualize），進而成為「可能性」（possibility）。如此將會有「無限」的開

展。內在性的哲學永遠是偶發與撞擊及未生成的開展：將現實「去疆域化」或「虛擬

化」，並且持之以恆地重覆，差異方能被推展至極限，誠為激進、無終止的差異。因

此，所謂的「極限」，若置放在當今二十一世紀的哲學情境，也就是沒有可以被知曉的

極限。 

以往的二元論是否定的、減化的、被動的，但現今的新唯物論是正面的、動態

的、肯定的、多元的。這些特質都在內在性平面被開展。柏格森（Henri Bergson）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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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緜延」（duration）是過去和未來的產物，不應該被「空間化」（如時間被時鐘所

「切割」）。而「種類差異」是縱向地將物劃分或是將種類進行更細微的切割。新唯物

論認為，從「種類差異」到「程度差異」是「動態生成」（dynamic becoming，如咖啡

豆到咖啡，再到人體，進而影響人體的一連串變化），而咖啡豆、咖啡與人體，三者之

間則會產生某種的連結，進而相互影響。以往所謂的「關於」，往往建立在負面

（negative）、宰制（dominant）、階級的（hierarchical）關係上。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曾說：「心靈無法知道身體能做什麼」。身體能做的，永遠是心靈所無法知曉

的。是故，心靈與身體間階級分明的二元性也由此被打破。所以，汪德徒鶯（Iris van 

der Tuin）及杜菲英（Rick Dolphijn）在本章引進柏格森的思維，就是為了讓思考不再

只是思考，而是具有激進性行動。而此行動必須是肯定、實踐，也必須是激進的。如

此一來，新唯物論才能駛離柏拉圖以降的「再現式」（representational）思考或將時間

空間化與切割的再現式思維。 

從「負面性」到「肯定性」後，事物便較少以「評價」的方式觀看。不在心與物

之間做價值上的判斷，而是使事物間的對立鬆動，回歸到肯定的、縱向的開放性，並

且割開事物封閉的切口，使事物得以流動，得以具有展演性。其展演性在於，它是當

下動態與事物的連結，或是生成性的連結，使差異更活化。反之，它不再是再現式或

是具有評價式的思考，也不再壓抑事物的底蘊。事物的虛擬性與現實性不斷的交錯，

可以不斷地開展事物的可能性，開展出新的存有樣態。「差異」在後現代脈絡是個重要

的價值，而且被無限上綱。這樣的現象有其困境。「差異」在「語言轉向」時，可能是

無限的「延異」（différance），它或許可以天馬行空。但是在「人」的本體層次，差異

則具有一定程度的侷限。所以，新唯物論回歸到本體，回歸到具有限制的情境與生

活。換言之，我的差異必須是可以實踐的，必須基於「此時此刻」的我，與我過去的

活動，來開展與發現我最大化的可能為何，也就是思考物質能幫我們開展什麼？梅亞

蘇（Quentin Meillassoux）認為事物的創立有賴於「撞擊」，其關係不是建立在人類思

考的必然連結或框架裡，而是回到以物質為主宰，物質與物質間所產生的偶然連結，

以產生新的意涵。梅亞蘇批判整個西方傳統的「關聯主義」（correlationism），認為

「關聯性」是一種以人類中心論為主軸的知識論。主體以自身思考為主控的表意系

統，將現實中客體或物質視為一種被動的知識論客體。而巴迪烏（Alain Badiou）則批

判梅亞蘇的論述基礎的是偶然性與反關連，缺乏事件性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事件

的建構，而非先驗性的再現）。目前有四個範疇很積極地想與新唯物論做連結：女性主

義、生態批判、後人類、文化研究。女性主義已經從過去集體的「波」，發展到現代多

元生成的「線」。第一波女性主義追求女性的平等權，是為「異中求同」。第二波女性

主義，則試圖建構出女性自身的主體性，是為「同中求異」。第三波女性主義，則希望

在「女性」的類別中，更進一步找出非主流、非典型的女性樣態（例如，有色人種的

女性、第三世界的女性等），是為「異中求異」。女性主義現在則企圖與新唯物論結

盟，也就是作者所說的「新女性主義唯物論」。猶如德勒茲所提出的「流變女人」概

念，「男性」與「女性」本質上的「性別差異」（sexual difference）將會被模糊掉，以

達到兩者間一個橫切的開展。但弔詭的是，原本女性的差異與主體性的強度也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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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沖淡。而在哲學範疇中，女性通常是被客體化的。新女性主義唯物論者希望在男女

的二元論中，作橫向的重組，以「流變少數」（becoming-minor）為目標，不再採取將

女性「去客體化」的策略。物質是動態的生成樣態，所以性別差異放在差異概念中，

就是差異化的動態生成樣態。新女性主義唯物論必須要有新的啟發，不再採取負面與

靜態的態度。新唯物論則是以積極正面的態度，拉開新的樣態，讓虛擬得以進入，讓

性別的差異變得更有動態的差異化。儘管現代性為人類歷史建構耀眼的一個階段，但

後現代則為現代性打破它原有的封閉二元性，產生出多元的差異，建構新的關係，讓

「知識的模式」與「生存的模式」產生出正面與積極的人文新樣態。如海德格所認為

的，人與科技之間，不應是科技作為主宰，或是人類打倒科技，而是積極地開展與介

入人文與物質間，讓人文能做出新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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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 

導讀者：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蔡振興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兼研發處處長李翠玉 

題目：超物件與全球暖化小説 

閱讀文本：Timothy Morton,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時間：2016 年 2 月 19 日下午 1:00~4:00 

地點：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視聽教室 

內容摘要： 

NASA 氣象學家韓森（James Hensen）1988 年提出「全球暖化」概念，「全球暖化」

再度引人注目。一九八０年代後變成文學課題，文學界亦開始思考何謂全球暖化。根據

文學的再現形式，全球暖化主因為二氧化碳，該氣體雖大，卻不可見，故為「超物件」：

既大、又遠，但感覺上卻很近；它是黏膩的（viscous），甩脫不掉。全球暖化是悖論（paradox），

對某些國家有利有弊，如北極圈國家俄國可開採更底層的資源。暖化議題始於 1980 年

代末期，讓人警覺全球暖化的最大推手莫過於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他出了紀

錄片還寫了許多文章，尤其《不願面對的真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 2006)，直指人

們儘管面對全球暖化現象仍不願意處理。這無不讓我們思考：我們是犬儒者（cynic）還

是偽善者（hypocrite）呢？隨後，聯合國機構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跨政府氣候變化委員會)，著手研究全球各地溫度的現象，尤其全球暖化對各

國影響的說明。該機構至 2013 年共做了 5 次評估，每次都出版刊物報導評估結果。我

開始研究 1960 年代後的全球暖化小說，認為全球暖化可分三類型：(1)思辨小說

（speculative fiction）：即科幻小說的前身；思辨（speculative）一詞，主要是黑格爾的觀

念，是指純粹（pure）或批判或辯證的意思，但在此用法則較具有想像性（imaginative），

未碰觸哲學原意。艾迪斯（Brian Aldiss）的小說《熱屋》（Hothouse, 1960），描寫全球暖

化後世界變成巨大叢林，動植物變得碩大無比，故有「想像」的內涵。到 1970 年代，二

氧化碳才真正被視為全球暖化的元兇。(2)科學小說（scientific fiction）：荷索格（Arthur 

Herzog）的小說《熱》（Heat, 1978），一開始熱浪襲來，海洋溫度上升，湖裡的魚大量死

亡，有東西看起來黏稠稠的。小說的風景讓人有怪誕（uncanny）恐怖（gothic）之感。

後來，科學家皮克（Lawrence Pick）與其研究團隊研究為何世界變成如此，發現二氧化

碳導致全球暖化，最後他們試圖解決全球暖化之窘況。巴拉德（J. G. Ballard）的小說《淹

沒的世界》（The Drowned World, 1962）則提出另一種說法，認為地球磁場失衡了，導致

地球自轉變慢，故溫度上升。由上述小說可知，全球暖化係由這些作家所杜撰。到 2000

年，羅賓森(Kim Stanley Robinson）出版了《全球暖化三部曲》（Capitol Trilogy, 2005-2008）。

由於美國不願簽《京都議定書》，故小說設定新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企圖處理全球暖化的

議題。第二階段以較為科學的方法描述全球暖化。第三階段則以懷疑的態度閱讀全球暖

化現象，這屬於 2000 年以後全球暖化小說再現。(3) 懷疑小說（skeptical）：其中，麥克

伊旺(Ian McEwan）的《太陽光》（Solar, 2008）認為全球暖化與政治權力卦勾。而上述

的全球暖化現象，依莫頓的新說法，全係「超物件」發揮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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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主要以「物件導向本體論」（object oriented ontology）處理全球暖化的問題。

莫頓認為，超物件是「物件導向」（object oriented）的一階觀察（the first order observation），

也就是親身體驗，做研究時就會進入二階觀察系統理論（systems theoretical）。誠如廖朝

陽教授所說，「理論是溝通的介面」，我們則以「物件導向」的理論作為與全球暖化小說

之間生態溝通（ecological communication）的介面。根據莫頓的看法，物件導向在思辨

實在論（speculative realism）的大架構裡。其中所謂的寫實主義是「有一個外在的世界」，

而我們對外在世界的知識係可藉由經驗了解。而莫頓所謂的寫實主義是量子力學的寫實

主義。若寫實主義是模仿性的（mimetic），那是稍嫌天真的寫實主義。反之，思辨實在

論係為較複雜的，「非存有回撤」（meonic/ withdrawn）、「間接體驗的」（vicarious）、「非

全」（not-all）。一言以蔽之，即「無法掌握」。用精神分析的語彙來說，即從現實（reality）

跳到真實（the real）。思辨實在論出自 2007 年時一群學者的會議名稱。要成為一套學問，

需有其相關的主題、領域、研究方法、一批學者共同致力於此研究領域，儘管每位學者

的路徑不盡相同。   

物件導向成員包括哈曼（Graham Harman，著重海德格的工具存有[tool being]）、拉

圖爾（Bruno Latour，互物性，從「主體能說話」，到「每個物件皆能說話」，所以物件可

成為主體）。以往認為語言會說話，主體會說話，但此終究是人類中心論（anthropocentric）

的說法，或人類機器（anthropological machine）的產物。但莫頓卻表示，「萬物皆物件」

（“everything is object”），從物件來觀察我們文化的現象。莫頓超物件的說法試圖超越紀

傑克（Slavoj Žižek）的｢崇高客體｣(sublime object)：超物件借助超越恐懼，將傳統的宗

教恐懼挖掘得更深。巨大的大教堂圓頂、偉大的高山，與超物件相比，仍然小巫見大巫。

從寫作的角度，莫頓自認為自己的學術為「暗黑生態學」（dark ecology），似乎表達某種

極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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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 

導讀者：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李鴻瓊 

主持人：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楊乃女 

題目：物導向哲學與自生發理論 

閱讀文本：Bryant, Levi R. "The Interior of Objects," Chapter 4 of The Democracy of 

Objects. 135-92. (Notes on pp. 298-301) 

時間：2016 年 3 月 18 日下午 1:00~4:00 

地點：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視聽教室 

內容摘要： 

純思真實主義(speculative realism)裡的「純思」(speculative)，意謂著讓思想脫離主

體與生命限制。純思真實主義最早由巴迪烏(Alain Badiou)的學生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於 2006 年在《有限性之後》(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所提出，其核心論點是，西方人文思想自康德之後，便受困於生命或個人

經驗結構的限制，因此當科學早己計算出超越人類、生命以及星系的時間，人文領域

卻還困在人的存在條件裡，因此當代思想應該推翻此康德的「關聯主義」

(correlationism，即 thought 與 being 之間的連結)，讓思想超越生命、經驗、主體的限

制。梅亞蘇在書中提出「遠祖性」(ancestrality)及「原化石」(arche-fossil)等概念，以指

涉早於人類，甚至在生命現象出現之前即已存在的物質或事件。簡單的例子可以是史

前生物化石以及地球形成之初即已存在的隕石，甚至是地球未形成前即已存在宇宙裡

的物質。現代科學透過諸如放射線半衰期等技術，即可測定此遠祖物質的年代，但人

文思想仍困於人的先驗侷限裡。人文漸漸無法跟得上科技所帶來的挑戰，但人文學科

仍需有能力提出屬於人文的觀察。這與傅柯對 actuality 的強調有關，即思想本身需要

有能力介入現實，這構成了批判理論的傳統。物導向的理論應是有嘗試結合批判哲學

與分析哲學的傳統，這與我們面臨的時代情境有關，也與人文學科面臨的限制有關。 

布萊恩(Levi R. Bryant)獨特之處在於結合拉圖爾(Bruno Latour)的網絡關連理論以及

哈曼(Graham Harman)的回撤(withdrawal)概念。布萊恩的物導向理論是要越過主、客體

對立的關係，將所有東西都當作客體看待。從關連的角度來看，東西與東西之間的確

構成關聯，如塑化劑在人體中產生的賀爾蒙變化。物的關連影響範圍不單是個體，甚

至是整個生態系，如氣候的變化或洋流鹽份的變化。如此一來，我們看到物與物之間

相互影響如此強烈(如：人類呼出的二氧化碳影響南、北極的冰山)，就不應該以主體與

客體對立來看，而是從關連、網絡的角度，以及從人文的角度理解有機 vs.無機、人

vs.非人所構成的複雜系統。但哈曼提出不一樣的看法，反對關連論。他有名的例子

是：棉花和火之間没有關係，有的是火將棉花燒盡而己。然而物與物若没有接觸或關

係的話，我們如何解釋物與物之間的關係呢？他在前面借用德勒茲解釋實體(actual)與

虛擬(virtual)之間關係的說法來說明非直接的關係。而在此章則用系統理論來說明。系

統理論的核心觀念是自生發系統(autopoeisis)，即生物系統可以自己循環，自己維持系

統的穩定，並生出細胞維持自己組織的存在，同時組織亦會生出細胞，進而維持自己

自足的系統。相對於自生發系統的是外生發 (allopoiesis)，它是外生的，其存在需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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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來源，無法自我生產。自生發系統的例子譬如，細胞透過有絲分裂可以自我增

生，並啟動整個新陳代謝的循環，供給自己組織所需。簡言之，一個有機體會生出自

己的元素和成份，而這些成份又以回饋的方式來維繫有機體的生命。以上所述，應是

不會發生在物件之上的，但 Bryant 則把它使用上去。 

布萊恩挪用德國生物社會學家盧曼(Niklas Luhmann)的系統理論來解釋，物與物之

間既然沒有關係（回徹），我們該如何闡明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呢？盧曼擷自生物學的

自生發理論，發展出解釋社會系統的系統理論，強調系統與外部環境並沒有直接的溝

通，發生在環境中的是「干擾」(perturbation)和「刺激」(irritation)，但這些環境內容必

須被轉成資訊，才能進入系統內部被處理。透過這種系統中介，物跟物之間既有相互

關係，又沒有直接關係，而系統的本身則具有某種規律與自主性，因此也可說保持了

物的獨立性。因此這樣的解釋可以說是建立在物就是一個系統或結構的論點上，因此

物與物之間的溝通就是系統與系統之間的溝通。這樣的說法是頗為接近結構主義的看

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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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導讀者：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朱元鴻 

主持人：中興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林建光 

題目：動物性 

閱讀文本：Brian Massumi (2014)  What Animals Teach Us about Politics.正文 

時間：2016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00~4:00 

地點：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 室 

內容摘要： 

單從書名判斷，這本書似乎和新唯物論不大相關。但作者馬蘇米（Brian 

Massumi）對新唯物論的議題了然於胸，很有獨到見解，書籍也適合作為研讀材料。馬

蘇米是德勒茲專家，曾從德勒茲與瓜達里合著的《千高台》法文原著 Mille plateaux，

將書籍譯為英文的 A Thousand Plateaus，出版的德勒茲研究專書量多且質精。他對新

唯物論的了解，主要來自對德勒茲新唯物論脈絡的研究。在 What Animals Teach Us 

about Politics 書裡，馬蘇米重點放在動物的遊戲面向，理論框架主要來自 Gregory 

Bateson 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 (1972)。「兩隻動物忘情於遊

戲，玩起打鬥遊戲」(Bateson 179)。每一場打鬥遊戲，都僅是類似，與真正的打鬥動作

不同。每一個遊戲姿勢，在展現類似處都包含差異。兩個屬於不同層次的動作，遊戲

無需強求完美雷同。遊戲姿勢藉著暗示最小差異的存在，把模擬活動與真實動作分隔

開，不讓真咬與鬧著玩的假咬混淆不清。從類似活動仍保留差異的論點，馬蘇米提出

動物打鬥遊戲涉及的無法分辨區(zone of indetermination or indiscernibility)概念。根據此

一原出自德勒茲與瓜達里合著書籍《何謂哲學？》(What Is Philosophy?)的概念，物、

獸與人，兩者處於近鄰時可能產生流變，不斷持續直至「他們的自然差異形成之前一

瞬間的那一點，就是所謂的情動力」(173)。情動力也就是人流變為非人，緊臨的兩者

無需類似，類似是生產出來的(produced resemblance)。馬蘇米提出無法分辨區概念，進

而帶出魯耶爾(Raymond Ruyer)對直覺的關點：「臨場應變的能力，是一切直覺的必然

面向」(12)。兩隻動物的打鬥遊戲，必然有許多臨場應變的直覺動作。以此闡釋無法分

辨區概念，或以無法分辨區概念檢視直覺動作的演繹，的確有許多可相互發明之處。 

朱元鴻教授在導讀時，首先提出幾個註解人性的理論：Homo Faber (生產、製造的

人)、 Homo Necans (殺戮的人)、 Home Ludens (遊戲的人)。Homo Faber 出自馬克

思，他從生產、製造的面向界定人。Homo Necans 一語出自古典學者布柯特（Walter 

Burkert）的同名書籍，從人類歷史的狩獵、獻祭、戰爭等與殺戮有關的活動界定人。

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提出的 Home Ludens，來自他的書籍《遊戲的人》(Homo 

Ludens)，從遊戲界定人。朱教授認為 Homo Ludens 的概念比馬克思的 Homo Faber 來

得深刻，因為製造和生產活動只能說明人類成年之後的勞動生產階段，兒童或貓狗都

不製造生產。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批評馬克思這個概念只顯現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看

待工人的角度。反之，Homo Ludens 概念不僅可貫穿孩童和成人階段，也涵蓋了動

物。遊戲人概念串聯了前語言時期的兒童與成人，也串聯了人類與動物。從動物的行

為到深刻複雜的人類文明，都普遍具有遊戲的特徵。朱教授接著提到西蒙東(G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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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don)的《論動物與人的兩堂課》(Two Lessons on Animal and Man)，稱其基本上是

關乎「智能」(intelligence) 、「習性」(habit)、「本能」(instinct)、「生命」(life)之間

問題的思想史。從前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近當代的思想家，思考何謂

「本能的行為」。西蒙東在這兩講裡區辨出思想史上的兩種傾向，其一強調動物與人

之間截然不同的差異，例如海德格。另一種強調人與動物之間的「連續性」

(continuum)，人終究是動物。從柏拉圖到海德格，「思考」(thinking)似乎只保留給

人。然而，當我們面對一群獅子或海豚，很有策略性地獵食，牠們難道沒有思考？馬

蘇米所挪用的思想家甚至不會如此區隔植物界與動物界，「界」（kingdom）的劃分其

實不那麼重要。像魯耶爾和柏格森不會將「初級意識」(primary consciousness)僅保留給

人類。「初級意識」指的是非認知、非表徵，而與生命共同存在的意識。所以作者馬

蘇米不單只是要討論動物行為，更要討論動物思想。 

本能究竟是什麼？以往認為人類的行為係思考與理性的結果，本能則為動物。本

能這個概念也被理解成機械式、刻板的。現在我們必須思考：若動物果真以這麼機

械、刻板的本能來行動，它們真的能存活下來嗎？從變形蟲阿米巴到人都有本能，本

能不是刻板、自動、機械性的回應，而是一種能力，在不同情境下以「即興」演作解

決生存問題。柏格森曾說：我們不能因為某些生物没有胃，就認為牠無法吸取營養維

生；同理，我們若因為有些生物没有腦，就認定他們没有心智能力(mental power)，豈

不同樣荒謬。以往我們總將動物簡化為機械式的刺激—反應，但在没有外來剌激的情

況下，動物還能自我觸發，用休謨的話，這端賴想像力。生物符號學家于克基爾(Jakob 

von Uexküll) 認為，動物的感官知覺與人不一樣，但同樣能以感官感知外界，據以詮

釋並用行動回應，這就足以稱其為主體了。對於馬蘇米，主體是跨獨體的(trans-

individual)，隨時都在流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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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場 

導讀者：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教授林淑芬 

主持人：中興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林建光 

題目：動物性 

閱讀文本：Brian Massumi (2014)  What Animals Teach Us about Politics 三篇 supplements: 

1. To Write Like a Rat Flicks Its Tail 

2. The Zoo-ology of Play 

3. Six Theses on the Animal to be Avoided 

時間：2016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00~4:00 

地點：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 室 

內容摘要： 

馬蘇米於 2014 年出版的專書，《動物在政治上教我們些甚麼》(What Animals Teach 

Us about Politics)，正文之外有三篇補遺(Supplement)，這次的導讀即針對這三篇補遺申

論其深意。 

〈補遺 1〉探討何謂「人類的流變動物」，其與「非人類嬉戲」(non-human play)有

何差別。馬蘇米首先鋪陳「情勢」(situation)中的必要性，在一種情勢中的求生之道，

但強調必要性的同時也並至創造性和變化的可能，第二部分則是絕對的去畛域化，第

三部分則是書寫的虛構而產生的基進性。在探討必要性與創造性時，馬蘇米舉卡夫卡

為例，說明為了達到「超正常趨勢」(supernormal tendency)的效果，如何以書寫創造逃

逸路線，以超越結構限制(structural limits)。接著他說明創造性與必要性不僅不相互排

斥，還與肉體性(corporeality)創造力相互滋長。絕對的「去畛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首先是跳脫既有場域，接著懸置既定的身份、納入更具強度

(intensive)的狀態。書寫不在於「針對」動物進行論述(The writing is not discoursing 

“about” the animal [62])，而是一種「思考-寫作姿態」(thinking-writing gesture)，因為動

物總處於關係生成變化的「無法分辨區」(zone of indiscernability)。 

在〈補遺 2〉，馬蘇米批評阿岡本的「互相排除」(mutual exclusion)，強調生成變化

狀態的「自我超越」(self-surpassing)。馬蘇米認為，阿岡本的概念是「貧瘠的弔詭」

(sterile paradox)，因為過分關注結構、懸置差異而忽略變化，對於結構的看法只停留在

簡單對立。他批評阿岡本的弔詭沒有任何跳脫的可能性，不停重複生產，認為這樣的

政治分析執著於結構的作用，沒有發揮生命的創造力與反變化，是對於結構分析過度

沉迷，反而落入對常態與秩序的過度執著。〈補遺 3〉提出六點主張：(1)不論是語言或

意識都不能成為區分人與動物的標準，因為動物的創造與表演都是語言發生的條件；

(2) 創造性與本能(instinct)是互相交織(interwoven)；(3)不要對於後人類的預言有太高期

望；(4)動物性來自於人而非外部環境；(5)不要寄望於無機物質(inorganic material)；(3)

沒有預先構成的主體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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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場 

導讀者：交通大學社會及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劉紀蕙 

主持人：中興大學台文所所長兼人社中心主任李育霖 

題目：物質與藝術 

閱讀文本：Estelle Barrett, Barbara Bolt, eds. Carnal 

Knowledge: Towards a 'New Materialism' through the 

Arts, Chap. 1 and 2 

時間：2015 年 6 月 10 日下午 1:00~4:00 

地點：台大舊總圖外文系會議室 

內容摘要： 

    波爾特指出，二十一世紀的新唯物主義由不同學科知

識發展的匯聚，從量子物理、奈米科技，到社會、政治、

哲學理論，到女性主義、文化研究、視覺藝術、裝置藝術、

電影、戲劇、舞蹈、音樂、媒體等領域。這本書的重點是

從新唯物主義的角度來思考藝術的文本活動。波爾特指出，雖然後現代與後結構主義強

調話語構成而影響甚至決定了不同領域的話語活動，但是，藝術的物質性不會被語言所

遮蔽，反而可以透過藝術的物質性，而介入意識形態以及話語構成的問題。波爾特以克

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說法來解釋藝術中的感性（Affect）物質性。根據克莉斯蒂

娃的論點，美學經驗包含了身體、心靈以及社會的三重互動：第一，從外部刺激，物質

的活動造成身體的感受；第二，身體內部的刺激引發了感官經驗以及情欲活動；第三，

刺激以「表記」（sign）或是「姿勢」(gesture)出現，而透過色彩攪亂文化再現體制的常

模。 

孔圖莉（Katve-Kaisa Kontturi ）的文章，“From Double Navel to Particle-Sign: 

Toward the A-Signifying Work of Painting”，以內芙多(Susana Nevado)的裝置藝術《誠實

的算命者》(Honest Fortune Teller, 2005)中女性的雙重肚臍眼，作為問題的起點。內芙

多取材於 1950 年代女性雜誌與攝影史中的女性身體中，刻意呈現天主教圖像中的「非

肉體性的神聖女性」（incorporeal holy women）的形象，非肉體性的聖潔女子。然而，

在她為期六個月的藝術工作過程中，這兩個肚臍眼意料之外地在最後階段出現。這種

並不是藝術家有意為之的效果，也不是無意造成的結果，恰恰好說明了藝術工作的過

程，也就是內芙多所呈現的漫長而一層又一層重疊的藝術創作過程過程。孔圖莉指

出，此處我們看到藝術創作過程必然牽涉的四個面向，第一，分層化的能力 (powers 

of stratification)，第二，去層化的力量 (forces of destratification)，第三，作為微粒子表

記的雙重肚臍眼 (double navel as particle-sign)，第四，從雙重鏈接(double articulation)

到一個表義符號學(a-signifying sem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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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場 

導讀者：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邱漢平 

主持人：政治大學英文系副教授邱彥彬 

題目：情動力與藝術 

閱讀文本：Estelle Barrett, Barbara Bolt, eds. Carnal Knowledge: Towards a 'New 

Materialism' through the Arts, Chap. 3 and 4 

時間：2016 年 7 月 1 日下午 1:00~4:00 

地點：台大舊總圖外文系會議室 

內容摘要： 

導讀一開始，邱漢平老師首先介紹新唯物論有別於當代其它理論之處。他旁引一

些文章的論點說，新唯物論承認物具有媒介力(agency)，因此質疑自啟蒙運動以降一直

支撐「人在世界觀」(view of humans-in-the world)的人類中心論述。人在世界觀視人類

為世界的製造者，世界則提供人類可用的資源。新唯物論的立論根基，就來自上述論

點在倫理、生態與政治上引發的急迫問題。視世界為消極資源供積極的人類應用，此

一論點已站不住腳，影響所及動搖了人文主義賴以維繫的基礎。新唯物論的「我」不

再是唯我獨尊的人類主體，而是物質與符號聯手下的行動者。根據唐納‧哈拉維

(Donna Haraway)的說法，這個 articulation 涵蓋人與非人，社會與身體，物質與非物

質。浮現出來的觀念，是人與非人關係圍繞著生機物質性重整其輪廓，不再僅認為是

人在做事。在此觀念下，即使文化研究、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等理論，仍被視為

未擺脫由人主導的觀念。往昔從藝術史與美學理解藝術，藝術被賦予再現真實的能

力。現在則視藝術為文化生產，就像身份(identity)一樣，藝術不是本就存在(given)，而

是透過社會論述實踐而生產出來。傅柯(Michel Foucault)創造「論述構造」(discursive 

formation)一詞，敘說不同學科分別對「真實」設下論述框架以理解它。這類建構理論

的核心思維，是認定論述設下甚麼可以思考，甚麼可以再現的框架。新唯物論主張，

藝術是一種物質實踐，物的物質性是創造活動的核心。 

在說明新唯物論與其它當代理論截然不同的視野差異後，邱老師接著導讀 Carnal 

Knowledge 三、四章。這兩章探討物與物質性跟人的有機體如何連結，以形成反饋迴圈

(feedback loops)，即一種新興認知系統。第三章提出一個由 affect 與 effect 組成的新創

字 AEffect。效應(effec)是科學概念，情動力(affect)與藝術相關，啟發(heuristic)是認知

概念，開啟以人的有機體和外在環境結合的新認知觀念。藝術的實踐在於連結物與物

質性跟人的有機體，展開新的聯構關係。思維與物質的聯構關係，強調體現(embodied)

與位置(situated)，物質也是認知體系的一環，有機體與環境的關係形成迴圈，環境會

影響有機體如何認知，進一步會互相影響。明顯的對照是，傳統認為有機體有認知外

界的能力，物質則是被動的，以自己有限的知識認知外界，認知並不精確，因此有賴

認知較深入時回頭修改先前的概念，因而形成新迴圈。周邊的物質與物質性會影響人

的有機體認知，但傳統上習於以主體與客體的關係檢視兩者接觸時的認知反應。德勒

茲與瓜達里在《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書裡提到，嬰兒看到的媽媽，可能是她的

毛髮、牙齒或身體其它處等部分客體(partial object)，而非整體。德勒茲在《純粹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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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Pure Immanence: Essays on A Life)提出主體形成之前一瞬間的雜然並陳狀態，稱之

為獨特性(singularity)，也就是生命。以不具功能也未成形的粒子(particle)或部分客體與

未達可說出「我」的有機體互動，其形成的新認知系統，或可以德勒茲與瓜達里的書

《何謂哲學？》(What Is Philosophy?)裡的無法分辨區(zone of indetermination or 

indiscernibility)，敘說人的有機體和物質性的如何在鄰近時產生流變，持續直至「他們

的自然差異形成前一瞬間的那一點，就是所謂的情動力」(173)。重點是兩者仍保持差

異，雖然流變產生類似，但物質性在認知裡並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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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場 

導讀者：中興大學台文所教授兼所長與人社中心主任李育霖 

主持人：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朱元鴻 

題目：生態學 

閱讀文本：Felix Guattari. Chaosmosis, Chpts. 5, 6, 7 

時間：2016 年 9 月 23 日下午 1:00~4:00 

地點：中興大學人文大樓 712 會議室 

內容摘要： 

瓜達希在 Chaosmosis: 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 書中提及「機器口語性」

（machinic orality）與「虛擬生態學」（virtual ecology）等概念。瓜達希之所以談

「口語性」，係因為在德勒茲與瓜達希的思考中，articulation（發聲）總涵蓋兩個

層面，一是發聲組織形式（form），屬於內容（content）的層次，會被賦予功能或

意義（signification），是可見的（visible）；而另一層面則是屬於話語（discourse）

或表達（expression）的層次，是可說性的（sayable），而所謂的「口語性」即是

介於兩者之間，在內與外之間。 

基於這一界定，瓜達希導入的是關於藝術的思考，或更確切的說，是關於表

演藝術的思考。瓜達希宣稱某種在口語、文本、手勢，乃至姿態之前實踐所形構

的「感覺團塊」（blocks of sensations），亦即情動力（affect）與知感（percept）的

組和物，在 orality 之前。有別於德勒茲著重討論電影、藝術與文學作品，瓜達希

更著重表演藝術，例如爵士樂等，因為這類藝術恰恰能將感覺存有從符號系統中

擷取出來。換句話說，美學實踐是為了要去找到 enunciative nuclei 或新的裂縫以

形成新的組配（assemblage）。這一思維同時也披露了瓜達希的藝術觀，藝術並不

局限於成名藝術家的作品，那些受壓迫的人或少數族裔的表達也是藝術。這同時

呼應德勒茲與瓜達希合著的《卡夫卡：邁向少數文學》中所闡明的，文學（或藝

術）是能夠顛覆當下的政治環境與社會典範的發聲，因為藝術摹劃的是那些尚未

具體化的虛擬社群與未來人民。 

也是在同一脈絡下，瓜達希將生態學理解為「虛擬生態學」，並宣稱，生

態學是整個社會、主體、環境的問題。瓜達希認為，虛擬生態學即是生產並發

展前所未有的主體構成與狀態（91）。因此，對瓜達希而言，流變（或情動力）

屬於生存的問題，而不僅只是關於藝術表現的問題。虛擬生態學發明創造盈盈

的生存處境，這裡我們也目睹尼采式創造性的重覆，不斷地創造新的生命律動

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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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之心得或收穫： 

本研讀會集結國內最優秀的一批文學理論學者，有些人擔任導讀、主持人，有些人

參與研讀討論，也吸引許多對新唯物論有興趣的碩博士班研究生參加。研讀會舉辦之地

點，由於採巡迴全台舉辦的方式，地點包括台大舊總圖外文系會議室、中興大學人文大

樓 712 會議室、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修齊大樓文學院會議室、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視聽教

室、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 室等。由於巡迴全台五個城市，有些成員無法經常出席，成

員的出席率較預期低。但頗吸引各校ㄧ些老師與研究生的興趣，每場均有十人以上出席，

導讀後的討論相當熱烈。散布與激起學界對學術新知的興趣，算是研讀會一項額外的收

穫。如果要以比較精確的方式衡量計畫執行的收穫，2016 年與 2017 年全國比較文學會

議徵稿啟事均以新唯物論為題：2016 年為「文‧物」，2017 年為「人非人，物非物」。

2016 年的「文‧物」全國比較文學會議發表的論文，即將在《中外文學》出版專輯。因

為本經典研讀計畫而激起的研究熱潮，還會在國內學界持續下去，產生更多、更豐碩的

成果。 

新唯物論蔚為廿一世紀人文思維的巨大風潮，ㄧ方面固然因人類脫離不了物質層面

的牽扯，舉凡我們身處物質世界，日常生活深植於物質之內且周遭莫非物質，我們的身

體由物質所構成，我們感知的是揮之不去的物質性，我們的生存仰賴眾多微生物、各類

高等生物、我們自己的身體與細胞反應、宇宙永不停息的運轉移動。我們已無法天真地

假裝，物質世界的存在脫離不了人類的認知體系，或人類可自外於龐大的物質世界而不

受其影響。Manuel Delanda 即曾指出，新唯物論的出發點，在於承認物質世界的存在獨

立於人類的理智之外。另ㄧ方面也與唯物論脫胎換骨後的嶄新風貌有關。唯物論自 1970

年代以來在理論界節節敗退，與後結構主義挑戰物質世界現代研究方法賴以支撐的存有

論與認識論有關。後結構主義強調語言、論述、文化與價值，從而鼓動ㄧ股實質忽視物

質現象與過程的風潮，並質疑直接觸及物質與物質經驗的動作為膚淺的再現。新唯物論

重新啟動主體與客體之間關係的探討，進而擴及人類思維與環境物件彼此的關係。這包

括回歸物質性最根本的問題，也針對人在物質世界的位置發出深刻提問。整體而言，物

質被視為擁有自我改變、自我組織與決定方位的模式，並非消極被動，亦非傳統思維所

認為的人為物質變動之導體(agent)，乃至人的認知能力使其成為自然界主人等。同時，

新唯物論密切注意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對生物圈與生態圈在當代的轉變，以及全球經

濟結構與科技現況，都保持高度敏銳與密切注意。Jakob von Uexküll 認為，生物之本質

(essence)由其與生態環境(Umwelt)的關係(relationship)所決定。這種論點翻轉了傳統的人

文觀點，影響層面極為深遠。人類日常與物件(material objects)及自然環境的互動，可視

為形成關係，人的本質不僅可在此形塑而成，利用這些外來之物，也可增益人天生的能

力。傳統上視為不可改變之天賦能力，可藉助物件而調整或增益。甚至人都可透過器官

移植而修補缺陷，乃至出現人可能沒有哪些部份不能移植的問題，而完全顛覆人之所以

為人的終極觀念。 

新唯物論大抵可分為三個支派。其一為德勒茲與瓜達里開啟的一支，巴迪烏(Alain 

Badiou)的學生梅拉雅蘇(Quentin Meillassoux)開創的純思真實主義(speculative realism)，

以及哈曼（Graham Harman）在內學者所提的物件導向本體論（object oriented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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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談德勒茲與瓜達里開啟的新唯物論，大致可從他們循史賓諾莎(Spinoza)與萊布尼

茲(Leibniz)所提的表現(expression)概念，談屬於有限性的人及其他一切的模態(mode)，

都是無限性的 substance, attribute 與 essence 之表現。有限性植基於無限性裡，無法單從

人類感官的有限認知能力論斷物質之最終屬性。每個模態必然包含一內在性(essence)，

史賓諾莎率先提出內在性為 a degree of power 的觀點，有一個與此相當的關係(relation)

把龐大數量的外緣物件(extensive parts)組合起來。這個視野徹底推翻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所顯示之萬物尊卑順序，人文思維也遭到嚴重衝擊。另一個重要面向，是德勒茲

與瓜達里在合寫的《千高台》與《何謂哲學？》裡以渾沌為核心的理論架構。無限快的

速度，不斷變動的方位，人類在渾沌之中所建立的疆域，是在完全無法捉摸辨識且充滿

破壞力的原生狀態下，找到的一種暫時穩定。其間所透露的有限性與無限性之接軌，具

見他們著作中所呈現的新唯物論，並不以理性或固定現象為已足，而以追求充分理性與

存有論為目標。揚棄現象學(phenomenology)而追求存有論，可說是新唯物論之能去除唯

物論局限性的根本原因。 

梅拉雅蘇於 2006 年在《有限性之後》(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裡提出純思真實主義，其核心論點是西方人文思想自康德之後，便受困於生

命或個人經驗結構的限制，因此當科學早已計算出超越人類、生命以及星系的時間，人

文領域卻還困在人的存在條件裡，因此他認為當代思想應推翻康德的「關連主義」

(correlationism，即 thought 與 being 之間的連結)，讓思想超越生命、經驗的限制。

Meillassoux 對主體關連論的批評得到幾位學者的共鳴，2007 年於 Goldsmiths College 召

開的第一次純思真實主義會議，參與者還包括後現象學的 Graham Harman、啟蒙虛無論

的 Ray Brassier、德勒茲派的 Iain Hamilton Grant。第二次會議於 2009 年在 Bristol 召開。

此後眾人各自發展，但基本論點是超越關聯主義。此團體重要的出版物有二。一為收錄

第一次會議論文的 Collapse 期刊第三期(2007)；第二為純思真實主義選集 The Speculative 

Turn: 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 (2011)。 

物件導向本體論的成員包括哈曼(著重海德格的工具存有[tool being]）、拉圖爾

（Bruno Latour，互物性，從「主體能說話」，到「每個物件皆能說話」，所以物件可成為

主體）。以往認為語言會說話，主體會說話，但此終究是人類中心論（anthropocentric）

的說法，或人類機器（anthropological machine）的產物。反之，莫頓跟我們說：「萬物皆

物件」（“everything is object”），從物件來觀看我們文化的現象。 

本研讀計畫閱讀的文本，都從這三大領域挑選。導讀者對導讀的文本都有深刻掌握，

因此在導讀時都能鞭闢入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