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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2018年6月26日，酷暑午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下簡稱「台

社」）的六位同仁（甯應斌、趙剛、徐進鈺、瞿宛文、鄭鴻生，與何春

蕤─依發言順序），於台社創立三十週年之際，在綠樹紅門的北京大

學靜園二院進行主題為「回首我們的知識道路」的座談。此次活動的主

辦單位是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並由時在研究院訪問的趙剛

擔任召集人。

長期以來，台社以體制外的、批判的、激進的，或左翼的學術身

分，立足於台灣知識界，迄今已出刊百餘期。除了定期出版學術刊

物，台社成員也在不同場域以不同強度，參與到在地的社會變革動力

之中，從而，作為一個集體，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以及爭議性─

這是台社身兼學術性刊物與「政治性」集合的雙重身分的由來。就知識

背景而言，台社成員絕大多數是留學歐美的「海歸派」，普遍深受西方

學術範式乃至價值規範影響。然而近十年來，台社的幾位較資深成員

不約而同對自身的知識狀況與前提產生了不滿與反省；其中一個具體

指標就是近年來他們舉辦了三屆以「重新認識中國」為名的學術研討

會。此次座談會或可首先理解為如此的知識反思歷程的一個比較特別

的延續。以不同的切入點、不同的展開方式，與不同的自我抽離度，

每位主講人都環繞著他們走過的顛躓知識之路或他們一向關切的核心

問題展開討論，其中包括現代性、普世性、民族主義、性政治，與左

翼路線。其次，由於長期以來兩岸關係高度不確定，且最近事態之發

展尤其令人不安，因此若將本次座談理解為這些同仁心有所危而不得

不言的一個體現，應該也是理會此次座談的另一重要線索。至於將座

談選在北京舉辦，應也是有心對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同道進行召喚，無

畏野人獻曝，將自身經驗與反思拋出，朝建立跨兩岸知識與反思共同

體的方向前進。孫歌、崔之元、戴錦華，與汪暉，幾位台社的長年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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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擔任了評議人，提出以共感為基礎的非常深入的對話與批評。

本專題內容分兩部分。主講人部分由六位主講人自行根據發言手

稿或演講錄音整理而成。評議人部分則是根據現場錄音稿整理後並經

發言人審校。座談的進行是兩位主講人之後有一個回應時間。

發言順序：

第一輪發言人

甯應斌：台灣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趙　剛：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第一輪回應人

孫　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第二輪發言人

徐進鈺：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瞿宛文：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第二輪回應人

崔之元：清華大學（北京）公共管理學院

第三輪發言人

鄭鴻生：作家

何春蕤：台灣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系

第三輪回應人

戴錦華：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所

汪　暉：清華大學（北京）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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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輪發言】

普世、多元與競逐的現代：中國轉向與我的知識道路

甯應斌：這些年出現越來越多的中國模式、中國學派、中國理論、重

新認識傳統、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說法。對這些「中國派」說法也有種典

型的質疑：「如果強調中國道路的特殊性，是不是更鞏固了西方現代的

普世地位？但是，如果強調中國模式的普世性，是不是會必然抗拒排

斥西方現代的普世模式？」從這些質疑與可能回應則通常延伸出更進一

步問題：「能否有同時併存的普世性的現代？或者，各地現代其實都是

特殊性？這些併存的普世（或併存的特殊）彼此處於什麼樣的關係？亦

即，『併存』的性質是什麼？」這篇文章提出競逐現代的觀念，其實就

是從知識論的層次辯解上述中國派說法所蘊含的「現代」與「併存」，或

者說，我說明中國派在現代問題上要採取怎樣的知識論位置才能言之

成理、站得住腳。但是整個問題的討論則又會是在我個人近年求學的

中國轉向下的思考。

今天的題目是普世、多元與競逐的現代。如果把我立場講得粗一

點，我要說其實只有單一的普世現代，沒有多元現代這東西，競逐現

代則是內在於普世現代的─普世現代總是競逐的，或可簡稱為「競逐

現代」，意味著：互相競爭的普世理論之併存只是暫時的（modus 

vivendi，權宜的和平共處），以及，作為西方普世例外的中國特殊性也

是暫時的─這些是本文要解釋的。我想先從多元現代講起，對比之

下，普世現代與競逐現代的意思也會清楚起來。

進入21世紀不久，多元現代的說法就越來越受到歡迎（例如杜維

明 2001），這和當時文明衝突話語與全球化加速推進（包括反全球化運

動）的脈絡直接相關。多元現代說法進入公眾視野應該是Shmuel N. 

Eisenstadt在2000年時所提出的「Multiple Modernities」（多樣現代）（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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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enstadt 2000；艾森斯塔特 2006），原意是多樣形態的現代分享相同

的現代核心，且均來自軸心文明。原意和彼此關係疏遠且起源相異的

「多元」意涵不同（不過以下我還是採用「多元現代」，因為對這個中文

譯法的接受反映了中文讀者的想像或意義引伸）。倡導多元現代的這個

學派自稱針對了福山所謂歷史終結論，否定了世界都將歸結於西方的

制度與文明；另方面，我覺得更重要卻容易被忽視的是，他們也宣稱

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反現代有所不同，現狀並非如杭亭頓所謂的文

明衝突，看似衝突的文明，其實現在都同屬於現代文明，只是不同文

化形態的多元現代而已。易言之，這個學派認為現代文明的核心還是

啟蒙觀念的人類理性自主能力，但是卻因為不同文明文化的影響，而

可能對於「自主」有或傾向個人主義或傾向集體主義的理解，對「理性」

也有不同的衝突解釋，現代源起的軸心文明也有宗教取向或入世取向

的差異。總之，多元現代學派提法的政治傾向是否定真正「反現代」的

現代。

另方面，中文世界裡「多元現代」這樣的翻譯和通俗理解更傾向中

國傳統文化可能造就與西方頗為不同的現代，由此證明中國傳統的現

代價值。通俗理解的多元現代受到歡迎，我認為和另一個讓人津津樂

道、在九十年代流行的名詞「glocalization」，所謂「全球在地化」，有相

似的因素，就是讓人感覺良好，感覺在當時美國單極霸權下的自由主

義全球化趨勢裡，世界並不真的是平的，全球不是正在西方化，各地

還是有其在地特色。所以有一種多元現代的通俗理解其實是在普世的

政治、經濟、知識、個人主義的現代性基礎上增加一些地方性的差異

與調整，並將地方風味樂觀地設想為全球性之多元文化主義，於是很

輕便地將世界現實設想為早已經是現成的多元現代了。在這個理解

上，「多元現代」只是個承認現狀的標籤，彷彿不經競逐較量的政治過

程就能達成充分發展的多元現代性，這是去政治化的理解「多元現

代」。不過，在我看來，這個世界即便不是西方化，但實際上西方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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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或仍然佔據著普世現代的位置，對於其他特殊現代具有強大的支

配力量。

講到這裡我就舉個例子，也是我這幾年思考這個問題時的具體指

導例子。現在幾乎全球都用同性戀這個概念系統來理解同性之間、異

性之間的性愛，這個概念系統還包括了雙性戀、異性戀、跨性別、同

妻、性取向、出櫃現身，以及同性、異性等等在性／別研究、社會運

動、新聞媒體、大眾話語裡被普遍使用的概念。這個普世現代的現

象，當然緣起於西方現代，因為同性戀這個概念與身分是西方現代的

發明：同性性行為雖然自古都有，但是要到19世紀才有西方對這種行

為的科學知識生產與之後的建構，並透過殖民主義等力量傳播到世界

各地。這個普世現代不但覆蓋了全球，而且還回溯歷史，以致於有中

國同性戀史這類著作會說漢朝皇帝也是同性戀云云，換句話說，這甚

至不再是個歷史化的觀念，而被自然化了。所以在同性戀這個概念與

知識上，我們看到普世現代的一個例子，也是普世現代的真實表現。

雖然各地的同性或異性之間有其傳統或歷史過程，也以各自語言術語

和社交方式來折射西方同性戀的概念系統，但是總的來說是受到同性

戀這個單一普世現代知識概念系統的支配，由此來產生對各地現狀的

自我理解、對各地過去的自我認識，由此來建構符合普世而非什麼多

元的現代。

或許有人認為同性戀是普世現代中的特殊例子，其實不然，同性

戀和西方個人主義、性別的觀念、性向的觀念、自我的觀念、親密的

觀念、現代政治的人民主權、人權外交等等都密切關連。1其實西方很

1 同性戀概念的來源是西方現代的「性（向）」觀念─性是自我的真實與祕密，性（向）

是在特殊的個人成長歷程中形成，所以每個個人都有獨特的生命故事來界定自我，

也就是個人獨特性，個人是有個性的，這也是西方個人主義的假設。更有甚者，現

代人的現代親密關係不是血緣地緣或身體接近，而是彼此揭露自我的真相與祕密，

分享自我生涯的故事。現代自我是自我敘事、自我詮釋的─因此，當前的自我身

分不再是歷史道路或文化傳統的後果，而是不斷在全球文化、媒體、資本與各類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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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現代發明的觀念都是牽一髮動全身、彼此相關的。總之，可以從同

性戀和相關現代性的建構看出緣起西方現代的普世現代在真實世界中

影響與支配的強大，首要地表現在其對全球知識生產的控制力，像性

別與性研究的理論都是來自西方，各地則是提供具體實踐（好比各地同

性戀的特色與差異）這種知識代工或補強同性戀普世性的角色。

其實多元現代這個學派對我近年的知識摸索影響不大，真正影響

我的是一些不同學科的許多大陸學者提供的刺激，由於他們並不都是

思想體系，所以沒法一一地講，但是大體感覺到他們從中國出發的思

考位置，這對過去我只從台灣（美國知識殖民下的台灣）出發的思考不

同。舉例來說明我的意思：之前有句話叫「全球思考，在地行動」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起源於環境保護運動的這句口號刻意地跳過

全球與在地的中介層次，例如國家，意在強調自然生態的超越國界，

但是問題是這個全球思考，到底是誰在真正提供思考全球的理論資

源？誰真正有全球性的一覽全局位置與利害興趣來做全球思考？在地

行動的人會不會只是照著別人的全球思考去行動呢？這種口號泯滅了

從美國與從台灣做全球思考的區別，如果在地行動是全球思考的資

源，那麼台灣的在地行動之份量顯然無法與美國相比。我最早先開始

的中國轉向想法其實是：台灣這個知識位置，如果沒有中國或抽掉中

國，根本不能真正地思考全球。為什麼呢？簡單地說，一方面是台灣

在知識生產的國際分工位置所致，二方面台灣並沒有與美國西方現代

勢或流行的身分海洋中漂浮與吸附而成的自我發現與自我打造過程。然而，當前的

同性戀還不只和現代個人自我密切相關，還開始有趨勢和現代國家的人民主權相

關。我們知道，界定現代政治或現代國家的是社會契約、人民主權的觀念。在發展

現代政治話語的過程裡，人民主權的人民或許是男性布爾喬亞，但是之後在西方女

權興起後，人民主權的人民有了性別的意義，連清末的《女界鐘》（1903）一書都能看
到這種政治現代性和性別現代性的連結。現在則開始轉折到性與人民主權的連結，

也就是同性戀權利是國家文明現代的指標，形成新的人權外交政策，以及同性婚姻

運動的國際推廣，這個發展很大部份是西方針對伊斯蘭的鬥爭有關。最近一個相關

現象是中國2018 LGBT電影節的15部電影全都在各國駐華領事館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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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逐的動力與資源，只是侍從性的思考。總之，台灣的知識生產與思

考如果是趙剛所謂的「方法論台獨」（2009），那麼其實也就是「方法論

美國」。或許問，台灣知識思考為何非要是中國轉向呢？為何不是亞洲

或第三世界轉向呢？我認為這些轉向都有益處，但是我不懂越南文或

泰國社會文化，所以我自然應該從轉向中國開始，就像我也不必侷限

於在地行動，我如果能力強的話，就像川普一樣，全球行動又何妨

呢。但是很空泛地講轉向第三世界，只是為了不轉向中國，而沒有老

老實實地深入至少另一個第三世界國家，那還只是繼續美國化的老

路。總之，像台灣所謂本土或在地的知識與運動思考，在我看來，如

果只是限於台灣或刻意繞過中國，而不是順當實際地中國轉向，都無

法真正提出突破西方知識代工格局的思考。

前面提到通俗理解的多元現代是去政治化的，但是對於普世現代

的通俗理解也常是去政治化的，這大約有兩類。第一類可寬泛地歸諸

為西方中心論，這已經廣為學術人所知且加以批判，批判的大約內容

是：西方文明現代或「歐洲奇蹟」不是西方自身宗教或政經制度等等的

優越而成就，而是在各地吸收汲取了在地的殖民化現代經驗與資源（這

個政治過程使得各地現代呈現多樣性而現在被視為多元現代，所以多

元現代的想法其來有自），例如西方的現代知識起初受惠於東方帝國，

之後受惠於殖民主義，典型的像植物學這類接觸到各地的植物。又例

如，Enrique Dussel（1998）指出：像理性化這樣的現代性核心觀念，乃

是由於歐洲要管理全球廣大的人口與物質，像起初管理南美，所以必

須簡化世界便於管理，由此產生理性化的思惟方式。我前面說的西方

同性戀的發明也有非西方因素在內，這裡不詳談。總之，在上述意義

上，我說當前普世的現代緣起西方，但是不完全等同於西方化，西方

現代主宰普世現代、但不等同於普世現代。

第二類將普世現代去政治化，主要是將普世現代歸諸於資本主義

的經濟規律之自動作用。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將資本主義去傳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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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世現代後果描寫得非常生動，但是普世現代不可能不經過國家競

爭（例如歐洲民族國家的競爭）、知識範式轉變、政治力對經濟或市場

的干預和施力、民族主義的作用等等這些政治過程，這些政治過程表

明多種主體的鬥爭聯合與競逐，這些主體包含了各類群體、國家與跨

國組織。因此，以下我說的中國與西方現代的競逐並不是兩個單純人

種或國家、民族的競逐現代，而應當想像成兩種各自內涵多種主體的

競逐，因為是政治過程所以還會有這些主體間的競逐以致於分解、重

組、流動、團結等等複雜情況。

總結以上所說，我所設想的現實世界是處於政治過程中為西方現

代所主宰的普世現代，未實現的多元現代之可能性表現則為競逐現

代。從我前述的觀點而論，自有普世現代就有競逐現代，普世性其實

一直就是競逐普世性，例如不同階級會競逐對普世現代的（烏托邦）設

想（像社會主義現代的提法）。

我所謂的「競逐現代」，所強調的競逐（contending，較量）觀念，

前提是承認對方的主宰或支配地位，但是卻也要求被認可。所以競逐

現代意味著中國總是先承認西方雖然也是緣起特殊（源起於地方的歷史

經驗），但是已經佔據或主宰了普世的地位，先承認了許多西方現代性

（因為殖民、國家競爭、階級鬥爭等過程）具有普世的面向，但是同時

要求承認中國自身某些特殊例外性（也就是現有普世性的不完滿窮

盡），以及設想在不同知識範式與不同價值衡量下，發展替代的普世現

代。以上是對現代實況的概括詮釋，同時也包含了中國派的自我理解。

那麼，中國派在競逐現代的知識論之合理假設是什麼？在此界定

中國派所需的「競逐」概念：競逐包括了「競爭」與「有別」這兩個此消

彼長的面向，其實也就是「認同」以及「要求認可」兩個面向。先要釐清

我講競爭不是只偏重敵對衝突這樣的過程，因為競爭最重要的前提是

雙方有共通的度量指標或價值衡量的尺度，即可以通約或共量

（commensurable），因而競爭能有「一方優於另一方」的結果；競爭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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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意義上蘊含著認同，像很多人認為制度競爭的結果是西方優於中

國，所以很多人認同西方現代。如果說「競爭」的結果傾向認同，傾向

於雙方的共同，那麼「有別」則傾向要求認可、傾向雙方的不同。「有

別」是表彰自我，要求他人認可自我，此時傾向獨特的自我、與他者不

同的本質。

以上對競逐的界定，旨在安放各類中國派說法的知識論位置。如

果將競逐現代放在現代知識競逐的脈絡裡，那麼意味著首先承認現有

西方諸理論的某種普世性（我稱為競逐普世性），而中國派理論則在普

世與特殊兩種位置上移動，一種位置是作為西方普世下的「反例」

（counter-example）存在（中國的特殊性本質有別）2，由此可能移動到另一

種位置，即，欲取代西方普世性而與之競爭（中國並無特殊性，只是中

國人可近用的競爭資源而已）3，這兩種狀態都是與西方的普世現代暫時

併存（modus vivendi）。一般來說，相衝突的普世性是不可能的（康德即

認為相反的道德準則不可能同時普世化），但是在知識領域裡是有可能

同時存在兩種競爭的普世理論，像所謂的「競爭解釋」或者所謂「理論

多元主義」就是認為世界有許多無法彼此化約從屬的領域，無法從單一

領域的原理去解釋所有領域，通常的例子是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分

別對父權與資本主義的解釋。下面我就講我自己的具體研究怎樣和競

逐的想法結合。

2 作為西方普世理論下的中國反例並不立即構成對普世理論或範式的反駁，科學史的

類似例子屢見不顯，雙方可以和平暫時併存，因為這個反例還只是個要求被承認的

例外，西方普世理論可力求解釋為何會出現反例，或者忽略無視反例的存在。然

而，這個特殊性反例也有潛力被發展成新的普世理論（假說），與現有西方理論競

爭，此時反例的「特殊性」就不再特殊，而根本是新常態。

3 總的來說，本質差異或特殊性總是相對於特定理論範式，才會被辨識為範例或例

外。隨著理論發展與競爭，有的特殊性不再是例外，不再「有別」，而上升為普世性

（不是「自動」上升，因為任一特殊性可對應數種不同的普世性），這種新常態的普世

性則又會生產另些特殊性與例外。這裡涉及的複雜觀念請參考筆者兩篇文章〈「中國

作為理論」之前〉（2016）與〈所有現代都是文明現代〉（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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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提到同性戀和相關的性／別理論成為普世的理論，而且同

性戀雖然被認為是西方的發明，但是卻日漸一日地被自然化。然而目

前西方批判理論的趨勢，包括後現代後殖民等等，都只能擺出解構的

姿態，就是指出同性戀的建構性或甚至虛構性，號召揚棄性認同、性

身分的一種酷兒位置。但是在我看來，對於同性戀概念的霸權並沒有

形成真正挑戰。我看到阿拉伯學者苦於同性戀所帶來伊斯蘭世界的衝

突，卻只能批判解構，而缺乏資源去和同性戀競逐。

這就講到我的個人經驗了，我曾經倡議過性／別研究的中國轉

向，我看到像文化大學的林純德到大陸做田野而有很豐富的成果，也

突破了西方性別身分的框架，但是我自己起初卻不知如何下手。後來

我覺得西方理論讀再多也沒用，也知道從晚明起便有些男色的白話小

說，於是就開始浸淫其中，並同時讀一些相關的歷史書籍和研究論文

等等。選擇中國男色入手是因為眾所周知男色並不符合西方同性戀的

規定，是個不夠現代化的「反例」，然而這個反例是否具有彰顯「中國

本質」的意義？這個中國本質只是例外的特殊性或具有普世意義？哪一

種普世意義？這些沒有現成的答案而屬於理論創造，企圖創造能與西

方現代性／別平等觀念競逐的理論，重新建構不同於同性戀的另一套

情慾概念系統與性政治（參見甯應斌 2018）。

不過，我不認為閱讀過去中國的文獻就必然得到能與西方現代理

論競逐的資源，男色小說能帶給我啟發與資源也不是偶然的，和當時

晚明中國的某種現代狀態相關。白話小說其實是挺現代的，而且從全

世界的範圍來說，中國17世紀上半葉就有這種露骨的白話性愛小說，

是驚人的絕無僅有。相對來說，伊斯蘭世界與印度僅有些詩文，有些

只是同性之愛而非性行為。而西方要到19世紀才有同性戀小說，美國

第一部同性戀小說是1870年。如果17世紀上半葉在西方就出現口語性

愛小說，那麼早就成為全球性／別研究學生的必讀經典了。除了男色

小說，我在建構新男色理論時，也依賴西方範式內部相關同性戀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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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與理論，還有前面提到的阿拉伯學者對伊斯蘭現象的思考等等資

源。至於男色理論和現實的相關性則和中國的廣土眾民與不平衡發展

有關，最終也需要政治過程才可能構成對同性戀理論的挑戰，易言

之，中國轉向不只是知識生產的資源（來自中國古代傳統或現代現

實），而也是與西方範式競逐的知識生產之動力，這個動力則來自中國

與西方現代競逐的政治過程。

競逐現代說法也對過去到現在的中國思想與知識活動有隱含的評

價。從競逐現代的觀點來看，中國五四的西化派較缺乏競逐現代的視

野，而之前的張之洞中體西用這類說法反而還認為中國是能與西方現

代較量競逐的對手。

總結來說，西方仍主宰著現實中各類現代普世性，不斷地改造與

建構人與事物趨向這個緣起西方的現代；雖然全球未必都能達成這個

普世的現代改造，但是文化的多樣性並不能改變普世現代的支配趨

勢。不過諸如國家競爭，中國或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等等，都會帶來競

逐的動力，雖然這個競逐現代也是追求普世現代，但是其結果反而可

能比較接近所謂的多元現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