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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現象與現象學 

開課學期：101學年度第 2學期（2013年 2至 6月） 

修課系級：東海大學社會系大學部一、二年級 

上課時間：星期三 2.3.4節（9:10-12:10） 

上課教室：H106 

授課教師：曹敏吉 

約見時間：課後或另約 

聯絡方式：tsaomg@gmail.com 

 

課程說明 

相對於聖嬰現象一類的自然現象，社會現象是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它即可以

是與人類集體有關的活動，也可以泛指人們所感知到的一切外在事物。這門課所

要談的社會現象，既是前者，也是後者，但把所要討論的主題縮小在與群眾現象

有關的時事範圍內。時事不見得是社會現象，但經由事件本身的發酵，或是媒體

的一再報導，卻可能成為時間或長或短的風潮，甚至風暴。以自然現象來比喻的

話，這門課所要談的不是風，而是龍捲風、颱風，除了探究它形成的因素，還描

述其行經的路徑，掃過的痕跡。 

我們將以二或三周為一個單元，討論五個主題，分別是：「羅倫佐的油」台

灣版（媒體現象、道德現象）、恐龍法官（司法現象、政治現象）、初音未來（藝

術現象、消費現象）、林書豪旋風（文化現象、族群現象）、小林村（環境現象、

經濟現象）。討論這些社會事件，不是要追究事件的「真相」，而是透過事件解析

它所反映的社會現象，進而理解社會，認識自己。 

如果把現象學當成是一門用來處理現象的方法之學（當然現象學絕不只是作

為方法而已），它似乎較少被應用在我們所要談論的社會現象。這門課引進現象

學作為探討社會現象的嘗試，與其說是要介紹現象學方法，不如說是提供一種看

待事物的態度，讓同學經由對現象學的初步認識，學習以更寬廣的視角關心周遭

的世界，避免人云亦云，並對「理所當然」的「事實」提出質疑。 

社會現象主題討論所採用的必讀文本為《現象學十四講》，這本現象學的入

門書，不以個別現象學家作為討論對象，而是直接闡述現象學的核心議題、基本

概念，並以日常生活為例，讓不具備現象學專業背景的人，也可以根據作者的引

導，學習以現象學所提供的方式思考問題。對這本書特定章節有興趣進一步研究

的同學，可以選讀現象學家寫的一手文獻，參考教材所列的這類文章雖然大多不

長，但都有相當難度，請同學量力而為；選文多來自《面對實事本身：現象學經

典文選》，或可減少同學在找尋書籍上的麻煩。 

現象學既然自許為一門無預設的「科學」，便沒有理由將其預設為一切科學

的基礎，反而更應該廣納百川，接受各個學門的挑戰。據此，選修這堂課後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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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上賊船」的同學，還是可以採取其他不同的路徑，進入這門課所要探討的各

個社會現象主題。參考教材中列有十一本現象學以外的其他著作，可供同學寫作

業或做進一步研究之參考。選書考量除了盡量切合主題，並以輕薄短小、深入淺

出為原則，以利選修這門課的大一、大二同學閱讀。 

再次回到自然現象的比喻：研究莫拉克颱風，不只是對個別颱風的興趣，還

有助於人們對颱風的理解，進而對下一個颱風採取應變之道；類似地，社會學者

對小林村被掩埋這類個別事件的關注，也不只是關心小林村一個村落而已，還希

望探究其中可能的人為因素，避免下一個災難的發生。因此，事件只是個引子，

它所反映的社會現象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心。期待同學經由這門課得到的靈感，

發掘台灣社會更多的特殊現象，加以研究，進而形構出本土的社會理論。 

 

課程要求 

我把這門課定位為發掘問題、思考問題的課。因此，不要求同學閱讀大量文

獻，也不要求每周交作業；但希望同學藉由事件主題引發興趣，試著用現象學的

態度思考這些問題。思考不能只是空想，而是要反映在寫作的行動上。四次期中

作業，請同學寫書討論主題的心得，內容最好能看得出有在《現象學十四講》中

學到的一招半式，而不是天馬行空，任意發揮。期末報告可以寫最後一個主題「小

林村」；更歡迎同學自選主題，請先描述您所要處理的事件始末，以及所要發展

的問題，再參考現象學方法，說明其中有什麼樣的社會現象。報告形式不居，字

數無上限，能寫盡量寫。我們假設同學都預習過才來上課，課堂上不安排同學導

讀，也不硬性要求分組討論；但課前課後的討論一定是有幫助的，歡迎同學自行

約三五好友共讀，或上網到教學平台的討論區討論。 

請修課同學在上課之前閱讀文本，透過對文本的理解，思考當周所要討論的

事件主題。上課的方式是：先放一段事件相關的影片，請同學發表意見；再由老

師授課，講解現象學相關文本；最後透過現象學的啟發，重新討論事件，追究其

中可能反映的社會現象。 

成績評定方式如下： 

1. 課程參與：包含出席狀況、上課發言及網路討論。（20%） 

2. 期中作業：第一到第四主題結束隔周，各繳交至少 1500 字的心得報告。（40%） 

3. 期末報告：請於期末考當周繳交，6000 字以上。（40%） 

 

課程進度 

打「★」號為指定閱讀，其他為參考教材（「●」號為現象學文獻，「◆」號為社

會現象主題相關讀本） 

週週

次次  

日日

期期  
現現象象學學  社社會會現現象象  

作作

業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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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0 課程簡介 

◆蔡錦昌，〈何謂「社會現

象」？〉，《東吳社會學報》第

17 期，頁 131-154 

  

2 2/27 社會學的人文取向 

★Berger（伯格），《社會學導

引─人文取向的透視》第一、

二章。頁 9-58 

●Schutz（舒茲）〈現象學與社

會科學〉。《舒茲論文集（第一

冊）》第五章。頁 141-163 

●Ferguson，〈驚異：非凡的誕

生與重生〉。《現象學社會學》

第一章。頁 17-37 

  

3 3/6 現象學源流 

★Moran（莫倫），《現象學導

論》導論。頁 1-28 

●Held（黑爾德），《現象學方

法》導言。頁 1-41 

  

4 3/13 意向性 

★Sokolowski（索科羅斯基），

《現象學十四講》第一講〈什

麼是意向 性？它 有何重

要？〉。頁 23-34 

●Sartre(沙特)，〈胡塞爾現象

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意向

性〉。《面對實事本身：現象學

經典文選》。頁 645-648 

羅倫佐的油台灣版 

◆Sontag（桑塔格），《旁觀他人

之痛苦》 

 

5 3/20 空間與視知覺 

★Sokolowski，《現象學十四

講》第二講〈以對一個立方體

的知覺過程，做為意識經驗的

典範〉。頁 35-42 

●Husserl（胡塞爾）〈現象學

─大英百科詞條〉。《面對實事

本身》。頁 83-105 

羅倫佐的油台灣版 

◆Bourdieu（布赫迪厄），《布赫

迪厄論電視》 

 

6 3/27 顯現與不顯現 

★Sokolowski.《現象學十四

恐龍法官 

◆Roland Barthes（羅蘭巴特），

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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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第三講〈現象學中的三

個形式結構〉。頁 43-70 

●Husserl〈感知分析〉，《生活

世界現象學》。頁 46-70 

《神話學》 作

業

一 

7 4/3 溫書假（調整放假一天）   

8 4/10 自然態度與現象學態度 

★Sokolowski.《現象學十四

講》第四講〈現象學是什麼？

一個初步的說明〉。頁 71-102 

●Husserl，〈先驗現象學引論〉

（巴黎講稿）。《面對實事本

身》。頁 106-142 

恐龍法官 

◆Goffman（高夫曼），《污名：

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 

 

9 4/17 期中考週（不考試，停課）   

10 4/24 知覺、記憶與想像 

★Sokolowski.《現象學十四

講》第五講〈知覺、記憶與想

像〉。頁 103-118 

●Merleau-Ponty（梅洛龐

蒂），〈《知覺現象學》前言〉。

《面對實事本身》。頁 710-728 

初音未來 

◆陳仲偉著，《日本動漫畫的全

球化與迷的文化》 

 

期

中

作

業

二 

11 5/1 字詞、圖畫與符號 

★Sokolowski，《現象學十四

講》第六講〈字詞、圖畫與符

號〉。頁 119-134。 

●Heidegger（海德格）.〈藝

術作品的本源〉。《面對實事本

身》。頁 349-416。 

初音未來 

◆Baudrillard（布希亞），《擬仿

物與擬像》 

 

12 5/8 從知覺到語言 

★Sokolowski，《現象學十四

講》第七講〈範疇意向與對

象〉。頁 135-166 

●Merleau-Ponty，〈哲學家及

其身影〉。《面對實事本身》。

頁 729-757 

林書豪旋風 

◆詹偉雄等著，《不只是林書

豪：是 NBA、是人生、是社會、

是美學》 

期

中

作

業

三 

13 5/15 自我與反思 

★Sokolowski，《現象學十四

講》第八講〈自我現象學〉。

頁 167-190 

林書豪旋風 

◆ Appadurai，《消失的現代

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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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tre，〈自我的超越性：一

種現象學描述初探〉。《面對實

事本身》。頁 606-644 

14 5/22 時間性 

★Sokolowski《現象學十四講》

第九講〈時間性〉。頁 191-212 

●Husserl，〈內時間意識現象

學〉，《生活世界現象學》。頁

71-157 

小林村 

◆陳儀深，《八八水災口述史：

2009-2010 災後重建訪問紀錄》 

期

中

作

業

四 

15 5/29 群我關係 

★Sokolowski, Robert.《現象學

十四講》，第十講〈生活世界

與互為主體性〉。頁 213-226 

●Husserl，〈第五沉思〉，《笛

卡爾沉思與巴黎講演》。頁

126-184 

小林村 

◆David Harvey（大衛哈維），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

不均地理發展理論》 

 

16 6/5 理性、真理與明證 

★Sokolowski，《現象學十四

講》第十一講〈理性、真理與

明證〉。頁 227-254 

●Heidegger，〈技術的追問〉，

《演講與論文集》。頁 3-37 

小林村 

◆Wright，《失控的進步：復活

節島的最後一棵樹是怎樣倒下

的》 

 

17 6/12 端午節（放假一天）   

18 6/19 期末考週（停課）  期

末

作

業 

 

必讀教材 

Berger, Peter.(1963)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中譯本：1.彼得．柏格著，黃樹仁、劉雅雲合譯。(1982)。《社

會學導引─人文取向的透視》。台北：巨流。2.彼得．伯格著，何道寬譯。(2008)。

《與社會學同遊─人文主義的視角》。北京大學。第一、二章。 

Moran, Dermot. (2000)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中譯本：德穆‧莫倫著，蔡錚雲譯。(2005)。《現象學導論》。台北：

桂冠。導論。 

Sokolowski, Robert. (2000)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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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中譯本：羅伯‧索科羅斯基，李維倫譯。(2004)。《現象學十四講》台

北：心靈工坊。第一至十一講。 

 

參考教材 

A.現象學 

Ferguson, Harvie. (2006)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Insight and Experience in 

Modern Society. London: Sage。中譯本：哈維．弗格森著，劉聰慧、郭之天、

張琦譯。(2010)。《現象學社會學》。北京大學。 

Heidegger, Martin. (1954) Vorträge und Aufsätze。中譯本：馬丁．海德格著，孫周

興譯。(2005)。《演講與論文集》。北京：三聯。 

Husserl, Edmund. (1973) Cartesian Medit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Dorion Cairns tran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中譯本：胡塞爾著，張憲譯。

(2008)。《笛卡爾沉思與巴黎講演》。北京：人民。 

--胡塞爾著，黑爾德編，倪梁康譯。(2005)。《現象學方法》。上海譯文。 

--胡塞爾著，黑爾德編，倪梁康、張廷國譯。(2005)。《生活世界現象學》。上海

譯文。 

Schutz, Alfred.(1973) Collected Papers Vol.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 M. Nijhoff。中譯本：舒茲著，盧嵐蘭譯(1992)。《舒茲論文集（第一冊）》。

台北：桂冠。 

倪梁康著。(2007)。《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北京：三聯書店。 

倪梁康主編。(2000)。《面對實事本身：現象學經典文選》。北京：東方。 

蔡錦昌著。(2004)。〈何謂「社會現象」？〉，《東吳社會學報》第十七期，頁 131-154。 

 

B.其他 

Appadurai, Arjun. (1998)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中譯本：阿君．阿帕度萊著，鄭義愷

譯。(2009)。《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台北：群學。 

Baudrillard, Jean. (1981)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中譯本：布希亞著，洪凌譯，

(1998)，《擬仿物與擬像》。台北：時報。 

Bourdieu, Pierre. (1996) Sur la télévision. 中譯本：布赫迪厄著，林志明譯。2002。

《布赫迪厄論電視》 

Goffman, Erving.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中

譯本：高夫曼著，曾凡慈譯。(2011)。《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台北：

群學。 

Harvey, David.(2005)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中譯本：大衛．哈維著，王志弘譯。(2008)。《新

自由主義化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台北：群學。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ulacra_and_Simulation


 7 

Roland Barthes. (1972) Mythologies.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中譯本：羅蘭

巴特著，許薔薔、許綺玲譯。(1997)。《神話學》。台北：桂冠。 

Sontag, Susan.（2003）regarding the Torture of Others’.蘇珊．桑塔格著，陳耀成

譯。（2004）。《旁觀他人之痛苦》。台北：麥田。 

Wright, Ronald. (2005)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隆納．萊特著，達娃譯。

(2007)。《失控的進步：復活節島的最後一棵樹是怎樣倒下的》。台北：野人。 

陳仲偉著 (2009) 《日本動漫畫的全球化與迷的文化》。台北：唐山。 

陳儀深主訪。 (2011) 《八八水災口述史：2009-2010 災後重建訪問紀錄》。台北：

前衛。 

詹偉雄、楊照、何榮幸、吳錦勳著。 (2012) 《不只是林書豪：是 NBA、是人生、

是社會、是美學》。台北：天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