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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課前講話──說說讓我擔心的

這一門課向妳／你們說的第一句話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妳／你們妳／你們妳／你們妳／你們來到東海社會系；來到東海社會系；來到東海社會系；來到東海社會系；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妳／你們妳／你們妳／你們妳／你們來與社會學大師們為來與社會學大師們為來與社會學大師們為來與社會學大師們為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妳／你們選修了一門難混又難過的課程！妳／你們選修了一門難混又難過的課程！妳／你們選修了一門難混又難過的課程！妳／你們選修了一門難混又難過的課程！

老實說，構思這一門課程總是處於

們對於知識的認知狀態應仍處於高中四年級

生了。即便是大一新鮮人，大學生

我擔心妳／你們不習慣上課沒有發講義

慣上課討論沒有規定立場，

也不習慣不能只是一二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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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名著選讀 
 

104-1-大學部一年級選修課程 

星期三 9:10-12:00 

「讀懂」我的書就需要時間，

讀者為此無論如何不能像「現代

──

Friedrich Nietzsche, 1887

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

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

學者，所以求悟也；

悟者，思而得通也。

清‧陸世儀，《思辨錄》

讓我擔心的妳／你們 

說的第一句話： 

來到東海社會系；來到東海社會系；來到東海社會系；來到東海社會系； 

來與社會學大師們為來與社會學大師們為來與社會學大師們為來與社會學大師們為伍伍伍伍；；；； 

妳／你們選修了一門難混又難過的課程！妳／你們選修了一門難混又難過的課程！妳／你們選修了一門難混又難過的課程！妳／你們選修了一門難混又難過的課程！ 

*** 

構思這一門課程總是處於兩難：一方面，在臺灣的教育體制下

的認知狀態應仍處於高中四年級；另一方面，妳／你們的身分已經是大學

大學生和高中生總是不一樣吧！ 

不習慣上課沒有發講義，考前沒有畫重點；我擔心妳

，考試沒有標準答案；我擔心妳／你們上課不敢

點條列清楚，而是要說個故事，講個道理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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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我的書就需要時間， 
讀者為此無論如何不能像「現代人」， 

而應該像牛那樣 
──必須學會咀嚼。 

Friedrich Nietzsche, 1887 

�� 

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 

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 

學者，所以求悟也； 

悟者，思而得通也。 

陸世儀，《思辨錄》 

�� 

在臺灣的教育體制下，妳／你

的身分已經是大學

我擔心妳／你們不習

你們上課不敢發言，發言

講個道理的論述；我擔心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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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上課抓不到老師講授的脈絡，記不下課程內容的重點；我擔心妳／你們上課不

敢提問，下課也不敢追問，問題永遠盤旋在妳／你們心裡；我擔心妳／你們寧願背誦

記憶，也不習慣思考推理；我擔心妳／你們的閱讀及理解能力能否勝任我挑選的文本；

我擔心妳／你們才入大學之門，就引見妳／你們直面大師，讓妳／你們望而生畏，心

懷恐懼；我擔心妳／你們……。我真是擔心妳／你們，擔心死了！ 

我的擔心也不過反映了臺灣教育吟唱了一個甲子以來的悲歌，特別是解嚴後的教

改、多元入學、五年五百億、教學卓越計畫，共同合奏和鳴的臺灣教育安魂曲。令人

不解的是，臺灣社會有事沒事，不分公私領域，動不動就開記者會彎腰道歉，再三鞠

躬。但我們這些不分黨派的教育決策諸公諸婆卻從來不曾為自己百年樹人決策失當錯

誤，禍國殃民出面道歉鞠躬，更不曾掉落過一滴思過悔恨的眼淚，還都一副自我感覺

良好，甚至事不關己的船過水無痕。用閩南語俚俗地說，「別人的囝仔死不了！」還

是說得敦厚些，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當馬牛──多麼豁達的人生觀啊！（如果

有人表示上述評斷失之武斷，我的辯護很簡單，只要問問有沒有哪一位──只要一位

就好！──覺得我們的教育，從幼稚園國小到大學研究所，是成功，是讓人滿意的就

好了。） 

我擔心歸擔心，卻也實在沒有悲情的權利。因為我們自己的國家，即使拆了政府

也不見得救得了，但是我們自己的前途與未來必須自己省思。只有靠自己努力，別奢

望我們的國家能夠為我們的前途使上什麼力。請妳／你們認清一個社會現實，別指望

我們的國家，也別指望我們的大學，自己的前途自己救，自己的未來只有靠自己！也

就是上了大學，自己要教育自己，自己要培養自己，自己要成就自己。 

這一門課的構想正著眼於此──為妳／你們自己的知識學習、思維鍛鍊與視野涵

養奠下基礎：閱讀、思考、理解、書寫、提問、討論。 

所以，請妳／你們上這一門課先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備課吃力、作業繁重。這是

一門辛苦困難的課程。修課必備條件不是能力與程度，而是勇氣與決心。請問，妳／

你們有與大師同步為伍的勇氣，有拼命一搏的決心嗎？ 

如果自忖有過人的勇氣與決心，請妳／你們跨過門檻，進入殿堂。歡迎！ 

順道一提，亦屬重要，是我自德國來東海一十二載的觀察體驗：妳／你們妳／你們妳／你們妳／你們是否有是否有是否有是否有

足夠的信心？足夠的信心？足夠的信心？足夠的信心？ 

我大膽揣想，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應當不是妳／你們的第一志願，妳／你們的學測

成績平均也在五十來分。這樣的現實，反映了東海大學的風華不再。我唸大學的時候，

東海大學的聲望是所有私立大學之首。我的老師唸大學的時候，東海大學的聲望可與

台灣大學相稱。我說，東海大學一代不如一代，不是說妳／你們愈來愈差，而是東海

大學自身每況愈下，愈來愈差。十餘年來，東海大學庸人當道，多昏昏利徒，碌碌小

人，董事會全無識人之明，所聘校長毫無治校理念。東海風華不再，校譽聲望一代不

如一代，不是其他大學愈來愈好，而是我們自己的體質愈來愈差。更糟糕的是，我們

自己愈來愈不知長進，特別是學校董事會和校長。子孫不肖，遺先人羞，莫此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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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東海十二年了，我早已不敢指望學校執事者能夠有所作為，我只對我自己的

良心負責，只對我的學生們──妳／你們──負責。在此，我想提醒妳／你們，妳／

你們沒有比較差。是的，妳／你們的學測指考成績不是最頂尖的。但是，請妳／你們

知曉，在臺灣，學測指考成績只是以分數篩選一個高中生的考試答題能力，不是評量

做為一個專家的能力，更不是審度做為一個人的能力。是的，從小學到高中，妳／你

們在臺灣升學主義的教育競賽中沒能一馬當先；是的，妳／你們不是最佳的考試選手。

是的，妳／你們不能以繳交減半的學費，享受加倍的學習資源。可是，這樣的社會不

正義，這樣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並沒有決定妳／你們的未來前途，也沒有影響妳

／你們的學習能力，更沒有限制妳／你們的潛能發展。不知幸或不幸，在臺灣，靠國

家靠明星學校，成就不了一個做自己的人；別眼紅，國立大學所獲得的豐富資源並沒

有因此訓練培養出才情相應與能力相符的頂大學生。因為，在臺灣，大學執事者在乎

的只是爭排名搶經費，爭相效忠成為工商產業的附庸。對於大學生的施教與期望，並

不是培養成為一個很有用的人，而是製造成為一個很好用的人：為產業所用，為產業

之奴。因此，妳／你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取決於妳／你們自己。社會的風氣只是讓妳

／你們意識到是否要隨波逐流，是否要趨勢媚俗；政治的氛圍只是讓妳／你們覺醒如

何自主不民粹，如何理智不濫情。妳／你們的能力，必須，也只有靠自己培養鍛鍊了。 

簡單地說，妳／你們只能自己成就自己。因此，我要請妳／你們擁有這樣的自信：

說得無奈些──妳／你們不得不自己成就自己！ 

說得負責些──妳／你們必須自己成就自己！ 

說得精神些──妳／你們可以自己成就自己！ 

我喜歡末者。 

請讓我所擔心的妳／你們，莫要擔心。我陪著妳／你們成就自己，也將看著妳／

你們成就自己。然後，我便不再擔心了。 

*** 

除了前述這一門課的構想，讓我所擔心的妳／你們能夠初入大學之門便為自己的

知識學習、思維鍛鍊與視野涵養奠下基礎──閱讀、思考、理解、書寫、提問、討論

──之外，本課程多少也提供一種可以參考選擇的生活品味，那就是靜靜默默地沉潛

古典。 

沒錯，這一門課程的主要目的就是讀讀書，動動腦，想想問題，說說議題。但在

這個動不動就聚眾聲援，揪團起義，占領推翻，不怎麼講究深思熟慮的躁動歲月裡，

能夠返古求真，靜思默想，沉潛內斂，讓生活裡懷有一種飽滿精神，滋潤心氣的定靜，

不也一樂！ 

生今之世，返古之道，當然不是為了以及恐怕也不能解決當前問題，但能夠在步

入只求名聞利養的社會前，把握時機，涵養心性，絕非日常小確幸，而是現世大安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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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這一門課不只補腦強智，還養心養氣。好好修習這一門課程，可以讓妳／

你們以後說話會用腦子說話，能用心說話，不會像臺灣的政客名嘴鄉民婉君，只用嘴

說話。若有同感共鳴，便提著勇氣，抱著決心──來吧！ 

歡迎！ 

貳、 當我們閱讀名著，我們遇到了什麼問題？ 

一、一、一、一、    名著名著名著名著就就就就是是是是經典經典經典經典？？？？    
本課程名稱不用「社會學經典經典經典經典選讀」，而以「社會學名著名著名著名著選讀」為名，

理由在於「經典」二字內含過於沉重，並且語意多有爭論，晚近甚至涉及政

治正確、文化多元之論辯。「名著」則沒有這麼多負擔與顧忌，只要為人所

知所道，即可稱為名著。但我所選擇的名著，大約也就是經典的同義詞了，

是經典名著。 

二、二、二、二、    為何讀名著？為何讀名著？為何讀名著？為何讀名著？    

除了上述課程綱要第一節所闡述之教學旨趣──知識學習、思維鍛鍊與

視野涵養，以及做為一種飽滿精神，滋潤心氣的生活品味──之外，本課程

所選擇的名著都可做為認識並導引進入社會學殿堂之門徑。也許文本字句並

不提供何為社會學，也沒有回答社會學是什麼的大哉問。但是這些名著就是

社會學自身，是社會學現身說法。 

三、三、三、三、    讀不懂怎麼辦？讀不懂怎麼辦？讀不懂怎麼辦？讀不懂怎麼辦？ 

我常說，「容易的理論，就留給想像力貧乏的人吧！容易的理論，就留給想像力貧乏的人吧！容易的理論，就留給想像力貧乏的人吧！容易的理論，就留給想像力貧乏的人吧！」沒錯，不少經典

名著對於初學者直若有字天書，全篇讀過，無一字不識，卻無一句知曉。此

乃尋常，不足為奇。本課程所列之經典名著是社會學的基本典籍，但卻非入

門教科書。通常的情況，經典名著未必讀過即知。難免吧，大師們並不那麼

容易相處。只有再讀一次，再三讀過，多讀幾回。當然，這也是為什麼要來

上課的理由了。 

其實，上了大學，隨著年級漸長，妳／你們將會發現，大學不像高中，

很少有一本書會讀過第二遍，更不要說還常常複習。將文本讀得熟透，是大

學學習生活難得的體驗。 

還有一個堪可安心的慰藉：又不是只有妳／你一個人讀不懂！ 

到了學期末，妳／你們將會發現，妳／你們的閱讀書寫、理解領悟以及

思辨討論能力，甚至超越妳／你們的學長姐。只因為妳／你們與大師為伍，

親炙其文，所以功力大增。可是妳／你們別忘了，這是妳／你們一個學期下

來盡心費力，辛苦投入所應得的。 

四、四、四、四、    讀不完怎麼辦？讀不完怎麼辦？讀不完怎麼辦？讀不完怎麼辦？ 

一般說來，每週讀不完指定文本是本課程的常態，雖然在擇定文本的同

時，我已體貼妳／你們的境況，再三思量，審慎評估文本的難度，並將篇幅

降低到最少。但做為事實科學的社會學的經典名著畢竟強調論理，兼顧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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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短小精緻的奇文鮮見難尋。經典名著總蘊藏著層層理解的意涵，加上文

字一定的篇幅，讓人難以快覽速讀。所以啊，每週的文本一定費時耗力，難

以踏實讀完。讀不完的忐忑心情是閱讀經典名著的常態，但求盡心盡力而已。 

五、五、五、五、    要讀幾遍才夠要讀幾遍才夠要讀幾遍才夠要讀幾遍才夠？？？？    

經典名著應該沒有讀幾遍才夠的問題。讀一遍是一遍的認知，讀三遍是

三遍的體悟。可以確定的是，每讀一遍，感受皆不盡相同。所以，讀幾遍的

問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六、六、六、六、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要要要一字一句地一字一句地一字一句地一字一句地讀讀讀讀？？？？    

經典名著難讀難懂，因此要求層層剝落文脈，仔細琢磨文義。若能逐字

逐句細讀慢讀，再好不過。想想，與大師為伍，焉能求快求速，匆匆初識即

欣然熟識。我自己的閱讀體驗，逐字逐句細讀慢讀多少可以減緩或袪除閱讀

經典名著的不確定性。那是一種未能了然於心的不踏實感。唯有多相處，多

琢磨，多想念，心裡方能篤定踏實。 

還有，經典名著不是上帝的話語，未必字字珠璣，更非必然真理。所以，

一字一句細讀慢讀的同時，就是推敲這一字一句是否說得有理，講得過去。

換言之，閱讀經典名著不能因為大師巨擘所論所述，便點頭如搗蒜，頻頻叫

好稱是，反而要批判性地閱讀與理解，甚至吹毛求疵地挑剔質疑。唯有如此，

方才確切體悟經典名著是否名符其實。 

七、七、七、七、    二手文獻有多重要二手文獻有多重要二手文獻有多重要二手文獻有多重要？？？？    

讀經典名著需不需要二手文獻的幫忙？自然因人而異，可有，也可無。

請注意，沒有理由非讀二手文獻不可，但也沒有必要一定要拋開二手文獻。

二手文獻像暗夜行走時的手提燈籠，燈籠照亮著路，卻不是照亮著自己。也

就是說，二手文獻可以指引明路，但要不要跟著走，走到哪裡去，最終還是

得由自己判斷，自己決定。當然，燈籠也極有可能照著一條反而崎嶇不平的

路，甚至可能照往一條死胡同。 

八、八、八、八、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是是是是這些名著這些名著這些名著這些名著？？？？    

當然不是只有這些名著，還有那些名著，所以課程名稱加註「選讀」兩

字。反過來說，當然沒有理由一定要讀本課程所列文本才算閱讀經典名著。

本課程考量妳／你們甫進大學，或且仍徬徨於社會學門口，我揣想妳／你們

當還不清楚究竟什麼是社會學，以及社會學究竟是什麼。所以我在挑選文本

即著眼於社會學奠基者──用性別不正確的字眼說：社會學之父──的代表

性著作。並且不集中或側重於個別傳統及派別，採取百家爭鳴，兼容並包的

原則，以求廣識觀點，擴大視野。所選擇的文本包括 Weber、Marx、

Durkheim、Comte、Spencer、Simmel、Tönnies、Freud 等八家，涵蓋了十

九世紀近中葉以來到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理論家經典著作。我相信，對於這

些理論家著作的閱讀與理解，不論就其觀點主張，還是對其內容議題，都能

直接地對社會學有一個梗概的掌握。這也是本課程讓妳／你們在初進大學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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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下閱讀、思考、理解、書寫、提問、討論的學能，以及嚐試一種沉潛古典

的生活品味之外，第三個重要的課程旨趣，那就是──認識社會學。 

***  

參、 課程分組 

 為鼓勵課程參與者對課程文本內容相互討論、交換意見之互動學習方式，本課程

以討論小組為學習單位進行文本導讀、提問及評論。每組視修課人數以二至三位三位三位三位課程

參與者組成為原則，於第一次上課進行分組。 

***  

肆、 課程進行與評鑑方式 

 本學期課程評鑑以下列項目為依據，課程參與者必須參與所有評鑑項目。詳細實

施辦法於第一堂課說明及討論後確定。 

一一一一、、、、    開學作業（不配分，但務必繳交）：認識認識認識認識妳／你們妳／你們妳／你們妳／你們！！！！ 

1. 未繳交本作業者即視為退選本課程； 

2. 請以「我所期盼的大學生活」為題旨，撰寫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5,000 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之作業； 

3. 本作業之主要目的在於，一方面提供任課教師對課程修習者的認識與理解；

另一方面，讓課程修習者藉此自我省思，勾勒並規劃對於進入大學以後的生

活體驗與生命軌跡； 

4. 撰寫內容請著墨於學習興趣、生活想望、自我理解、日常作息、社團參與、

家庭互動、情感期待、朋友相交、師生關係、理想典範、未來規劃等等生活

諸面向。所列生活面向僅為撰寫提示，並非撰寫導引，請以自身對於生活與

生命所賦予的意義要項書寫； 

5. 撰寫格式：一般學期報告格式，裝訂加封面； 

6. 繳交期限：第二週上課（2015年 9 月 23日星期三）繳交書面紙本； 

7. 本作業當然影響學期成績！ 

二、 課堂出席（（（（15%））））： 

課程參與者每次上課務必親自親自親自親自簽到，以為課程出席之證明。經查證有簽到不

實事宜（例如代簽、早退），本課程學期總成績以零分計算。課程出席之評分依

下列表項實施： 

缺席次數 四次以上 三次 二次 一次 全勤 

出席分數 0分 4分 8分 12分 15分 

 



- 7 -

三、 文本紀要（45%）： 

課程參與者需針對每週研讀文本（請參閱「附錄一、課程閱讀文本及進度」）

撰寫至少兩至少兩至少兩至少兩頁頁頁頁（（（（約約約約 2,000 字字字字））））之文本紀要及提問，以為參與課程討論之基礎。 

（一） 課程閱讀文本請於開學後逕至萬翰影印店付費取得（台中市龍井區新東村臺

灣大道五段 33號／TEL: 04-26325389, 04-26337805）。 

（二） 文本紀要及提問寫作要點： 

1. 文本議題及旨趣； 

2. 文本綱要及論題／命題； 

3. 請勿重述或大段摘要文本； 

4. 提問：針對每週文本提出至少五個至少五個至少五個至少五個問題； 

5. 嚴禁抄襲嚴禁抄襲嚴禁抄襲嚴禁抄襲； 

6. 務必務必務必務必以自己的話語、想法闡述； 

7. 文本紀要於每週上課繳交書面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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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文本導讀（10%） 

1. 每週文本導讀組別於第一週上課時以自選及協調方式決定； 

2. 時間：約約約約 15-2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請勿長篇大論及照本宣科； 

3. 導讀內容要點同文本論題及提問； 

4. 導讀小組需備妥簡報（ppt）闡述當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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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提問及評論（30%）： 

1. 每週第一節上課導讀後由各組提問及評論； 

2. 提問及評論組別以隨機抽籤或視修課組數依序輪流； 

3. 每組提問及評論約約約約 5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4. 導讀小組需回答各組提問及評論； 

5. 文本導讀與各組提問及評論為本課程第一節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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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獎勵分數 

本項成績係依據上述課程評鑑項目之外，非課程要求──即自願而為──之學習

（或參與）成就進行評鑑。所獲得之獎勵分數獨立於原課程成績（100分）之外，目前

依課程需要設計下列三項獎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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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學至期中考前上課筆記：原則上最高加計學期總成績「3」分；筆記請於期

中考試前一週上課結束後繳交，並於期中考試次週審閱完畢後發還。 

2. 期中考後至期末考前上課筆記：原則上最高加計學期總成績「3」分；筆記請

於學期最後一週上課結束後繳交，並於期末考試後一週內審閱完畢；筆記將

於下學期發還。 

3. 參與通識中心舉辦之「人文三缺一人文三缺一人文三缺一人文三缺一」活動心得： 

（1） 修習本課程者，鼓勵參與由通識中心構思籌辦之下列活動，並於活動後

撰寫心得（約 3,000字）： 

� 2015 年秋季「人文三缺一人文三缺一人文三缺一人文三缺一」系列活動（星期四，18:30-21:00）；詳細

活動內容請參閱隨本課程綱要傳發之節目單。 

（2） 活動心得於各場次活動後次週上課次週上課次週上課次週上課以書面紙本繳交，逾逾逾逾期期期期恕不受理恕不受理恕不受理恕不受理； 

（3） 活動心得視書寫內容加計學期總成績。 

除上列項目之外，若有任何促進或鼓舞課程學習之活動，將隨時提出實施，亦歡

迎課堂參與者提供與課程相關之學習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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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中討論及說明，確定後公告於教學互動網。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thusocccj/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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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社會學名著選讀」課程閱讀文本及進度 

【說明】下列十五週課程文本，請課程參與者依每週所安排之進度仔細研讀後，撰寫

文本紀要，於當週上課繳交書面紙本，並做為課程參與討論之依據。每週文本紀要成

績配分為「3」分，全學期十五週合計本項成績為「45」分。 

週次 日期 主題及研讀、討論文本 

1 
(2015) 

0916 
課程旨趣與進行方式說明 

2 0923 

知識的想像與態度（2-1）／Max Weber (1864-1920) 

� 韋伯（Max Weber）著／錢永祥編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收錄於同作者、

同編譯者：韋伯選集Ｉ：學術與政治。臺北市：允晨，1985，頁 115-134、頁

248-250。 

3 0930 

知識的想像與態度（2-2）／Max Weber (1864-1920) 

� 韋伯（Max Weber）著／錢永祥編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收錄於同作者、

同編譯者：韋伯選集Ｉ：學術與政治。臺北市：允晨，1985，頁 134-151、頁

250-252。 

4 1007 

理念型／Max Weber (1864-1920) 

�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張旺山譯：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

「客觀性」。收錄於同作者、同譯者：韋伯方法論文集。臺北市：聯經，

2013，頁 171-242，本週進度頁 210-236。 

5 1014 

存在與意識／Karl Marx (1818-1883) &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 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德意志意識形態（節

選）。收錄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馬列

部；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與思想政治工作司編。北京：人民，1999，頁 5-
27。 

6 1021 

階級與革命／Karl Marx (1818-1883) &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 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產黨宣言。收錄於馬

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馬列部；教育部社會

科學研究與思想政治工作司編。北京：人民，1999，頁 34-67。 

7 1028 

社會事實（2-1）／Émile Durkheim (1858-1917) 

� E. 迪爾凱姆（Émile Durkheim）／狄玉明譯：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北京：商

務印書館，2002，頁 1-34〔＝第一版序言＋第二版序言＋引言＋第一章：什

麼是社會事實〕。 

8 1104 

社會事實（2-2）／Émile Durkheim (1858-1917) 

� E. 迪爾凱姆（Émile Durkheim）／狄玉明譯：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北京：商

務印書館，2002，頁 35-65〔＝第二章：關於觀察社會事實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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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11 期中考（停課） 

10 1118 

實證主義／Auguste Comte (1798-1857) 

� A. 孔德（Auguste Comte）／譯：論實證精神。收錄於謝立中編：西方社會學

經典讀本。北京：北京大學，2008，頁 25-50。 

11 1125 

有機體類比說／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 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張紅暉、胡江波譯：社會學研究。北

京：華夏，2001，頁 40-58〔＝第三章：社會科學的性質〕。 

12 1202 

形式社會學／Georg Simmel (1858-1918) 

� 齊美爾（Georg Simmel）／林榮選編譯：社會學的問題。收錄於同作者、同

譯者：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2002，頁 16-41。 

13 1209 

大都會／Georg Simmel (1858-1918) 

� 齊奧爾格•西美爾（Georg Simmel）／費勇、吳曣彥譯：大都會與精神生

活。收錄於同作者、同譯者：時尚的哲學。北京：文化藝術，2001，頁 186-
199。 

14 1216 

共同體與社會（2-1）／Ferdinand Tönnies (1864-1920) 

� 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林榮遠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

會學的基本概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 58-94〔＝第一章：共同體的

理論〕。 

15 1223 

共同體與社會（2-2）／Ferdinand Tönnies (1864-1920) 

� 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林榮遠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

會學的基本概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 95-144〔＝第二章：社會的

理論〕。 

16 1230 

精神分析（2-1）／Sigmund Freud (1856-1939) 

� 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楊韶剛譯：文明及其缺憾。收錄於弗洛依德：

圖騰與禁忌。台北市：胡桃木，2006，頁 223-330，本週進度頁 223-273〔＝

第 1-3章〕。 

17 
(2016) 

0106 

精神分析（2-2）──Sigmund Freud (1856-1939) 

� 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楊韶剛譯：文明及其缺憾。收錄於弗洛依德：

圖騰與禁忌。台北市：胡桃木，2006，頁 223-330，本週進度頁 275-330〔＝

第 4-8章〕。 

18 0113 期末考（停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