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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一套評價及動機過程，透過其在大腦的分佈，

協助人類進行評估及對刺激產生反應，並且在社會及文

化的脈絡中形成、理解與溝通。 

──Susan Bandes and Jeremy A. Blumenthal, 2012 

*** 

對於某種情感的經驗包含把我們的處境理解為某種經驗，

或說具有某種品質的經驗之舉動。這牽涉其中的品質卻

不可能是價值中立的──我們不可能對它全不著緊，否則

我們不會被感動。其實，經驗一種情感就是對我們身處

的景況有著某種察覺，把它看成為羞辱的、慚愧的、憤

慨的、氣餒的、振奮的或精彩的等等。［……］情感包

含了一種何謂人類的意義，即是說，什麼東西對於我們

來說，具有價值。 

──Charles Taylor, 1985 

*** 

壹、 課程緣起：社會學的「情感」轉向 

 上個學期（105-2）我提供了一門關於韋伯的價值學說，考察韋伯主要文本中對於

價值的不同面向。在備課的同時，閱讀到 M. Nussbaum 將情感在價值與評價活動中重

新予以定位，挖掘情感蘊藏著理解力（intelligence）與洞察力（discernment），並且能

夠察覺價值及重要性。如是的考察有別於一般哲學史，特別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

的思潮，將情感與理性對峙二分。這是一個人類文明史觀的重要突破，尤其對於以批

判理性見長的社會學，更應重新梳理情感與理性在人類發展與歷史社會進程中的相對

位置。也就是這一門課程要提醒並檢視社會學的「情感」的轉向（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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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此，本課程綜覽了情感在社會諸多面向中流露展陳、形構凝聚，甚至與理性、

利益糾纏轉化的樣態：感性與理性、集體歡騰、狂歡的笑、感動的哭、情緒的文明化、

情緒與利益及理智的糾纏、怨恨的共同體、無聊的生活、倦怠的社會、旁觀他人痛苦、

國族認同、情緒勞動、情感生活商品化、情緒的結構與建構。當然，上述議題受限於

本學期的十四週次課程，難免闕遺。但我們將可看到，社會的真實面貌不只是合理性

無所不在的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僵化與宰制。在理性的歷史長征過程中，情感從未

隱退消逝，並且日漸引人注目。我們終將發現──情感不只是心理學的，更是社會學

的！ 

 至於本課程名稱「情緒與社會」所指「情緒」究竟為何，「情緒」和「情感」、

「感覺」、「感情」、「情操」、「心境」、「表情」有何歧異？英譯是 emotion，還

是 affection、feeling、sentiments、mood、expressiveness，甚至還有 love 的成份？看情

形吧！社會學的任一概念若是在考察前便定義化操作化得清清楚楚，那是在打造

Procrustes 之床，只能得到窄化僵化，以及研究者想要的結果。試著學習與體會，社會

學的概念只能在文化經驗中獲得體驗、在歷史脈絡中加以掌握。末，免不了嘮叨一句，

勸勸有心的課程參與者，改改那種要有一個模式可以套用，需要一個標準答案，遵循

一套操作方式唯唯諾諾的呆板思維。我們面對的是人，是社會。人有多複雜，社會有

多難以掌握，社會學的思維就有多複雜，社會學的知識就有多難以掌握。相信公式，

相信「科學」，那真是迷信！ 

貳、 文本之外：非志於學者，請勿亂入！ 

 這一門課不會輕鬆，文本篇幅粗估約 1150 頁。除了國慶日，每週要來上課；上課

前要讀書，讀完書要寫紀要；上課時要說話，說話要有內容；學期末還要構思一個

「成問題」的研究構想。這樣的課程要求重點不在訓練一位學者，距離成就一位社會

思想家也還遙遠得很。這樣的要求只是盡求知治學的本份，進而試圖維繫一個臺灣愈

來愈陌生，甚且恐已灰飛煙滅的「學統」──學術道統。學術道統就是學術傳承授受

的自我法則，是不受外力（特別是政治、經濟）介入干涉的自我運作邏輯。目前臺灣

高等教育的執事者，從教育部部長到各大學校長教務長──東海大學當然不例外！─

─，眼裡只有爭排名、要經費、搶學生、拼就業，對於所謂的學術道統不聞不識。這

些執事者的工作任務，嚴格說來，該說是「業績」，就是將排名飆前衝高，爭取不知

所用的大筆經費，用盡心機將學生連哄帶騙地招入校園，學生畢業後成天追問在哪兒

高就。就此功德圓滿，早已忘了大學校園中最重要的傳道授業解惑之學術道統。一個

沒有學術傳承授受的自我法則之學術環境，蠅營狗苟者便仰賴政治力的扶持，靠攏經

濟力的供需，餘下者只能自求多福，甚且迷惘徬徨不知何去何從。從而治學與知識淪

落為政治工具與經濟工廠，並以有用好用耐用沾沾自喜。學術自身的價值尊嚴化約為

有用好用耐用與否，也因此我的課程要求其實只是治學基本門檻，就是重回求知治學

本份，將知識自身視為目的。至於這一門課程有多有用多好用多耐用，那──各憑本

事，不關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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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前，用心讀書寫作業；上課，盡情思辨討論。果能如此，這才是求知治學；唯

有如此，學術道統還在！ 

 以上文字，若屬不識時務，則益顯其重要。 

*** 

參、 課程評鑑項目及方式 

 本學期課程評鑑以下列項目為依據，所列項目皆為修習本課程基本義務，亦即課

程參與者必須參與所有評鑑項目： 

一、課堂出席及參與討論（40%）： 

 出席本課程為當然義務，但不希望在場沉默聆聽，不發一語，冀盼踴躍發言，積

極參與討論，是訓練，也是要求。每堂課程未發言者，視同缺席。 

二、文本導讀（10%） 

1. 文本導讀以自選及協調方式依序輪流進行，導讀人需備妥書面綱要，提供所有

課程參與者參閱； 

2. 導讀請勿照本宣科地唸稿朗讀，而是以講解闡述方式，梳理文本綱要，提出論

述旨趣及證成命題； 

3. 導讀綱要之電子檔案亦請傳寄給所有課程參與者； 

� 檔案名稱格式：「導讀綱要-{xxxxxxxx 八位數日期}-{姓名}」 

� 範例：「導讀綱要-20170919-鄭志成」 

4. 導讀時間不宜超過 30 分鐘。 

三、每週文本研讀紀要（40%）： 

課程參與者依每週所安排之進度仔細研讀，留意文本旨趣、寫作構思、論述脈絡、

方法策略，以及批判質疑與獨立見解；並構思整理，提出三個討論議題或問題，並扼

要闡述（至少 1,000 字），以為課程參與討論之基礎；文本研讀紀要於各週討論課前一

日（星期一）以電子檔案傳寄至所有課程參與者，並於上課當日繳交書面紙本予任課

教師，恕恕恕恕不受理補交不受理補交不受理補交不受理補交。 

� 檔案名稱格式：「memo-{xxxxxxxx 八位數日期}-{姓名}」 

� 範例：「memo-20170919-鄭志成」 

四、期末作業：構思一個關於構思一個關於構思一個關於構思一個關於「「「「情緒與社會」考察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旨趣情緒與社會」考察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旨趣情緒與社會」考察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旨趣情緒與社會」考察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旨趣（10%） 

1. 課程參與者自行構思與本課程各項議題相關之主題，提出進一步研究之旨趣、

可能性，並評估該研究之價值； 

2. 期中考後第一週（11 月 21 日）上課繳交初步構想； 

3. 期末作業格式同一般學術論文，以書面紙本形式繳交，期限為學期結束前

（2018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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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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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occcjnew/ 

肆、 研讀文本及進度 

 

週次 日期 主題及研讀、討論文本 

1 
2017 

0919 
課程旨趣與進行方式說明 

2 0926 

感性與理性 

� Plato（柏拉圖）：藝術即模仿。收錄於 Thomas E. Wartenberg（湯瑪

斯‧華騰伯格）編著／張淑君、劉藍玉、吳霈恩譯：論藝術的本質──

名家精選集。臺北縣：五觀藝術管理，2004。［17頁］ 

� Nussbaum, Martha C.（瑪莎‧努斯鮑姆）／丁曉東譯：詩性正義──文

學想像與公共生活。北京：北京大學，2010，頁 83-116［＝第三章：理

性情感］。 

3 1003 

集體歡騰 

� Durkheim, Emile（愛彌爾‧涂爾幹）／渠東、汲喆譯：宗教生活的基本

形式。上海：上海人民，1999，頁 275-316［＝第二卷：基本信仰，第七

章：這些信仰的起源（終）］。 

4 1010 【國慶日，停課】 

5 1017 

狂歡的笑 

� 簡聖宇：巴赫金主體間性美學思想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4，

頁 261-359［＝第五章：狂歡：對獨白世界的美學反抗］。 

6 1024 

感動的哭 

� Elkins, James（詹姆斯‧艾爾金斯）／陳榮彬譯：繪畫與眼淚──畫作

如何感動人心。新北市：左岸文化，2011，頁 97-122［＝第四章：因為

雷擊一般的震驚而哭泣］；頁 147-172［＝第六章：不流淚者的偏見］；

頁 173-202［＝第七章：為一隻死鳥留下虛矯的眼淚］；頁 317-336［＝ 

結語：要如何欣賞畫才能被感動？］。 

7 1031 

情緒的「文明化」 

� Elias, Norbert（諾貝特‧埃利亞斯）／王珮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

──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上海：上海譯文，2009，頁

441-532［＝總結：文明論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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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07 

激情、利益與理智的糾纏 

� Elster, Jon（喬恩‧埃爾斯特）／郭忠華、潘華凌譯：心靈的煉金術─

─理性與情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9，頁 378-455［＝第五章：心

靈的煉金術──變形與曲解］。 

9 1114 【期中考週，停課】 

10 1121 

怨恨的共同體 

� Scheler, Max（舍勒）／羅悌倫譯：道德建構中的怨恨（節選）。收錄

於劉小楓選編：舍勒選集。上海：上海三聯，1999，頁 396-530，此處頁

398-437［＝一、論怨很的社會學和現象學］。 

� 汪宏倫：怨恨的共同體，台灣。《思想》，第 1卷，頁 17-47。 

11 1128 

無聊的生活 

� Toohey, Peter（彼得‧圖希）／蕭丹譯：無聊──一種情緒的危險與恩

惠。北京：電子工業，2014，頁 1-42［＝第一章：讓無聊適得其所］；

頁 43-75［＝第二章：慢性無聊，它將長久地伴隨你］。 

12 1205 

倦怠社會 

� 韓炳哲（Han Byung-Chul）／莊雅慈、管中琪譯：倦怠社會。臺北市：

大塊，2015，頁 15-82。 

13 1212 

旁觀他人之痛苦 

� Sontag, Susan（蘇珊‧桑塔格）／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臺北

市：麥田，2004，頁 11-142。 

14 1219 

國族認同 

� Sand, Shlomo（施羅默‧桑德）／王崬興、張蓉譯：虛構的猶太民族。

上海：上海三聯，2012，頁 1-46［＝第一章：製造民族：主權和平

等］；頁 273-349［＝第五章：差異性：以色列的認同政治］。 

15 1226 

情緒勞動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亞莉‧霍奇斯柴德）／徐瑞珠譯：情緒管理

的探索。臺北市：桂冠，1992，頁 117-168［＝第六章：情感的管理──

從個人到商業使用］；頁 169-197［＝第七章：在腳趾與腳跟之間──工

作與情緒勞動］。 

16 
2018 

0102 

情感生活商品化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愛爾麗‧羅賽爾‧霍克希爾德）／歐宜欣

譯：外包時代──當情感生活商品化，自我價值將何以寄託？臺北市：

深石數位，2016，頁 175-193［＝第八章：「家庭回憶製造」］；頁 195-

208［＝第九章：進口家庭價值］；頁 209-228［＝第十章：我看不見自

己］。 



17 0109 

情緒的結構與建構

� Williams, Raymond

與文學。開封

構］。 

� 甯應斌：沒來由的情緒

於甯應斌、

面。臺北市：

18 0116 

伍、 基本書目（依推薦序）

� 郭景萍：情感社會學

� Turner, Jonathan H.

文軍譯：情感社會學

� Turner, Jonathan H.

社會學的理論。北京

� Spencer, Dale（戴爾

（艾倫‧亨特）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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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的結構與建構 

, Raymond（雷蒙德‧威廉斯）／王爾勃、周莉譯

開封：河南大學，2008，頁 136-144［＝

沒來由的情緒：情緒的認知主義建構論與「

、何春蕤：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2，頁 247-313

【期末考週，停課】 

*** 

）： 

情感社會學：理論‧歷史‧現實。上海：上海三聯

Turner, Jonathan H.（喬納森‧特納）、Stets, Jan E.（簡‧斯戴茲

情感社會學。上海：上海人民，2007。 

Turner, Jonathan H.（喬納森‧H.‧特納）／孫俊才、文軍譯

北京：東方，2009。 

戴爾‧斯賓賽）、Walby, Kevin（凱文‧沃爾比

編／張軍、周志浩譯：情感社會學。南京：

周莉譯：馬克思主義

［＝第二章 9：感覺結

「情緒管理」。收錄

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

313［＝下篇］。 

上海三聯，2008。 

斯戴茲）／孫俊才、

文軍譯：人類情感──

沃爾比）、Hunt, Alan

：江蘇鳳凰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