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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104-1碩博士課程 

藝術理論與社會 （二） 精簡版大綱 

 

 授課教師：洪儀真老師                            教師研究室：SS533   

 上課時間：週二 14:10-17:10                   上課地點：SS304教室 

 聯絡電話：2359-0121#36307                   Email: yichen.hong@gmail.com 

 

 

藝術，也唯有藝術！ 

唯有藝術使生命成為可能。 

它是引導存活的強大慾念， 

是推動存活的強大刺激物。 

 

--- Friedrich Nietzsche 

 

一、課程介紹 

 

藝術社會學的研讀有許多基礎與輔助學科務必涉獵，除了基本的社會學原理與社會學

理論之外，藝術史、藝術理論及美學，更是藝術社會學不時依憑、批判與對話的學門。鑑

於此項不可或缺的知識需求與難以抵擋的學術興趣，本學期的藝術社會學研究所課程，將

以西方美學史作為另一基礎智識的攻讀領域。西方美學史的經典著作已有數本中譯，包含

英國學者 Bernard Bosanquet （鮑桑葵） 1892年的 A History of Aesthetic, (《美學史》)、波

蘭 學者Wtadystaw Tatarkiewicz （佛拉第斯勞‧達達基茲）分別於 1962年及 1967年出版的

三大卷《美學史》（《古代美學》、《中世紀美學》、《近代美學史》）以及 1976年《六

大美學理念史》(A History of Six [aesthetic] Ideas）。或是義大利學者 Benedetto Croce (克羅

齊)被節譯出的《美學的歷史》，以及 Gilbert, Kuhn Helmut  (吉爾伯特、庫恩) 1954年的《美

學史》(A History of Esthetics)等等。但不無特殊地，我們選擇了批判性較強、出版年代也較

為新近(2002)的加拿大學者Ekbert Faas所撰寫The Genealogy of Aesthetics （《美學譜系學》），

作為本學期攻讀的教材。E. Faas目前為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大學人文與英語學院教授，不同

於傳統美學對於精神層面的側重，Faas美學譜系學更為注重身體的審美意象 ，並以此重新

批判自柏拉圖以降至後現代時期的美學理論，認為這些理論過度側重精神層面，對於身體

與本能慾念則過度拒斥。Faas同時借助當代新達爾文主義的認知科學，提出一種明顯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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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啟發的新興感覺論美學。或許，本課程以此批判性強烈的新興美學譜系學作為入門的

教材，不啻夾帶著某種風險，然而一方面教師將要求學生必須參照各家美學理論的相關原

典，不可離失其原始要義，亦需比較其他美學史的不同論點，避免獨尊一家;  另一方面，

對於同樣具批判性的社會學思維而言，如此新穎而具顛覆潛力的美學論點，反而具有親近

性與吸引力。正如每週課程作業的叮囑一般，修課學生必須意識到每一部美學史的撰寫所

立基的特定史觀、編史原則與論述策略，這些論點皆是思維的產物而非等同真理自身，本

身即是思辯的對象。作為藝術與社會學跨領域的耕讀者，我們在掌握美學理論精髓之餘，

也應帶著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嘗試了解每一個知識系統生成的社會背景、文化脈絡與意識

型態，並同時思考知識的產出對於思想界以至廣義的社會各界所帶來的影響。承接上學期

對於藝術定義與社會變遷之間關連性的討論，這學期藝術理論與社會（二）的探討，將從

美學史的批判性閱讀模式裡繼續開展。 

 

二、修課與作業報告要求 

(一)課前閱讀及出席討論：學生務必於課前精讀每週的基本進度，並且主動參考相關美學理

論的原典與知識背景考察。出席狀況與隨堂參與度，都將納入平時成績評分標準。 

 

(二) 每週進度導讀 memo：本作業為課程重點訓練與要求--為了加強學生耕讀美學理論時的

吸收能力與批判能力，學生需輪流深度導讀每週進度內容，並引導同學進行討論。導讀 memo

的撰寫需具系統性。由於本課程主要讀本為美學理論的二手解讀，亦帶有作者個人的觀點，

因此導讀 memo的整理除了以每週進度為主軸之外，同學應主動參照美學理論的原典，行有

餘力更鼓勵你們對照至少一位不同美學史作者對同一項美學理論/同一位美學家的詮釋。導

讀 memo內容至少三頁 A4，可以表格方式整理。報告時可預備 PPT檔。不能只有摘要，而

是應整理每週進度中各美學理論家或各時期美學理論的： 

 

1. 主要命題  / 對於「美」的課題關注的焦點 ; 

2. 美學家的相關著作與重要概念 ;  

3. 美學家對其命題的論述 ; 

4. 該美學理論如何承先啟後，或與同時代理論對話 ;  

5. 分析 E.Faas 美學譜系學觀點在詮釋美學理論時的獨特性;  

6. 閱讀後的啟迪與批判 ;  

7. 提問與初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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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整理方式，是比較某一 美學理論家 (1)原典的要義 （上述 1-4點要項）; (2) E. Faas

對其要義的詮釋; (3) 其他美學史家或美學理論家的二手詮釋。但原則上仍以 E. Faas的讀本

為主，導讀者可自行判斷與決定，並與老師商討確認撰寫與導讀的方法，能以此理想方式整

理 memo者加分。導讀者需蒐集同學的提問，並在課堂上帶領討論。導讀以二十分鐘為限，

不宜過長。導讀 memo檔案最晚於上課前一日寄給全體。檔名格式：週次導讀-日期-姓名。

例如：W2導讀-150922-聶隱娘。 

   

(三)每週進度 memo：同學需針對每週進度撰寫 memo （導讀者繳交導讀 memo即可），至少

兩頁 A4，單行間距。內容同上述導讀撰寫原則一樣，亦可以一目了然的表格方式整理。與

導讀 memo的不同僅在無須統整同學們的問題。每週 memo需於上課前寄給全體師生，檔名

格式為週次-日期-姓名 。 例如： W2-150922-空空兒。 

 

 (四)期末報告：學生自行選擇美學理論或美學與社會的相關議題進行期末報告。報告內容可

以是導讀 memo的延展與深掘，並鼓勵同學加入知識社會學的視角，考察美學理論衍生的社

會脈絡。報告不得少於一萬字，論文請參考《台灣社會學刊》撰稿體例。期末報告於最後一

週繳交。研究議題最晚在學期第十二週前需訂立，並與教師討論，第十八週繳交書面報告至

SS533研究室並傳送電子檔 yichen.hong@gmail.com。 

三、評分標準：平時表現 30% , 讀本進度 memo與導讀報告 40% , 期末報告 30%  

四、主要讀本（請務必參考相關美學理論原典）： 

Faas, Ekbert , 2002 , The Genealogy of Aesthetics.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埃克伯特‧法阿斯著，閻嘉譯，2011，《美學譜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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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學譜系學》進度大綱 

 

週次 日期 主題 章節頁次 

第一週 09/15 課程介紹與導論 導言，  頁 8-34 

第二週 09/22 柏拉圖對審美價值的重新評估 第一章，頁 35-59 

第三週 09/29 最初的尼采式的反對柏拉圖的人們 第二章，頁 60-81 

第四週 10/06 古代晚期、普洛丁與奧古斯丁 第三章，頁 82-102 

第五週 10/13 奧古斯丁的柏拉圖式城邦 第四章，頁 103-122 

第六週 10/20 中世紀美學 第五章，頁 123-141 

第七週 10/27 文藝復興美學 第六、七章，頁 142-195 

第八週 11/03 霍布斯與夏夫茲博里 第八章，頁 196-215 

第九週 11/10 期中考週              

第十週 11/17 曼德維爾、柏克、休謨與 

伊拉斯謨‧達爾文 

第九章，頁 216-246 

第十一週 11/24 康德：倫理學目的論美學與中年轉變 第十、十一章，頁 247-301 

第十二週 12/01 黑格爾、費爾巴哈與馬克思 第十二、十三章，頁 302-354 

第十三週 12/08 海德格美學 第十四、十五、十六章 

頁 355-426 

第十四週 12/15 「延異」、弗洛伊德、尼采與阿爾托 第十七章，頁 436-465 

第十五週 12/22 德里達的無先驗論的「模仿」 第十八章，頁 466-493 

第十六週 12/29 後現代的還是前尼采的？德里達、              

利奧塔與德‧曼 

第十九章，頁 494-519 

第十七週 01/05 後現代對審美理想的復興 第二十章，頁 520-542 

第十八週 01/12 期末考週: 繳交期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