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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106-1研究所課程  

藝術社會學經典閱讀 

授課教師：洪儀真老師                    

上課時間：週四 PM 2:10-5:10   

教室：SS314                                 

Email: yichen.hong@gmail.com   

 

 

 

 

所有真正的藝術，通過迂迴的方式，或早或遲會把我們最終引向現實。 

 

倘若社會學認為自己的藝術觀是唯一正統的觀點，並且把藝術作品的社會學意義與 

審美價值加以混淆，那麼。社會學的藝術觀點就要遭到拒絕。 

 

------ Arnold Hauser 

一、 課程介紹 

    本學期開設的藝術社會學經典閱讀，以早期的藝術社會家 Arnold Hauser 的著作《藝術史

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1958)為主要讀本，此書為藝術史研究的社會學轉向之

代表性著作之一，並廣為觸及藝術研究的其他學門。Hauser 帶有社會學觀點的藝術史哲學表

明：「歷史中的一切皆是人的成就，而個人總會發現自己是處於某種確定的時間和地點的境

況之中，而他們的行為舉止，是其『天賦才能』和『所處境況』兩者共同的結果」。對於 Hauser

而言，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社會力量也必須通過個人的心理才能產生效果。藝術作品無

疑是藝術家自己個性的創造物，然而，個人在某種程度上，總是他自己在其中紮根的社會環

境之產物。如是，其《藝術史的哲學》一書，充滿著藝術家個人與社會的辯證思維。本課程

根據此經典而立，將著重兩項學習要點：(一)藝術社會學的知識發展及其與其他學門之間的

關連，包括藝術史、藝術哲學、審美與心理學民俗學、通俗文化研究等等; （二）經典文獻

的閱讀與反思：透過經典作品的耕讀，期盼能夠引導學生從中習得知識典範的問題意識、思

考模式與解決觀點，課程鼓勵學生以批判式的方式進行閱讀。本學期課程將特別邀請校外專

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闡述原典當中精神分析與藝術的理論與實例，並將安排藝術學門不同

研究路徑的學者們進行座談，提供學生豐富的學習資源，藉此探詢社會學作為藝術研究理論

與方法的可能性與限制，同時開啟跨領域的藝術研究視野。 

 

二、經典閱讀教材： 

 阿諾德‧豪澤爾(Arnold Hauser)，陳超南、劉天華譯，1992， 《藝術史的哲學》。北京：

中國科學出版社。 

 Arnold Hauser, [1958]1963,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Meridia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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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史與社會研究參考書目： 

1.藝術史 

 

*Gombrich, E.H.著，雨云譯，《藝術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第五版。臺北：聯經。 

＊Herbert Read, [1985], c1974, A Concise History of Modern Painting. New York, N.Y. : Thames 

and Hudson : Distributed by Norton. (中譯本: 赫伯特里德著，李長俊譯，《現代繪畫史》。     

臺北：大陸書店。1987) 

*Janson, H.W.著，唐文娉譯，1989，《美術之旅：人類美術發展史》。臺北：桂冠出版社。 

*劭大箴主編，汪曉青校訂，2002，《西方美術欣賞》。臺北：五南出版社。 

*瓦沙利(Giorgio Vasari)著，黃翰荻譯，1995，《文藝復興的奇葩 : 拉菲爾、米蓋蘭基羅、達

文西》。臺北：志文。 

 

2. 藝術研究的社會學轉向，文化象徵意涵的探索 

 

*Arnold Hauser, 1952,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Vol.I.New York: Knopf.  

*亞諾‧豪斯(Arnold Hauser)著，邱彰譯，1987，《西洋社會藝術進化史》。臺北：雄獅圖書。 

*阿諾德‧豪澤爾(Hauser, Arnold)著，居延安編譯，1991，《藝術社會學》。 臺北：雅典。 

*歐文‧潘諾夫斯基(Panofsky, E)著，戚印平，范景中譯，2011，《圖像學研究： 文藝復興 

時期藝術的人文主題》。上海：上海三聯書局。 

 

3.藝術史論述的省思以及藝術終結論的提出 

 

*亞瑟‧丹托 (Arthur C. Danto)著，林雅琪、鄭惠雯譯，2004，《在藝術終結之後：當代藝術

與歷史藩籬》。臺北：麥田出版社。 

*亞瑟‧丹托 (Arthur C. Danto)著，鄧伯宸譯，2008，《美的濫用》(The Abuse of Beauty)。 

臺北：立緒。  

多麼光彩奪目之質樸 

 

唯形象之塑成保持夢幻 

而形象之塑成依託於詩歌 

 

若吾人要規避悲哀 

快樂如何湧入吾人心靈? 

 

痛苦秉有療效之力 

在吾人對之最少期盼之處 

 

------海德格，《從思的經驗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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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課進度 

 
週次 日期 主題  閱讀進度 

 
一 09/21 導論與課程介紹 

 

藝術社會學導論 

 

二 09/28 藝術社會學的範圍和 

界限 

阿諾德‧豪澤爾(Arnold Hauser)，陳超南、劉天
華譯，1992[1958]，《藝術史的哲學》。北京：中
國科學出版社。第一章<導論：藝術社會學的範
圍和界限>，頁 1-15 

 

三 10/05 藝術的社會學探討 《藝術史的哲學》，第二章<社會學的探討：藝術
史中的意識型態概念>，頁 16-35。 

 

四 10/12 精神分析和藝術（一） 《藝術史的哲學》，第三章<心理學的探討：精神
分析和藝術>第 1-5 節，頁 36-77。 

 

五 10/19 精神分析和藝術（二） 《藝術史的哲學》，第三章<心理學的探討：精神
分析和藝術>第 6-10 節，頁 78-111。 

 

六 10/27

（五） 

清大藝術與設計學系 

高榮禧副教授演講  

講題：精神分析、藝術與社會 

地點：SS525 會議室 

10/26（四）課程配合演講者調到 10/27（五） 

 

七 11/02 校慶放假  

 

八 11/09 藝術的哲學含意 (一) 《藝術史的哲學》，第四章<藝術史的哲學含意：
沒有姓名的藝術史>第 1-2 節，頁 112-160。 

 

九 11/17

（五） 

藝術社會學經典閱讀 

座談會 

期中考週改為週五上課 

邀請學者進行座談會 

(座談會日期為暫訂) 

 

十 11/23  

 

藝術的哲學含意 (二) 《藝術史的哲學》，第四章<藝術史的哲學含意：
沒有姓名的藝術史>第 3-4 節，頁 161-201。 

 

十一 11/30 藝術的哲學含意 (三) 《藝術史的哲學》，第四章<藝術史的哲學含意：
沒有姓名的藝術史>第 5-6 節，頁 201-247。 

 

十二 12/07 藝術的哲學含意 (四) 《藝術史的哲學》，第四章<藝術史的哲學含意：
沒有姓名的藝術史>第 7 節，頁 247-270。 

 

十三 12/14 藝術中的教育層次 (一) 《藝術史的哲學》，第五章<藝術史中的教育 

層次：民俗、藝術和流行藝術>第 1-4 節， 

頁 271-297。 

 

十四 12/21 藝術中的教育層次 (二) 《藝術史的哲學》，第五章<藝術史中的教育 

層次：民俗、藝術和流行藝術>第 5-8 節， 

頁 29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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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12/28 藝術中的教育層次 (三) 《藝術史的哲學》，第五章<藝術史中的教育 

層次：民俗、藝術和流行藝術>第 9-12 節， 

頁 330-352。 

 

十六 01/04 藝術中的抗爭力量 (一) 《藝術史的哲學》，第六章<藝術史中的抗爭 

力量：創新與習規>第 1-3 節，頁 353-372。 

 

十七 01/011 藝術中的抗爭力量 (二) 《藝術史的哲學》，第六章<藝術史中的抗爭 

力量：創新與習規>第 4-7 節，頁 372-393。 

 

十八 01/18 繳交期末報告  

 

 

五、學習評量 

文本紀要（memo）：30％ ; 期末報告：40％; 導讀：20％; 課堂參與和出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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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積極參與討論。課堂

上未發言者，學期總成績將受影響。出席狀況與隨堂參與度，都將納入成績評分標準。 

 

(二)基本文獻導讀作業：每位學生需輪流口頭導讀每週進度，引導同學進行討論，並撰寫

導讀memo，內容至少三頁A4，報告時可預備 PPT檔。不能只有摘要，而是必須整理文獻的

學術貢獻與啟迪、相關現象及理論的延伸討論，並針對文獻進行批判與提問。導讀者需蒐集

同學提出的問題，並在課堂上帶領同學討論。其他同學應於上課前將問題傳寄給導讀者。導

讀 memo，最晚於上課前一日寄給教師及修課同學參考。檔名格式：導讀-日期-姓名，例如：

導讀-20171012-洪儀真。 

 

(三)每週一篇個人文獻紀要(memo)：每位同學每週需繳交文本紀要，至少兩頁 A4，單行

間距。memo 內容同上述基本文獻導言撰寫原則，每週的 memo 檔案需於上課前寄給教師及

同學們，檔名格式為 memo-日期-姓名，例如 memo-20171012-洪儀真。 

 

 (四)期末報告：學生自行選擇其中一個主題進行深入探討：(1) Arnold Hauser《藝術史的哲

學》評述 (Book Review)：針對全書進行評論; (2) 選擇另一藝術史學家或藝術理論家的觀點，

與Hauser進行比較研究。報告內容可以將焦點聚集在其中一章的主題上。字數不得少於一萬

字，論文請參考《臺灣社會學刊》撰稿體例。期末報告於最後一週(2018/01/18)下午四點之前

繳交至系辦，並請於同一時限之前傳送電子檔至 yichen.hong@gmail.com。報告繳交時間以

電子檔傳寄時間為主要依憑，逾時算遲交。研究議題最晚在學期第十二週前需訂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