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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文學藝術社會史  
Spring, 2018 

Tuesday 09:10-12:00 
 

It is not the consciousness of men that determines their being, but, on the contrary, 

their social being that determines their consciousness. 

——Karl Marx,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re really is no such thing as art. There are only artists. 

——E. H. Gombrich, The Story of Art. 

 

Everything in history is the achievement of individuals; individuals always find 

themselves in a certain definite situation in time and place; their behavior is the 

product both of their inborn capacities and of the situation. 

——Arnold Hauser,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Sociology and art do not make good bedfellows.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y in Question. 

 
 

 
授課教師：黃崇憲 
上課時間：星期二 9:10-12:00／授課教室：SS304 
聯絡電話：04-23590121 轉 36313／電子郵件：momo@thu.edu.tw  
辦 公 室：SS539 
約見時間/地點：每週二早上 7:30-8:30 /東海大學伯朗咖啡館（請事先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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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課程簡介  
 

早上七點醒來覺得沒睡足，又沒緊急事非得

處理，於是繼續睡了一下，再醒來時，心智

清明於黑暗中靜思，後來起身拉開窗簾，外

面的天空是陰的，（現在卻下起還不小的雨

來）。上去頂樓書房抱些下學期新開「西洋

文學藝術社會史」備課會用到的書，翻著翻

著，事隔三十年，終於可以回來圓當年到美

國，原本想讀藝術史的未完文青夢。雖然現

在比較像「老（廢）知青」，還是要調整心

態、擺下身段、從頭學習、樂齡自學再攻讀

另一個（沒頭銜）學位。 
2018/1/8 

 

本課程整學期的閱讀文本將以 Arnold Hauser 的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1951）一書為深入精讀之主要文本，乃因此書是「藝術社會史」取徑奠基性開

山之作，不但空前，也可能絕後。其視角之原創、通史般的上下五千年之博大精

深、冷靜客觀的論戰文風和高思想密度的語言風格，在在令人讚嘆。Arnold Hauser

（1892-1978）是藝術社會史研究典範之開創者，在馬庫色、班雅明、阿多諾以

及法蘭克福學派，「新藝術史團體」，T・J・克拉克等學者的美術史研究或評論

中均可看到他的影響。在 Jane Turner, ed., The Dictionary of Art（1996）如此定義

藝術社會史：「一個用於描繪藝術史研究方法的術語；這種方法試圖確定與一個

既定的藝術現象的產生及全面理解相關的各種社會因素，無論這個現象是一個時

代、一個城市、一個藝術家的生涯，還是一件作品。因此，它與藝術社會學緊密

的聯繫在一起。Hauser 的鴻篇巨制《藝術社會史》（共分為四卷，字數超過六十

萬）向來被認為是迄今為止，將社會的變遷與史前以來的藝術的變遷聯繫在一

起，來探究西方藝術的最完備的研究之一。Hauser 在此書中成功的將藝術史研究

從之前自我封閉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他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史觀為基礎，多元

審視藝術內部和外部各種不同因素對藝術風格的影響，大大開拓了藝術史研究的

傳統視野。Hauser 視藝術為社會的產物，認為藝術與產生它的社會，有著千絲萬

縷的聯繫。他不僅從社會制度、階級地位出發探討人們對藝術品的喜好，而且從

藝術生產的角度尋找藝術形成的原因，分析不同社會階段對藝術風格的影響，同

時也注重各個歷史時期文化和審美在藝術上的表現，解讀藝術背後體現的哲學、

宗教、科學、心理學因素。該書因而被稱為是藝術社會史集大成之作。在英譯本

中，譯者古德曼（Stanley Godman）將此書譽為「聖母峰」，此外從 1951 年發

表首部重要著作《藝術與文學的社會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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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始，四分之一世紀裡，Hauser 共完成了四部相關著作（其餘三部分別為：1958

年發表的《藝術史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1964 年發表的《風

格主義：文藝復興的危機與現代藝術的起源》〔Mannerism: The Crisis of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Art〕和 1974 年發表的《藝術社會學》

〔Sociology of Art〕。正是通過這些著作，Hauser 不僅促進了藝術史研究視角的

多元化，也使其自身的理論體系得以完善，最終成為藝術社會學真正意義上的奠

基人。 

 

v 課程分析架構  
 

n 馬克思歷史唯物論之重訪、修正與應用（The re-vision and application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their life, men enter into definite relations that are 

indispensable and independent of their wil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which 

correspond to a definit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heir material productive forces. 

The sum total of thes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constitutes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society, the real foundation, on which rises a legal and political superstructure 

and to which correspond definite form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material life conditions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process in general. It is not the consciousness of men that determines their being, 

but, on the contrary, their social being that determines their consciousness. At a 

certain stage of their development, the material productive forces of society 

come in conflict with the existing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r — what is but a 

legal expression for the same thing — with the property relations within which 

they have been at work hitherto. From forms of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ese relations turn into their fetters. Then begins an epoch of social 

revolution. With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the entire immense 

superstructure is more or less rapidly transformed. In considering such 

transformations a distinction should always be made between the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with the precision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legal, political, religious, 

																																								 																				 	
1 本書原以匈牙利文寫成，此為原文之完整書名，1951年首先翻譯為英文在倫敦出版，譯者將
書名簡化為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從此大家沿用此書名。本課程用此書為指定教材，將文學
亦納入進來，即還原了原書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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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or philosophic — in short, ideological forms in which men become 

conscious of this conflict and fight it out. Just as our opinion of an individual is 

not based on what he thinks of himself, so can we not judge of such a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by its own consciousness; on the contrary, this consciousness 

must be explained rather from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terial life, from the 

existing conflict between the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o social order ever perishes before all the productive forces for 

which there is room in it have developed; and new, higher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ever appear before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their existence have matured in 

the womb of the old society itself. Therefore mankind always sets itself only 

such tasks as it can solve; since, looking at the matter more closely, it will 

always be found that the tasks itself arises only when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its solution already exist or are at least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In broad 

outlines Asiatic, ancient, feudal, and modern bourgeois modes of production can 

be designated as progressive epochs in the economic formation of society. The 

bourgeoi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re the last antagonistic form of the social 

process of production — antagonistic not in the sense of individual antagonisms, 

but of one arising from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life of the individu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ing in the womb of bourgeois society 

create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for the solution of that antagonism. This social 

formation brings, therefore, the prehistory of society to a close.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

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

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

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

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

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

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

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

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

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

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

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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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

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

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

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

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

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

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

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

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

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

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

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

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

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n Making sociological sense of art history 

 

Ø What is art history 

Ø What is social history of art 

Ø Art history vs. Social history of art 

Ø What is ‘social’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Hauser, 1951) 

Ø The sociological turn of art history: Arnold Hauser as the founding father 

Ø From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Hauser, 1951) to The Sociology of Art 

(Hauser, 1974) 

Ø What is ‘historical’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Ø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sociological Marxism: Michael Burawoy & 

Erik Wright 

Ø Gombrich vs. Hauser 

Ø György Lukács’s aesthetic: the third way  

Ø Toward a sociology of art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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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藝術菱形（Modified Cultural Diamond）  

 

 

 

 

 

 

 

 

 
（改編自 Sources: Victoria D. Alexander, 2003, Sociology of the arts.） 

 

n 文化迴圈（Circuit of Culture） 

 

 
（sources: S. Hall, 1997, 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v 本課程探討之核心概念與延伸議題  
 

• 文學藝術社會史之界定、取徑、與研究方案 

• 文學／藝術／作品社會學 

• 審美自我的生成與社會形構：社會中的藝術家、藝術家的社會地位 

• 藝術生產與社會經濟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贊助體制（教會、君主與

貴族）、現代歐洲早期的藝術市場 

• 西洋美術史綱要：史前美術、古代美術、中世紀美術、文藝復興、巴洛

創作者	

藝術／文本	

社	會	

消費者		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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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與洛可可藝術、新古典主義及浪漫派的美術、浪漫時期的寫實主義與

自然主義、印象派及印象派畫家、印象派以後的新藝術運動（野獸派、

立體派、義大利的未來派、結構主義、新造型主義、表現主義、巴黎派）、

二十世紀的現代藝術（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繪畫、包浩斯、美

國的現代藝術） 

• 消費與審美自主性：文化沙龍、副刊的出現、康德的美學、休閒、紳士

氣派與審美自主性、藝術與文化資本（布迪厄） 

• 近現代文學理論／文學批評：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盧卡奇、高德曼、

伊格頓、詹明信）、俄國形式主義文學理論、文學場域（Literary field）

／文學體制（Literary regime） 

• 現代性與現代主義：雙元革命（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布爾喬亞階

級的興起、波特萊爾的審美現代性、韋伯（合理化與審美界域）、齊美

爾（金錢、風格與社會互動）、班雅明文藝理論（悲悼與彌賽亞）、阿

多諾與法蘭克福學派 

• 十八、九世紀舊俄小說系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

果戈里、高爾基⋯⋯ 

• 十八、九世紀法國小說系譜：莫泊桑、巴爾扎克、福樓拜⋯⋯ 

• 十八、九世紀英國小說系譜：狄更斯⋯⋯ 

• 十八、九世紀德國小說系譜：歌德⋯⋯ 

• 十八、九世紀中國小說系譜：蘭陵笑笑生《金瓶梅》、曹雪芹《紅樓夢》

⋯⋯ 

• 近現代華文作家：魯迅、沈從文、張愛玲、閻連科、白先勇、黃春明、

陳映真、朱天文、駱以軍⋯⋯ 

• 現代性的二重性：社會現代化與文化現代性 

• 多元現代性／另類現代性 

• 當代文藝理論：前衛藝術、正典的生成、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再現、

深度詮釋學、文本分析、新批評、從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符號學（索

緒爾、羅蘭巴特）、解構：德希達、從作者論到作者已死、女性主義、

陰性書寫、同志文學（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酷兒、跨性別）、底層研

究、互文性、離散、論述分析、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本質論／反本

質主義、文化工業、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敘事結構、性別

論述 
  



	 8	

v 課程進行方式及要求  
 

● 每週由同學輪流負責導讀，在課堂上報告。報告內容可以做成 PPT 或者講

義，分發給每位參與的同學。導讀請勿照本宣科及唸稿，而是以講解闡述方

式，梳理文本綱要，並提出自己之閱讀心得、評論與提問。 

● 每週上課將先由同學們分享 issue memo，每位同學須繳交當週 issue memo，

issue memo 主要以評論為主，摘要的部分越精簡越好，再由導讀的同學報

告。導讀的主要內容應聚焦於讀後心得之評述，並附上三個討論問題。導讀

的同學需要帶領討論，以培養博士生未來授課能力。報告完後，即開放全班

討論。 

 

v 評分標準  
 
本學期評分的依據如下： 

評分項目  評分比重  

課堂口頭報告 20% 

Weekly issue memo 40% 

期末作業與口頭報告 40% 

 
v 指定閱讀書目  
 
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北京：商務印書館。（Hauser, 

Arnold, 2015,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London: Routledge） 

 

v 參考閱讀書目  
 

l Arnold Hauser 著作集： 

《藝術社會史》（1951）、《藝術史的哲學》（1958）、《風格主義：文藝

復興的危機與現代藝術的起源》（1964）、《藝術社會學》（1974）、《盧

卡奇的「第三道路」的各種變體》（1978） 

l 工具書 

黃才郎主編，1990，《西洋美術辭典》。台北：雄獅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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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ulio Carlo Argan, Maurizio Fagiolo 著，曾堉、葉劉天增譯，1992，《藝術

史學的基礎》。台北：東大出版。 

蔡芯圩, 陳怡安，2015，《用年表讀通西洋藝術史》。台北：商周。 

Howard Daniel,1971，Encyclopedia of themes and subjects in painting.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l 參考網站 

• Art Cyclopedia: http://www.artcyclopedia.com/ 

• Google Arts & Culture: https://www.google.com/culturalinstitute/beta/ 

• 畫家傳記電影： 

1. 《梵谷：畫語人生》Van Gogh: Painted with Words（2010）：文森特・

威廉・梵高，這位用明亮鮮活的色彩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天才畫家，卻

在美麗的法國瓦茲河畔結束了自己 37 歲的年輕生命。他傳奇不朽的一

生已多次被搬上電影銀幕。此次，由導演 Andrew Hutton 執導的本部戲

劇式紀錄電影，將重現梵高絢爛而短暫的一生。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Benedict Cumberbatch 飾演這位天賦異稟且卓爾不群的瘋狂大師，而其

弟提奧則由傑米・帕克 Jamie Parker 飾演。劇中的一言一語皆來自於梵

高寫給提奧及親人的信件。本片以其獨特的敘事方式和入木三分的描摹

再現，贏得了 2011 年在班夫世界媒體節上的最佳藝術紀錄片洛基大獎。 

2. 《工作室女孩》Factory Girl（2006）：講述的是一代前衛藝術大師安迪

・沃霍、名噪一時的電影明星伊迪・塞奇威克以及民謠大師鮑勃・迪倫

之間三角戀情的故事。 

3. 《不羈的美女》La belle noiseuse（1991）：年輕的女子激起大師枯竭的

靈感，續寫不朽傑作。本片獲得戛納影展評審團大獎、普通評審團特別

關注獎，對藝術創造過程精心描寫。影片詳細記載了藝術創作的每個方

面，討論了藝術工作中的人與環境以及人與人的關係，包括畫家和模特

兒在創作過程中的互相影響。貝阿特幾乎是整部電影的靈魂，除了她的

曼妙身體在片中多處裸現外，她的表演還帶有少女的清純，延續了她在

《甘泉瑪儂》裏不食人間煙火的高貴氣質。整部電影顯得冗長，但有裏

維特一貫的紀實片風格，導演從不橫加干涉。故事改編自巴爾扎克中篇

小說，1993 年壓縮成 126 分鐘版本，取名《Divertimento》。 

4. 《戈雅之靈》Goya's Ghosts（2006）：1792 年，西班牙的最高權力由天

主教掌控，為了杜絕法國革命潮流的影響，天主教重新開啟宗教裁判所

來控制國內騷亂，修道士洛倫佐（哈維爾・巴登 Javier Bardem 飾）是

這場運動的領導人。謀略過人的他設法掌控宗教裁判所的最高權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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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畫家弗朗西斯科・戈雅（斯特蘭・斯卡斯加德 Stellan Skarsgard 飾）

是洛倫佐的朋友。因為一個模特伊內斯（娜塔麗・波特曼 Natalie 

Portman 飾），戈雅受冤被關進宗教裁判所，受到各種嚴刑拷打，他請

求洛倫佐去救伊內斯，誰知偽善的洛倫佐卻強姦了伊內斯，並將她打入

秘密地牢。二十年後，時局變遷，西班牙被法國軍隊佔領。洛倫佐被西

班牙教會驅逐流放，伺機捲土重來。此時的戈雅幾乎完全喪失聽力，獨

自囚禁在內心的陰暗中，這個時期卻成了他的創作巔峰期。法國廢除了

西班牙宗教所，伊內斯得以釋放，舉目無親的她找到幾乎已經神經失常

的戈雅，並在他的幫助下找到了在監獄中生下的女兒。歐洲革命風雲再

起，當西班牙再次陷入戰亂中時，洛倫佐被判處死刑。 

5. 《左拉傳》The Life of Emile Zola（1937）：故事描述法國文壇巨匠左

拉的經歷。影片主要講左拉，卻渲染了他與後印象派畫家塞尚的友誼之

變。 

6. 《卡拉瓦喬／浮世繪》Caravaggio（1986）：本片所展現的只是大畫家

卡拉瓦喬的生活片段，而他之所以成了本片第一主人公，實在是因為大

導演德裏克·賈曼對他的熱愛和崇敬。《卡拉瓦喬》本名《Caravaggio》，

又譯《浮世繪》，英國影片，導演德裏克・賈曼 1986 年作品，柏林國

際電影節銀熊獎，當年最賣座影片。 

7. 《弗里達》Frida（2002）：弗里達（salma hayek 飾）是墨西哥著名的

女畫家，18 歲之前她是一個快樂活潑的少女，跟其他人一樣，享受著

愛情的甜蜜。然而 18 歲的車禍讓她遭遇重創，死裏逃生的她從此跟病

痛伴隨一生。原來的小情人也離她而去。躺在病床 18 個月的她整日與

畫為伴，她的畫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活力與激情。那時候她也真正開始考

慮賣畫養活自己，她前去請求畫家裏維拉指導自己的畫，對方激賞她的

天分。他們也從師生轉變成一生的伴侶，他們結婚了。婚後他們經歷了

墨西哥最動盪的革命時期，他們狂熱地追隨著共產主義的腳步，甚至當

托洛斯基被史達林逐出蘇聯後，他們不畏風險地予以熱情接待。弗里達

與托洛斯基朦朧的愛戀，以及她的女同性戀情結讓她的感情史一樣絢

爛。 

8. 《皮娜》Pina Bausch（2011）：皮娜・鮑什是當今世界舞壇最富創意的

舞蹈家之一。早年，她曾赴美國朱莉亞音樂學院就讀，師從荷西・李蒙、

保羅・泰勒等舞蹈名家。在擔任德國烏帕塔爾芭蕾舞團的藝術總監後，

皮娜・鮑什開創了「舞蹈劇場」的演出形式，並曾出訪包括中國香港和

北京在內的許多地區。由她根據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編排的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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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出色的版本，此外，《藍鬍子》、《穆勒咖啡館》、

《貞潔傳說》等舞劇也獨樹一格。 

9. 《全蝕狂愛》Total Eclipse（1995）：這是一部阿格涅絲卡・霍蘭執導

的電影，改编自 1967 年基斯杜化・咸頓的戲劇，他也是該片的編劇。

本片以信件和詩作為根據，準確呈現出歷史上兩位十九世紀法國詩人阿

蒂爾・蘭波（里安纳度・迪卡比奥飾）與保羅・魏爾倫（大衛・休里斯

飾），在兩人創作的高潮期間激烈的同性戀情。 

10. 《安德烈・盧布耶夫》Андрей Рублёв（1966）：本片描寫了 15 世

紀俄羅斯著名的聖像畫家盧布耶夫漂泊浪蕩的一生，並用史詩般的氣勢

刻畫出他與冷酷無情的時代進行抗爭。在經歷了炮火、鮮血的錘煉洗禮

後，他終於完成了三聖像。 

11. 《忘情畢加索》Surviving Picasso（1996）：講述畢卡索令人讚歎的

精力、創作才華與錯綜複雜的情愛關係。 

12. 《夜巡》De Nachtwacht：是 17 世紀荷蘭畫家倫勃朗的名畫。現藏於

荷蘭阿姆斯特丹美術館。此畫所描繪的其實是白天隊長與副隊長（畫面

中間兩位人物）的景象，因光線昏暗而被誤為是描繪夜間，畫中人物確

有其人，有些人認為此畫暗藏某些故事另有深意。 

13. 《波拉克》Pollock（2000）：波拉克作為當時西方藝術的領袖人物，

以其超乎尋常的天才和膽量創作了大量的抽象派油畫作品，並為行為藝

術的創立打下了基礎。他當之無愧地成為美國人民心目中的藝術明星，

但波拉克並不以一位成功者自居，反傳統創作的精神激發了他原始的、

充滿野性的靈感，將靈感運用於油畫作品，使他的內心世界得以表達，

但自我封閉的個性又與其形成強烈的矛盾，加上對社會、對文化的不滿，

將他一次次推向痛苦的深淵。於是，他酗酒、頹廢，卻從不停止創作。

充滿怨憤的生活逐漸吞噬他的婚姻、事業、信仰⋯⋯直到 1956 年的一

個夏夜，44 歲的波拉克走完了短暫、痛苦卻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 

14. 《波特小姐》Miss Potter（2006）：影片的時間背景是維多利亞女王

與愛德華七世時代末期的英格蘭，一個酷熱的夏天。此時，波特女士已

經逐步地顯示出了她在寫作方面迥異的天賦，許多人都認為她有著當一

名藝術家的潛質。當她的第一部作品《彼得兔的故事》正式出版之後，

波特女士成為了倍受歡迎的著名作家。事業成功之後，愛情也向波特女

士走來。她的第一段愛情便是同由伊萬·麥克格雷格飾演的出版商諾

曼·韋恩之間的，他們之間的戀情，以及諾曼·韋恩於 1905 年 7 月的求

婚，永遠地改變了比阿特麗克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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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2004）：阿梅代奧・莫迪利亞尼（義大

利語：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出生於義大利南方塔什肯尼

的藝術家、畫家和雕塑家。受到當代保守風氣嚴厲批評，時至後世才獲

得認可。 

16. 《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2004）：義大利裔畫家莫迪裏亞尼（安

迪・加西亞 Andy Garcia 飾）在短暫的一生中都在與藝術大師巴勃羅・

畢加索抗爭。生前唯一一幅擊敗畢加索的作品，其中描繪了他深愛的女

人。落拓不羈的莫迪裏亞尼混跡在巴黎蒙馬特高地畫家圈子裏，他過著

充斥著酒精、大麻與女人的放蕩生活。在一次寫生課上，他遇上了生命

中的摯愛珍妮（艾爾莎・澤貝斯坦 Elsa Zylberstein 飾），他邀請她做自

己的模特，為珍妮創作了大量肖像作品。但是在一幅準備參加畫展與畢

加索競爭的作品中，他留下了珍妮的眼睛沒有畫。他對珍妮解釋說：當

我瞭解你的心靈深處時，我將畫你的眼睛。他從珍妮身上獲得源源不斷

的靈感，讓他持續旺盛的創作激情。但是，他的藝術不能像畢加索那樣

被大眾所認同，不良的生活習慣讓他染上難以痊癒的結核病。就在他領

取與珍妮的婚姻登記證時，遭遇了強盜，慘死在街頭。畫展開幕了，所

有觀眾都被畫中女人的憂傷眼神所感動，甚至感動了畢加索，掌聲久久

響起。 

17. 《畢卡索的秘密》Le mystère Picasso（1956）：本片以懸疑片的手法

記錄了西班牙畫家畢加索的一次作畫過程。1956 年盛夏，在法國南部

海濱城尼斯的一個攝影棚裏，畢加索興致昂然地揮筆作。 

18. 《梵高與提奧》Vincent & Theo（1990）：講述梵高與弟弟提奧的生

活故事，以梵高在 1872-1890 年間給兄弟提奧寫的信為線索，雄辯地帶

出天才藝術家的憂傷。 

19. 《梵高傳》：跟以前的梵高傳記片不同的是，本片沒有把梵高描寫

成瘋狂藝術家而是把鏡頭對準他生前最後兩三個月。當時梵高居住在一

友人家，對友人的女兒有點那個意思，中間還曾重蹈嫖妓和酗酒的覆轍，

對兄長未能為他把畫賣出去也頗為不滿。 

20. 《情迷畫色》Love is the Devil: Study for a Portrait of Francis Bacon

（1998）：這是一部關於藝術家培根的英語電影。大家都在作繭自縛。

我們誕生在這樣的年代，我們已經無法逃避一些可能，於是，戲裝上身，

娛人娛己。在影片中你也許無法找到弗朗西斯·培根創作的軌跡和那些

怪誕緊張的傑作的心理根源，但你能清楚的看到他的表像，培根的激情、

恐懼、肉欲、變態，都展現在那些影像的碎片和怪誕的噩夢之中。 



	 13	

21. 《情慾克林姆》Klimt（2006）：影片以極其華麗而夢幻的鏡頭語言，

生動描繪了 19 世紀奧地利最具天賦、最富激情、也最具爭議的藝術家

古斯塔夫·克裏姆特的藝術創作和他多姿多彩的個人生活。濃墨重彩地

展現了他在藝術上大膽創新，突破禁忌，畢生為藝術的自由而戰鬥。也

毫不忌諱他喜歡女人，追逐性愛的日常生活。 

22. 《達利與我：超現實主義的故事》Dali & I: The Surreal Story（2014）：

專達利作品十年之久的畫商，達利晚年唯一的鄰居，獨家揭秘：達利晚

年雇人製作大量贗品，一生作品 75％是偽作，藝術家與藝術商人發家

黑幕⋯⋯徹底顛覆你對藝術品市場的知識與想像！在這場沒有真相的投

資戰爭中，全世界都陷進了達利的騙局！ 藝術市場就像一個希望與其

欺詐並存的馬戲競技場。勞裏森斯為我們描繪了達利的詳盡畫像，這位

翹鬍子的「領班」怪異荒謬而又別出心裁，頤指氣使而又魅力十足。 

23. 《萬世千秋／痛苦與狂喜》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1965）：教

皇朱利安二世，為了維持教廷的崇高地位，連年與歐洲各國國王相互征

伐不已。同時，朱利安為了榮耀上帝，又大興土木，在羅馬建築聖彼得

教堂，同時找來當時名滿藝林的雕刻家米開朗基羅，設計其墓前的石像。

朱利安精明跋扈，識人善用，他見及希斯汀教堂內部陳舊單調，便叫從

事雕刻的米開朗基羅將十二聖徒像畫在壁上。 

24. 《無情荒地有琴天》Hilary and Jackie（1998）：傑奎琳・杜・普蕾

是一名大提琴神童，在五歲時就嶄露頭角，她迅速成名而且在世界各地

巡迴演出，但心神也因此感到孤寂與勞累。她的姐姐希拉裏也是一名音

樂家（長笛手）但卻不像妹妹一樣光鮮亮麗，而是嫁給了同為音樂家的

芬濟，過著幸福單純的家庭生活。妹妹十分嚮往姐姐那單純的生活，便

向姐姐提出分享丈夫的請求。 

25. 《喬治亞・奧基弗》Georgia O'Keeffe（2009）：喬治婭奧基弗（瓊

・艾倫 Joan Allen 飾）是一位個性獨立自信自強的先鋒女性，一次偶然

中，她和著名攝影師史地格茲（傑瑞米・艾恩斯 Jeremy Irons 飾）相識

了。起初，兩人的相處並不愉快，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種藝術家之間

的惺惺相惜讓兩人之間的距離越走越近，最終摩擦出了炙熱的愛情火

花，史地格茲甚至為了喬治亞而結束了自己的婚姻。兩人之間的愛情雖

然璀璨，但卻猶如劃過夜空的煙火，無法持久。隨著喬治婭的名氣越來

越大，無法望其項背的史地格茲感受到了被拋棄的滋味。在反復的爭吵

和背叛中，喬治婭與史地格茲的感情終於走到了盡頭，離開成為了喬治

婭唯一的選擇，然而她明白，這並不是她人生的終結，而僅僅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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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雷諾瓦》Renoir（2012）：1915 年，年邁的法國印象派大師雷諾

瓦遭逢愛妻逝世、飽受關節炎之苦，他的兒子尚雷諾（日後成為法國大

導演）更在服役中受傷，讓他身心飽受折磨。當年輕貌美的模特兒安蝶

降臨到雷諾瓦的生活後，讓他綻放前所未有的創作能量。 

27. 《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1974）：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1863 年 12 月 12 日-1944 年 1 月 23 日）是挪威表現主義畫家

和版畫複製匠。偉大的挪威畫家，現代表現主義繪畫的先驅。愛德華・

蒙克是具有世界聲譽的挪威藝術家，他的繪畫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和悲傷

壓抑的情調。畢加索、馬蒂斯就曾吸收他的藝術養料，德國和法國的一

些藝術家也從他的作品中得到啟發。他對心理苦悶的強烈的，呼喚式的

處理手法對 20 世紀初德國表現主義的成長起了主要的影響。 

28. 《塞拉菲娜／花落花開》Séraphine（2008）：法國傳記劇情片。馬

丹・普羅沃導演，尤蘭達・莫羅、烏爾裏奇・圖克爾主演。塞拉菲娜是

傳記劇情電影《塞拉菲娜》的主角，她是法國原始畫派的知名代表，兩

鬢斑白，步履蹣跚時候才引起藝術界關注，而後住進了精神病院，死後

才在巴黎成功開辦了畫展。 

29. 《慾海輪迴》Artemisia（1997）：片中的女主人公阿特米西亞・簡

提列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 1593-1652）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她出

生於藝術世家，父親奧拉其奧・簡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 

1563-1639）是在意大利很有名望的畫家，她擅長創作富有表現力的作

品，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她戲劇性一生的反映。阿特米西亞在 19 歲時在

羅馬被父親的朋友兼同事阿格斯提諾・塔西強姦，並在隨後的審訊過程

中飽嘗折磨，但她以驚人的毅力克服了那個時代的性別偏見，最終塔西

被繩之以法。1612 年，她和藝術家皮埃托・斯提阿特西結婚且定居佛

羅倫斯，還成為了瓦薩裏創建的繪畫學院的第一位女性成員。 

30.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2003）：少女葛利

葉（斯嘉麗・詹森 Scarlett Johansson 飾）家境貧寒，於是來到畫家維梅

爾（科林・費爾斯 Colin Firth 飾）家做女傭。維梅爾和妻子、岳母一起

生活，她們常常擺出頤指氣使的神情，妻子對正當青春的葛利葉更是戒

心重重。在非常苛刻和壓抑的氛圍下，葛利葉在維梅爾家過得卑躬屈膝。

維梅爾的畫帶給了她一點生活的樂趣。她收拾主人畫室的時候，流露出

了對藝術的天分。她跟維梅爾談論對畫的理解，二人的交心讓彼此的情

意慢慢滋長。葛利葉知道不可能與維梅爾修得正果，但她願意做模特奉

獻給維梅爾作畫。她默默地，忍受著維梅爾給她的耳朵打上洞，戴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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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珍珠耳環，畫出這一刻的窒息的美麗。 

31. 《羅丹的情人》Camille Claudel（1988）：羅丹（傑拉爾・德帕迪約

Gérard Depardieu 飾）是一個名滿世界的雕塑家，眾所周知的「思想者」

就是他的作品。實際上，除了他自己的藝術天才外，還有一個人在羅丹

的藝術和感情生命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那就是他的情人卡蜜爾（伊莎

貝爾・阿佳妮 Isabelle Adjani 飾）。卡蜜爾也是一位極具藝術天份的美

少女，與羅丹忘年相戀。但是，大凡和大師的戀情總是充滿折磨和坎坷

一樣，卡蜜爾也一樣。他們之間瘋狂而充滿激情的愛情，會帶給卡蜜爾

怎樣的命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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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課程進度與主題  
 
Week 1      

02/27 
l 課程簡介：課程結構、授課方式與評分標準的說明講解  

Week 2 

03/06 

l 閱讀文本：The sociology of art: A reader, edited by Jeremy Tanner, 2003. 

New York: Routledge.p.39-p.45。 

² Part One 

1 Karl Marx 

Marxism and art history 

A  Social being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1859) 

B  Art and ideology (1845/6) 

C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1857/8; 1852) 

l 延伸閱讀：The sociology of art: A reader, edited by Jeremy Tanner, 2003. 

New York: Routledge.p.1-p.26. 

² Introduction: Sociology and art history 

Week 3 

03/13 

l 閱讀文本：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p.1-p.30。 

² 第一章  史前時代  

第一節 舊石器時代：巫術與自然主義 

第二節 新石器時代：泛靈論與幾何圖形風格 

第三節 作為魔術師和巫師的藝術家：作為職業和閒暇活動的藝術 

² 第二章  古代東方的城市文化  

第一節 古代東方藝術中的靜和動 

第二節 埃及藝術家的地位和藝術組織工作 

第三節 中帝國時期藝術的刻板化 

第四節 埃赫那吞時代的自然主義 

第五節 美索不達米亞 

第六節 克里特 

Week 4 

03/20 

l 閱讀文本：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p.31-p.70。 

² 第三章  古希臘羅馬  

第一節 英雄傳說時代和荷馬時代 

第二節 古風和僭主宮廷的藝術 

第三節 古典主義和民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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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希臘啟蒙時期 

第五節 希臘化時期 

第六節 帝政時期和希臘末期 

第七節 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詩人和藝術家 

Week 5 

03/27 

l 閱讀文本：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p.71-p.110。 

² 第四章  中世紀  

第一節 早期基督教藝術的唯靈論 

第二節 拜占庭政教合一時期的藝術風格 

第三節 破壞聖像運動的原因及后果 

第四節 從民族大遷徙到加洛林文藝復興 

第五節 英雄歌的作者和受眾 

第六節 修道院的藝術創作組織工作 

第七節 封建制度和羅馬式風格 

l 教學影片：Landmarks of Western Art: The Medieval World（47mins） 

Week 6 

04/03 

l 閱讀文本：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p.111-p.152。 

² 第四章  中世紀  

第八節 宮廷-騎士浪漫風格 

第九節 哥特式藝術的二元對立 

第十節 教堂建築聯合會和行會 

第十一節 哥特式後期的市民藝術 

Week 7 

04/10 

l 閱讀文本：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p.153-p.209。 

² 第五章  文藝復興、風格主義和巴洛克  

第一節 文藝復興的概念 

第二節 15 世紀的市民藝術和宮廷藝術的受眾 

第三節 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社會地位 

第四節 16 世紀的古典藝術 

第五節 風格主義的概念 

l 教學影片：Landmarks of Western Art: The Renaissance（47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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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8 

04/17 

l 閱讀文本：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p.210-p.276。 

² 第五章  文藝復興、風格主義和巴洛克  

第六節 奉行現實政策的時代 

第七節 騎士階層遭遇的第二次挫折 

第八節 巴洛克的概念 

第九節 宮廷－天主教的巴洛克藝術 

第十節 市民階級和新教徒的巴洛克藝術 

l 教學影片：Landmarks of Western Art: The Baroque（47mins） 

Week 9 

04/24 
期中考週  

Week 10 

05/01 

專題演講  
（講者與講題另行公告，原則上機動配合系上本學期所舉辦的「文

學與社會」系列對談） 

Week 11 

05/08 

l 閱讀文本：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p.277-p.348。 

² 第六章  洛可可、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  

第一節 宮廷藝術的消亡 

第二節 新興的讀者群 

第三節 市民戲劇的出現 

第四節 德國和啟蒙運動 

l 教學影片：Landmarks of Western Art: Rococo to Revolution（47mins） 

Week 12 

05/15 

l 本週上課彈性調整為參加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在 2018 年 5 月 18 日

（五）舉辦的第五屆藝術社會學研討會。 

本研討會以「文學與社會」為主題，目前構思議題列舉如下： 

（請參見：http://soc.thu.edu.tw/news/20171214.pdf） 

○ 文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論探究：文學理論與文學研究中的社會學轉

向、社會學式的文學分析、社會學方法如何可能從事文學研究？ 

○ 文學界的社會學探索：文學場域、文學世代研究、文學生產、傳播與

消費、出版業研究、文學獎與文藝價值標準評析。 

○ 文學家個案研究：作為社會存有的文學家、文學家的出身、社會網絡

與作品分析。 

○ 文藝作品的社會意涵：文學中的社會性、世界觀、文學的社會角色與

社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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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衝突與文學論戰：文壇論戰中的集體議題、文學論點之爭與價值

分化。 

○ 讀者研究：文藝的社會接受、文學與公眾、閱讀的社會學與心理學、

文學銷售量與排名、作者已死、讀者再創作的歡愉（jouissance）。 

○ 文學翻譯、改編與文化轉譯：文學作品翻譯的入境隨俗和因地制宜、

不同譯本的比較研究，文學作品改編成其他藝術形式的意義遷徙。 

○ 文學批判的再批判：文學評論的意識形態解析、文學批評中的論述分

析。 

○ 以社會學取徑進行的廣義文本分析。 

Week 13 

05/22 

l 閱讀文本：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p.349-p.406。 

² 第六章  洛可可、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  

第五節 革命和藝術 

第六節 德國和西歐的浪漫主義 

l 教學影片：Landmarks of Western Art: Romanticism（48mins） 

Week 14 

05/29 

l 閱讀文本：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p.407-p.469。 

² 第七章  自然主義和印象主義  

第一節 1830 那一代人 

第二節 第二帝國 

l 教學影片：Landmarks of Western Art: Impressionism and 

Post-impressionism（47mins） 

Week 15 

06/05 

l 閱讀文本：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p.470-p.506。 

² 第七章  自然主義和印象主義  

第三節 英國和俄國的社會小說 

Week 16 

06/12 

l 閱讀文本：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p.507-p.543。 

² 第七章  自然主義和印象主義  

第四節 印象主義 

Week 17 

06/19 

l 閱讀文本：Hauser, Arnold 著、黃燎宇譯，2015，《藝術社會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p.545-p.566。 

l 第八章  電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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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8 

06/26 
期末考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