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社會系 九十四學年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消費社會學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授課教師：李玉瑛 

教學目標：目前我們身處於消費社會，消費（consumption）已經代替生產 

(production)成為自我認同，自我實現，群體歸屬，社會發展與變遷的指標,我們
的日常生活不斷的被消費所主宰。本課程希望透過對當代消費理論與消費文化的

探討，讓學生掌握當代社會脈動，並瞭解個人與社會之間密切的互動關係。 

授課方式：經典閱讀，專題討論，小組討論 

評分方式： 學生要參加期中考和期末考，每位同學要繳交一份閱讀報告。參

與小組討論，並書寫一份期末專題報告。期中考 25 %，期末考  25％，平時成

績50 ％（包含個人閱讀報告30％，分組報告40％，上課表現30％） 

 

課程大綱 

1.9/20  導論： 課程介紹 

2.9/27 消費社會的定義 歷史剖析：東/西方消費社會的形成（上海，台灣為例） 

消費 Ch.1,現代消費主義的出現 

 張愛玲的廣告世界 

3.10/04：消費理論：馬克思/法蘭克福學派    

消費 Ch.2, 消費理論的建立 
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 p.26-32 

4.10/11：Veblen， Baudrillard ─符號消費  

         消費 Ch.3,  消費與象徵   

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 Ch.3 文化消費作為一種溝通  
討論：名牌消費 

5.10.18 Bourdieu ─ 階級與品味     

消費 Ch.3  消費與象徵  討論：名牌和仿冒 

6.10/25  Featherstone ─ 後現代消費   

消費 Ch.4 慾望、認同和消費 

討論：消費愉悅 

7.11/01  校慶放假 

8.11/08  全球化消費與霸權 
 麥當勞成功傳奇   討論：麥當勞vs.滷肉飯 

9.11/15 期中考 

10.11/22 Shopping購物逛街：慾望消費與空間 



討論：百貨公司與東海別墅  

11.11/29 Tourism出去走走：休閒旅遊，觀光 

          討論：週休二日去哪裡？ 

12.12/06 The Body消費健康：食品、飲水、運動  

13.12/13 Cultural Consumption文化消費：電影與電視,書籍報刊閱讀 

         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 ch. 5：文化消費：文本    
討論：哈韓風：裴勇俊現象 

14.12/20 Advertising 消費的視窗：廣告 

        藝術觀賞之道，ch. 7  

討論：塑身與美白 

15.12/27 Gender and Consumption性別與消費 

          消費 P. 146-165 

16.1/03  分組專題報告 

17.1/10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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