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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 

大學部選修課程 

授課教師：李晏佐 

課程時間：星期四 14:10-17:00 

E-mail：d96550002@thu.edu.tw 

 

 

尼采與社會理論 

Nietzsche and Social Theory 

 

尼采對我而言是一個天啟。 

我感覺到： 

那個人與我從別人教導所得到的認識完全不同。 

Michel Foucault 

 

我不是人類，我是炸藥。 

Friedrich Nietzsche 

 

要過個人自己的生活， 

要把生活當做目的，不要當做手段， 

不要讓任何人欺騙你， 

也不要讓任何人做為你放棄生活、逃避生活的藉口。 

Friedrich Nietzsche 

*** 

一、課程旨趣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是最奇特的社會理

論家之一，他對於人文科學的各領域皆有著巨大的影響，從精神分析到存在主義，從現代詩

歌文學到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宗教、音樂、藝術和文化，甚至是日後的法西斯主義

（儘管納粹是以極度扭曲的方式詮釋尼采的思想），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1
Max Weber 曾

說，「判斷一個當代學者是否誠實，尤其是一個當代哲學家，只要看他對馬克思和尼采的態

度就夠了。凡是不承認沒有這兩個人所做的貢獻就不能從事其工作之最重要部份的人，都是

在自欺欺人。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理智世界都是由馬克思及尼采所造成的。」2
Michel 

Foucault 亦說，「尼采為當代哲學設下了一個門檻，超越它才可能繼續思考；並且無疑地，

他將持續地支配著此一進展。」3
 

                                                
1
  參閱 Collins, Randall（蘭德爾‧柯林斯）、Makowsky, Michael（邁克爾‧馬科夫斯基）著／李霞譯：發現

社會之旅——西方社會學思想評述。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02-126〔＝第四章 尼采的瘋狂〕，此處

頁 102。 

2
  轉引自劉昌元：尼采。臺北市：聯經，2004，頁 v。 

3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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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為什麼我們不讀尼采？倘若我們不會因為做為一位社會學家，就理所當然地

正當化了其所從事之一切研究就必然是「XX 社會學」，那麼，我們又為何以一種過度狹隘

的眼光，認為只要是一位非社會學家，其所提出的思想就必然是非社會學呢？此處舉出幾個

例子加以思考： 

 

其一，因為尼采從未自稱社會學家，更從未思索社會學做為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但，

Karl Marx 也同樣從未如此自居，那麼為什麼我們仍然奉 Marx 的著作為經典，進而在相關研

究中大量援用其概念進行分析？我們應該因此對尼采存而不論嗎？其二，尼采的經驗性不

足，他從未進行實證式的經驗調查。問題是，諸如 Talcott Parsons 等人亦幾乎從未進行經驗

研究，我們會因此將他拒於社會學之外，或是對其理論的啟發性視而不見嗎？其三，C. 

Wright Mills 的「社會學想像」告訴我們，任何個人的必然也是社會的，要嘗試將個人的煩

惱關聯於社會的議題，擺脫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倘若以此做為判斷論述的社會性，尼采不也

如此？他主張重估一切道德價值，質疑一切思想上的既有框架，思索個體性與集體性之間的

拉扯，徹底顛覆人們的既定思維。其四，社會學是一門關注於當下的學問，特別是針對現代

社會所帶來的各種正反作用，諸如法蘭克福學派提出的工具理性批判。尼采同樣指出了現代

性所帶來的問題，亦即歐洲正邁向一個虛無主義的狀態，就連真理也淪為幫兇，不再具有啟

蒙大眾的功能。 

 

時至今日，距離尼采辭世已過了 110 年，他的思想不僅並未失去光芒，反而持續發揮作

用。如是觀之，尼采的重要性無庸置疑。研讀尼采，我們理直氣壯！ 

 

課程內容主要分為兩大部分，期中考前為第一部分「回到尼采：原典閱讀」，主要閱讀

尼采的兩部著作：《論道德的譜系》與《歷史的用途與濫用》。尼采的文句並不艱澀，然而初

次接觸者若欲深入其思想核心，仍需耐著性子反覆品味，正如尼采所言：「『讀懂』我的書就

需要時間，讀者為此無論如何不能像『現代人』一樣，而應該像牛一樣——必須學會舉咀

嚼。」 

 

因此除了簡介尼采生平，第一部分主要將由授課教師講授並引領思考，藉此讓課程參與

者有效掌握尼采的核心思想。而之所以選擇這兩部著作，一方面是因為其論述具有體系性與

完整性，不像其他作品中的格言式或對話式文體不易掌握。尼采自己對於《論道德的譜系》

的評價是：「就表現、目的和意想不到的技巧而言，構成這篇《論道德的譜系》的三個論

文，也許是曾經寫過的東西中最精采的東西。」另一方面是因為能夠藉此適當地觸及尼采的

主要觀點，特別是權力意志、價值重估、系譜學、虛無主義、對基督教的批判、對歷史主義

的反省等，這些概念與本課程第二部分的社會理論家在概念上與方法上皆有所關聯。 

 

基於第一部分對於尼采的閱讀，期中考後為第二部分「重估尼采價值：尼采與社會理

論」，尼采對於社會理論的影響是廣泛的，本課程即以尼采做為參照點，展開關於生命哲

學、非理性主義、法西斯、怨恨、後現代、系譜學、權力意志、歷史敘事、虛無主義、對現

代性的批判等社會理論概念的討論。課程內容呈現出來的不是論述的一致性，而是議題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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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或廣泛性。換言之，面對二十世紀以降的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我們幾乎不可能迴避尼

采。 

 

研讀思想史是窺探理論堂奧的捷徑，別無其它。本課程正是提供所有課程參與者一個共

同體會品味的機會。歡迎嘗試！ 

 

二、課程要求 

本課程無期中考與期末考。課程共有四項要求，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 

� 第一部分課堂整理（40％）：由授課教師講授並帶領討論，修課同學於期中考前無須撰

寫 memo，但須於期中考週針對主要研讀文本繳交兩篇課堂整理（至少 3000+2000

字）。 

� 第二部分每週指定文本之研讀整理（issue memo，30％，共六篇）：針對期中考後各週

文本進行研讀整理（至少 1500 字），內容宜包括文本主旨、論述脈絡、關鍵概念闡

釋、讀後心得、質疑與評論、延伸比較等，做為課堂討論的基礎，並於當週課堂繳交紙

本（撰寫格式可參考本課程綱要附件一）。 

� 課程導言（10％）：視修課人數而定，每人至少負責導言一次，並於該週提供導言大綱

紙本給所有課程參與者。負責導言者當週不需繳交 memo。 

� 課堂參與（20％）：依出、缺席狀況（缺席次數不得超過三次），以及課堂參與討論、

各項表現而定。 

� 加分機制（10％）：（1）撰寫影評；（2）課程心得；（3）與授課教師另行討論。 

 

三、主要研讀文本 

� Nietzsche, Friedrich（尼采）著／謝地坤譯：論道德的譜系——一篇論戰檄文。收錄於同

作者／謝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譯：論道德的譜系‧善惡之彼岸。桂林：灕江，2000，

頁 1-132。 

� Nietzsche, Friedrich（尼采）著／陳濤、周輝榮譯：歷史的用途與濫用。上海：上海人

民，2000。 

 

四、參考書目 

小說 

� Yalom, Irvin D.（歐文‧亞隆）著／侯維之譯：當尼采哭泣：心理治療小說。臺北市：

張老師，2000。 

傳記與思想簡介 

� Chamberlain, Lesley（張伯倫）著／李文瑞、蔡孟真、王瓊淑譯：激情尼采——漂泊在

杜林的靈魂。臺北市：究竟，2000。 

� Safranski, Rüdiger（呂迪格‧薩弗蘭斯基）著／黃添盛譯：尼采：其人及其思想。臺北

市：商周，2007。 

� Zudeick, Peter（彼得‧祖戴克）著／黃添盛譯：瞧一眼尼采。臺北市：商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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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主題與研讀文本 

1 

（0916） 

 

� 課程說明 

※乙一著／張筱森譯：神的話語神的話語神的話語神的話語。收錄於同作

者／同譯者：ZOO。臺北市：獨步文化，2008，頁

187-216。 

2 

（0923） 

 

（1864） 

� 尼采生平簡介 

de Botton, Alain（艾倫‧狄波頓）著／林郁馨、

蔡淑雯譯：哲學的慰藉。臺北市：究竟，2001，頁

255-308〔＝6 困頓時的慰藉困頓時的慰藉困頓時的慰藉困頓時的慰藉〕。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回到尼采：原典閱讀回到尼采：原典閱讀回到尼采：原典閱讀回到尼采：原典閱讀 

3 

（0930） 

 

（1869） 

� 《論道德的譜系》（I）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善與惡善與惡善與惡善與惡」，「」，「」，「」，「好與壞好與壞好與壞好與壞」〉」〉」〉」〉，

頁 1-8；9-36。 

4 

（1007） 

 

（1875） 

� 《論道德的譜系》（II）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罪孽罪孽罪孽罪孽」、「」、「」、「」、「內疚內疚內疚內疚」」」」及其他及其他及其他及其他〉〉〉〉，本週閱

讀頁 37-53〔＝§§ 1-11〕。 

5 

（1014） 

� 《論道德的譜系》（III）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罪孽罪孽罪孽罪孽」、「」、「」、「」、「內疚內疚內疚內疚」」」」及其他及其他及其他及其他〉〉〉〉，本週閱

讀頁 54-72〔＝§§ 12-25〕。 

6 

（1021） 

 

（1882） 

� 《論道德的譜系》（IV）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禁欲主義理念意味著什麼禁欲主義理念意味著什麼禁欲主義理念意味著什麼禁欲主義理念意味著什麼？〉？〉？〉？〉，本週

閱讀頁 73-102〔＝§§ 1-15〕。 

7 

（1028） 

� 《論道德的譜系》（V）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禁欲主義理念意味著什麼禁欲主義理念意味著什麼禁欲主義理念意味著什麼禁欲主義理念意味著什麼？〉？〉？〉？〉，本週

閱讀頁 102-132〔＝§§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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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04） 

 

（1899） 

� 《歷史的用途與濫用》（I） 

本週閱讀頁 1-3；1-41〔＝序；§§ 1-5〕。 

9 

（1111） 

� 《歷史的用途與濫用》（II） 

本週閱讀頁 42-95〔＝§§ 6-10〕。 

10 

（1118） 
期中考週（課程暫停） 

11 

（1125） 

 

� 影片欣賞——真愛旅程（Revolutionary Road）

（118min.）【暫定】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重估尼采價值：尼采與社會理論重估尼采價值：尼采與社會理論重估尼采價值：尼采與社會理論重估尼采價值：尼采與社會理論 

12 

（1202） 

 

Georg Simmel，1858-1918 

� 生命哲學 

Simmel, Georg（西美爾）著／莫光華譯：叔本

華與尼采——一組演講。上海：上海譯文，2006，

頁 173-205〔＝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尼采尼采尼采尼采：：：：人類的價值與頹人類的價值與頹人類的價值與頹人類的價值與頹

廢廢廢廢〕。 

13 

（1209） 

 

Max Scheler，1874-1928 

� 怨恨 

Scheler, Max（馬克斯‧舍勒）著／陳永國譯：

基督教道德與憤恨基督教道德與憤恨基督教道德與憤恨基督教道德與憤恨。收錄於汪民安、陳永國主編：

尼采的幽靈：西方後現代語境中的尼采。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2001，頁 35-62。 

14 

（1216） 

 

Max Horkheimer，1895-1973 

� 啟蒙 

  Horkheimer, Max （ 馬 克 斯 ‧ 霍 克 海 默 ） 、

Adorno, Theodor W.（提奧多‧阿多諾）著／林宏濤

譯：啟蒙的辯證——哲學的片簡。臺北市：商周，

2008，頁 109-153〔＝附論二附論二附論二附論二：：：：茱麗葉茱麗葉茱麗葉茱麗葉，，，，或啟蒙與道或啟蒙與道或啟蒙與道或啟蒙與道

德德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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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223） 

 

Michel Foucault，1926-1984 

� 系譜學 

Foucault, Michel（米歇爾‧福 柯）著／蘇力

譯：尼采尼采尼采尼采‧‧‧‧譜系學譜系學譜系學譜系學‧‧‧‧歷史學歷史學歷史學歷史學。收錄於汪民安、陳永

國主編：尼采的幽靈：西方後現代語境中的尼采。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頁 114-138。 

16 

（1230） 

 

Jürgen Habermas，1929- 

� 後現代 

Habermas, Jürgen（尤爾根‧哈貝馬斯）著／汪

民安譯：後現代性的開端後現代性的開端後現代性的開端後現代性的開端：：：：做為轉折點的尼采做為轉折點的尼采做為轉折點的尼采做為轉折點的尼采。收

錄於汪民安、陳永國主編：尼采的幽靈：西方後現

代語境中的尼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頁

272-294。 

17 

（0106） 

 

Richard Wolin，1952- 

� 代結語：一個回顧 

Wolin, Richard（理查‧沃林）著／閻紀宇譯：

非理性的魅惑：向法西斯靠攏‧從尼采到後現代主

義。臺北縣新店市：立緒，2006，頁 41-99〔＝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章章章章    查拉圖斯特拉前進好萊塢查拉圖斯特拉前進好萊塢查拉圖斯特拉前進好萊塢查拉圖斯特拉前進好萊塢：：：：論後現代的尼采詮論後現代的尼采詮論後現代的尼采詮論後現代的尼采詮

釋釋釋釋〕。 

18 

（0113） 
期末考週（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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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memo 撰寫格式範例】 

 

課程名稱：尼采與社會理論 

授課教師：李晏佐 

撰 寫 人：ＸＸＸ（xxxxxx／X 年級 X 班／e-mail） 

日  期：2010 年 X 月 X 日 

研讀文本：Nietzsche, Friedirch（尼采）著／宋祖良、程志民譯：善惡之彼岸——未來哲學的

序言。收錄於同作者／謝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譯：論道德的譜系‧善惡之彼岸。桂林：灕

江，2000，頁 117-307，本週閱讀頁 277-303〔＝第九章 什麼是貴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