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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 (A Society of Taiwan)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1807, Fall 2011 

 
授課時間:  Tuesday 09:10-12:10 
授課教室:  C 205 
授課教師 1:  陳正慧 (Cheng-Hui Lucy Chen)，SS 537，04-2359-0121, ext 36311,     
slgcchen@thu.edu.tw 
約談時間:  Tuesday 2-4 PM or by appointment 
授課教師 2:  鄭斐文 (Fei-Wen Cheng)，SS 543，04-2359-0121, ext 36317,     
fcheng@thu.edu.tw 
約談時間:  by appointment 
 
課程簡介： 

 這門課的目的是讓同學們理解我們所處的台灣社會是受到哪些政治、經濟、

文化與社會體制等的型塑，以及社會中複雜的權力關係與生活面貌。為了使同學

們能夠深入了解當代台灣社會面臨的重要議題，我們捨棄廣泛式的簡介台灣社會

的各個面向，而是選擇從「性別與族群」、「移民/移工」、「文化與影像」、「教育

與階層」與「網路行為」等課題來探討。當然，探討議題的取捨有相當程度的主

觀性，但我們認為這對培養同學們對特定議題的社會觀察與分析能力會有幫助。 

 

教學目標： 

 我們希望，藉著研讀相關文獻及課後的田野觀察，同學們可以: 

 更加認識、理解某些社會現象的成因 

 觀摩研究者如何對選定的題材進行研究 

 體會不同社會學次領域的研究特色 

 培養社會課題比較及分析能力 

 培養多元文化及人文關懷視野 

 

指定參考書： 

以下書籍已被列為指定參考書，被列為指定參考書的書籍不能外借，只能在圖書

館內閱讀。 
王振寰編，2002，《台灣社會》。台北市：巨流。 
 

夏曉鵑、陳信行、黃德北編，2008，《跨界流離：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上、

下冊)。台北：唐山出版社。 
 
黃淑玲、游美惠編，2007，《性別向度與台灣社會》。台北市：巨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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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海源、王振寰編，2009，《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北市：巨流。 
 

授課方式及說明： 

 本課程主要是由教師講授，並包括課堂上師生間的對話、討論，以及小組的

課堂報告。為改善學生的學習效果，所有同學應在上課前完成指定教材的閱讀及

相關作業，以在課堂上能參與討論。 

要提醒同學們的是：社會學的議題經常是尖銳且充滿爭議性的，大學課程學

習的要點之一是讓學生接觸到多元文化及知識，體會包容不同的觀點，學習如何

在立場迥然不同的爭辯中，建立自己的看法，並尊重他人的見解。這門課中沒有

所謂的標準答案，同學們應抱持開放、寬容的心胸來學習。 

 另外要說明的是陳老師會負責統籌這門課程的相關事務，及敎授這學期後三

分之二的課程；鄭老師則會負擔最初三分之ㄧ的課程講授。 

 

課程要求及評量： 

Part I (鄭老師)   
1. 出席與討論（10%）：上課前請同學閱讀完文本 
2. 期中考（20%）：open book 考試。 

 
Part II (陳老師) 

1. 出席 (10%) 
2. 每週指定文本作業 8 篇 (30%) 
每週在閱讀指定文本後，回答老師提出的相關問題(1~2 題)，做為課堂討論

的基礎。為了鼓勵同學發揮創意，深入思考，除了書面答案之外，也可繳交影像

或數位照片形式的補充答案。但請注意：為了訓練同學們的寫作表達能力，僅有

影像的答案不予接受。作業需打字，12 字體(新明細體)，1.5 行高，上課時交紙

本，並請上傳至教學平台以為備份。遲交作業者不予計分，僅交作業但無故上課

缺席者，該篇作業得分最多不得超過 2%。每週作業共 9 篇，同學自行選擇繳交

8 篇；若 9 篇全交者，選擇得分最高的 8 篇計分。 
3. 小組報告 (15%)：視修課人數全班分成 9 組，當週上課時該週負責小組

必須彙集所有小組成員的作業內容，加以整合或補充，以準備 30 分鐘的課堂報

告及事後老師與同學的提問，報告時必須以 Power Point 為輔助器材。注意：不

需繳交小組報告，小組成員各自繳交當週作業即可。 
4. 社會田野調查報告 1 篇(15%)：說明在後。 

 

※ 加分機制 1 (5%)：依課堂參與狀況，如發言品質、發言頻率、主動回答老師

問題或發表意見等給分。 
※ 加分機制 2 (10%)：多繳交一篇社會田野調查報告，最多加分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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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1. 本課程有期中考，沒有期末考。 
2. 若對學期成績有疑問者，應於期中考後至期末考前詢問老師。期末考結束後，

來向老師「求情」或「要分數」者，學期總成績扣 20 分，請同學自重。 
 

其它注意事項： 

 寄給老師電子郵件時，請於標題加上“Soc 1807”或“1807”以縮短回函時間。 

 與課程有關的資訊會不定時以電子郵件寄給同學在東海的信箱 

(@thu.edu.tw)，請每天定時查閱。 

 授課內容的檔案及其他與課程有關的資訊會公布在課程教學平台上，請同學

自行查閱。 
 
上課內容、閱讀文本與討論主題 (Course Schedule) 

Week 1 (09/13/11):  課程介紹 (No readings) 

 
主題 I. 性別、移民移工與族群 

 
Week 2 (09/20/11):  多元文化主義 Ⅰ 
成露茜，2008，〈移民/工發聲與媒體〉。頁 129-158，收錄於夏曉鵑、陳信行、黃

德北編，《跨界流離：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下冊)。台北：唐山出版社。 
 
Week 3 (09/27/11): 多元文化主義  Ⅱ 
（影片觀賞：  【中國新娘在台灣】（蔡崇隆， 公視） 
 
趙剛，2006，〈「多元文化」的修辭、政治和理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62:147-189。 
 
Week 4 (10/04/11): 性別、移民與國族        
林津如、王介言、吳紹文，2008，〈新移民女性之組織工作：一個跨領域的實踐

嘗試〉。頁 241-298，收錄於夏曉鵑、陳信行、黃德北編，《跨界流離：全球化下

的移民與移工》(下冊)。台北：唐山出版社。 
 
※ 本週進行小組分組 

 
Week 5 (10/11/11): 移工與影像    
黃宗儀、李紀舍，2011。〈「近似家人，實非親故」：移工情感勞動與影像親密性

的文化政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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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b.geog.ntu.edu.tw/lab/r408/cht/index.htm 
 

※本週繳交小組分組名單，細節上課時公佈 

 
Week 6 (10/18/11): 性別、移工與種族 
藍佩嘉，2008，〈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練與種族化〉。頁 87-132，
收錄於夏曉鵑、陳信行、黃德北編，《跨界流離：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上冊)。
台北：唐山出版社。 
 
曾嬿芬，2008，〈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頁 135-164，收

錄於夏曉鵑、陳信行、黃德北編，《跨界流離：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上冊)。
台北：唐山出版社。 
 

主題 II. 教育與階層 
 
Week 7 (10/25/11):  導論：台灣的社會階級與階層 
蔡瑞明，2002，〈台灣的社會階層化過程〉。頁 165-200，收錄於王振寰編，《台灣

社會》。台北市：巨流。 
 
蘇國賢，2009，〈階級與階層〉。頁 103-128，收錄於瞿海源、王振寰編，《社會學

與台灣社會》。台北市：巨流。 
 
Week 8 (11/01/11):  誰是台大學生？ 
駱明慶，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省級與城鄉差異〉。《經濟論文叢刊》

30(1):113-147。 
 
Week 9 (11/08/11):  期中考週，停課 
 
Week 10 (11/15/11): 教育政策的社會分類效應 
林文蘭，2006，〈優惠或汙名？台灣教育補助政策的社會分類效應〉。《教育與社

會研究》11:107-152。 
 
Week 11 (11/22/11): 社會階層如何繁衍？ 
潘幸玫，2006，〈學校評量系統、知識類別與社會階層繁衍—台灣中部一所國小

個案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3:95-141。 
 
Week 12 (11/29/11): 語言資本與族群職業取得 
陳婉琪、溫郁文，2010，〈講啥米話咁唔要緊？語言資本對族群間職業取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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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台灣社會學刊》44:1-54。 
 
Week 13 (12/06/11): 誰念科學？ 
蔡麗玲、王秀雲、吳嘉苓，2007，〈性別化的科學與科技〉。頁 201-224，收錄於

黃淑玲、游美惠編，《性別向度與台灣社會》。台北市：巨流。 
 
蔡麗玲，2003，〈科學學習與科學知識是中立的嗎？〉。《兩性平等教育季刊》

23:91-97。 
 

主題 III. 網路行為 
 
Week 14 (12/13/11): 網路成癮從小開始？ 
劉子利、徐錦興、蔡存裕，2010，〈國小學童網路成癮及網路素養現況之研究—

以雲林縣斗六市為例〉。《人文社會科學研究》4(1):13-49。 
 
Week 15 (12/20/11): 網路相簿 
張玉珮、葉孟儒，2008，〈美貌的詛咒：男性凝視在網路相簿的權力探索〉。《資

訊社會研究》15:249-274。 
 
Week 16 (12/27/11): 網路援交 
張淑中，2006，〈網路援交行為與預防對策之探討〉。《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 

6:65-98。 
 
Week 17 (01/03/12): 學生眼中的台灣社會：田野調查報告統整與分析 
 
Week 18 (01/10/12): 期末考週，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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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 1807, Fall 2011  
 

社會田野調查報告主題與說明 
 
※ 修課同學從下列主題中任選一個來撰寫田野調查報告，報告字數不限，但太

短的報告將會得到令你／妳懊悔的分數。報告中必須引用及回應本課程所

講授的指定閱讀文本，並加入個人的研究心得。報告中第一部分必須說明

調查主題（或問題意識）、研究過程、訪談對象、與受訪者的關係等；第二

部分須包含訪談資料的整理、資料分析、研究發現與心得、與文獻的對話

等。第二部分必須至少占全報告的五分之四（也就是說前言與背景、媒體

網路資料等不可超過全文的五分之一）。報告最後請附上參考文獻與相關資

料（如相關法規、統計資料等，沒有則不用）。 
※ 並不需要附上田野筆記（如參與觀察的紀錄、訪談逐字稿、訪談筆記等），但

是附上的報告可以加分。 
※ 評分標準：以訪談與蒐集資料的呈現完整度、分析深度、與文獻對話程度及

原創力等為主。 
※ 作業需打字，12 字體(新明細體)，1.5 行高，指定繳交日期時上課交紙本，並

請上傳至教學平台以為備份。遲交作業者，不予計分。 
※ 欲多繳交調查報告做為加分作業者，請在報告封面上註明。 
 
 
田野調查主題一：誰是東海大學學生？ 
 訪問 4 位東海大學的大學生，訪談對象最好是不同學院、科系、性別、年

級、地域的學生。訪談的重點在於了解：1)訪談對象的基本人口資料；2)
選擇就讀東海大學的原因；3)國、高中的求學歷程；4)對東海大學的滿意程

度；5)未來的生涯規劃。報告中需整理歸納訪談資料，並與你／妳自己的情

形做比較。 
※ 繳交日期：11/22/2011 
 
 
田野調查主題二：職業與階層 

從週邊親友尋找 1 位白領及 1 位藍領勞工來進行訪問，訪談的重點是：1)
他／她們的就業歷程；2)目前每天的勞動或工作細節（如工作內容、勞動條

件、勞動環境等）；3)這份工作對他／她們自身所代表的社會意義為何？（例

如，是自我實踐、補貼家用或主要家庭經濟來源等）；4)有無轉換工作的想

法或規劃；5)是否願意讓下一代從事相同的工作。 
※ 繳交日期：12/1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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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主題三：網路行為 
 記錄你／妳自己與身邊一位好朋友（性別不拘）在學期中任一週（7 天，自

行選擇起始日，最好是典型的一週）的網路使用行為，在紀錄中請詳細說

明：1)每一天中的各種類型的上網活動及時間（如：收發 email、MSN 或其

他即時通、facebook、youtube、Twitter、噗浪、網路聊天、線上遊戲、網路

購物、網路小說、部落格、網路相簿、網路報紙、網路電視、PPS、土豆網、

查資料等等），並做出統計；2)比較你／妳和朋友的差異；3)說明這一週是

否有特定事件（如考試或做報告需上網查資料、放假回家上網時間被家人

限制等）發生，因而增加或減少上網行為；4)反省或評論自己與朋友的網路

使用行為。 
※ 繳交日期：12/27/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