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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下學期 東海大學社會系選修 課程大綱

與社會實踐

學分課程

授課教師：鄭斐文

正式的授課大綱以第一次上課老師所發為標準

本課程是由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試辦計畫」（簡

稱人社知識跨界）經費所支持，也是由本校不同系所老師一起組成的團隊

課程，因此，本課程的目的是要讓同學在不同科系所提供的資源之間，能

有更多學習機會。其次，「人社知識跨界」課程的特色在於強調學校內部與

外部的實作場域，提供社會科學科系學生瞭解社會場域（有機蔬菜、動物

福利雞蛋的生產流程、在校外有三義生態園區等），

民合作，學習開創不同的社會設計模式。

本課程將以農場動物、雞蛋與食品消費三者的關係進行討論，並以動物福

利雞蛋與三義生態園區的展覽，作為實作的選擇對象，以環境保護、動物

權與動物福利為概念主軸，讓同學自由發揮場域實作的校外設計。因此，

食品、消費

[ ]

一、課程簡介

吃，也可以是有深度、有趣味的思考。

懂得如何吃，就是去發現我們的飲食選擇對他人造成的影響，並勇於承懂得如何吃，就是去發現我們的飲食選擇對他人造成的影響，並勇於承

擔因此產生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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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實際參訪南投的中興新村的自然蛋牧場或者其他的

牧場，瞭解現有的自然蛋環境的困境與優勢， 。

本課程主要以 （科學、技術與社會）角度、文化研究、環境社會學等

角度，對於農場動物、肉食、環境與消費文化的關係進行討論，並企圖連

結台灣與全球食品產業問題。課程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先簡介全球跨國

大食品工業與所產生的社會與經濟問題，包括過度生產的浪費、資源分配

不平均、麥當勞與速食業相關的肉品產業問題、基因改造、食品的政治性、

消費社會的意識形態迷思，以及動物福利權等。此部分的焦點主要是畜牧

業、動物與現有肉食問題的討論，包括禽流感、農場動物的現狀。同時，

我們將請到社會企業相關的實踐者來與同學分享其經驗，上下游市集的發

起人、反基因改造專家等來談台灣食品問題。第二部分為場域實作與參訪，

將安排參訪「動物社會研究會」與自然蛋牧場，瞭解台灣的農場動物與畜

牧問題。同時，在校內會有四週的場域實作，同學將會到實驗農場中實際

觀察與瞭解自然雞蛋的生產。此部分同學將自行發揮創意，以不同的社會

創新的形式來推廣小組的理念。我們可以想想，在社會創新或社會企業的

經營中，如何為台灣的食品產業或者弱勢者提供可能的協助，或者如何說

服有良心的食品企業，關注農場動物福利與食品安全。

二、課程要求

本課程為實作課程，因此需要彈性調整時間，到學校的農場場域去參與實

作四週，並寫下記錄。校外參訪一至兩次。

同學需實際參與實作與討論。學期中繳交場域實作報告一份，學期末繳交

學期報告。

本課程有一位助教，場域實作部分需要與助教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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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或以個人）方式進行分工與寫作 。

本課程的參與，同學需要對於動物權利與保護動物議題有興趣者。

三、分數計算

讀書筆記，共四篇，每份五頁 ，單行間距， 級字。請從以下打星

號讀本中選出。

期末報告 ：實作的書面報告或影像作品

平時成績 ：上課、實作、校外參訪之出席率。

期中口頭報告 ：請將社會企業計畫與進度上台口頭報告，上課時

進行分享。

四、 主要讀物：

菲立德‧費南德茲 阿梅斯托， 。《食物的歷史：透視人類的飲食與文

明》。左岸出版社。第二、八章。★

艾瑞克‧西洛瑟著，陳琇玲翻譯， 。《速食共和國：速食的黑暗面》。

台北 天下雜誌。第 章。天下雜誌。第 章。

，《美味的陷阱：驚爆誇大健康的食品謊言》。世茂出版社。

第二篇（ 章）。★

拉吉‧怕特爾， 。《糧食戰爭：市場、

戰》。高寶書版。第 章 ★

麥可 波倫著，鄧子衿譯， ，《雜食者的兩難：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

的自然史》。遠足文化。第 章。

《消費社會學》中的第五章「廣告」、第六章「 ︰個

案研究」 ★

鄭斐文， ，於林富士編《食品科技與現代文明科技食品的社會學：台

灣保健食品的科技與社會分析》。稻香出版。★

朱立安 吉巴尼，謝佩妏譯，《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學思考》。商周出

版。 。★

參考讀物 請自行閱讀 ：

《動物權與動物福利小百科》

特拉姆 史都華， 。《浪費：全球糧食危機解密》。遠足文化。

社企流著， ，《社企力！社會企業翻轉世界的

變革力量。用愛創業，做好事又能獲利 》。大雁出版社。

著，王瑞香譯。《深層素食主義》。關懷生命協會。

1.

2.

3.

4.

( )

http://www.seinsights.asia/info/list/26
12. Michael Allen Fox

‧

‧

‧



影像資訊：

《 》（ ：食品帝國）（美味的代價）
紀錄片「食品帝國」 向世人揭示了日常生活裡廉價食品的生產過程，「這已

經不只關於我們吃的權利，更是關乎我們說出真相的權利，和知道真相的權利。」記錄

片歷時 年，由導演 四處採訪拍攝而成。

《麥胖報告》（ ）

《不能戳的秘密》，李惠仁導演。

「動物社會研究會」資料：善待雞，才有好蛋

獨立特派員第 集 籠子外的牧草雞

我們的島 第 集 台灣土雞存亡記

我們的島 第 集 吃一顆好蛋

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有雞園地

台海危 雞 片長： 分鐘

公共電視 我們的島─現代糧食恐慌

我們的島 第 集 食物世界不設防

駭肉任務 老少咸宜歡樂版

「犧牲的限度－這是虐殺動物，不是肉品生產！ 年公立屠宰場調

查最新影片」（片長： 分鐘）

網站資訊：

財團法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台灣環境資訊中心

四、課程大綱

以下課程書單將隨著課程進度與上課情況作適當調整

導論

我們每天吃了什麼 風險與食品

本週我們一起討論自己的每天所吃的食品與環境有什麼關係 你每天吃進

了哪些食物 食物對我們的意義是甚麼

食品與文化

觀賞： 「美味的代價」影片

菲立德‧費南德茲 阿梅斯托， 。《食物的歷史：透視人類的飲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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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出版社。第二、八章。

食品與消費：速食文化

艾瑞克‧西洛瑟著，陳琇玲翻譯， 。《速食共和國：速食的黑暗面》。

台北 天下雜誌。第 章。

食品的政治與風險：食品科技的政治性

鄭斐文， ，於林富士等編《食品科技與現代文明科技食品的社會學：

》。稻香出版。

拉吉‧怕特爾， 。《糧食戰爭：市場、

戰》。高寶書版。第 章

專題演講：

動物社會研究會研究員：林岱瑾小姐演講

財團法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預計參訪彰化自然蛋農場

校內場域實作（一）：到校內自然蛋牧場實作

期中考週：小組或個人口頭報告

校內場域實作（二）：

校內場域實作 （三）：

校內場域實作（四）：

生活風格、食物與消費文化：以美食與旅遊為例

《消費社會學》中的第五章「廣告」、第六章「 ︰個案

研究」

朱立安‧吉巴尼，謝佩妏譯，《吃的美德：餐桌上的哲學思考》。商周出版。

。

專題演講：（暫訂）郭華仁老師演講基因改造食品

生活風格、食物與身體：是否食品安全議題與肥胖問題相關？

麥可‧波倫著，鄧子衿譯， ，《雜食者的兩難：速食、有機和野生食

物的自然史》。遠足文化。第 — 章。

上下游市集或 農民市集（楊儒門）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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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保健食品的科技與社會分析



6/18 Week 17

6/25 Week 18

端午節放假

＊本週預計將與老師一起煮飯、共食：有機食品的實踐。

期末考：繳交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