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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Sociology 

授課教師：巫麗雪（lihsuehwu@mail2000.com.tw，04-23590121-36307） 

課程時間與地點：星期一 6-8，SS212 

辦公室時間：星期二 14：00-16：00，SS533 

教學助理：葉守禮、洪莉棋、侯詠綺 

 

你們的聲音，我調整了! 

我的期待─團隊與個人表現並重，希望大家能感受！ 

 

課程目標 

若說『社會學』是一套觀察與研究社會的知識，那麼這門課就是帶領大家開

始摸索『社會學思考方式』的課程。社會學迷人之處在於它沒有一套標準的社會

學思考方式，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也正是首次接觸社會學的大學新鮮人最大的憂

慮，因此這門課的目標就是讓同學放棄尋求制式標準答案的慣性，體會以不同的

視野重新認識生活世界的新鮮感。這個學期將請你們從日常生活的社會議題著手，

對社會上的各式問題與現象抱持好奇與批判思考的精神，然後對你感興趣的現象

提出問題，並試著觀察、歸納整理、以及以社會學的各種觀點來統整你的觀察。 

第一學期我們討論了社會學的基本概念、以及生活機會不平等的現象。這個

學期將著重在社會制度與社會變遷等議題，包含的範圍極為廣泛，如家庭、教育、

醫療、宗教、經濟、政治等社會制度，社會運動、人口、資訊、科技、都市化等

社會變遷議題。在課程設計上，這學期將要求較多的課堂討論，同學需要依據每

一週的討論議題，事先準備，以讓課堂討論更為豐富；另外這學期降低小組作業

的比重，以讓每一位同學有更寬裕的時間開始著眼於自己感興趣的社會議題。 

 

課程要求 

1. 課前閱讀、準時出席、參與課程與助教討論課； 

i. 課程：如果你缺席課堂超過 4 次（包含 4 次），你將無法取得學分；

課程中途離開視同缺席。 

ii. 助教討論課：助教負責「助教討論課」的評分，他們將根據你的參與

度與表現評分。請特別注意：每一位同學都需要參與助教討論課，若

缺席達 3 次（遲到、早退超過 10 分鐘視同缺席），助教討論課的成績

以 0 分計算。 

2. 課程進行中不使用手機、電腦（除非事先取得同意），請不要挑戰此項要求。 

3. 任何作業或報告嚴守學術倫理： 

i. 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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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不抄襲，一旦被發現抄襲行為，該項作業一律以 0 分計算。 

iii. 格式請遵循以下其中一種撰稿體例：台灣社會學、台灣社會學刊、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但請「從一而終」。。 

「台灣社會學」撰稿格式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27/paperform.pdf 

「台灣社會學刊」撰稿格式 

http://tsa.sinica.edu.tw/file/《臺灣社會學刊》徵稿體例.pdf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撰稿格式 

http://taishe.shu.edu.tw/article.html 

4. 本課程的相關公告、補充文章、作業或資料等資源，皆會上傳至東海大學的

數位教學平台（新版），請同學時時查閱以獲取資訊。 

5. 教學平台將會設定上傳專區，所有的作業請於繳交期限內上傳繳交。 

6. 搭變車的困境：研究計畫的成績是建立在集體合作的成果，團隊合作固然有

群策群力、腦力激盪的正面好處，然而「搭變車」的問題卻常常讓人難以招

架。為了避免「搭便車」帶來的困擾，每一次的小組作業都必需註明小組分

工、討論日期、實際完成的部份。我將於期中與期末進行組員互評，互評成

績絕對反映於學期成績，請勿心存僥倖。 

 

【作業、考試與評分】 

1. 小組課堂報告：批判議題與分析（30%） 

報告方式： 

1) 請於第六週繳交小組此項作業的主題，老師將依主題安排各組報告週次。

從第十週開始，每週將安排兩組小組進行口頭報告。每組報告時間為

15-20 分鐘。 

2) 報告的主題：請於報紙或雜誌中選擇一個主題（政治、社會、文化、媒

體、教育、法律等等領域皆可，但請以社會學式的觀點切入此社會事件

或社會問題），來做社會學評論。 

3) 內容：請整理出不同觀點與立場；以及指出事件背後的社會意義；最後

提出你們的分析、批判與看法。 

 

2. 個人期末報告一篇：發展個人感興趣的社會議題（20%） 

1) 你可以從上學期或這學期的課程主題中選擇一個你感興趣的題目，試著

從既有的學術文獻中理出自己想探討的主軸，說明你的問題。請在本學

期第六週之前確定你的研究問題，並且需與助教討論獲得同意。 

2) 請遵守學術寫作倫理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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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告需包含：a.前言與研究問題；b.文獻回顧；c.針對主題內容分節介紹；

d.結論；e.參考文獻 

4) 字數以 8000-10000 字為依據，超過字數上限將扣學期成績。 

5) 繳交期限：第 17 週課堂時間繳交。 

 

3. 讀書筆記二篇（佔 10%）： 

請從延伸閱讀的文本中，自行挑選 2 篇文章進行評論（不接受只有摘要的閱讀筆

記），每篇閱讀筆記以 1500 字為上限。 

 

3. 期中考（15%）與期末考（15%） 

 

5.助教討論課與平時成績（10%） 

 

【課程參考書籍】 

1. 王振寰、瞿海源，2014，《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臺北：巨流圖書。 

2. Giddens, Anthony. 1993. Sociology, 2nd E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張家銘等

譯，1997，《社會學》。台北：唐山。)  

3. Johnson, Allan G. 1997.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 (成令方、林鶴玲、吳嘉玲譯，2003，《見樹又見林：社會學作為

一種生活、實踐與承諾（第二版）》。台北：群學。) 

4. Newman, David M. 2006. Sociology: Exploring the Architecture of Everyday Life. 

(謝昇佑、魏龍達譯，2010，《常民風格的社會學》。台北：學富文化。) 

 

【課程進度】 

（＃標示的週次為小組報告週次，每週 2 組） 

Week1 2/22 課程簡介 

   說明這一學期的課程目標、作業要求、評分方式 

   上學期期末考檢討 

   分組 

 

Week2 2/29 二二八補假 

 

Week3 3/07 家庭：異性戀體制與多元家庭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8：家庭 

延伸閱讀： 

王增勇，2014，〈福利造家？國家對家庭照顧實踐的規訓〉。頁 33-66，收錄

於黃應貴主編之《21 世紀的家：台灣的家何去何從？》。台北：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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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舒芸、王品，2014，〈台灣照顧福利的發展與困境：1990-2012〉。頁 29-76，

收錄於陳瑤華主編之《台灣婦女處境白皮書：2014 年》。台北：女書。 

林津如，2010，〈追尋與徘徊：百年家庭與親密關係之變遷〉。頁 283-312，

收錄於黃金麟、汪宏倫、黃崇憲主編，《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

台北：群學。 

台灣伴侶權益推動聯盟、婦女新知基金會聯合主編，2011，〈輯二：愛情之

家－親密伴侶成家記〉。頁 51-82，收錄於《我的違章家庭》。台北：女

書。 

討論議題：（1）何謂家(家的型態)？家的功能？；（2）家務分工、家庭權力；

（3）國家政策如何影響家務分工？ 

 

Week 4 3/14 教育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9 

延伸閱讀： 

黃武雄，2013，〈教育改革示意團迷霧？〉。頁 244-417，收錄於《學校在窗

外》。台北：左岸社會觀察。 

齊偉先，2012，〈現代社會中「教改」論述的演變及其結構性條件：以台灣

暨德國的教 改論述為例〉。《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8：89-126。 

蔡瑞明，2010，〈國家化的教育與現代性〉。頁 171-197，收錄於黃金麟、汪

宏倫、黃崇憲主編，《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台北：群學。 

 

討論議題：現代社會需要什麼樣子的教育（學生與老師的角度）？；十二年

   國教；課綱議題；教擴張的起源與影響 

 

Week 5 3/21 醫療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11 

延伸閱讀： 

吳嘉苓，2000，〈產科醫生遇上迷信婦女：台灣高剖腹產率論述的性別、知

識與權力〉。頁 1-38，收錄於何春蕤主編之《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

台北：麥田。 

王秀雲、盧孳豔、吳嘉苓，2014，〈性別與健康〉。頁 242-274，收錄於陳瑤

華主編之《台灣婦女處境白皮書：2014 年》。台北：女書。 

蔡友月，2004，〈台灣癌症病患的身體經驗：病痛、死亡與醫療專業權力〉，

《台灣社會學刊》，第 33 期，頁 51-108。 

蔡友月，2007，〈遷移、挫折與現代性：蘭嶼達悟人精神失序受苦的社會根

源〉，《台灣社會學》，第 13 卷，頁 1-69。 

討論議題：病假的正當性（你何時會請病假？）；看病或陪診經驗中的觀察；

重大疾病證明與醫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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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6 3/28 經濟與工作 I 

影片《Modern Times 摩登時代》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12 

延伸閱讀： 

蔡明璋，2006，〈工作消失了嗎？台灣就業安全的長期分析〉。《政治大學社

會學報》38：89-110。 

黃德北，2006，〈資本原始積累與中國大陸的農民工〉。《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61：109-147。 

 討問議題：異化；泰勒化；工作管理；只要肯吃苦就一定會成功？ 

 

Week 7 4/04 兒童節補假 

   自行閱讀電影文本《Outsourced 世界是平的》 

 

Week 8 4/11 期中考 

 

Week 9 4/18 經濟與工作 II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19 

延伸閱讀： 

何明修主編，2014，〈第一部：在過勞死之前〉。頁 29-86 收錄於《人間社會

學》。台北：群學。 

藍佩嘉，2008，〈灰姑娘的前後臺〉。頁《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

灣新父家庭》。台北：行人。 

蔡明璋，2005，〈台灣的新經濟：文獻的回顧與評述〉。《台灣社會學刊》34：

211-247。 

蕭新煌、龔宜君，2002，〈台商的歷史、性格與未來發展〉。頁 11-32，收錄

於蕭新煌、王宏仁、龔宜君主編之《台商在東南亞：網絡、認同與全

球化》。台北：中研院亞太研究計畫。 

討論議題： 

全球化（OUTSOURCE）；非典型工作、全球勞動移動；產業外移的影響；

工作在哪裡？請搜尋孟加拉鄉村銀行相關資訊 

 

#1 Week 10 4/25 權力與政治體制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13 

延伸閱讀： 

王振寰，2010，〈現代國家的興起：從殖民、威權到民主體制的國家機器〉。

頁 99-136，收錄於黃金麟、汪宏倫、黃崇憲主編，《帝國邊緣：台灣現

代性的考察》。台北：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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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丁讚，2004，〈市民社會與公共領域在台灣的發展〉。頁 11-72 收錄於《公

共領域在台灣：困境與契機》。台北：桂冠。 

討論議題：台灣有沒有公領域？地方派系的觀察 

 

#2 Week 11 5/2 宗教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10 

延伸閱讀： 

齊偉先，2010，〈現代社會中宗教發展的風險意涵：台灣宗教活動規劃所體

現的「選擇 的親近性」〉。《台灣社會學》19：1-54。 

陳家倫，2010，〈台灣佛教的放生與不放生：宗教信念、動物風險與生態風

險的考量〉。《台灣社會學》20：101-143。 

陳家倫，2006，〈台灣新時代團體的網絡連結〉。《台灣社會學刊》36：109-165。 

 

#3 Week 12 5/9  社會運動 I：演講活動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14 

延伸閱讀： 

劉定綱主編，2014，《318 佔領立法院：看見希望世代》。台北：奇異果文創。 

  

#4 Week 13 5/16 社會運動 II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14 

延伸閱讀： 

吳介民、范雲、顧爾德，2014，《秩序繽紛的年代，2014 新版》。台北：左

岸社會觀察。 

討論議題：請舉出一些例子（日常情境）來說明我們在面對不如意的事情時

將採取什麼樣的反應（exit, loyalty, voice）？ 

 

#5 Week 14 5/23 人口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15 

延伸閱讀： 

Fishman, Ted C. (黃煜文譯)，2012，〈老年化的新世界；老年失意症〉。頁 17-36；

107-154，收錄於《當世界又老又窮：全球人口老化大衝擊》。台北：天

下文化。 

駱明慶，2006，〈教育成就的性別差異與國際通婚〉。《經濟論文叢刊》

34(1):79-115。 

唐文慧、王宏仁，《夫枷蓮花：十六個受暴越娘的出走》。台北：巨流。 

影片：候鳥來的季節、黑仔討老婆 

討論議題：我們如何撐起高齡社會的未來？婚姻移民女性的社會處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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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eek 15 5/30 科技與社會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20 

延伸閱讀： 

林育群／李育真，2003，〈「我想讓全世界都知道 RCA 的真相！」─訪 RCA

自救會吳志剛先生〉。《批判與再造》2。 

林宜平 2011，〈死了幾位電子廠女工之後：有機溶劑的健康風險爭議〉。《科

技、醫療與社會》12：61-112。 

吳嘉苓、傅大維、雷祥麟主編，2004，〈卵子與精子：科學如何建構一部以

男女刻板性別角色為本的羅曼史〉。收錄於《科技渴望性別》。台北：

群學。 

邱大昕，2008，〈『殘障設施』的由來：視障者行動網絡建構過程分析〉。《科

技、醫療與社會》06（4）：21-68。 

討論議題：科技如何影響食安、生活？ 

 

Week 16 6/06 資訊與社會 

   影片《Disconnect 疏離世界》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18 

討論議題：你如何度過沒有網路的一天？ 

 

#7 Week 17 6/13 都市化、社區與城鄉關係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16 

延伸閱讀： 

蔡敏真，2014，〈迫遷現場〉於何明修、劉鈐佑編，《人間社會學》。群學。 

紀玉臨、周孟嫻、謝雨生，2009，〈台灣外籍新娘之空間分析〉，《人口 

 學刊》38：67-113。 

 

Week 18 6/20 期末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