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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社會學專題：真實烏托邦 

 
    東海大學通識中心榮譽課程/ 社會學系 

Spring, 2016 

Monday 14:10-17:00 
 

！！！NOTICE：本課程為東海大學通識中心全校榮譽課程，上課將以小班制 seminar（討論課）
方式進行。基本上授課老師不做專題演講，而是由同學所組成的小組帶領每週指定閱讀及延伸閱
讀（社會企業理論或個案研究）進行口頭報告，之後開放討論。授課老師會在最後評論總結，每
位選課同學當週都需要非常精要 present自己的讀書心得（3-5分鐘），並於課堂結束時繳交當週
issue memo，所以每位同學每週都要參與發言討論，此為本課程的上課基調。再者，本課程全學
期的閱讀量不輕。此外，主要用書《真實烏托邦》也算是具有挑戰性的讀本（然而思路清晰，極
富有創見，深具啟發性）。因此，本課程竭誠歡迎有志用心學習、共同思辯，對下一個台灣社會
之美好未來的另類想像，以及共同思辨擘劃確實可行的具體實踐行動方案。 
 

授課教師：黃崇憲 

上課時間：星期一 2：10 PM-5：00 PM 

聯絡電話：（04）23590121 轉 36313 

電子郵件：momo@thu.edu.tw 

約見時間／地點：週一～週二，上午 7:30~8:30／東海大學伯朗咖啡館（請事先 

約定） 

辦 公 室：SS539 

 
社會學家的天職之一， 

在努力求索和叩問對未來更美好、 

更公義社會的基進想像。 

  

mailto:momo@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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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 Thesis: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Francis,Fukuyama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Friend of Earth, David Brower 

一個沒有烏托邦標示於其上的世界地圖，是一張不值得擁有的地圖。 

王爾德（Oscar Wild） 

 
他媽的，這世界！ 

-J.D. Salinger，《麥田捕手》 

我抗議──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 

                                   -Sarah van Gelder and Staff of YES! Magazine 

不要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人。 

Question the establishment. 

-一九六八學運口號 

我們現在改變的世界將是他們的未來。 

            -羅大佑，《未來的主人翁》 

當時，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川本三郎，《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課程簡介 

本課程主要的教學目標在幫助同學辨識及確認當代逐漸或正在萌發當中的新興

社會現象，並進行系統性的社會學考察。本課程不是未來學，而是見微知著的「趨勢

索隱」。未來學涉及對未來的大膽想像與預測，主要的用意在於推估未來可能發生的

事，但新興趨勢卻是已然或正在冒生的社會現象，而不是未發生之事。社會學向來擅

長的是事後諸葛的後見之明，但對新生勃發的社會現象與時代脈動較缺少掌握與理解

的能力。「趨勢社會學」課程設計的用意即在試圖糾偏與彌補此不足，本課程曾討論

過的議題是「生活政治」、「美學經濟」、「反文化」與「酷美學」。本學期主要的核心

關懷是「另類未來──真實烏托邦的叩問與求索」。 

真實烏托邦？有沒有搞錯？沒錯！本課程的主要目的即是要探討未來真實烏托邦

的追尋及其基進的社會學想像。烏托邦一詞，自從 Moore 的《烏托邦》一書以來，即

成為對未來不可能實現理想的海市蜃樓之代名詞，因而烏托邦一詞乃帶有荒誕不經、

空中樓閣的貶斥意味，甚至到 George Orwell 《1984》一書中更出現「反烏托邦」（dystopia）

一詞。「烏托邦」這個詞由兩個希臘語的詞根組成：「沒有」（ou）和「地方、所處」（dopos），

在拉丁文中是「子虛烏有之鄉」或「不存在的地方」之意。同時，因為「ou」與「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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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諧音，所以烏托邦一詞就兼有理想、美好、虛幻、飄邈兩方面的涵義，而展開

了烏托邦論述的傳統。此傳統著眼於人的集體存在模式，是「真理」、「正義」、「自由」、

「善良」、「幸福」等等的化身，深刻表達了人類企求解決矛盾，建立一個穩定、統一

的理想社會之願望。然而，烏托邦一詞也同時具有批判和嘲諷之意，成了「空想」、「不切實

際」的代名詞。如我們所知的，Marx 即以「烏托邦的社會主義」來嘲諷同時代的社會

主義者，並宣稱他自己的理論學說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因此，烏托邦一詞就像希

臘的雙面神 Janus 一樣，表達了「美好的願望而沒有現實基礎」之困惑，揭示了理想

與現實，此一人類始終面對的基本矛盾。 

烏托邦論述形構的系譜學考察，最遠可回溯至公元前八世紀的希伯來先知，和古

希臘哲學家的 Plato 的《理想國》，至 Moore 的《烏托邦》（1516）達到一個高峰之後，

如 Rabelais 的《巨人傳》、Swift《格列佛遊記》等也都具有烏托邦的要素。另一方面，則

有 Huxley 的《美麗新世界》 （1932）及《再訪美麗新世界》（1959），George Orwell 《1984》

（1949）等書所構成的反烏托邦傳統。如果說烏托邦作家以構想美好的社會理論為特

點，那麼反烏托邦作家通常不是從社會集體理想，而是從個人理想出發，強調個體性，

以維護人的基本人權和拯救人性尊嚴為目的，反烏托邦作家能冷靜地、理智地直面理

想與現實的落差，並且企圖拉進和弭合幻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時空距離。 

本課程的中心主旨「真實的烏托邦」，試圖在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對立、並置、矛

盾的內在張力中，以社會學的基進想像去追尋一個更符合公義、更平等、更具有「進步」

價值的未來社會，此為「真實烏托邦」的烏托邦面向。再者，之所以稱此烏托邦為真實

之原因，即在於此烏托邦之基進想像並非無根或空談的浪漫夢囈，而是植基於我們所

身處當下的現實為出發點，進行大膽和有創意的社會創新與制度安排／設計，一方面

擘畫出未來的遠景；另一方面則提出可行的、可企及的、「由此至彼」的實踐綱領。循

此，本課程將由兩個主要的部分構成：前半部是價值層次的釐清，並以「正義」作為焦點

去探討政治哲學中諸神交戰般的道德兩難（譬如自由優位性或平等優位性之論爭、自

由主義或社群主義之攻防等）。從政治哲學面切入，探討當今我們所面對的法律或政治

上的論戰，要強調的是，價值層面的討論涉及每個人所自覺或不自覺的成見和信念。

為了免於參與同學流於立場表述的意氣之爭，本課程希望能打造出彼此互相尊重的道德

對話，把理性帶進公共領域，本課程的目的之一正是要參與者進行自我檢視，釐清自己

抱持哪些價值信念，和何以抱持這些信念。在此理性思辯下，一個開放和平等的民主對

話方有可能和提升，而非僅停留在彼此互嗆的硝煙中。在釐清政治哲學中對正義不同學

派之爭論後，本課程將進一步討論 Erik Olin Wright 在其所編輯的 The Real Utopia Project

中所提出的系列方案綱領之可行性、其價值根源之所在等議題。 

✒課程方式與要求 

 本課程主要以討論課（seminar）的方式進行，本課程並非著重於知識的灌輸，

而是強調自由活潑、能思考、能反辯的心智思辯訓練。同學們上課前必須確實讀完指

定的讀物。在課堂上作口頭報告，並積極參與討論。在上課期間，我們也分成小組來

討論該週指定的文獻，並推派一名同學作小組的總結報告。並透過授課者多方詰問與

對話的過程，訓練同學們的思考能力。因此，本課程非常強調課堂上的討論，修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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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必須要修正昔往只坐著聽課而不參與討論的學習態度。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訓練

同學們養成對周遭社會現象提出質疑和形成問題的思辯能力，並能夠有組織、層次分

明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本課程沒有期中考與期末考。本課程是一門 reading intensive的課程，同學們

在上課前按時閱讀完每週指定讀物的狀況，將決定我們這堂課能否有充分與深入的討

論與對話，也將決定這門課的教學與學習品質。因此，本課程採用沒有期中期末考的

設計，而改成以整個學期中「分期付款」式的方式，藉由同學在每個禮拜的課堂參與

討論與繳交的 issue memos中完成學期評分。 

✒計分方式 

 在評分方面，除了 issue memos外，課堂報告採用團隊合作計分的方式，目的在

強調合作學習而非彼此競爭，讓同學們在小組集體作業中培養溝通、協商不同意見的

能力，並練習處理「搭便車」的問題，以集體而非個人菁英的方式展現討論的成果。

本學期評分的依據如下： 

課堂參與討論：10% （缺課三次者請自動退選本課程） 

每週指定讀本、課堂報告：15% 

小組負責延伸閱讀導論報告：15% 

Issue Memos：60%（缺交三次以上者請自動退選本課程） 

加分機制（10%以內）：對本學期課程指定讀本做深度的 book review 

✒指定讀本口頭報告要求 

口頭報告一律需以製作 PowerPoint 簡報的方式呈現。報告內容要能提綱挈領式

的將指定閱讀範圍的論述主軸清晰和完整的呈現，例如讀本重點摘要、當週閱讀資料

的補充、相關名詞解釋等等。報告者務請控制時間，每組以三十分鐘為限。報告的內

容，需包括疑難問題，需由老師講解的部分，以及至少三個相關的討論問題，供全班

一起討論。口頭報告的 PowerPoint 簡報需於當週週日 5:00p.m.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傳

送給授課老師。全班討論的議程，也應由當週口頭報告的小組負責帶領。 

Issue Memos 

每週除了負責口頭報告的小組以外，每位同學應該繳交當週讀完指定讀本之後的

讀書心得筆記，長度以 1000 字為限，內容包括同學們對當週讀本的心得與提問，而

非讀本的摘要，如有引用其他補充資料，請註明出處來源並說明該補充資料與當週讀

本之間的關連性。此作業的結構包括下面兩大部分： 

1. 文本研讀摘要（約 500 字）：包括文本議題、旨趣、綱要及論題/命題；請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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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或大段摘要文本。 

2. 文本研讀提問：針對每周文本提出兩個問題，並加以闡述（每個問題約 250

字）。 

Issue memos 在學期成績評鑑上占分甚重，請同學們務必嚴肅以對。當週 issue 

memo 請列印成紙本後於課堂上繳交，不得遲交。 

✒閱讀書目 

主要書目 

 林宗弘、洪敬舒等著，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子女化的危機》。台

北：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Erik Olin Wright 著，黃克先譯，2015，《真實烏托邦》。台北：群學。 

 

延伸閱讀 
 馬克思著，劉名揚譯，2011，《圖解資本論》。台北：漫遊者文化。 

  卡爾．弗蘭克爾、艾倫．布隆伯格著，吳書榆譯，2014，《如何打造社會企業

──以人為本的新商機，幸福經濟帶來大收益》。台北：時報出版。 

 卡爾˙弗蘭克爾、艾倫˙布隆伯格著，吳書榆譯，2014，《如何打造社會企業－以

人為本的新商機，幸福經濟帶來大收益》。台北，時報文化。 

 何培均著，2015，《有種生活風格，叫小鎮》。臺北：遠見天下文化 

 何榮幸等著，2011，《我的小革命˙永續生活》。台北：八旗文化。 

 何榮幸等著，2011，《我的小革命˙顛覆主流》。台北：八旗文化。 

 亞希夫．多拉、狄波．巴魯亞著，洪鑫譯，2007，《尤努斯與鄉村銀行：創造免

於貧窮的世界》。台北：寶鼎。 

 官有垣等，2012，《社會企業：臺灣與香港的比較》。台北：巨流。 

 社企流 Social Enterprise Insights著，2014，《社企力》。台北：果力文化。 

 社企流著，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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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果力文化。 

 威廉˙艾格斯、保羅˙麥克米蘭著，李大川譯，《政府失能下的新經濟革命》。台北：

商周出版。 

 洪貞玲著，2015，《我是公民也是媒體：太陽花與新媒體實踐》。台北：網路與

書出版。 

 約翰．艾金頓、潘蜜拉．哈提根著，廖建容譯，2010，《1個理想 X 10種創新 

= 社會企業是門好生意》。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胡哲生等著，2013，《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9 個社會企業熱血˙追夢實戰故事》。

台北：新自然主義、幸福綠光股份有限公司。 

 夏露萍著，劉冉譯，2014，《真正的問題解決者：社會企業如何用創新改變世界》。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劉子琦，2015，《英國社會企業之旅：以公民參與實現社會得利的經濟行動》。

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社 

 穆罕默德．尤努斯、 艾倫．喬利斯著，曾育慧譯，《窮人的銀行家》。台北市：

聯經。 

 穆罕默德．尤努斯著、李宛蓉譯，2011，《誰說偉大的事都被有錢人做完了！：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9B%BE%E8%82%B2%E6%85%A7&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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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改變世界，別只是立志賺錢》。台北：大是文化。 

 
 

✒社會企業研究報告 

 TOMS（Tomorrow Shoes） 

 鄉村銀行（Grameen Bank） 

 「阿育王」基金會（Ashoka：Innovators for the public） 

 The Big Issue（大誌 街友變身王牌銷售員） 

 里仁（生產消費間的互助與互信） 

 多扶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只有障礙的環境，沒有障礙的人) 

 四方報（聽見四方之聲，看見移工之情） 

 上下游 News&Market（關心農業，友善土地議題） 

 Ruby Cup（衛生棉的新想像，女性自由與環境保育的雙贏） 

 ColaLife(喝一罐可樂，救人一命！) 

 繭裹子(用台灣設計及傳統工藝，發揮公平貿易的價值 ) 

 People Water (滿足落後地區「渴望」的一瓶水) 

 248 農民市集（與小農直接面對面，看見土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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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度 
Week1 02/15 2/16正式上課 

Week 2 02/22 課程簡介：課程結構、授課方式與評分標準 

太陽花學運後的下一個台灣社會？ 

 參考書目：  

導演：傅榆等，2014《太陽 不遠》（120分鐘），台北：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晏山農著，2015，《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運動全記錄》。台北：允晨文化。 

王丹、魏揚等著，2014，《公共知識份子第七期：太陽花學運專題號》。台北：公共知識分子出

版社。 

柯一正、范雲等著，2014，《從我們的眼睛看見島嶼天光：太陽花學運，我來，我看見》。台北：

有鹿文化。 

何榮幸，2014，《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台北：時報出版。 

葉柏祥，2014，《太陽花學生教我們的事:24堂街頭上的民主課》。台北：費邊社文創出版。 

林宗弘、洪敬舒等著，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子女化的危機》。台北：台灣勞工陣

線協會。 

楊翠，2014，《壓不扁的玫瑰》。台北：公共冊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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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千尋著、林暉鈞譯，2015《革命的做法:從 318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台北：心靈工

作坊。 

Week 3 02/29 補假（放假一天） 

Week 4 03/07 
《崩世代》1 

閱讀文本：林宗弘、洪敬舒等著，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子女化的危機》。台北：

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第一章 台灣大崩壞？〉、〈第二章 財團危機化〉p.2-p.121 

Week 5 03/14 
《崩世代》2 

閱讀文本：林宗弘、洪敬舒等著，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子女化的危機》。台北：

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第三章 工作貧窮化〉、〈第四章 少子女化危機〉、〈第五章 創新福利國〉

p.124-p.243 

Week 6 03/21 
為什麼要提真實烏托邦：解放社會科學的任務： 

閱讀文本：《Erik Olin Wright2015 真實烏托邦》p.43-p.76 

Week 7 03/28 
資本主義壞在哪？： 

《Erik Olin Wright2015真實烏托邦》p.79-p.137 

Week 8 04/04 兒童節、民族掃墓節（放假一天） 

Week 9 04/11 期中考 

Week 10 04/18 
思考資本主義的替代選項與社會主義的羅盤 

http://140.128.103.234/bookDetail.do?id=537904&resid=188940365&nowid=1
http://140.128.103.234/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85%AC%E5%85%B1%E5%86%8A%E6%89%80%E5%87%BA%E7%89%88++%E5%89%8D%E8%A1%9B%2C%E8%8D%89%E6%A0%B9%E7%B8%BD%E7%B6%93%E9%8A%B7&search_field=PU&searchtype=0
http://140.128.103.234/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B8%AF%E5%8D%83%E5%B0%8B%E8%91%97&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140.128.103.234/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B8%AF%E5%8D%83%E5%B0%8B%E8%91%97&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140.128.103.234/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9E%97%E6%9A%89%E9%88%9E&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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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 Olin Wright2015真實烏托邦》p.141-p.207 

Week 11 04/25 真實烏托邦（一）-社會賦權與國家 

《Erik Olin Wright2015真實烏托邦》p.209-p.254 

 「社會不正義的歷史起源」工作坊（4/29舉行） 

Week 12 05/02 
榮譽課程講座（I） 

 

Week 13 05/09 
真實烏托邦（二）-社會賦權與經濟 1 

《Erik Olin Wright2015真實烏托邦》p.255-p.298 

Week 14 05/16 
真實烏托邦（二）-社會賦權與經濟 1 

《Erik Olin Wright2015真實烏托邦》p.298-p.344 

Week 15 05/23 
轉型理論的要素 

《Erik Olin Wright2015真實烏托邦》p.347-p.385 

Week 16 05/30 
斷裂式轉型 

《Erik Olin Wright2015 真實烏托邦》p.386-p.401 

Week 17 06/06 
間隙式轉型、共生式轉型與實現烏托邦 

《Erik Olin Wright2015真實烏托邦》p.403-p.460 

Week 18 06/13 
榮譽課程講座（II） 

 

Week 19 06/20 期末考 學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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