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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啟蒙運動標示了人類歷史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此後人類歷史就進入了「現代」

的進程。在「現代性」(modernity)的洗禮之下，人類的生活方式，在「進步」

和「理性」的旗幟下，獲得了全面的改觀，也樹立了傳統與現代的分野和對張關

係。「現代性」首先在歐陸展開，隨著帝國主義的擴張，溢散到世界其他地區。

台灣也不可免的，被捲入這一現代進程的歷史洪流中。因此，現代性不只是西方

近兩百年歷史脈動的基調，現代性的進程，同時也是殖民主義的進程。兩者相互

糾葛，也模塑了非西方世界更複雜的樣態。但是，「現代性」是什麼，卻是一個

不易回答的問題。本課程將從社會學的角度切入，透過對具體的經濟、社會、政

治、文化諸面向的分析，企圖去掌握「現代性」的特質。 

本課程將包含下列一系列現代性型構專題討論。本學期課程則是這些課程的

第一個系列。 

 

(I) 台灣現代性的經濟形構：戰後台灣資本主義 

(II) 台灣現代性的政治形構：民主轉型與國族認同 

(III) 台灣現代性的社會形構：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 

(IV) 台灣現代性的文化形構：私密領域的誕生 

 

 質言之，在這一系列的課程中。我們首先將回顧西方歷史現代性的進程，並

以社會學的理論視野來統合。及透過以台灣的個案為例，更細緻的去探索和掌握

台灣社會的現代性進程。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對現代性進行更宏觀的考察，以及反

省現代性隱含的困境和危機，去回應後現代論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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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將從政治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的視野，系統性地介紹台灣的威權政體

民主轉型的過程，以及族群及國族認同問題的歷史糾葛。在歷史的縱深上，我們

將從1945-49年的二二八事件及後殖民經驗談起，經過1950-1960年代的白色恐

怖與國民黨威權統治體制的確立，70年代的威權控制鬆動與反撲，然後有80年

代民間社會的復甦和政治自由化，到 90年代多元社會的初步形構，迄今邁入二

十一世紀政黨輪替的台灣社會總體民主化過程。我們將深入探討民主轉型及國族

主義的各種理論，作為我們理解當代台灣現代性的政治形構的線索。主要的學習

目的，是將我們的分析視野拓展到政治轉型與整體社會的結構脈動之間的相應關

係，以及探討一個社會朝向民主改革的歷史軌跡。本課程也將討論，在台灣邁向

後威權之後，所面臨的民主深化及分歧的國族認同所面臨的艱鉅的歷史挑戰。 

 

課程方式與要求 

 本課程以討論課(Seminar)的方式進行，同學們上課前必須讀完指定的讀

物。在課堂上作口頭報告，並積極參與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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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者務請控制時間，每組以三十分鐘為限。報告的內容，還需包

括有疑難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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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需於週三10:00PM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傳

送給授課老師。全班討論的部分，也由口頭報告的小組帶領。 

在上課期間，我們也可能不定時分成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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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非常強調課堂上的討論，修課的同學要修正昔往只坐著聽課而不

參予討論的學習習慣。其主要目的，是要訓練同學們養成質疑和形成問題的思辯

能力，並能有組織和層次分明的表達自己的意見。除了課堂積極參與討論之外，

同學要輪流口頭報告和繳交一篇十頁左右的期末報告。本課程沒有期中考與期末

考。 

 

計分方式 

課堂參與：30% 

口頭報告：30% 

期末報告：40% 

 

書面報告要求 

就本學期的課程主題，寫作一篇精簡的研究論文，報告統一用 A4紙黑色列

印。內文以 12點、細明體打字。需附註釋及參考書目，並遵循學術論文應有的

格式。 

注意：絕對不可剪貼或抄襲著作及網頁，請多用自己的社會學想像，去擬定

主題、收集資料，論証出屬於自己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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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要求: 

課堂中宣佈 

 

主要書目 

Anderson, Benedict.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得起源與

散布》，台北：時報。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

旦。 

王甫昌著，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參考書目 

陳玉璽著，1992，《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

案研究》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第五卷。台北：人間。 

盧建榮著，1999，《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台北：麥田 

Eric Hobswbawm著，李金梅譯，1999，《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麥田 

Emest Gellner著，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國族與國族主義》，台北：聯經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 

 

COURSE SESSIONS & TOPICS 

 

PART I: 戰後台灣民主轉型的歷史社會學與政治社會學分析 

 

Week 1. (2/12)  課程簡介 

Week 2. (2/19)  台灣的國民黨國家(I) 

Week 3 (2/26)  台灣的國民黨國家(II) 

Week 4. (3/4)  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I) 

Week 5 (3/11)  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II) 

 

 

PART II: 民主轉型 

 

Week 6 (3/18)  解釋台灣的民主化 

Week 7 (3/25)  地方選舉的起源 

Week 8 (4/1)  國民黨政權的市場化 

Week 9 (4/8)  從黨國體制到支配性一黨體制 

Week 10 (4/15)  Mid-term exam (No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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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台灣的族群問題及歷史糾葛 

 

Week 11 (4/22)  族群想像(I) 

Week 12 (4/29)  族群想像(II) 

 

PART IV. 民族主義理論：社會建構論的取向 

 

Week 13 (5/6)  想像的共同體(I) 

Week 14 (5/13)  想像的共同體(II) 

Week 15 (5/20)  想像的共同體(III) 

Week 16 (5/27)  想像的共同體(IV) 

 

PART V.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 

 

Week 17 (6/3)  邁向常態化政治 

Week 18 (6/10)  當前國家認同論述的理論類型及可能出路 

Week 19 (6/17)  Final Exam (No Class) 

 

 

課程進度 

PART I: 戰後台灣民主轉型的歷史社會學與政治社會學分析 

 

Week 1. (2/12)  課程簡介 

 

Week 2. (2/19)  台灣的國民黨國家(I) 

必讀：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

旦。Pp. 29-80 

參考讀物： 

陳逸松、吳君瑩、林忠勝，1994，《陳逸松回憶錄：太陽旗下風滿台》，台北：前

衛。前言、序、第八章〈終戰─台灣光復〉。 

鄭梓，1997，〈二二八悲劇之序曲─戰後報告文學中的台灣「光復記」〉，《台灣史

料研究》，第九號，pp. 48-79. 

吳濁流，1988，《無花果》，台北：前衛。第八章到十三章。 

朱昭陽，1994，《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流》台北：前衛。前言、第八章

〈劇變─「二二八事件」〉。 

黃存厚編輯，〈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收錄於林木順編，1990 [1948]，《台灣二月

革命》，頁123-174，前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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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3 (2/26)  台灣的國民黨國家(II) 

必讀：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

旦。Pp. 81-146 

參考讀物： 

劉進慶，199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 。頁71-91。 

江南，1984，《蔣經國傳》，第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一、二十二章。 

林世煜，2001，「人權之路 ─ 台灣民主人權回顧展」側記。 

葉石濤，1991，《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台北：前衛。 

李禎祥，2002，《人權之路 — 台灣民主人權回顧》，台北：玉山社。 

楊威理，1995，陳映真譯，《雙鄉記：葉盛吉傳》，人間出版社。   

藍博洲，1998，《五十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台北：台北巿

文獻會。1998 677.29 8534-3 

 

Week 4. (3/4)   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I) 

必讀：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

旦。Pp. 148-217 

參考讀物： 

蕭新煌、張景旭，1994，〈臺灣的階級結構與階級性格：對中產階級的進一步觀

察〉，收錄於《發展與不平等：大陸與臺灣之社會階層與流動》，劉兆佳等編，

頁251-289，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張茂桂，1994，〈臺灣的族群、階級以及覺察之不平等〉，收錄於《發展與不平等：

大陸與臺灣之社會階層與流動》，劉兆佳等編，頁291-332，香港中文大學

亞太研究所。 

江南，1984，《蔣經國傳》，第二十二章至二十五章。 

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聯

經。  

蕭阿勤，2003，〈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1970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頁

195-250，《台灣社會學》，第五期，台北：群學。 

 

Week 5 (3/11)  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II) 

必讀：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

旦。Pp. 218-261 

參考讀物： 

吳乃德，2000，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台灣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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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學刊》，第四期。 

王振寰，1993 ，《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北：唐山）。第二章。 

施明德，1988，《施明德的政治遺囑：美麗島軍法大審答辯全文》台北：前衛。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月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1999，《暴力與詩歌：

高雄事件與美麗島大審》，台北：時報文化。 

吳介民，2002，〈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台灣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

《台灣社會學》，第4期，頁159-198。 

吳介民，1990，政體轉型期的社會抗議：台灣一九八○年代， 第四、五章。 

黎安友，2000，〈台灣改革的決策〉，收錄於《蛻變中的中國》，第七章。台北：

麥田。 

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1979至1989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 

李丁讚和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概念在台灣的歷史形成；

1970—8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 133-206。 

汪宏倫，〈台灣為何要「自找麻煩」？全球化趨勢與台灣的國格問題〉，收錄於林

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267-302，台北：新自然主

義出版社。 

吳乃德，2002，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會年會，

嘉義中正大學，12/14-15。 

龍應台，2003，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中國時報人間

副刊。 

 

PART II: 民主轉型 

 

Week 6 (3/18)  解釋台灣的民主化 
必讀： 

林佳龍，1999，<解釋台灣的民主化：政體類型與菁英的策略選擇>，收於《兩岸

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台北：月旦。Pp.87-152 

參考讀物： 

王振寰，1993，《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轉型》台灣社會

研究叢刊04。台北：台灣社會研究 

石元康等著，1998，《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反思》。台北：桂冠。 

田弘茂等編，1997，《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業強。 

田弘茂等編，1997，《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北：業強。 

田弘茂，1989，《大轉型：中華民國台灣的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時報。 

倪炎元著，1995，《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台北：月旦。 

吳乃德，1989，〈搜尋民主化的動力——兼談民主轉型的研究取向〉。頁145-161，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林佳龍，1989，〈威權侍從政體下的台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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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頁117-143，《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Week 7 (3/25)  地方選舉的起源 

必讀： 

徐火炎，1998，<台灣的選舉與社會紛歧結構：政黨競爭與民主化>，收於《兩岸

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Pp.127-167 

參考讀物： 

游盈隆著，1990，《民意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 

陳明通著，1995，《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 

陳明通、鄭永年編，1998，《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 

陳東升，1995，《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台

北：巨流。 

 

Week 8 (4/1)   國民黨政權的市場化 

必讀： 

林佳龍，1998，<台灣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政權的市場化：從威權鞏固到民主轉型

(1946-90) ，收於《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Pp.169-259 

參考讀物： 

黃德福，1992，《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 

 

Week 9 (4/8)   從黨國體制到支配性一黨體制 

必讀： 

朱雲漢，1998，<從黨國體制到支配性一黨體制：國民黨與台灣的民主轉型>，收

於《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Pp.261-286 

參考讀物： 

徐正光、宋文里合編，1989，《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 

張茂桂，1990，《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二版，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陳師孟等著，1991，《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

澄社報告。 

蕭新煌等編，1996，《台灣的國家與社會》。台北：東大。 

 

Week 10 (4/15)  Mid-term exam (No Class) 

  

PART III. 台灣的族群問題及歷史糾葛 

 

Week 11 (4/22)  族群想像(I) 

必讀： 

王甫昌著，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Pp.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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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讀物： 

孫大川，2000，《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台北：

聯合文學。 

張茂桂等，1993，《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王甫昌，1998，〈台灣族群政治的形成與表現：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選舉結果之分

析〉。頁143-232，收錄於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主編《民主、轉型？台灣

現象》。台北：桂冠。 

王甫昌，2002，〈台灣的族群關係〉，頁233-274，收錄於王振寰編，《台灣社會》。

台北：巨流。 

張茂桂、吳忻怡，2001，〈關於民族主義論述中的認同與情緒：尊重與承認的問

題〉，頁147-180，收錄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問題》，台

北：新自然主義。 

 

Week 12 (4/29)  族群想像(II) 

必讀： 

王甫昌著，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Pp. 101-173 

參考讀物： 

王甫昌，1990，〈省籍融合或隔離？台灣企業經理人員的省籍組成。1978-1988〉。

頁117-152，《台灣社會學刊》，第十四期。 

王甫昌，2001，〈台灣族群通婚與族群關係再探〉。頁393-430，收錄於劉兆佳等

編，《社會轉型與文化變貌：華人社會的比較》，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林文玲，2001，〈米酒加鹽巴：「原住民影片」的再現政治〉。頁197-234，《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三期。 

張茂桂，1997，〈台灣政治轉型與「族群化」的過程〉，頁37-71，收錄於施正鋒

編《族族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 

張茂桂，1993，〈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頁233-278，收錄於張茂桂等編，《族

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PART IV. 民族主義理論：社會建構論的取向 

 

Week 13 (5/6)   想像的共同體(I) 

必讀： 

Anderson, Benedict.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得起源與

散布》，台北：時報。Pp. 1-58 

參考讀物： 

沈松僑，1997，〈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1-77，《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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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4 (5/13)  想像的共同體(II) 

必讀： 

Anderson, Benedict.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得起源與

散布》，台北：時報。Pp. 59-124 

參考讀物： 

陳奕麟，1997，〈從戰後台灣傳統文化的建構看現代國家的弔詭〉。頁249-278，

收錄於羅金義、王章偉編，《奇蹟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

出版社。 

陳奕麟，1999，〈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頁

103-131，《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三期。 

 

Week 15 (5/20)  想像的共同體(III) 

必讀： 

Anderson, Benedict.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得起源與

散布》，台北：時報。Pp. 125-173 

參考讀物： 

廖朝陽，2001，〈災難與希望：從《古都》與《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看政治〉。

頁1-39，《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三期。 

 

Week 16 (5/27)  想像的共同體(IV) 

必讀：  

Anderson, Benedict.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得起源與

散布》，台北：時報。Pp. 175-229 

參考讀物： 

江宜樺，1997，〈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頁83-121，《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二十五期。 

江宜樺，1998，〈當前台灣國家認同論述之反省〉。頁163-229，《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第二十九期。 

 

PART V.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 

 

Week 17 (6/3)   邁向常態化政治 

必讀：  

王振寰，1999，<邁向常態化政治：台灣民主化中統理機制的轉變>，收於《兩岸

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台北：月旦。Pp.153-188 

參考讀物： 

金耀基等著，1998，《民主、轉型？台灣現象》。台北：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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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主編，1997，《民族鞏固或崩潰》。台北：月旦。 

瞿海源等編，2002，《自由主義的發展及問題》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01。台北：桂冠。 

瞿海源等編，2002，《法治、人權與公民社會》自由、平等、社會正義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02。台北：桂冠。 

王振寰，1989，〈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頁71-11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二卷第一期。 

林國明，2000，〈民主化與社會政策的公共參與：全民健保的政策形成〉，頁

135-175。收錄於蕭新煌、林國明編，《台灣的社會福利運動》。台北：巨

流. 

林國明. 2002.〈在威權統治的歷史陰影下—全民健保與道德共同體的民主建  

構〉，頁.171-238收錄於瞿海源等編《自由主義的發展及問題—自由、平等、

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台北：桂冠 

 

Week 18 (6/10)  民主化與國家認同在台灣 

必讀： 

蕭高彥，2003，<民主化與國家認同在台灣：政治理論的反思>，收於《華人世界

的現代國家結構》，台北：商周 

參考讀物： 

江宜樺，2001，《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聯經。 

林佳龍、邱澤奇編，1999，《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台北：月旦。 

林佳龍、鄭永年編，2001，《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 

施正鋒，2000，《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前衛。 

陳光興，1994，〈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頁1-37，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十七期。 

陳光興，2001，〈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多桑」與「香蕉天堂」殖民／冷戰

效應下省籍問題的情緒結構〉。頁41-11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三

期。 

趙  剛，1996，〈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頁1-72，《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二十一期。 

蕭高彥，1997，〈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反思〉。

頁1-27，《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六期。 

 

Week 19. (6/17)  Final Exam (No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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