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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 (A Society of Taiwan)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1802, Fall 2012 

 
授課時間:  Tuesday 09:10-12:10 
授課教室:  SS 201 
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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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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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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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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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淑玲、游美惠編，2007，《性別向度與台灣社會》。台北市：巨流。 
 

瞿海源、王振寰編，2009，《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北市：巨流。 
 

顧燕翎、鄭至慧編，1999，《女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

反思》。台北市：女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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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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要求及評量： 

1. 出席 (10%) 
2. 每週指定文本作業 10 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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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每週作業共 12 篇，同學自行選擇繳交

10 篇；若 12 篇全交者，選擇得分最高的 10 篇計分。 
3. 小組課堂報告 (15%)：視修課人數全班分成 10 組，於老師指定週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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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篇(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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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多繳交一篇社會田野調查報告，最多加分至 8%。 
 
請注意： 
1. 本課程沒有期中考與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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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或“1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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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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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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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8/12):  課程介紹 (No readings) 

 
主題 I. 性別與台灣社會 

 
Week 2 (09/25/12): 我是女性？ 
畢恆達，2004，〈女性性別意識形成過程〉。《通識教育季刊》11(1、2):117-146。 
 

※ 本週進行小組分組與決定小組上台報告順序，細節上課時公佈 
 
Week 3 (10/02/12): 性別與氣質 
瑪格麗特．米德，1950，〈性別與氣質〉。頁 65-75，收錄於顧燕翎、鄭至慧主編，

《女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北市：女書

文化。 
 

黃淑玲，2007，〈男子性與男子氣概〉。頁 267-292，收錄於黃淑玲、游美惠主編，

《性別向度與台灣社會》。台北：巨流。 
 

※ 本週確定小組分組名單與上台報告順序 
 
Week 4 (10/09/12): 親密關係 
張娟芬，1999，〈「人盯人」式的父權〉。頁 48-55，收錄於顧燕翎、鄭至慧主編，

《女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北市：女書

文化。 
 
游美惠，2007，〈親密關係〉。頁 50-70，收錄於黃淑玲、游美惠主編，《性別向度

與台灣社會》。台北：巨流。 
 
※ 本週小組報告開始 
 
Week 5 (10/16/12): 家暴與婚移女性 
唐文慧、王宏仁，2011，〈從「夫咖」到「國咖」：結構交織困境下的受暴越南婚

移婦女〉。《台灣社會學》21:15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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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II. 教育與階層 
 
Week 6 (1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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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30/12):  誰是台大學生？ 
駱明慶，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省籍與城鄉差異〉。《經濟論文叢刊》

30(1):113-147。 
 
Week 8 (11/06/12):  教育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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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13/12):  期中考週，停課 
 
Week 10 (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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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27/12): 性別與科系選擇 
謝小芩、林大森、陳珮瑛，2011，〈性別科系跨界？大學生的性別與科系選擇〉。

《台灣社會學刊》48:95-149。 
 

主題 III. 網路行為 
 
Week 12 (12/04/12): 網路人際關係 
黃厚銘，2000，〈網路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台灣大學社會學刊》28:117-154。 
 
Week 13 (12/11/12): 網路與社會運動動員 
蕭遠，2011，〈網際網路如何影響社會運動中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以台北

野草莓學運為個案研究〉。《台灣民主季刊》8(3):45-85。 
 
Week 14 (12/18/12): 社群網路與隱私 
劉靜怡，2012，〈社群網路時代的隱私困境：以 facebook 為討論對象〉。《臺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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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論叢》41(1):1-70。 
 
Week 15 (12/25/12): 耶誕節／行憲紀念日，停課 
 
Week 16 (01/01/13): 元旦／開國紀念日，停課 
 
Week 17 (01/08/13): 學生眼中的台灣社會：田野調查報告統整與分析 
No readings 
 
Week 18 (01/15/13): 期末考週，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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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 1802, Fal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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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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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意識的形成 
 訪問與自己性別相同的老、中、青

1
各一位男性或女性，訪談對象可以是自

己的親戚或朋友。訪談重點在於理解三位不同世代男性或女性性別意識形

成的過程，訪談問題至少應該包括：1)成長過程中何時清楚感受到身為男性

／女性的身份；2)有無親身體驗各種對於男性／女性的特別要求或期待；3)
是否經歷任何形式的性別歧視或性別不平等待遇；4)性別意識在日常生活中

的各種影響等等。報告中應整理、比較、歸納這三位受訪者的訪談資料，

並與你／妳自己的情形做比較。（換句話說，這篇報告必須統整 4 位同性別

者其性別意識形成的過程。） 
 
※ 繳交日期：10/23/2012, in class 
 
 

                                                 
1 請依年齡來尋找訪問對象：老年（55-70）、中年（36-54）、青年（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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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主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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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2012, i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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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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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評論進行各種網路活動時，是否擔心隱私權受到影響。 
 
※ 繳交日期：12/27/2012，5PM (系辦指定作業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