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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全球化 (Glob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1804, Fall 2012 

 
授課時間:  Wednesday 14:10-17:10 
授課教室:  SS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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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大部分人們而言，「全球化」已經不是一陌生的名詞。藉科技發達之賜，

人們可迅速地互通訊息，悠遊各地，世界彷彿越變越小。資本的可流動性，跨國

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的崛起，全球市場的競逐已成為商場常態。好萊

塢及其他強力的美式文化席捲全球，民族語言、在地文化、國土疆界似乎日漸消

失。全球化已不僅是社會科學、管理大師、政商名流的時髦名詞，而是日漸根深

蒂固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的確，曾幾何時，我們吃的、穿的、用的、戴的，已在靜悄悄中被「全球化」

了。然而，我們可曾真正思考過其背後深刻的意義? 

 一般而言，分析全球化的焦點通常是國際經濟、全球治理、民族國家、語言、

文化等。在認同這些重要議題之餘，我要在這門課裏強調的是：其實，早在這一

波全球化浪潮之前，「農業全球化」已在人類歷史中進行，且對人類文明的進展

與革新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農業是立國之本，糧食生產不僅是我們賴以生存的

關鍵，更是民族文化與歷史的情感所繫。當一國的農糧生產成為跨國公司縱橫全

球的籌碼，或成為全球自由貿易下的犧牲品，或成為他國消費者的新奇食物時，

這對其人民、族群、土地、環境、生態、糧食供給等是何等嚴酷的傷害?  

在農業全球化的趨勢下，一國生產、他國消費的情形已是司空見慣。對糧食

自給率僅有三成的台灣而言，要如何在全球蠢蠢欲動的糧食危機以及劇烈氣候變

遷的挑戰下保障本國人民的糧食安全？這是本課程關切的另一個課題。 

  

教學目標： 

 在這學期中，透過對特定個案及理論的討論，我希望讓學生能夠理解全球農

糧系統中生產及消費的連結；深入探討這一過程中的社會意義及其中的權力結

構；以及這些錯綜複雜社會關係的糾葛是如何影響生產者、消費者、在地社區及

社群、跨國公司、各國政府與社會運動者等不同的行動者(actors)。藉著研讀相關

文獻及課後的田野觀察，同學們可以: 

 認識、理解農業全球化呈現的過程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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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了解農業全球化如何影響糧食生產、飢餓、環境生態及社會平等正義 

 觀摩研究者如何研究農業全球化議題 

 思考農業全球化對台灣農業與社會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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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多元文化及全球關懷視野 

 

參考書籍： 

 在此選擇性地列出一些參考書籍，有*號者我們會選讀其中一些章節，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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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aj, Patel 著、葉家興等譯，2009，《糧食戰爭》。台北市：高寶國際。 
* 柴田明夫著、孫玉珍譯，2009，《糧食爭奪戰》。台北市：商周。 
* 彭明輝，2011，《糧食危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台北市：商周。 
* Tom Standage 著、楊雅婷譯，2010，《歷史大口吃：食物如何推動世界文明發

展》。台北市：行人。 
* Michael Pollan 著、蕭秀姍 黎敏中譯，2008，《到底要吃什麼？速食、有機和自

然野生食物的真相》。台北：久周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Karl Weber 著、顧淑馨等譯，2010，《美食有限公司：美國食物與美味食物的真

相》。台北縣：繁星多媒體。 
* Dean Cycon 著、林詠心譯，2011，《來自咖啡產地的急件：9 個國家*4 萬公里，

一位人權律師的溯源紀實》。台北市：臉譜。 
* 何榮幸、黃哲斌、謝錦芳、郭石城、高有智，2009，《我的小革命》。台北：時

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Elizabeth Henderson、Robyn Van En 著、李宜澤等譯，2011，《種好菜，過好生

活：社區協力農業完全指導手冊》。台北市：商周。 
 Vandermeer, John and Ivette Perfecto 著、周沛郁、王安生譯，2009，《生物多

樣性的早餐：破壞雨林的政治生態學》。台北市：綠色陣線協會。 
 Shiva, Vandana 著、陳思穎譯，2009，《大地，非石油: 氣候危機時代下的環

境正義》。台北市: 綠色陣線協會。 
 George Ritzer 著、林祐聖 葉欣怡譯，2002，《社會的麥當勞化》。台北：弘

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ietra Rivoli 著，洪世民譯，2006，《一件 T 恤的全球經濟之旅》。台北：日

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授課方式及說明： 

「農業全球化」其實涵蓋內容很廣，在一學期的有限時間無法完整且仔細地

講授。又，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尚在累積，考慮到同學們的英文閱讀能力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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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只能從中文文獻中過濾教材。因此，學習主題的選擇相對地受到限制。

在學習上，我們主要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透過對特定個案的研讀探討，去了

解全球食物及農業系統中的社會關係及權力結構，以及個案背後蘊含的法律、倫

理、與社會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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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不定時的影片欣賞與來賓演講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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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

課方式上，我希望這門課用比較活潑、比較特別的方式進行。首先，視修課人數

同學們將組成小組，對每週老師提出的問題做深入探討，將結果與發現在課堂上

和大家分享。這門課強調同學的參與及實做，鼓勵同學的創意及想像力，期盼透

過小組合作及討論的方式腦力激盪出更多火花。此外，我會刻意訓練學生的獨立

思考，課程中特別強調學生的口語與寫作表達能力。 

要提醒同學們的是：與農業、食物、全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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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及上課參與 (10%) 
在每次上課前，同學們應該閱讀指定文本，準備回答老師上課時的提問。同

學們應踴躍參與課堂討論，上課參與的程度列為成績評量之ㄧ。要提醒大家的

是，沒有所謂“愚蠢＂的問題 (no stupid questions), 每個問題都有價值，因此同

學們要多多提問! 

2. 每週指定文本作業 12 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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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我鼓勵同學自行蒐集額外的延伸閱讀資料，用

批判、謹慎、求證的態度來回答問題，在答案中提出自己的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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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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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篇，同學自行選擇繳交 12 篇；若 13 篇全交者，選擇得分最

高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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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報告 1 篇 (20%)：主題、格式與要求等將於期中考後於課堂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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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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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若同學有意願於課後進行小型田野調查報告，歡迎與老師

討論，可以單獨或兩人一組的方式進行獨立研究，最多加分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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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或“18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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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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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9/12):  課程介紹 (No readings) 

 
主題 I. 導論：農業、歷史與全球化 

 
Week 2 (09/26/12):  食物、歷史與全球化 

 Mintz, Sindey W.，2006，〈食物、歷史與全球化〉。《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2(1):23-38。 

 歷史大口吃，Pp. 159~173, 183~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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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12):  WTO 與全球食品體系 

 糧食戰爭，Ch.4 
 糧食危機關鍵報告，Ch.11 

 

※ 本週確定小組分組名單與上台報告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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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II. 全球化下的農糧體系：個案研究 

 
Week 4 (10/10/12):  雙十節，停課 ☺ 
 
Week 5 (10/17/12):  玉米 

 到底要吃什麼？Ch. 1, 2, & 6 
 

※ 本週小組報告開始 
 
Week 6 (10/24/12):  黃豆 

 糧食戰爭，Ch.7 
 

Week 7 (10/31/12):  香蕉與熱帶雨林 
 生物多樣性的早餐，Ch. 1, 4-5, & 8 

 
Week 8 (11/07/12):  跨國公司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糧食戰爭，Ch.5 & 8 
 
Week 9 (11/14/12):  期中考週，停課 ☺ 
 
Week 10 (11/21/12): 咖啡與公平交易 

 我的小革命，Pp. 20~28 
 來自咖啡產地的急件，Pp. 25~35, 79~119, 209~259 

 

※ 課堂影片討論：「咖非正義」 

※ 本周公布期末報告細節 
 

主題 III. 農業全球化後的問題與危機 

 
Week 11 (11/28/12): 全球糧食危機 

 糧食爭奪戰，Ch.1 
 糧食危機關鍵報告，Ch.2 & 12 

 
Week 12 (12/05/12): 綠色革命的啟示 

 歷史大口吃，Pp. 269~314 

 美食有限公司，Pp. 8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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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3 (12/12/12): 食品安全 
 糧食爭奪戰，Ch.4 
 糧食危機關鍵報告，Ch.4 

 
Week 14 (12/19/12): 石油與大地 

 大地，非石油，Pp. 13~36, 58~74 
 周培勤，2010，〈歐美飲食新文化：“食物里程＂〉。《環境保護》7A:70-71。 
 帥傳敏、呂婕、陳艷，2011，〈食物里程和碳標籤對世界農產品貿易影響的

初探〉。《對外經貿實務》2:39-41。 
 

主題 IV. 在地回應與總結 

 
Week 15 (12/26/12): 在地食物系統：社群支持型農業與農夫市集 

 種好菜，過好生活，Pp. 37~73 
 吳東傑，2008，〈農夫市集〉。頁 69-71，收錄於焦桐主編，《台灣飲食文選》。

台北市：二魚文化。 
 
Week 16 (01/02/13): 在地農民的行動 

 預定邀請在地農民代表到課堂演講與同學交流，詳情於課堂上公布 
 
Week 17 (01/09/13): 課程回顧與前瞻 (Final Review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No readings 
 
Week 18 (01/16/13): 期末考週，停課 ☺ 
※ 期末報告繳交日期：01/16/13，5PM，系辦指定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