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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遷：台灣農業的轉變 

（Social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Agriculture）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1799, Spring 2013 
 
授課時間： Wednesday 14:10-17:10 
授課教室： C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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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10AM-12 PM or by appointment 
 
課程簡介： 

 這門課的目的是讓同學們理解造成社會變遷的巨觀與微觀因素為何，尤其著

重於我們所處的當代台灣社會是受到哪些政治、經濟、歷史、文化與社會體制等

的型塑。思考之後，我們捨棄廣泛、一般式地探討台灣社會各個面向的轉變，而

是選擇從「農業與飲食」這個觀點來探討。誠然，探討議題的取捨有相當程度的

主觀性，但農業為立國之本，飲食又是我們每天必做之事；戰後台灣從農業社會

到工業社會的轉變，是深入了解「台灣奇蹟」與台灣現代化的關鍵之一。由此出

發，我們認為這對同學們認識台灣變遷的過程，以及培養對特定議題的社會觀察

與分析能力當有幫助。 

 

教學目標： 

 我們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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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台灣社會變遷的巨觀與微觀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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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音寧，2007，《江湖在哪裡？--台灣農業觀察》。台北縣：INK 印刻出版。 
彭明輝，2011，《糧食危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台北市：商周。 
劉進慶著，王宏仁、林繼文、李明峻譯，1995，《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北市：

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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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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形式的上課方式如演講、座談、影片欣

賞等，會事先通知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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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ndance and Discussion Participation 15% 
Weekly Memos       30% 
Discussion Leader      15% 

  Midterm        20% 
Final Report       20% 

 
Attendance and Discussion Participation 

課堂參與包括上課時的發言、上課前後或在約談時間與老師的討論、及以電

子郵件詢問問題等。課堂討論是以同學上課時的發言次數、品質、內容而定。 

 
Weekly Memos 

每週上課之前老師會公佈與該週討論主題有關的 2-4 個問題。因為討論是上

課的重點之一，每位同學（包括該週的討論引言人在內），都要撰寫一份簡短的

報告（weekly memo，頁數不拘但至少 1 頁，太過簡短的報告會得到令你懊悔的

分數，1.5 行間距，12 字體，請打字）。上課時請交紙本，並請上傳 memo 至教

學平台以為備份。遲交 memo 者不予計分，僅交 memo 但無故上課缺席者，該篇

作業得分以六折計算。在 weekly memo 中，根據當週的閱讀資料，同學必須回

答老師提出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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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批判、謹慎、求證的態度來閱讀文本，在 weekly memo 中提出自己的想

法，以有助於參與上課時的討論。同學應踴躍參與討論，上課出席與參與的程度

列為成績評量之ㄧ。要提醒大家的是，沒有所謂“愚蠢＂的問題（stupid questions）, 
每個問題都有價值，因此同學要多多提問! 

本學期扣除前兩週、期中考與畢業考等四週之外，共有 9 週的討論問題可供

同學撰寫 weekly memo。為了讓同學們可以自主學習，本學期僅需繳交 6 篇

memo，期中考前後各交 3 篇。若繳交 memo 總篇數超過 6 篇者，選擇得分最高

的 6 篇計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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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是連貫的，也為避免期末考前的「塞車」現象，若有同學在期中考前只

交 2 篇 memo，但在期中考後繳交 4 篇 memo，這位同學 memo 繳交總篇數為 5
篇（老師會選擇期中考後分數最高的 3 篇＋期中考前的 2 篇），不是 6 篇，這一

點請同學們注意。 
※ Memo 檔案名稱格式為：「memo-1799-學號-八位數日期」，例如：

「memo-1799-915556-02142013」。 
※ Memo 必需繳交紙本，老師不會閱讀電子檔作業。上傳至教學平台的作業是

為了備份考量。 
 
Discussion Leader 
 依修課人數全班分為 9 組，每週有一個小組擔任討論引言人，負責主持、帶

領同學討論。老師的建議是: 引言人在簡要回顧該週的閱讀資料主題後，針對老

師提出的問題，帶領大家進行討論。引言人也可自行發掘問題，提出議題讓同學

們辯論及思考。要點是學習如何建立及帶領一友善且具啟發性的討論環境。注

意：擔任引言人的小組不需要額外繳交小組報告，但是：1）小組需繳交一份討

論日期和小組成員每人工作分配與各人實際完成部分的分工表；2）小組成員各

自需繳交該週的 weekly memo；3）討論與 Q&A 時必須以 Power Point 為輔助器

材。討論時間約 40 分鐘左右。 

 

Midterm：考試範圍包括考前所有的指定閱讀資料和上課內容，題目以論說題 

(short essay questions)為主。 

 

Final Report 
根據課程內容，每位同學需進行田野觀察，以繳交一份學期報告，報告的主

題與格式會在課堂上適時公布。 

 

請注意： 

1. 本課程有期中考，沒有期末考。所有的學生應於指定的日期、時間參加考試，

若無重大原因缺考者，以零分計算。 
2. 各項作業內容涉嫌抄襲者，將移送教務處，並依相關校規處置，本課程的分

數以不及格計。 
3. 若對學期成績有疑問者，應於期中考後至畢業考前詢問老師。畢業考結束後，

來向老師「求情」或「要分數」者，學期總成績扣 20 分，請同學自重。 
4. 寄給老師電子郵件時，請於標題加上“Soc 1799”或“1799”以縮短回函時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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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與課程有關的資訊或檔案會公布在課程教學平台上，請同學自行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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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內容、閱讀文本與討論主題 （Course Schedule） 
 

主題 I. 簡介與導論 
Week 1（02/20/13）： 課程介紹 （No readings） 
※ 本週進行小組初步分組 

 

Week 2（02/27/13）： 社會變遷導論 
林嘉誠，2002，《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台北市：黎明。（第 1、3、7 章） 
※ 本週小組分組確定、決定小組導讀順序 

 
主題 II. 台灣農業變遷 

 
Week 3（03/06/13）： 開始：戰後接收與農地改革 

 吳音寧（2007）：50 年代 
 劉進慶（1995）：Pp. 71~91 

※ 本周小組導讀開始 
 
Week 4（03/13/13）： 肥料換穀     

 吳音寧 （2007）：60 年代 
 劉進慶（1995）：Pp. 133~165 

 
Week 5（03/20/13）： 工業起飛‧農村蛻變  

 吳音寧（2007）：70 年代 
 胡台麗，1997，《媳婦入門》。台北市：時報文化。（Pp. 41~79, 107~141） 

 
Week 6（03/27/13）： 農業沒落‧休耕 
吳音寧（2007）：80 年代 + 春雨落在休耕的城外 
 
Week 7（04/03/13）：  溫書假 
 
Week 8（04/10/13 ：農業與農地的命運 
吳音寧（2007）：政府有一本作文簿＋世紀農地大清倉 
 
Week 9（04/17/13）： 期中考週，停課 
 
Week 10（04/24/13）： 窮人要如何抗爭？ 
吳音寧（2007）：窮人擁有什麼＋奴隸與奴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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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1（05/01/13）： 未來可以怎麼做？ 
彭明輝，2011，《糧食危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台北市：商周。（第 13~16 章） 
 

主題 III. 飲食（文化）轉變 
 
Week 12（05/08/13）： 你／妳今天吃飯了嗎？ 
劉志偉，2011，〈國際農糧體制與國民飲食─戰後台灣麵食的政治經濟學〉。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7（1）: 1-60。 

 
Week 13（05/15/13）： 記憶中的味道 
瞿筱葳，2011，《留味行 她的流亡是我的流浪，以及奶奶的十一道菜》。台北市：

啟動文化。（Pp. 21~24, 58~66, 129~142, & 175~182） 
 
Week 14（05/22/13）：畢業考週，停課 
 
※ Final Report Due: 05/24/2013, 12PM, 系辦指定紙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