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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與社會（Agriculture and Society）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2158, Fall, 2014 
 

請先彎腰認識你／妳生長的這塊土地 

請先知道是誰在生產與加工我們的食物 

惟有堅定扶持在地農業與農民 

我們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吃甚麼 

且吃得心安理得，怡然自在 

陳正慧 

 

 

授課時間: Monday 15:20-18:10 
授課教室:   C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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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PM or by appointment 
 

課程簡介：  

農業是什麼? 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若仔細思考，會發現答案其實有些複雜。 

經過社會變遷、科技進步與現代化的洗禮，農業在今天的定義與意義已經變

得非常多元。農業不再僅是作物與耕耘機，也不限於糧食與原物料的生產而已；

農業是一個重要的經濟部門；一種生活方式；一個極其操縱自然資源的方法；也

是一大片開放的空間，在那裏人們思考或盤詰與自然、或與彼此的關係。在我們

所熟悉的田園風光與鄉村景色之外，農業背後其實是一個龐大的全球農糧體系（a 
global agrifood system），有諸多關於生產、消費、權力、科技等複雜糾結的議題。

做為人類最古老的經濟活動之一，農業對人類社會的形塑與發展有著深刻且不可

磨滅的影響。 

 即使在許多國家—包括台灣在內—農業的產值已遠遠低於工業與服務業，但

仍然有不少國家願意投入大量金錢與資源挹注於自身農業的發展；即使可能會引

起世界貿易戰爭或爭議，不少國家與地區仍然義無反顧、堅定捍衛自己農業發展

的主權與利益。為什麼呢？ 

 因為，農業不僅是農業，農業是歷史；是文化；農業孕育了我們；農業是根。 

 既然，農業如此重要，那為甚麼我們好像不太了解台灣農業的處境？也不太

在意台灣農業的存廢？不知道自己從哪裡來，又能如何知道自己要往何處去？ 

 透過農業，透過理解自己的歷史與社會變遷，我們希望找到自己安身立命的

所在；能檢討、反省過去發展途徑的偏誤；進而深思未來可以怎麼做，來維繫與

保護我們珍貴的自然與人文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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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在這門課程中，我將從「農業、農地、農村與農民」四個面向，來探討農業

與人類社會的關聯。經過審慎思考（以及一番掙扎），我忍痛放棄了許多精采的

國外案例與故事，將教材範圍限制在台灣農業上。理由如前所述，取法他人之前，

應先知道自己的歷史與特色。在課程設計上，透過理論與不同的個案研究（case 
study），我希望讓學生對許多緊密相連的相關議題與研究有基本的認識。在這一

學期中�我們會特別關注以下的問題: 

 台灣農業是在何種歷史脈絡與環境下發展的？台灣的農業與農地受到何種

國內、國外、制度性或結構性的因素影響？ 
 台灣農業的興衰，透露出怎樣的社會變遷歷程？ 
 國家與市場如何影響不同的農業選擇？ 
 不同的農糧體系會對環境與社區帶來何種影響？ 
 就其與自然環境和人類社區的關係而言，我們如何評估不同農糧體系的永續

性？ 
 我們可以運用哪些理論與方法的工具來研究不同的農糧體系？ 
 台灣與世界農糧體系中有哪些新的發展趨勢？ 

 

簡言之，透過對特定個案及理論的討論，我希望讓學生能夠深入理解台灣農

業中不同的發展面向；明白在地與全球食物系統中生產及消費的連結；探討這一

過程中的社會意義及其中的權力結構；以及了解農業究竟是如何和社會產生關聯

與互動。同學們也將會學習一些基本的社會學的概念、理論及方法，知道如何應

用這些工具來對相關議題做深入的研究，進而培養社會課題的比較及分析能力。 

 

指定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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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一本指定閱讀文本，詳情上課時解釋。 

 

授課方式及說明： 

 即使將內容聚焦於台灣農業上，這門課涵蓋的內容仍然很廣，在一學期的有

限時間內很難完整且仔細地講授。在學習上，我們主要是以理解台灣農業發展歷

程為主，輔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透過對特定個案的研讀與探討，去了解台灣與

全球農糧系統中的社會關係及權力結構，及個案背後蘊含的法律、倫理、文化與

社會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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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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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的課堂

報告，不定時的影片欣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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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要提醒同學的是，與農業、食物、文化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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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的成績評量如下： 

  Attendance & In-class Participation   10% 
  Group-led Discussion（小組課堂報告）  10% 
  Weekly Assignments（個人作業）   40% 

Team Creative Assignment     14% 
Team Creative Assignment Oral Presentation  6% 
Final Report （個人）      20% 

 
Attendance & In-class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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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課堂發言之外，課堂參與的方式還包括上課前後或在約

談時間與老師的討論，及以電子郵件詢問問題等等。課堂參與分數會考慮同學上

課時的發言次數、品質、內容等因素。 
 

Group-led Discussion（小組課堂報告） 
視修課人數全班分成 10 組，抽籤決定報告順序。於老師指定週次時，該週

負責小組必須協助老師帶領同學討論。老師的建議是: 引言（或稱導讀）小組可

以先對該週的主題做些簡要回顧，然後彙集所有小組成員的作業內容，加以整合

或補充，以準備 30~40 分鐘的課堂報告，與事後老師和同學的提問。引言／導讀

小組也可以自行發掘問題，丟出議題讓同學們辯論及思考。 
注意：擔任引言／導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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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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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各自需繳交該週的個人作業；3）討論與 Q&A 時必須以 Power Point 為輔助

器材；4）小組導讀的表現由老師（50%）及同學（50%）共同評分。 

 
Weekly Assignments（個人作業） 

在每週討論之前，老師會公佈與該週主題有關的 1-3 個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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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篇作業得分將打六折計算。 
本學期扣除前兩週、期中一週、與最後四週之外，共有 11 週的討論問題可

供同學撰寫個人作業。為了讓同學們可以自主學習，本學期僅需繳交 8 篇作業，

於 2014 年 11 月 17 日的前後各交 4 篇。若繳交作業總篇數超過 8 篇者，選擇得

分最高的 8 篇計算成績。 
※ 學習是連貫的，也為避免期末考前的「塞車」現象，若有同學在 2014 年 11
月 17 日前只交 3 篇作業，但在之後繳交 5 篇，這位同學作業繳交總篇數為 7 篇，

不是 8 篇（∵老師會選擇 11 月 17 日之後分數最高的 4 篇＋之前的 3 篇），這一

點請同學們留意。 
※ 作業檔案名稱格式為：「memo-2158-學號-八位數日期」，例如：

「memo-2158-1009156-09182014」。 
※ 作業必需繳交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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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只上傳電子檔，卻不繳交紙本作業致使老師無法批閱，該作業將

以零分計算，這一點請同學們注意。 
 
Team Creative Assignment & Oral Presentation：說明請見附錄一 
  
Final Report（個人） 

根據課程內容，每位同學自行選定主題，進行研究或田野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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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沒有期中考與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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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寄給老師電子郵件時，請於標題加上“Soc 2158”或“2158”以縮短回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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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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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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內容與討論主題（Course Schedule） 
 

Part I. 課程簡介與導論 (Course Introduction & Overview) 
 
09/22/14  Introduction & Overview 課程介紹 
No readings 

※ 課堂活動與討論：確定學生修課名單、進行小組分組 

 
09/29/14  導論 I：Imagery and Imagination  

意象與想像力 
Readings: 

 Mills, C. Wright 著、張君玫譯，1996，《社會學的想像》。臺北市：巨流。（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第一章：前景（Pp.31-52）  

 Becker, Howard S 著、郭姿吟,呂錦媛譯，2009，《這才是做研究的王道》。臺

北市：群學。（Becker, Howard S. 1998.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第

二章：意象（Pp.17-83）  
※ 課堂活動與討論：小組分組事宜、決定小組上台報告日期 

 
10/06/14  導論 II：Research Ethics, Writing, and Presentation 

學術研究倫理、論文寫作與口頭報告要領 
Readings: 

 論文計劃, Ch. 2, 7 
 論文指導手冊, Ch2 
 畢恆達，2010，《教授為什麼沒告訴我：2010 全見版》。台北縣：小畢空間。

（Pp.72-88） 
 吳音寧：「冬夜現身」（Pp.5-21）  

※ 課堂活動與討論：小組分組與上台報告日期確定 

※ 本週開始繳交個人作業 

 
Part II. 台灣農業與農民：過去、現在與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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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0/13/14   50~60 年代 
Readings: 

 吳音寧：「50 年代」&「60 年代」（Pp.39-124）  
※ 本週小組導讀開始 

 
10/20/14  本週停課．自主學習  

※ 本週繳交 creative assignment 主題 memo 
※ 本週無小組導讀 

 
10/27/14  70~80 年代 
Readings: 

 吳音寧：「70 年代」&「80 年代」（Pp.125-251） 
※ 本週繳交 Final Report 主題 memo 

 
11/03/14  農民運動 
Readings: 

 許木柱、黃美英，1988，《520 事件調查報告書》。台北市：社會運動觀察小

組。第 5~6 章（Pp.78-91） 
 吳旻倉，1991，《台灣農民運動的形成與發展：1945~1990》。台北：台灣大

學農業推廣學研究所碩士論文。第 3~6 章（Pp.25-89） 
 

Part III. 台灣農地：過去與現在  
(Taiwanese Farmland: Past and Present) 

 
11/10/14  90 年代‧休耕 
Readings: 

 吳音寧：「春雨落在休耕的城外」（Pp.253-271） 
 何榮幸，2005，《媒體突圍：2005 新聞獎大滿貫的背後故事》。台北市：商

周出版。第 2 章及附錄 2（Pp.123-206） 
※ 本週繳交 creative assignment 進度說明 

 
11/17/14  土地徵收‧農業價值‧農民 

（期中考週補課） 
Readings: 

 丁維萱，2013，《農民的農業價值轉化、再定義與實踐－以新竹二、三重埔

土地徵收案為例》。台北：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研究所碩士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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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 1, 3~5 章（Pp.1-11, 19-93） 
※ 本週繳交 Final Report 期中報告 

 
Part IV. 有機農業 (Organic Agriculture) 

 
11/24/14  關於有機 
Readings: 

 董時叡，2007，《有機之談：有機農業的非技術面思考》。台中市：董時叡。

（Pp.41-48, 63-64, 70-79, 81-113） 
 董時叡、陳玉華，2007，〈論壇：健康農產品價多少〉。《台灣鄉村研究》7：

161-178。 
 
12/01/14  「里山」在台灣 課堂電影欣賞：里山台灣 
Readings: 

 里山精神在八煙 
※ 本週有小組導讀，但個人作業延至 12/08/14 繳交 

 
12/08/14  有機農業‧原住民‧食物主權 
Readings: 

 張瑋琦，2012，〈原住民成為有機專業農歷程的省思：知識、食物主權與身

體規訓〉。《台灣原住民研究論叢》12：245-290。 
 

Part V. 鄉村與在地社區 (Rural Communities) 
 

12/15/14  休閒農園 
Readings: 

 梁炳琨，2008，〈由後生產主義的觀點來審視台灣農業體制的轉型－以大坑

地區休閒農園為例〉。《戶外遊憩研究》21（3）：49-80。 
※ 本週繳交 Final Report 進度報告 

 
12/22/14  農村訪調故事 
Readings: 

 丁維萱等，2012，《巡田水，誌農鄉：2011 夏耘農村草根訪調文集》。台北

市：國立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及臺灣農村陣線。（Pp.9-38, 157-174, 
201-232） 

 
 

Part VI. 課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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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14  緩衝週：課程檢討及期末報告準備 
No readings 

※ 本週繳交 creative assignment 最後報告 
※ 本週無小組導讀 

 
01/05/15  學生 creative assignment 口頭報告 
No readings 

※ 本週無小組導讀 

 
01/12/15  期末回顧：「半農半Ｘ」的期許與勉勵 
Readings: 

 塩見直紀著、蘇雅楓譯，2006，《半農半 X 的生活：順從自然，實踐天賦》。

臺北市：天下遠見。（Pp.8-23） 
 塩見直紀著、王蘊潔譯，2013，《半農半 X 的幸福之路：88 種實踐的方式》。

臺北市：天下遠見。（選輯） 
※ 本週無小組導讀 

 
01/19/15  Final Week 期末考週 

※ Final Report: due date 01/19/15，5PM，系辦特定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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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農業與社會 2158, Fall 2014  
 

Team Creative Assignment & Oral Presentation 
主題與說明 

 
視修課人數，全班將分成 10 組，從下列可能的主題中任選一個來撰寫「創意作

業」（creative assignment）。本作業強調創造力、想像力、原創力與實作力，希

望各小組能從實際做作業的過程中，體會農業（或農地、農村、農民）與社會

的關聯。報告字數不限，內容與形式將視作業主題調整，基本上老師將給予各

小組彈性與足夠空間來發揮。但為了訓練同學們的組織與寫作能力，報告中必

須包含相當數量的文字部分，完全是影像式或數位照片式的作業不予接受。且

為了呼應課程內容，作業中最好引用及回應本課程所講授的指定閱讀教材，並

加入研究心得或是額外的閱讀資料。 
 
※ 作業主題的選定必須事先徵得老師同意。 
※ 作業內容格式參考：第一部分說明作業（或研究）主題、重要內容、作業（或

研究）進行過程（或方法）、資料蒐集、研究或訪談對象等；第二部分須包

含作業（或研究）資料的整理、資料分析、主要成果與心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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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網路或輔助資料等不可超過全文的五分之一）。（註：視作業主題，作業

內容與格式可以隨之調整，在此僅提供一個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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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業長度不拘，但太短的報告將會得到令小組懊悔的分數。 
※ 視作業主題，實作的部份，可用影片、照片或其它方式呈現或加以補充，做

為報告的附錄部份。 
※ 評分標準：以作業的原創力及想像力、實際執行的程度、訪談與蒐集資料的

呈現完整度、分析深度、與文獻對話程度、團隊合作表現等為主。 
※ 作業需打字，12 字體，1.5 行高，指定繳交日期時上課交紙本，並可上傳電

子檔至教學平台以為備份。遲交作業者，不予計分。 
※ 本作業的小組可與引言／導讀小組不同，若相同也可以。 
※ 本作業將由各小組於 2015 年 1 月 5 日上課時進行口頭報告，讓全班同學可以

分享作業成果。詳情將適時於課堂上公布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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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Creative Assignment 可能主題： 
 

 選取一位作家以台灣農業、農村、農地或農民為主題的著作（小說、戲劇、

新詩等）3-5 本，閱讀並分析該作者的創作內容，與當時作者所處時代背景

與社會環境的連結。 
註：可以選擇的作家包括鍾理和、吳晟等；視作家著作數量與書籍長度，著作本

數可以增減，但必須事先徵得老師同意。 
 

 共食的樂趣與意義：小組成員自行選定日期與時間，自行採買在地食材，決

定菜單，一起烹調，一起享用。從事前籌劃、分工、認識與採買、煮食的過

程中，體會「一起吃飯」的樂趣與社會連結。 
註 1：學校宿舍可以借用廚房，也有一起進食的空間。 
註 2：共食費用由小組成員一起分擔，最好是合理的價錢範圍。 
註 3：歡迎小組邀請 Lucy 老師一起加入，我會準備一道素食餐點與會（Lucy 老

師是蛋奶素者）。 
 

 撰寫一份農業政策建言書，從青年的角度對如何振興台灣農業、鼓勵新血返

鄉等等議題提出批判與建議。 
 

 從事農村田野訪調，內容請參考 12/22/2014 當週的閱讀文本。 
 

 其餘主題務必事先徵得老師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