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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上） 

洪儀真老師 

yichen.hong@gmail.com 

 

 

■上課時間：週一 PM 2:10-5:10            ■教師研究室：SS533                              

■上課地點：SS323                                 ■聯絡電話：2359-0121#36307 

 

 

一、 課程介紹 

 

每個人都跟社會脫離不了關係，無法全然獨自而生活。然而，現代人普遍對於公共

議題感到冷漠，缺乏社會責任感，或是僅流於情緒之爭與膚淺之言，動輒盲目起舞，遑

論具備長遠的眼光與一針見血的省思力。我們總是無奈於各種弊端的重蹈覆轍、無法釜

底抽薪，僅能身陷惡性循環，多麼令人不勝唏噓與惶恐。在媒體資訊泛濫又浮誇的社會

裡，生活充滿了各樣的迷思，面對雜亂紛陳的社會訊息，亟需建立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

不受到腥羶資訊的誤導，也能避免自身的盲點。台灣學生長時間身處升學壓力，不但易

與社會現實脫節，對於國內外社會議題更缺乏關懷的動機與反省力。而社會學作為一門

社會科學，基本原理正是在於培養獨立的理性思考邏輯，釐清表象的迷團，以客觀而系

統性的思維訓練，洞察社會脈動，並察覺自身與社會的潛在關連。因此，藉由社會學課

程，我們學習如何抽絲剝繭，剖析社會現象的深層因素，以掌握社會議題的關鍵脈絡與

核心機制。透過社會學多方位的反省視角，我們亦能摒除主觀的刻板印象，將養一份寬

廣深刻的人文素質，並能瞭解社會其他群體的立場與需求。在這多元社會裡，雖然生態

日益多樣化，然而人們仍舊難以放下個人偏見、跳超己身背景的框限，培養出多元社會

真正需要的相互理解力與包容精神。社會學旨在結合對於社會的關懷心、觀察力、反思

力與行動力，並能在生活中學以致用。本學期的社會學課程，第一部份著重介紹社會學

的基本原理與學科特質，建立學生的社會學想像力與敏感度，並鼓勵跨領域的思維激盪

與合作。第二部分則挑選社會學者的幾項經典論點，讓同學從典範當中習得社會學剖析

的深度。第三部分將系列介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與關鍵議題，本學期先鎖定社會生活的

基本要素和不平等的社會議題領域，下學期將接續進入其他社會議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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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課與作業報告要求 

 

(一) 【社會學初體驗的開學作業】：請每位同學在開學時撰寫一份小型的社會學式自傳

報告，討論自我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至少兩頁（單行間距）。內容請敘述你出生的

家庭背景、求學過程、所處社群及社會環境等因素對你自身產生的影響。包括你

的個性、價值觀、興趣、科系與志向的選擇等等。作業務必探討自我與社會的互

動關連，避免兩者的獨立敘述。並於第二週 9/21課堂上繳交紙本作業。 

 

(二) 【人人有責的課堂分組報告】：每組輪流於課堂上報告當週或近期的重要時事議題，

約二十分鐘，報告內容包括：1. 時事主題的精簡要描述 ; 2. 事因解析與產生的社會

效應; 3. 你們的整體分析與評論。重點尤其應擺在第二與第三項，並請將報告整理

成文字檔或 PPT檔。報告紙本於上課繳交，電子檔請寄至教師信箱 

yichen.hong@gmail.com (請勿寄到東海 tMail，老師只收 Gmail )。上課時將抽點其

他同學予以回應並發表意見，同學平日應養成觀察時事與思考反省的習慣。 

 

(三) 【不可忽視的助教課作業】：助教課表現佔學期成績 15%，同學不可小覷。每週的

助教課都會安排補充性質的閱讀文本，請同學自行在教學平台下載文獻並精讀，

在當週助教課進行時，需繳交至少一頁的 memo給助教，內容為：1.文獻重點摘要; 

2.讀後心得; 3.提問與自身初步回應，由助教帶領討論。助教課程亦可提出課堂上

的問題進行討論。助教課的閱讀文本將納入期中期末考範圍，切莫混水摸魚。 

 

(四) 【測試你有沒有認真上課的 期中考】：考試內容以申論題為主，包括教師上課的內

容，以及助教課的閱讀文本。上課教材除了出自每週主要參考文獻之外，亦將整

合課程大綱第三大項條列的參考讀本。同學可自行閱讀，但更重要的是親臨課堂、

專心聽講，聆聽教師統整的內容。若沒有親自出席上課，考試必將無法順利作答。 

 

(五) 【再度測試你有沒有認真上課的期末考】：同上，期中考之後，大夥就會知道箇中

滋味。若能擁有先見之明，平日即用心上課與認真耕讀，方為智者。 

 

(六) 【社會學初試啼聲的研究計畫書】：本課程為一學年，上學期的期末報告為預備

工作，每位同學需繳交至少五千字的「學年研究計畫書」，亦即研究大綱，並於本

學期的期末倒數第二、第三週時（2015/12/28 & 2016/ 01/04），輪流上台進行每人

五分鐘的口頭報告，最晚於期末考當天 2016/01/11繳交計畫書紙本與電子檔。經過

一學期的醞釀與期末發表之後的調整，下學期各位將正式著手進行研究報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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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的內容包括： 1. 主題確立：研究主題與對象的建立，並說明自身為何對這

個主題感興趣; 2. 現象掌握：研究主題與對象的描述;，包括扼要歷史發展，與至今

情狀的掌握  ;  3. 問題意識：從中思及的問題、好奇的面向、想解析的環節;                          

4.  初步探索結果：說明下學期將如何開展這份研究，包括進度規劃、如何著手研

究（預計採取的方法、現有資料能提供的資訊與不足之處何在），資料的獲取以第

一手調查或自身觀察為優先，不可全然依賴既有的評論與資訊，尤其大量抄襲網路

者，一律以零分計算; 5. 現階段困難的提出：列出截至期末為止尚無法解決的問題

以及需要教師協助之處。請同學及早醞釀研究計畫，並得以在每週的課堂或助教課

裡，盡早提出問題以尋求解決之道，不可在期末前夕過度壓榨助教。 

 

三、 主要參考讀本 (教師上課主要內容來源，不強迫購買，同學自行決定) 

 *王振寰、瞿海源主編，2014，《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台北：巨流。 

 P. Berger著, 黃樹仁、劉雅靈合譯， 1963，《社會學導引—人文取向的透視》。                  

台北：巨流。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著, 廖仁義譯，1992，《批判的社會學導論》。

台北：唐山。 

 殷克勒斯(Alex Inkeles)著,黃瑞祺譯，1985， 《社會學是什麼？》。台北：巨流。 

 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2001，《見樹又見林：社會學作為一種生活、實踐 

 與承諾》。台北：群學。 

 Bauman, Zygmunt著，朱道凱譯，2002，《社會學動動腦》。台北：群學。 

 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 ＆菲力普‧梅勒(Philip Mellor)著, 李康譯，2009， 《社

會學何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讓‧卡澤納弗(Jean Cazeneuve)著，楊捷譯，2011，《社會學十大概念》。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愛理亞斯(Nobert Elias)著，鄭義愷譯，2007，《什麼是社會學》。台北：群學。 

 王宏仁主編，2014，《巷仔口社會學》。新北市：大家出版社。 

 何明修、劉鈐佑主編，2014，《人間社會學：24則關於溫拿、魯蛇、大小確幸

的生命故事》。台北：群學。 

四、 評分標準 

平常表現（含出席率）、作業與分組報告：15% ; 助教課出席與作業：15% ;                                    

期中考：25% ;  期末考：25％;   期末報告（學年研究計畫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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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進度大綱 

 

週次 日期 課程主題 

第一單元： 社會學導引 

第一週 09/14 課程介紹與導論 

第二週 09/21 社會學的內涵與精神 

第三週 09/28 中秋節補假一日 

第四週 10/05 社會學的觀點與分析中社會的模型 

第二單元：社會學的經典論點 

第五週 10/12 實證主義社會學 

第六週 10/19 神聖範疇與道德生活 

第七週 10/26 社會規範論與衝突論 

第八週 11/02 六十週年校慶日，停課 

第九週 11/09 期中考 

第十週 11/16 理性化與行動意義 

第十一週 11/23 社會互動與都會生活 

第三單元：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與關鍵議題 

第十二週 11/30 社會學分析中人的概念：角色與社會化 

第十三週 12/07 階級、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 

第十四週 12/14 性別議題與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 

第十五週 12/21 種族與族群關係 

第十六週 12/28 研究計畫書發表（一） 

第十七週 01/04 研究計畫書發表（二） 

第十八週 01/11 期末考與繳交研究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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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詳細進度大綱及閱讀文獻 

 

第一單元：社會學導引 

 

第一週︰課程導論與介紹 

 

第二週︰社會學的內涵與特質 

 

■主要參考文獻︰ 

 Anthony Giddens, 《批判的社會學導論》，第一章<社會學：基調與問題>。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第一 章<社會學是什麼？>。 

 

■助教課閱讀文本： 

 《社會學動動腦》<前言: 社會學—目的何在?>。 

 

第三週︰中秋節補假 

 

第四週︰社會學的觀點與分析中社會的模型 

 

■主要參考文獻︰ 

 Alex Inkeles, 《社會學是什麼？》，第二章<社會學的觀點>、第三章<社會學分析

中社會的模型>。  

■助教課閱讀文本： 

 《見樹又見林》第一章<森林、樹群還有那些事>。 

 

第二單元：社會學的經典論點 

  

第五週︰實證主義與社會學 

 

■主要參考文獻︰ 

 Chris Shilling, 《社會學何為？》第二章<人本論社會學>。 

 George Ritzer & Douglas Goodman著，柯朝欽、鄭祖邦譯，2011，《社會學理論》（上）。                 

台北：巨流出版社。第一章 <社會學理論的歷史概觀：早期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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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課閱讀文本： 

 Norbert  Elias，《什麼是社會學》第一章<社會學：孔德所設定的問題>。 

 

第六週︰神聖範疇與道德生活 

 

■主要參考文獻︰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第十章<宗教>。 

 彼得‧貝格爾(Peter Berger)著 ，高師寧譯，1991，《神聖的帷幕》。附錄一 <社會

學的宗教定義>，附錄二 <社會學與神學的觀點>。頁 201-215。上海人民出版社。 

 

■助教課閱讀文本： 

 瞿海源主編，2013，《宗教、術數與社會變遷（三）》。第一章<宗教與術數態度和

行為的變遷（1985-2005）── 檢驗世俗化的影響>。 

 

第七週︰社會規範論與衝突論 

 

■主要參考文獻︰ 

 Chris Shilling, 《社會學何為？》第六章 <規範論社會學>＆第七章<衝突論社會學> 

 

■助教課閱讀文本：《見樹又見林》第二章<文化—符號、觀念和生活的種種>。 

 

第八週︰六十週年校慶，停課一日 

 

第九週︰期中考週停課 

 

第十週︰理性化與行動意義 

 

■主要參考文獻︰ 

 George Ritzer & Douglas Goodman著，柯朝欽、鄭祖邦譯，2011，《社會學理論》（上）。                 

台北：巨流出版社。第五章 <韋伯>。 

 陳介玄，1989，<韋伯和理化概念與和理化討論之外>。收於陳介玄、翟本瑞、張維

安合著，《韋伯論西方社會的合理化》。台北：巨流。頁 237-270。 

 助教課：複習本週課程內容並提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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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社會互動與都會生活 

 

■主要參考文獻︰ 

 A. Giddens, 《批判的社會學導論》第五章<城市：都市狀態與日常生活>。 

 《見樹又見林》第五章<我們、它和社會互動>。 

 

 助教課閱讀文本： 

 《社會學動動腦》，第二章<我們與他們>。 

 

第三單元：社會學基本概念與關鍵議題 

 

第十二週︰社會學分析中人的概念：角色與社會化 

 

■主要參考文獻︰ 

 Alex Inkeles, 《社會學是什麼？》第四章<社會學分析中人的概念>。 

 讓‧卡澤納弗(Jean Cazeneuve)著，楊捷譯，2011，《社會學十大概念》。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第七章<角色與地位>。 

 

■助教課閱讀文本： 

 Alex Inkeles, 《社會學是什麼？》第四章<社會學分析中人的概念>。 

 

第十三週︰階級、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 

 

■主要參考文獻︰ 

 觀賞紀錄片英國 BBC紀錄片《56UP》（暫譯：56年以後）。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第五章<階級與階層>。 

 

■助教課閱讀文本： 

 紀錄片 <56 up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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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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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性別議題與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 

 

■主要參考文獻︰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第六章<性別>。 

  Pamela Abbott, Claire Wallace, Melissa Tyler 著，鄭玉萱譯，2008，《女性主義社

會學》。台北：巨流出版社。第一章<導論：女性主義與社會學的想像>。 

 

■助教課閱讀文本： 

 吳家苓，2014，<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母親節的社會學提問>。收於《巷仔口社

會學》。頁 64-70。 

 陳婉琪，2014，<一堵打不破的牆？從高中女生程度落後談起>。收於《巷仔口社

會學》。頁 102-108。 

  

第十五週︰種族與族群關係 

 

■主要參考紀錄片與文獻︰ 

 

 短片觀賞：種族階級與經濟階級的分野，電影《巴黎我愛你》的「十六區」 

 紀錄片觀賞：蔡崇隆導演「移民新娘三部曲」之首部曲：<我的強納威>。2003年。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第七章<族群關係>。 

 

■助教課閱讀文本： 

 討論課堂短片與紀錄片。 

 藍佩嘉，2014，<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收於《巷仔口社會

學》。頁 218-227。 

 

第十六週︰研究計畫書發表（一） 

 

第十七週︰研究計畫書發表（二） 

 

第十八週：期末考與繳交研究計畫書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Pamela+Abbott&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Claire+Wallace&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Melissa+Tyler&f=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