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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Sociology

授課教師：巫麗雪 

課程時間與地點：星期一 6-8，SS322 

辦公室時間：星期五 9：00-12：00，C308-1 

聯絡方式：04-23590121 分機 36003 

 0912-388664 

 lihsuehwu@mail2000.com.tw 

教學助理： 

葉守禮 0988302040 

洪莉棋 0912799578 

侯詠綺 0911616793 

 

一、課程簡介 

若說『社會學』是一套觀察與研究社會的知識，那麼這門課就是帶領大家開

始摸索『社會學思考方式』的課程。社會學迷人之處在於它沒有一套標準的社會

學思考方式，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也正是首次接觸社會學的大學新鮮人最大的憂

慮，因此這門課的目標就是讓同學放棄尋求制式標準答案的慣性，體會以不同的

視野重新認識生活世界的新鮮感。 

這一門課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第一學期的前半學期將介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下半學期則要帶著大家使用社會學的知識討論生活機會不平等的現象。邁開此課

程的第一步，就請你們從日常生活周遭著手，開始對社會上的各式問題與現象抱

持好奇的態度與思考的精神，然後以一種新奇的眼光對習以為常的現象提出問題，

並試著觀察、紀錄與回答；當然你也要逐步地以社會學的各種觀點來統整你的觀

察，我期待大家可以善用別人的眼光來型塑自己看待社會的看法，而這些觀點則

展現在豐富社會學的研究與作品之中，因此本課程期待你透過閱讀各種不同的文

本培養出社會學思考的能力。 

 

二、課程作業與要求 

【要求】 

1. 課前閱讀、準時出席、參與課程與助教討論課； 

i. 課程：如果你缺席課堂超過 4 次（包含 4 次），你將無法取得學分；

課程中途離開視同缺席。 

ii. 助教討論課：助教負責「助教討論課（10%）」的評分，他們將根據

你的參與度與表現評分。請特別注意：每一位同學都需要參與助教討

論課，若缺席達 3 次（遲到、早退超過 10 分鐘視同缺席），助教討論

課的成績以 0 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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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每週上課一開始會針對該週的內容進行指定閱讀小考，期末將取 10

次最高成績登記。 

2. 課程進行中不使用手機、電腦； 

3. 任何作業或報告需遵守最基本的學術倫理： 

i. 引用文獻。 

ii. 不抄襲，一旦被發現抄襲行為，該項作業一律以 0 分計算。 

iii. 格式請遵循以下其中一種撰稿體例：台灣社會學、台灣社會學刊、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 

「台灣社會學」撰稿格式

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ts-27/paperform.pdf 

「台灣社會學刊」撰稿格式 

http://tsa.sinica.edu.tw/file/《臺灣社會學刊》徵稿體例.pdf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撰稿格式 

http://taishe.shu.edu.tw/article.html 

【作業、考試與評分】 

1. 「指定讀本與社會學思考」小組報告（共分 8 組，每一位同學都需要加入其

中一個組別）（20%） 

2. 期中與期末的團體作業（共 20%，各占 10%）：遲交不收 

i. 期中團體作業：每一個小組請選擇一個與兒童需求相關的場所進行觀

察，例如大型玩具賣場、大型書店、兒童圖書館、…等。請你們以年

齡與性別為觀察的主軸，這些場所針對不同年齡與不同性別的兒童，

進行哪些安排？如：商品的陳列、動線；商品的內容；空間的安排。

同時在這場所內的行動者（家長、兒童、銷售員、管理員..等）的反

應有什麼不同？請盡可能以「文化」與「社會化」的概念進行觀察與

討論。 

 請於 11/16 繳交 5000 字以內的報告，以及每組 15 分鐘的口頭報

告（需準備 PPT）。紙本報告與口頭報告各占 5%。 

ii. 期末團體作業：請每一組選擇3位不同職業的工作者（可以是陌生人，

也可以是你們的親人），透過訪談的方式去瞭解他們的職業生活樣貌。

請試者從他們過去的生命經驗（教育經驗、工作經驗、家庭經驗….

等）、社會角色、社會環境來說明他們的工作生活與軌跡。最後請試

著將他們的工作經驗與台灣社會的發展進行連結與想像。 

 請於 1/4 繳交 5000 字以內的報告，以及每組 15 分鐘的口頭報告

（需準備 PPT）。紙本報告與口頭報告各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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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需包含 3 位不同職業工作者之間的比較。 

3. 期中考試與期末考試（各占 20%） 

分別於 11/9 與 1/11 的課堂時間舉行。不能翻閱書籍、不會提供題庫。 

4. 平常成績（每週預習小考 10%+小組討論 10%）：預習小考不接受補考 

 

Free rider 的困境 

本課程的評分有 40%的成績是建立在集體合作的成果，此一評分設計的目的在於

鼓勵同學藉由團隊合作產生腦力激盪帶來的正面效益，並促使同學思考、解決團

隊合作中可能產生的「free rider」的問題。在老師與 TA 的立場上，我們會在期

末請小組成員進行互評，而這結果將反應於學期成績。 

 

三、課程參考書籍 

【社會學教科書】 

1. 王振寰、瞿海源，2014，《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臺北：巨流圖書。 

2. Giddens, Anthony. 1993. Sociology, 2
nd
 E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張家銘等譯，

1997，《社會學》。台北：唐山。)  

3. Johnson, Allan G. 1997.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 (成令方、林鶴玲、吳嘉玲譯，2003，《見樹又見林：社會學作為一種

生活、實踐與承諾（第二版）》。台北：群學。) 

4. Newman, David M. 2006. Sociology: Exploring the Architecture of Everyday Life. (謝

昇佑、魏龍達譯，2010，《常民風格的社會學》。台北：學富文化。) 

 

【參考書籍】 

1. 費孝通，2004，《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 

2. Mills, C. Wright.(張君玫、劉鈐佑譯)，1996，《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圖

書。 

3. Bauman, Zygmunt. (朱道凱譯)，2002《社會學動動腦》。台北：群學出版社。 

【可幫助你親近社會學的參考書籍】 

1. 王宏仁等著，2014，《巷仔口社會學》。臺北：大家出版社。 

2. 陳宗延等（何明修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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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學出版社。 

3. 吳逸驊，2011，《圖解社會學》。台北：易博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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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栗田宣義（簡毓棻譯），2015，《世界第一簡單社會學》。台北：世茂出版社。 

【其他資料】 

將不定期上傳至數位教學平台（新版），請同學善用數位教學平台。 

 

四、課程進度 

9/14 Week 1  課程簡介 

1. 彼此認識 

2. TA 分享：我與社會學的姻緣 

3. 分組 

 

9/21 Week 2  社會學？  

1. 如何尋找學術資源？如何閱讀？報告？ 

2. 社會現象觀察、分析、思考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1：社會學是什麼？ 

【助教討論課】：確立分組名單，實際操作如何使用學術資源 

 

9/28 Week 3  教師節停課一次 

【助教討論課】：討論期中團體報告，討論後請繳交 1 頁的大綱。 

 

10/5 Week 4  社會學的想像 

《見樹又見林》CH1：森林、樹群，還有那件事 

【助教討論課】：《常民風格的社會學》CH1：社會學與日常生活 

 

*10/12 Week 5  文化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2：文化 

《見樹又見林》CH2：文化－符號、觀念和生活總總 

影片：喜福會 

【助教討論課】：《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2：文化 

第一次小組報告 

文本：李廣均，2006，〈志明與春嬌：為何兩「性」的名字總是有「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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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社會學 12：1-67。 

 

*10/19 Week 6  社會化 

《社會學》CH3：社會化與生命週期 

《見樹又見林》CH3：社會生活的結構 

【助教討論課】「快樂舞年級」紀錄片觀賞與討論 

第二次小組報告 

文本：藍佩嘉，2014，〈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

 《台灣社會學》27：97-140。 

 

*10/26 Week 7  規範、偏差行為與社會控制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4：偏差與犯罪 

影片：她和她的小鬼們 

【助教討論課】《社會學》CH3+討論期中團體報告 

第三次小組報告 

文本：許華孚、孔建中、黃千嘉、劉育偉，2014，〈從底層階級到危險他者的「遊

民」〉。《犯罪學期刊》17(1)：1-39。 

 

11/2 Week 8  全校運動會停課一次 

【助教討論課】《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4+期中考複習 

 

11/9 Week 9  期中考試 

 

11/16 Week 10  期中團體作業口頭報告 

每一組報告 15 分鐘，討論 5 分鐘 

【助教討論課】重整再出發（討論期中考） 

 

*11/23 Week 11  社會互動與日常生活 

《社會學》CH4：社會互動與日常生活 

【助教討論課】討論期末團體報告，討論後請繳交 1 頁的大綱。 

第四次小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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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何明修，2014，〈為何賤人就是要矯情？一個社會學的解讀〉。收錄於王宏

仁主編《巷仔口社會學》。台北：大家出版社。 

 

11/30 Week 12  中國文化、社會關係與日常生活 

《鄉土中國》 

【助教討論課】差序格局 

 

*12/7 Week 13  階級 

《社會學》CH7 

【助教討論課】《社會學》CH7 

第五次小組報告 

文本：謝國雄，1990，〈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

究》2(2)：11-54。 

 

*12/14 Week 14  階層與流動機會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5：階級與階層 

紀錄片：我們的孩子、56 up 

【助教討論課】蔡瑞明、葉秀珍，2011，〈流動的社會︰人力資本、社會結構與

資源分配〉，頁 241-273 收錄於章英華主編《中華民國發展史‧

社會發展》。台北︰聯經。 

第六次小組報告 

湯淺誠，2010，〈溜滑梯社會〉，《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社會》。台北：早安財經文

化。 

 

*12/21 Week 15  不平等的結構：種族與族群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7：族群關係 

《社會學動動腦》CH2：我們與他們 

【助教討論課】《泰利的街角》導言 

第七次小組報告 

文本：吳乃德，1997，〈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

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1：13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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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 Week 16  不平等的結構：性別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CH6：性別 

《性別別打結？》CH1 

【助教討論課】畢恆達，2004，《空間就是性別》。心靈工坊。 

第八次小組報告 

文本：陳婉琪，2013，〈高中生選組行為的原因與結果：性別、信念、教師角色

與能力發展〉。台灣社會學 25：89‐123。 

 

1/4 Week 17  期末團體作業口頭報告 

每一組報告 15 分鐘，討論 5 分鐘 

【助教討論課】期末考複習 

 

1/11 Week 18  期末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