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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社會學（Rural Sociology）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2161, Fall, 2015 
 

※ 這門課獻給我已故指導教授，Dr. Frederick H. Buttel，這位受人景仰的一

代鄉村社會學大師，一生影響了眾多鄉社學者；亦是引我進入鄉社與生物科技研

究，最具啟發性的導師。僅以這門課緬懷恩師，並紀念 Fred 與我共處的那段美

妙時光。 

 

 

授課時間: Tuesday 09: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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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PM or by appointment 
 

課程簡介：  

提到「鄉村」這一名詞，大家都不會陌生。但是提到「鄉村社會學」，可能

就會有人說: 有這樣一門學科嗎? 鄉村需要研究?  

我的答案是: 「鄉村」當然需要研究，且現在更需要我們的關注。 

和許多國家一樣，台灣經過工業化的洗禮，城市變為國家發展的重心，而隨

著鄉村人口外移、農業產值萎縮，鄉村逐漸被人們淡忘，成為多數人心中緬懷過

去的記憶，或是假日遊山玩水的去處。現代化固然縮短了城鄉差距，也使得鄉村

生活水準大幅改善，但是鄉村仍然保有其特殊性。而占鄉村經濟活動中重要一環

的農業，即使被視為是沒落的夕陽產業，依舊被認為是一國社會、歷史、文化的

重要資產。如果說｢農為邦本｣，我們又怎能忽略我們的鄉村及生活在那裡的人民? 

因此，雖然城市及都市社會學是許多社會學家的焦點，但仍然有部份的社會

學及相關領域學者持續研究鄉村、農業、環境及其他有關的議題。「鄉村社會學」

這個領域自成立以來，和其他學科一樣歷經盛衰，但在近年來有愈來愈蓬勃的氣

象。一方面，許多國家的鄉村社區及農業生產經歷重大變革，鄉村居民面臨的許

多問題不斷地吸引學者關注。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的浪潮，全球農糧體系的改

變與整合，地球環境的持續惡化，也使得愈來愈多的學者投入鄉村研究（rural 
studies），應用的理論、方法愈趨多元，鄉村社會學的研究日漸活潑，廣度及深

度愈見提昇。 

在這一學期中，我們會探訪鄉村社會學這一領域的歷史及其曾經歷的危機與

轉機。我們會從農業、社區、及環境三方面來討論主要的理論與議題，以台灣的

個案或實證研究做為閱讀文本的基礎。此外要說明的是，大多數在亞洲及非洲的

人民仍然是居住在鄉村地區，因此鄉村的建設與發展被許多國際組織（例如: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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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銀行及聯合國等）視為努力提昇該地區生活水準的重要關鍵，鄉村研究也因此

常與發展社會學（Sociology of Development）一起討論。因我個人研究興趣的關

係，加上時間有限，這部分的文獻只好割愛。 

  

教學目標： 

在這門課程中，我將從「農業、社區、及環境」三個傳統鄉村社會學中的重

要面向，來介紹鄉村社會學的研究範疇與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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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教材範圍侷限在台灣的研究成果

上。不論今天台灣的鄉村發展到何種程度，我們應先知道自己的歷史與問題，才

能清楚思考未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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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rural?  What is rurality?  What is unique about rural sociology as a 
discipline? （什麼是 rural and rurality? 鄉村社會學這個領域有何特殊之處?） 

 What are the mai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of rural studies? 
（鄉村社會學或鄉村研究主要的理論與方法是什麼?）  

 What do we mean rural development?  What are some particular problems 
affecting the current rur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什麼是鄉村發展? 台灣目

前的鄉村發展面臨什麼問題?） 
 Can Taiwan develop a viable environment for research in rural sociology or rural 

studies? If so, how and in what ways? （臺灣能否建立一深具活力的鄉村社會

學或鄉村研究的領域? 如何建立? 朝何處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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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社

會學中不同的研究面向；明白鄉村發展對社會及國家的重要性；探討何種內外因

素形塑了台灣目前的鄉村面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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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方式及說明： 

 即使將內容聚焦於台灣的鄉社研究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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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

及農業發展歷程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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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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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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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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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Weekly Assignments（個人每週作業）   48% 
  Field Research Reports （田野調查報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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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導讀小組。老師的建議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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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答老師在作業中提出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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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讀與之後的 Q&A 約占 30~40 分鐘左右。 
注意：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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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員各

自需繳交該週的個人作業；3）導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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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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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ly Assignments（個人每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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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一週與最後兩週之外，共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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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篇作業，

於 2015 年 11 月 10 日之前繳交 4 篇，之後繳交 5 篇。若繳交作業總篇數超過 9
篇者，選擇得分最高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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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前只交 3 篇作業，但在之後繳交 6 篇，這位同學作業繳交總篇數為 8 篇，

不是 9 篇（∵老師會選擇 11 月 10 日之後分數最高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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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學號-八位數日期（月－日－年）」，例如：

「memo-2161-1009156-0915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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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 Research Reports（田野調查報告）：說明見附錄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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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多繳交一篇田野調查報告，最多加分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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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或“2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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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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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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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內容與討論主題（Course Schedule） 
 

Part I. 課程簡介與導論 (Course Introduction & Overview) 
 
09/15/15  課程介紹（Introduction & Overview） 
No readings 

※ 課堂活動與討論：確定學生修課名單、進行小組分組 

 
09/22/15  導論 I：報告怎麼寫？文獻怎麼用？ 

（Reporting Writing & References）  
Readings: 

 Willams, Bronwyn T. and Mary Brydon-Miller 著、襲明譯，2007，《社會科學

論文寫作完全指導手冊》。台北市：湯姆生。（Willams, Bronwyn T. and Mary 
Brydon-Miller, 1997, Concept to Completion: Writing Well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elmont, CA: Wadsworth.）［We will read Ch. 4~5.］ 

 吳珮瑛，2011，《老師在講你有在聽嗎？－論文寫作之規範及格式》。台北市：

翰蘆。［We will read Ch. 4.］ 
※ 課堂活動與討論：小組分組事宜、決定小組上台報告日期 

 
09/29/15  導論 II：什麼是鄉村？什麼是鄉村社會學？ 

（What is Rural? What is Rural Sociology?） 
Readings: 

 楊懋春，1983，《鄉村社會學》。台北：正中。 
［We will read part of Ch. 1 & Ch. 3］ 

 王俊豪，2014，〈台灣城鄉系統分類之研究—哪裡是農村？〉。《台灣農學會

報》15（1）：18-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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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15   導論 III：台灣的農村變遷 
   兼論研究方法 
Readings: 

 吳晟，1982，《農婦》。台北市：洪範。［我們將唸部份選輯］ 
 莊英章，1972，〈台灣農村家族對現代化的適應－一個田野調查實例的分

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4：85-98。 
※ 本週小組導讀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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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農業社會學 (Sociology of Agriculture) 
 

10/13/15   休閒農業 
Readings: 

 顏建賢，2008，〈休閒農業與台灣鄉村活化策略〉。《鄉村旅遊研究》2（1）：
53-62。 

 耿壽山、梁炳琨，2014，〈台中市新社區新社花海節的地方建構〉。《區域與

社會發展研究》5（1）：3-35。 
 
10/20/15   農村婦女 
Readings: 

 張暐舜，2014，《從台灣農村民宿女主人談農村婦女的生命經驗與賦權》。台

北：台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 
※ 本週繳交第一份田野調查報告 

 
10/27/15   新進農民 
Readings: 

 請同學自行上網查詢並閱讀有關農委會的「漂鳥計畫」。 
 林勇信，2011，〈影響新進農民從農因素之研究~以漂鳥結訓學員為例〉。《高

雄區農業改良場研究彙報》22（2）：18-36。 
 
11/03/15  WTO 與台灣農業：以休耕為例 
Readings: 

 請同學自行上網查詢並閱讀有關農委會一系列的「休耕計畫」。 
 陳逸潔、張靜貞，2009，〈由 WTO 看台灣休耕政策〉。《經濟前瞻》122：62-68。 
 張雅惠，2014，〈「小地主大佃農」之農地使用權型態對農地利用影響－以宜

蘭縣三星鄉為例〉。《土地經濟年刊》25：100-131。 
 

11/10/15  期中考週：停課，改成 Office Hour: 與老師討論田野調查主題 
 
11/17/15  有機農業 
Readings:  

 張詠涵，2013，《台南地區農民從事有機農耕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都市

計劃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We will read Ch. 1~2 & 5~6.］ 
 
11/24/15  有機小農的生存 
Readings: 

 戴俊傑，2015，《需要驗證嗎？「有機」茶的信任建構》。台中：東海大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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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We will read Ch. 4~6.］ 
 

Part III. 鄉村社區與環境 (Rural Communities and Environment) 
 
12/01/15  敘事‧受壓迫者‧農地 
Readings: 

 鄧筑媛，2013，《改變，從故事開始：受壓迫者敘事與法律改變》。台北：台

灣大學法律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We will read Ch. 1~2 & 5.］ 
※ 本週繳交第二份田野調查報告 

 
12/08/15  鄉村工業化 
Readings: 

 蔡宏進，1993，《鄉村發展的理論與實際》。台北市：東大。［We will read Ch. 
29—鄉村工業化.］ 

 施柏榮，2011，《全球經濟再結構下的台灣農地政策：去管制？或再管制的

失敗？》。台北：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We will read Ch5.］ 

 
12/15/15  農村再生‧土溝．社區營造 
Readings: 

 請同學自行上網查詢並閱讀有關農委會的「農村再生計畫」。 
 魯俊孟、邱偉誠，2011，〈農村與大學在社區總體營造事務之夥伴關係：以

倡導聯盟觀點視之〉。《As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Policy》1（1）：123-154。 
 

12/22/15  原住民社區 
Readings: 

 顏愛靜，2015，〈土地倫理為本之永續農業和原住民社區發展：以新竹縣尖

石鄉泰雅族部落為例〉。《都市與計劃》42（2）：209-233。 
 
12/29/15  文化與農村社區 
Readings: 

 陳炳森，李建平，曾宇良，莊翰華，2012，〈以文化角度看農村社區之災後

重生—以埔里桃米社區及古坑華山社區為例〉。《農業推廣文彙》57：
271-297。 
※ 本週無小組導讀 

 
01/05/16  台灣鄉村社會學的未來（The Future of Rural Sociology in Taiwan） 
   課程回顧與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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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s: 
 蔡宏進，2003，《新鄉村社會學》。台北市：全華。［We will read Ch11.］ 

※ 本週無小組導讀 

 
01/12/16  期末考週，停課：撰寫田野調查報告 

※ 第三份田野調查報告 due date: 01/12/16, 12PM, 系辦特定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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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鄉村社會學 2161, Fall 2015  
 

田野調查報告說明 
 
※ 本學期將有三份田野調查報告，修課同學僅需繳交其中二份。報告字數不限，

但太短的報告將會得到令你／妳懊悔的分數。報告中必須引用及回應本課程

所講授的指定閱讀文本，並加入個人的研究心得。報告中第一部分必須說明

調查主題（或問題意識）、研究過程、訪談對象、與受訪者的關係等；第二部

分須包含訪談資料的整理、資料分析、研究發現與心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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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網路資

料等不可超過全文的五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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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並不需要附上田野筆記（如參與觀察的記錄、訪談逐字稿、訪談筆記等），但

是附上的報告可以加分。 
※ 評分標準：以訪談與蒐集資料的呈現完整度、分析深度、與文獻對話程度及

原創力等為主。 
※ 作業需打字，12 字體，1.5 行高，指定繳交日期時上課交紙本，並請上傳至

教學平台以為備份。遲交作業者，不予計分。 
※ 欲多繳交調查報告做為加分作業者，請在報告封面上註明。 
※ 預計田野調查報告繳交日期如下： 
田野調查一：10/20/2015，in class 
田野調查二：12/01/2015，in class 
田野調查三：01/12/2016，12PM，系辦特定信箱 

 

 

 

田野調查主題一：什麼是鄉村？什麼是農村？ 
 訪問來自鄉村／農村以及來自都市的民眾各三位，了解他們對於「鄉村」

或是「農村」的定義與想像。所謂「來自鄉村／農村」或是「來自都市」

是指戶籍地是鄉村／農村或是都市；也可以是在鄉村／農村或是都市居住

長達 15 年以上，自認是「鄉下人」或「都市人」的民眾。訪談對象可以是

自己的親戚或朋友。選擇訪談對象時應考慮性別（男、女）與年齡（老、

中、青1），盡可能涵蓋不同的人口變項組合。訪談重點在於理解生長於不同

地區的民眾對於鄉村的定義與想像是否有極大差異，以及甚麼因素可以解

釋此種差異。訪談問題至少應該包括：1)如何定義鄉村／農村？鄉村與農村

有差別嗎？2) 如何定義都市？都市與鄉村最大的差別是什麼？3)台灣的鄉

村／農村最可貴的地方是什麼？最令人厭惡的是什麼？4)近年來台灣鄉村

                                                 
1 可依年齡來尋找訪問對象：老年（55-70）、中年（36-54）、青年（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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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最大的是什麼？5)喜歡居住在鄉村還是都市？6)需要保護鄉村嗎？7)
如何解釋訪談者不同的說法等等。報告中應整理、比較、歸納這六位受訪

者的訪談資料，並與你／妳自己的意見做比較。 
 
※ 繳交日期：10/20/2015, in class 
 
  
 
田野調查主題二：有以下兩種選擇 
A. 鄉村／農村婦女 
 訪問四位鄉村／農村婦女，最好是涵蓋不同年齡層，或是不同地區（例如

漁村或是作物栽植村落）或是不同職業的較佳。訪談對象可以是自己的親

戚或朋友。訪談的重點在於了解：1)訪談對象的基本人口資料與生命歷程；

2)有無從事或是幫忙農事；3)對農業與鄉村／農村的看法是什麼；4)自認到

目前為止自己最大的貢獻是什麼；5)對自己生命與生活的滿意程度；6)對未

來有無任何想法等。報告中需整理歸納訪談資料，並提供分析與你自己的

想法。 
 
B. 誰是有機農民？ 
 訪問三位有機農民，最好是涵蓋不同性別，不同年齡層，或是不同作物的

農民較佳。訪談對象可以是自己的親戚或朋友。訪談的重點在於了解：1)
訪談對象是否是從慣行轉向有機農業？2)是否是中年轉向有機農業？3)為
何要從事有機農業？4)從事有機農業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什麼？對自己目

前的有機農業經營有何看法或評估？5)是否得到農政單位的協助？對政府

有何建議？6)給有志從事有機農業農友的建議；7)對未來的規劃或是其他想

法等等。報告中需整理歸納訪談資料，並提供分析與你自己的想法。 
 
※ 繳交日期：12/01/2015, in class 
 
 
 
 
田野調查主題三：開放讓同學自行選定，歡迎學期中與老師討論。 
 
※ 繳交日期：01/12/2016，12PM，系辦特定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