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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104-2 大學部一 A課程 

社會學（下） 

洪儀真老師 

yichen.hong@gmail.com 

■上課時間：週一 PM 2:10-5:10                                    

■上課地點：SS322                                  

 

一、 課程介紹 

本學期的社會學課程延續上學期進度，繼續探討社會學的關鍵概念與議題，包括重

要的社會制度結構面向，如家庭、教育、政治、醫療、工作，以及社會發展中不可忽視

的趨勢，資訊媒體的膨脹、全球化等等。課程的特色更在於社會學界新興或特殊研究主

題的介紹、亦觸及當前冷門卻具備潛力的研究領域，包括藝術、身體、遊戲、時尚、運

動社會學等分支，期盼能夠拓展當代社會學研究的寬廣度、多樣化與活潑性。 

課堂以教師的演講為主，並採取綜論的方式，融匯不同學術文獻的要義，以避免定

於一尊、流於一家之言的囿限。相較於上學期著重社會學思想史與理論典範的介紹，本

學期加入更多社會學議題的實證研究探討，尤其著眼於台灣或當代國際社會現象的分析

與批判，並與日常生活結合。每堂課分組報告的主題將配合各週單元的議題，由同學自

行選擇相應的時事進行解析。繼上學期完成了社會學研究計畫的預備之後，本學期將付

諸實踐，從做中學。 

學海無涯，社會學之海漫漫無盡，船到橋頭自然直嗎？也要靠平日努力划槳才行。 

 

二、 修課與作業報告要求 

 

（一）【課程單元的分組報告】：每組於開學時各自選擇某一週課堂單元主題，例如「家

庭」、「教育」…，輪流於當週上台報告同一主題的時事評析或議題討論，報告時間約二

十分鐘，務必使用 PP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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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務必將 PPT檔

於上課前寄至教師信箱 yichen.hong@gmail.com (請勿寄到東海 tMail)，同時寄給你們的助

教，以利提早修訂內容，完善課堂上報告的表現。最理想狀況是盡早與老師與助教討論

你們的主題以及報告方向，充分預備為佳。 

mailto:yichen.hong@gmail.com
mailto:yichen.ho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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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常重要的助教課】：助教課的內容除了為同學解決課堂疑惑之外，亦包含當

週主題的延伸文獻閱讀與 memo撰寫，題材以相關實證研究為主，讓同學習得如何結

合社會學研究方法、理論與應用。助教課每堂皆會點名，且評估同學的出席與表現，

佔學期總成績 15%，不應任其荒蕪。在當週助教課進行時，需繳交至少一頁的助教課

文本 memo給助教，內容為：1.文獻重點摘要; 2.讀後心得，包含獲得的啟發與提出批

判性評論; 3. 提問與自身初步回應，由助教帶領討論。助教課的閱讀文本將納入期中期

末考範圍，切莫混水摸魚。 

 

（三）【力求進步的期中考】：考試內容以申論題為主，包括教師上課的內容，以及助

教課的文本。上課教材除了出自每週上課內容之外，亦將整合其他參考資料，因此親

臨課堂、專心聽講是必要的。本學期將提供課程內容的摘要 PPT於教學平台上，讓同

學掌握學習重點，然而僅是簡要版，完整內容唯有上課時段才能掌握。經過上學期的

考試，同學們應該已經知道，不僅要認真複習預備期中考，也要鍛鍊答題技巧，學習

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按部就班回答申論題，本學期請力求進步。 

 

（四）【爐火純青的期末考】：這將是你們第四次接受社會學申論題考試，相信你們皆

能精益求精，更上層樓，爐火純青。 

 

（五）【大展身手的期末報告】：本課程為一學年，上學期的期末報告計畫書為預備工

作，下學期各位將正式著手進行研究報告。期末報告字數為七千字（請勿討價還價）。

學期間請隨時與老師及助教討論，期末考當天 6/13（一）請繳交報告紙本給助教，並

將報告檔案上傳至教學平台，缺一者視為缺繳。報告格式請參考教學平台上置頂的《台

灣社會學刊》撰稿體例。 

 

三、 主要參考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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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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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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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期末考：20％ ;   個人期末研究報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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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度大綱 

週次 日期 課程主題 

第一週 02/15 春節收心假 

第二週 02/22 課程介紹與分組 

第三週 02/29 228補假 

第四週 03/07 私領域的客觀探究—家庭與親密關係 

第五週 03/14 解構學子沈重的軛—教育社會學 

第六週 03/21 政治與國族研究的社會學視野 

第七週 03/28 醫師診斷不到的地方—醫療與社會的關連 

第八週 04/04 兒童節、民族掃墓節放假 

第九週 04/11 期中考 

第十週 04/18 一個區域的工作發展水準，是看它休閒生活過得如何？ 

第十一週 04/25 時髦的社會學 

第十二週 05/02 身不由己，由誰？—身體的社會建構與形塑 

第十三週 05/09 意在瞭解美，不在消解美—藝術社會學 

第十四週 05/16 人生就是「戲」—社會生活的賽局模式與遊戲性質 

第十五週 05/23 無關社會運動的運動社會學 

第十六週 05/30 假亦真時真亦假—資訊社會的虛擬性與真實的重新定義 

第十七週 06/06 妳/你，全球化了嗎？ 

第十八週 06/13 期末考及繳交個人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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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詳細進度大綱及閱讀文獻 

 

第一週 02/15︰春節收心假 

 

第二週 02/22︰課程介紹與分組 

 

 本週任務：檢討上學期期末考考卷，並完成本學期助教課與課堂分組。 

 

第三週 02/29︰228補假 

 

第四週 03/07 ︰私領域的客觀探究—家庭與親密關係 

 

■主要參考文獻︰ 

 David M. Newman著，謝昇佑、魏龍達譯，<社會關係的建構：家庭與親密關係>。

《常民風格的社會學》，第 7章。台北：學富出版。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第八章<家庭社會學>。 

 蔡明璋，2004，<台灣夫妻的家務工作時間：親密關係的影響>。《台灣社會學》，

第 8期，頁 99-131。 

 

■助教課閱讀文本： 

 陳婉琪，2014，< 都是為了孩子？父母離婚負面影響之重新評估>。《台灣社會學

刊》54: 31-73。 

 

第五週 03/14︰解構學子沈重的軛—教育社會學 

 

 電影觀賞 <春風化雨> (Dead Poets Society)，1989。 

■    參考文獻︰ 

 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教育、社會與文化中的再生產) ,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ichard 

Nice. London ; Beverly Hills : Sage Publications, 1977. “Exclusion and selection” (排

擠與篩選) Pp.142-167& “The ideological function 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教育

體系的意識型態功能) Pp. 194-210.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第九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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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課： 

 由助教帶領討論<春風化雨>電影，並於課後撰寫至少一頁的心得報告，下週繳交。 

 

第六週 03/21︰政治與國族研究的社會學視野 

 

■主要參考文獻︰ 

 曾嬿芬、吳介民，2010，〈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的政治面向：移居中國之台

灣人公民身份政策為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2：93-143。  

 吳介民、廖美，2015，<從統獨到中國因素：政治認同變動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台

灣社會學》第 29期，頁 87-130。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第 13章，<權力與政治體系>。 

 

■助教課閱讀文本： 

 韋伯(Weber, Max)著,康樂等編譯， 1989,  《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 III》。 台北：

遠流。<導言—支配的類型：韋伯的政治社會學>&<I: 正當性的基礎>，Pp. 1-27。 

 

第七週 03/28︰醫師診斷不到的地方—醫療與社會的關連 

 

■主要參考文獻︰ 

 蔡友月，2014， <基因科學與認同政治：原住民 DNA、台灣人起源與生物多元文

化主義的興起>，《台灣社會學》第 28期，頁 1-58。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第 11章，<醫療>。 

 延伸閱讀：蔡友月，2009，《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

源》。台北：聯經出版社。 

 

■助教課閱讀文本： 

     許甘霖，2013，〈尖刀砍進你身體以成為最美麗的人：生活風格醫療的社會特徵〉，      

「巷仔口社會學」，2013/7/29。http://twstreetcorner.org/2013/07/29/xuganlin/ 

      許甘霖，2011，＜醫療化、醫權政治，與治療型國家：一個策略–關係取向的                     

批判＞，《社會分析》，第三期，頁 119-140。 

  

第八週 04/04︰民族掃墓節、兒童節放假 

http://twstreetcorner.org/2013/07/29/xugan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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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04/11︰期中考 

 

第十週 04/18︰一個區域的工作發展水準，是看它的休閒生活過得如何？ 

 

■主要參考文獻︰ 

 Chris Rojek 著， <休閒與旅遊>。收錄於 Crag Calhoun等著，2010，《進階社會學

手冊》，第 17章。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第 12章，<經濟與工作>。 

 

 助教課閱讀文本： 

 Goodale, Thomas L. (托瑪斯‧古德爾)、Godbey, Geoffrey C (杰弗瑞‧戈比)著，成

素梅等譯，2000，《人類思想史中的休閒》。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第六章<工業

主義、娛樂和休閒>，頁 105-121。 

  

第十一週 04/25︰時髦的社會學 

 

■主要參考文獻︰ 

 《趣味社會學》第四章<趣味與時尚>。頁 90-132。 

 Simmel, Georg（齊奧爾格•西美爾）著，顧仁明譯，2000，《金錢、性別、現代生

活風格》。<時尚心理的社會學研究>，頁 93- 101。上海：學林。 

 延伸閱讀（一）：喬安妮‧恩特維斯特爾(Joanne Entwistle)著，郜元寶 等譯，2005，

《時髦的身體︰時尚、衣著和現代社會理論》(The Fashioned Body: Fashion, Dres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廣西師範大學。 

 延伸閱讀（二）：Ashley, Mears, 2011, Pricing Beauty : the Making of a Fashion Model.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助教課閱讀文本： 

 Simmel, Georg（齊奧爾格•西美爾）著，費勇、吳曣譯，2002，《時尚的哲學》。

<時 尚的哲學>，頁 70-93。北京：文化藝術，2002。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5B%E8%8B%B1%5D%E5%96%AC%E5%AE%89%E5%A6%AE%E2%80%A7%E6%81%A9%E7%89%B9%E7%B6%AD%E6%96%AF%E7%89%B9%E7%88%BE&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83%9C%E5%85%83%E5%AF%B6+%E7%AD%89&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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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05/02︰身不由己，由誰？—身體的社會建構與形塑 

 

■主要參考文獻︰ 

 Nick Crossley 著， <社會學與身體>。收錄於 Crag Calhoun等著，2010，《進階社

會學手冊》，第 25章。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文軍，2011，<身體社會學>，收錄於黃瑞祺主編，《當代社會學》，頁 179-191。

台北：東華出版社。 

 延伸閱讀：黛布拉‧L.吉姆林(Debra L.Gimlin)著，黃華、李平譯，2010，《身體

的塑造︰美國文化中的美麗和自我想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助教課閱讀文本： 

 鄭斐文，2013，〈社會建構論、批判實在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觀點下的身體與社會：

以肥胖議題為例〉。《台灣社會學刊》53： 143-182。 

 

第十三週 05/09︰意在瞭解美，不在消解美—藝術社會學 

 

■主要參考文獻︰ 

 Alexander, Victoria D.著,張正霖、陳巨擘譯，2006,《藝術社會學：精緻與通俗形式

之探索》。台北：巨流。第一章 <導論：何謂藝術？>。 

 洪儀真，2012，<作為社會存有的藝術家及其現實生存問題：一種藝術社會學的探

照>。《現代美術》第 162期，頁 6-17。台北市立美術館出版 

 張義東，2015， <藝術作品的文本與脈絡： 文明化過程理論視角理得莫札特、委拉茲蓋

茲、華鐸>。收於許嘉猷主編，《藝術與文化社會學新論》，頁 319-339。台北：唐山。 

 

■助教課閱讀文本： 

 洪儀真，2014，<以創作的社會過程解析藝術作品：啟發與限制>。《社會分析》

第 9期。頁 45-85。 

 

第十四週 05/16︰人生就是「戲」—社會生活的賽局模式與遊戲性質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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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賽局模型>，頁 79-119。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5B%E7%BE%8E%5D%E9%BB%9B%E5%B8%83%E6%8B%89%E2%80%A7L.%E5%90%89%E5%A7%86%E6%9E%97&f=author
http://soc.thu.edu.tw/papers/Changfeiwen.pdf?%AB%D8%BAc%BD%D7%A1B%A7%E5%A7P%B9%EA%A6b%BD%D7%BBP%A6%E6%B0%CA%AA%CC%BA%F4%B5%B8%B2z%BD%D7%C6%5B%C2I%A4U%AA%BA%A8%AD%C5%E9%BBP%AA%C0?%A1G%A5H%AA%CE%ADD%C4%B3%C3D%AC%B0%A8%D2.pdf
http://soc.thu.edu.tw/papers/Changfeiwen.pdf?%AB%D8%BAc%BD%D7%A1B%A7%E5%A7P%B9%EA%A6b%BD%D7%BBP%A6%E6%B0%CA%AA%CC%BA%F4%B5%B8%B2z%BD%D7%C6%5B%C2I%A4U%AA%BA%A8%AD%C5%E9%BBP%AA%C0?%A1G%A5H%AA%CE%ADD%C4%B3%C3D%AC%B0%A8%D2.pdf


 

洪儀真，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下）一 A，第 9頁 

 

 Huizinga, Johann (約翰‧赫伊津哈)著，多人譯， 1998，《遊戲的人》。杭州：中國美

術學院。第三章<推動文明進程的遊戲和競賽>&第十一章<遊戲狀況下的西方文明>，

頁 49-81 ＆193-217。 

 

■助教課閱讀文本： 

 Huizinga, Johann (約翰‧赫伊津哈)著，多人譯， 1998，《遊戲的人》。杭州：中國美

術學院。第十二章<當代文明的遊戲成分>，頁 218-237。 

  

第十五週 05/23︰無關社會運動的運動社會學 

 

■主要參考文獻︰ 

 林文蘭，2013，< 打出機會：原住民成為棒球選手的社會流動和訓練體制>。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90：43-114。 

 伊藤公雄、橋本滿編，郁貝紅等譯，2006，《你好  社會學：社會學是文化學習》。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十二章<體育運動>。 

 延伸閱讀：林文蘭 ，2011，< 棒球文化：紅土上的原住民文化展演和運動儀式>。

《文化研究》12：203-259。 

 

■助教課閱讀文本： 

 林文蘭，2015，< 打出差異：原住民棒球夢的現實與虛幻>。《體育學報》48(3)：

291-308。 

 

第十六週 05/30︰假亦真時真亦假—資訊社會的虛擬性與真實的重新定義 

 

■主要參考文獻︰ 

 林意仁，黃厚銘， 2012, <流動的群聚（mob-ility）：重探虛擬社區的社區議題>。               

《新聞學研究》115：1-50。 

 《現代美術學報》2015 年 5月第 29期<布希亞：思想與藝術專題>。高國魁，

<布希亞的影像藝術：虛擬現實和實境電視>，頁 97-126; 葉郁田，2015， <尚‧

布希亞的超真實觀點：其觀點與當代藝術創作的再現問題─真實性的建構>，          

頁 127-146。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出版。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第 12章，<資訊與社會>。 



 

洪儀真，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下）一 A，第 10頁 

 

■助教課閱讀文本： 

 翟本瑞，2011，<從社區、虛擬社區到社會網絡網站：社會理論的變遷>，《資訊社

會研究》 21:1-31。 

 

第十七週 06/06︰妳/你，全球化了嗎？ 

 

■主要參考文獻︰ 

 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J. Hobsbawm)著，吳莉君譯，2008，《霍布斯邦看 21世紀：

全球化，民主與恐怖主義》(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台北：麥田

出版社。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四版，第 19章，<全球化與社會變遷>。 

 

■助教課閱讀文本： 

 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J. Hobsbawm)著，吳莉君譯， 2008，《霍布斯邦看 21世

紀：全球化，民主與恐怖主義》。台北：麥田出版社。(東海圖書館 BOOK 552.1 

0044 2008) <恐怖主義>主題的相關內文， Pp.148-168。 

 

 

第十八週 06/13：期末考及繳交個人期末報告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89%BE%E7%91%9E%E5%85%8B%EF%BC%8E%E9%9C%8D%E5%B8%83%E6%96%AF%E9%82%A6&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ric+J.+Hobsbawm&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all&key=Globalisation,%20Democracy%20and%20Terrorism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89%BE%E7%91%9E%E5%85%8B%EF%BC%8E%E9%9C%8D%E5%B8%83%E6%96%AF%E9%82%A6&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ric+J.+Hobsbawm&f=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