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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下學期東海大學社會學系、通識教育中心雙掛課程大綱】 

 

《異質空間社會學專題：釘子戶、搖滾客、精神病》 

Sociology of Heterotopia: Nail Household, Rocker, Psychosis 

授課者：楊友仁博士   

Email: yyren@ms34.hinet.net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5:00 

2018年年年年．．．．春春春春 

Office hour：：：：每週五每週五每週五每週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5:00(請事先預約請事先預約請事先預約請事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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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本課程的基本問題是：什麼是『差異』？社會如何(不)面對/對待/創

造/處理『差異』？「空間」的生產、轉化、毀壞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

色？這些又如何影響人們覺得自己是什麼的這回事？ 

社會學家向來關懷「差異」的課題，比如高夫曼的名著《汙名：管理

受損身分的筆記》、《精神病院：論精神病患與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

傅柯點出空間面向對於「主體」形成的重要性，在著述中提出了『異質空

間/異托邦(heterotopia)』這個概念，引發相當多的後續研究探索。 

本課程將從本地社會的歷史-地理脈絡出發，以過去 20 年授課者參與

其中的『異質空間/異托邦』生產的案例—康樂里、寶藏巖、樂生療養院、

黎明幼兒園，佐以相關的文本、影像、音樂與實體地景，透過『釘子戶』、

『搖滾客』、『精神病』這三個可能被人們視為『差異對象』的異質範疇的

討論，來貼近、回應這些重要的社會學課題，以及你對自身的疑惑。下面

列了幾種有可能(不)面對/對待/創造/處理『差異』的 pattern： 

1. 分類，e.g. 傅柯(M. Foucault ) on 瘋癲 

2. 汙名，e.g. 釘子戶，高夫曼(E. Goffman) on 汙名 

3. 獵奇，e.g. 攝影、觀光客的凝視 

4. 隔離，e.g. 精神病院、樂生院 

5. 消滅，e..g. 包曼(Z. Bauman) on 現代性與大屠殺 

6. 同化，e.g. 民族大融爐(melting pot) 

7. 規訓，e.g. 傅柯(M. Foucault ) on 規訓與懲罰 

8. 矯正，e.g. 中共 on 法輪功學員，政治犯 

9. 容忍，e.g. 創意新貴(Creative class)與同性戀指數理論 

10. 團結，e.g. 搖滾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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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麻木不仁，e.g. 齊美爾(G. Simmel) on Blasé attitude  

你覺得還有像什麼呢？覺不覺得，這是有趣而重要的課題？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I：：：：釘子戶釘子戶釘子戶釘子戶(Nail Household) 

    這個單元要討論的，不只是「釘子戶」這個名詞如何社會地產生，更

要面對形塑著空間政治與主體形成的社會權力與空間正義。近年來最常聽

聞的「釘子戶」修辭，當屬中國大陸的拆遷新聞，以及台灣的都市更新(如

士林王家)、市地重劃(如黎明幼兒園)、工程拆遷(如樂生療養院)等，當反

復見到一整家人捍衛自身權益、卻遭遇極大的權力壓迫、乃至於在中國大

陸常以自焚收場時，我們很難抱持嘲諷態度，認為釘子戶總是唯利是圖。 

    「空間」可以有很多分析方法，空間正義的判斷也有很多取徑，舉凡

財產權與公共利益、生命經驗與空間韻律、社會融合與排除、規劃的政治、

生活方式與消費選擇、私密性、階級、集權主義、家族、生產、交換與分

配、使用價值、居住、工作等等，都可以是空間分析常見的關鍵詞，但總

而言之對於空間的各式分析，總能聚焦在「正義」這個核心命題。我們如

何理解台灣的釘子戶與空間正義呢?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II：：：：搖滾客搖滾客搖滾客搖滾客(Rocker) 

在你的生活經驗中，有沒有這樣的朋友--熱愛搖滾樂，視之為在充斥

著靡靡之音的生活世界中，唯一能讓他們感動並激發情感力量的音樂形態，

對何謂”搖滾精神”有一套能侃侃而談的見解，還會不時向你推薦他/她認為

經典的樂團或歌曲，並不厭其煩的向你解釋歌曲或專輯的意涵。他/她們

有一群同樣愛好搖滾樂的朋友，不時會聚在一起交流音樂的資訊，有時會

「揪團」一起去看他們心中的「天團」表演，甚至進一步組樂團搞 band。

搖滾樂對他們而言，超越了娛樂與休閒的功能，是一種生活風格與生命態



3 

 

度的展現，乃至於牽引著他們以抗拒規範、拒絕盲從、凸顯歧異的方式進

行生活實踐？你有這樣的朋友嗎？或者，你就是其中之一？ 

許多音樂社會學研究都嘗試探討上述這些搖滾樂的文化現象，發掘其

中的社會學意涵。不論是「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理論或是「次文

化(subculture)」理論，在不同立場上均指出搖滾樂與生活風格以及意識形

態的關係。其中，次文化理論主張搖滾樂迷有主動創造文化的能力，他們

挪用或改造既有的音樂元素，結合自己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經驗，創造能凝

聚認同的音樂風格與意識型態，讓受到壓抑、邊緣化的群體有機會開展異

質的論述、文化形式與抵抗空間。雷鬼樂、納粹搖滾(Nazi Rock)與龐克等，

都是次文化理論所彰顯的重要範例。又如 Grossberg(1984)提出「搖滾機

制(rock apparatus)」與「情感同盟(affective alliance)」的思路，討論搖滾

樂如何在樂手、商業機制、樂迷等多方力量的共構過程中，形成一股屬於

搖滾社群的情感力量，不斷驅動搖滾場域進行具有社會意義的文化生產，

其所蘊含的培力(empowerment)效果，如何使得對搖滾樂的文化認同之能

夠進一步轉化為行動的力量，在現代社會中開展異質文化抵抗的動態？ 

如同 Grossberg所言：「情感培力不保證抗爭、甚至是生存，但它確實

提供了生存、抗爭所必要的『能源』」，縱使搖滾樂所開展的文化與意識形

態對熱愛此種音樂的人們產生了啟蒙、引導的作用，但是，是什麼驅動著

搖滾樂的場域裡不斷發生具有抵抗性、顛覆性與創造性的文化及社會行動?

本課程單元將以「音樂場景(music scene)」和「文化行動主義(cultural 

activism)」的視角切入，探索由搖滾樂開啟的情感政治及文化行動，鑲嵌

在台灣社會的歷史發展脈絡中，所呈現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 

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III：：：：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Psychosis) 

  我一定是瘋了，所以才開這門課！讓我們來讀讀傅柯的瘋癲史，想想

如何「看」龍發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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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進度 

Week 1  2/27   

導論 從無聲到有聲的所在 

課程介紹、取得權利義務共識、確認分組、登記印講義、觀賞影片。 

 

 

Week 2  3/6 

主題一  異質空間、社會權力與主體政治 

Lefebvri, H.著/李春譯([1972]2007)《空間與政治(第二版)〉，〈導言〉，

pp.1-16；〈空間〉，pp.17-33。 

Foucault, M.著/陳志梧譯([1986]1993)〈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

夏鑄九、王志弘編《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pp.399-409。(電

子檔) 

Goffman, E.著/曾凡慈譯([1963]2010)《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Ch1

〈汙名與社會身分〉，pp.1-49。 

音樂欣賞：〈釘子戶〉(左小詛咒) 

影片欣賞：《我們家在康樂里》 

延伸閱讀 

王志弘(2016)〈傅柯 Heterotopia翻譯考*〉，《地理研究》，65: 75-105。(電

子檔) 

Soja, E.著/陸揚等譯(2005)《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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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旅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夏鑄九(2016)《異質空間之營造》，台北：唐山。 

 

 

Week 3  3/13   

主題二  都市淨化與反迫遷運動：康樂里 

Lefebvri, H.著/王志弘譯([1979]2001)〈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包

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pp.47-58。 

黃孫權(2012)《綠色推土機：九零年代的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

與制度化地景》 Ch4〈台北主義〉，pp.91-106；Ch5〈反對市府推土機運

動〉，pp.119-158。 

音樂欣賞：〈大爺吃早餐了〉(黑手那卡西) 

延伸閱讀 

楊友仁(2013)〈金融化、城市規劃與雙向運動：台北版都市更新的衝突探

析〉，《國際城市規劃》，28(4): 27-36。(電子檔) 

Yang, D.Y.R. and Chang, J. C. (2018)Financializing space through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Urban Renewal, Taipei Style. Urban 

Studies, forthcoming. (電子檔) 

 

 

Week 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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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  違建的汙名與文化身份的形成：寶藏巖 

張立本(2011)〈都市治理與社會運動的文化策略：台北市寶藏巖違建運動〉，

《中外文學》，33(9): 109-142。(電子檔) 

楊友仁(1998)〈循環的債務：對臺北市違章建築與都市規劃的歷史觀察〉，

《城市與設計學報》， 4:301-314。(電子檔) 

延伸閱讀 

王志弘(2003)〈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1967-2002〉，《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52: 121-186。(電子檔) 

侯志仁主編(2013)《反造城市：台灣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台北：左岸文

化。 

張偉瑜(2013)《封印之地：三重大同南段都市更新案「違建」身份的形成》，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Week 5  3/27   

主題四  釘子戶之多重主體敘事：樂生故事多 

黃詠光(2007)《樂生故事：樂生院拆遷抗爭中的敘事、主體與抵抗政治》，

pp. 9-115，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影片欣賞：《樂生活》 

延伸閱讀 

姚耀婷(2010)《重思治理術與日常生活實踐：以樂生/新莊對立語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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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郭文華(2012)〈邊緣之外的「天棄之民」：漢生病與樂生療養院〉，陳姃湲

編著，《看不見的殖民邊緣》，pp.160-175。 

Goffman, E.著/曾凡慈譯([1963]2010)《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Ch3

〈團體結盟與自我認同〉，pp.125-147。 

 

 

Week 6  4/3   

校外教學 

黎明幼兒園或樂生療養院黎明幼兒園或樂生療養院黎明幼兒園或樂生療養院黎明幼兒園或樂生療養院 

 

 

Week 7  4/10    

主題五  議題動員與情感動員：作為烏托邦的音樂場景 

蕭長展、楊友仁(2014)〈初探台灣的議題動員取向演唱會：以正義無敵及

音樂生命大樹下為例〉，《社會分析》，8: 117-149。(電子檔) 

陳美寰(2016) 《音樂祭的在地實踐－蚵寮小搖滾與南吼音樂季》，p.23-106，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音樂欣賞：樂生那卡西《被遺忘的國寶》專輯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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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berg, L.著/張育章譯([1984]1994)〈我寧可痛苦也不願麻木不仁—搖

滾：快感與權力〉，《島嶼邊緣》，11: 86-97; 12: 112-120。(電子檔) 

Bennett, A.著/孫憶南譯([2001]2004)《流行音樂的文化》，台北：書林。 

Frith, S.著/彭倩文譯([1978]1994)《搖滾樂社會學》，台北：萬象。 

Wicke, P.著/郭政倫譯([1990]2000)《搖滾樂的再思考》。台北：揚智。 

 

 

Week 8  4/17  

主題六  另翼造音：異議之聲與抵抗性認同 

何東洪、鄭慧華、羅悅全等編著(2015)《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

探索》，台北：遠足文化、立方文化/立方計劃空間。 

羅悅全〈關乎音樂，不只是音樂〉，p.10-13。 

何東洪、鄭慧華、羅悅全〈造音翻土—展覽導論〉，p.14-17。 

丘延亮、何東洪〈民歌採集運動與青年下鄉—丘延亮的回憶點滴〉，

p.62-71。 

黃國超〈台灣山地流行歌曲〉，p.72-77。 

何穎怡〈台灣新音樂的顛覆和矛盾〉，p.106-111。 

王淳眉、羅悅全〈水晶唱片〉，p.112-113。 

劉雅芳〈王明輝與黑名單工作室—從《抓狂歌》到〈不在場證明〉〉，

p.114-121。 

馬世芳〈以歌造反：管窺台灣異議歌曲〉，p.122-129。 

陳柏偉〈邊緣翻騰：黑手那卡西的社運音樂實踐〉，p.130-137。 

何東洪〈獨立音樂的情感認同與危機--「地下社會」的生與死〉，p.13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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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仁嫻〈地下社會大事紀〉，p.144-146。 

音樂欣賞：《黑手參》專輯(黑手那卡西) 

延伸閱讀 

亦咸(1991)〈台灣新音樂的顛覆與矛盾〉，《聯合文學》，82: 95-105。 

陳柏偉、何東洪(2012)〈通俗音樂作為社會運動：一個開展與反思〉，2012 

年文化研究年會研討會論文。(電子檔) 

張育章(1996)〈望花補夜-台灣地下音樂發展的歷史脈絡〉，《中外文學》，

25(2): 109-129。 

張釗維(2003)《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台灣現代民歌運動史》，台北：滾

石文化。 

Padel, R.著/何穎怡譯([2000]2006)《搖滾神話學：性、神祇、搖滾樂》，

台北：商周。 

 

 

Week 9  4/24  期中考周，不考試，影片欣賞 

《諸眾之貌--黑手那卡西》(97分鐘) 

《台北抽搐》(68分鐘) 

延伸閱讀 

郭佳(2016)《追問新工人文化及其中港台民眾連帶：從「新工人藝術團」

形塑「新工人階級」之文化行動入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學位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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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0  5/1   

主題七  另逸造音：空間、身體與聲音解放 

何東洪、鄭慧華、羅悅全等編著(2015)《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

探索》，台北：遠足文化、立方文化/立方計劃空間。 

陳界仁〈機能喪失第三號〉，p.147-153。 

林其蔚〈台灣地下噪音—學運反文化之聲〉，p.154-167。 

羅悅全〈零與聲音解放組織〉，p.168-169。 

游崴〈1990 年代的地下刊物〉，p.170-171。 

羅悅全〈王福瑞/NOISE〉，p.168-169。 

張鐵志〈濁水溪公社〉，p.174-175。 

游崴〈吳中煒與九零年代破爛視聽〉，p.176-183。 

王淳眉〈春天吶喊〉，〈北區大專搖滾聯盟/野台開唱〉p.184-185。 

黃孫權〈往舞會的路上—台灣瑞舞十年 1995-2005〉，p.186-199。 

吳牧青〈幽微的常民電音—再見，桃園的大會操〉，p.200-206。 

張又升〈認真唱爛別人的歌—黑狼那卡西與台灣搖滾場景〉，p.232-237。 

音樂欣賞：工業噪音 

延伸閱讀 

Attali, J.著/宋素鳳、翁桂堂譯([1977]1995)《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

台北：時報。(簡體版電子檔) 

Mckay, G.著/黃孫權、邱德真譯(2008)《自己幹文化—派對與革命》，台北：

破週報。 

*O’Hara, C.著/張釗維、吳佳臻譯([1995]2005) 《龐克的哲學：不只是噪音》，

台北：商周。 



11 

 

梁桂嘉(2006)《龐克風格在視覺設計上之探討與創作應用》，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Padel, R.著/何穎怡譯([2000]2006)《搖滾神話學：性、神祇、搖滾樂》，

台北：商周。 

 

 

Week 11  5/8   

主題八  獨立樂團與獨立音樂論述形構 

簡妙如(2013)〈台灣獨立音樂的生產政治〉，《思想》，24: 101-121。(電子

檔) 

何東洪(2013)〈獨立音樂認同的所在：「地下社會」的生與死〉，《思想》，

24: 123-137。(電子檔) 

張鐵志(2013)〈「唱自己的歌」：台灣的社會轉型、青年文化與流行音樂 〉，

《思想》，24: 139-148。(電子檔) 

張世倫(2011)〈怎樣「反叛」，如何「抗議」？試論「搖滾樂改變世界」

的政治想像〉，《台灣社會研究》，81: 443-461。(電子檔) 

音樂欣賞 

延伸閱讀 

何東洪(2003)〈搖滾樂文化的靠攏：「地社掛」Tone 的初探〉，2003 年文

化研究學會年會暨研討會論文。(電子檔) 

蔡宜剛(2001)《搖滾樂在台灣之可能與不可能》，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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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th, S., Straw, W. and Street, J.著/蔡佩君、張志宇譯([2001]2005)《劍橋大

學搖滾與流行樂讀本》，台北：商周。(東海圖書館) 

 

 

Week 12  5/15  影片欣賞 

《飛越杜鵑窩》(133分鐘) 

 

 

Week 13  5/22 

主題九  『處裡』精神病的歷史：愚人船與精神病院 

Foucault, M.(1988)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

史》，Ch1〈”愚人船”〉，pp.1-24；Ch2〈大禁閉〉，pp.25-42；Ch9〈精神病

院的誕生〉，pp.155-179。(簡體版電子檔) 

延伸閱讀 

Porter, E./巫毓荃譯([2002]2008)《瘋狂簡史》，台北：左岸文化。 

黃暉(2010)〈瘋癲的沉默與理性的獨白：解讀福柯的《瘋癲與文明》〉，《法

國研究》，76: 47-53。(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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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4  5/29 

主題十  殖民、疾病、現代性：踏入台灣精神病院 

陳姃湲(2012)〈在照顧治療與隔離收容之間：殖民地台灣的精神病院〉，

陳姃湲編著《看不見的殖民邊緣》，pp.144-159。 

陳惠敏(2000)《「瘋狂」的劇場：精神病人的互動與表演初探》，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音樂欣賞：《破病人生》專輯(慈芳關懷中心) 

延伸閱讀 

Porter, E./巫毓荃譯([2002]2008)《瘋狂簡史》，台北：左岸文化。 

Goffman, E. /群學翻譯工作室譯、萬毓澤校訂([1961]2012)《精神病院：論

精神病患與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台北：群學。 

 

 

Week 15  6/5 

主題十一  自我與他者的辯證：「看」龍發堂 

黃筑(2007)《龍發堂攝影研究》，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延伸閱讀 

曾仁杰(1998)《慢性精神病患安置於龍發堂的問題及相關因素之探討》，

東海大學社工系碩士論文。(電子檔) 

鄧均豪(2011)《強制社區治療制度之社會治理機能》，臺灣大學科際整合

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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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6  6/12 

主題十二  發動異托邦：帳篷劇場 

朱柏寧(2012)《異托邦的萌生：海筆子帳篷劇團》，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學位論文。(電子檔) 

影片欣賞：《大帳篷-想像力的避難所》 

延伸閱讀 

李裡峰(2007)〈土改中的訴苦 :一種民眾動員技術的微觀分析〉，《民國研

究》，2007 年第五期，pp.97-109。(電子檔) 

 

 

Week 17  6/19   

緩衝周 完成所有課程 

Coda  康樂里在上海 

 

 

Week 18  6/26  期末演講、對談 

謝碩元(愁城成員，無妄合作社貝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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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王志弘編(2011)《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台北：群學。 

何東洪、鄭慧華、羅悅全等編著(2015)《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

探索》，台北：遠足文化、立方文化/立方計劃空間。 

夏鑄九、王志弘編(1993)《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唐

山。 

陳美寰(2016) 《音樂祭的在地實踐－蚵寮小搖滾與南吼音樂季》，p.23-106，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陳姃湲編著(2012)《看不見的殖民邊緣》，台北：玉山社。 

陳惠敏(2000)《「瘋狂」的劇場：精神病人的互動與表演初探》，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黃筑(2007)《龍發堂攝影研究》，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黃詠光(2007)《樂生故事：樂生院拆遷抗爭中的敘事、主體與抵抗政治》，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黃孫權(2012)《綠色推土機：九零年代的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

與制度化地景》，台北：破週報。 

Foucault, M.(1988)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Vintage. (有英文版電子檔) 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台北：桂冠。(簡體中文版電

子檔)  

Foucault, M./林志明譯([1960]1998)《古典時代瘋狂史》，台北：時報。(傅

柯的法文版博士論文直接中譯)(簡體中文版電子檔)  

Goffman, E.著/曾凡慈譯([1963]2010)《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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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群學。 

Lefebvri, H.著/李春譯([1972]2007)《空間與政治(第二版)〉，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參考書 

王偉綱(2014)《異質空間聽眾與樂團的社會實踐：以 Live House「地下社

會」為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侯志仁主編(2013)《反造城市：台灣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台北：左岸文

化。 

姚耀婷(2010)《重思治理術與日常生活實踐：以樂生/新莊對立語境為例》，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夏鑄九(2016)《異質空間之營造》，台北：唐山。 

梁桂嘉(2006)《龐克風格在視覺設計上之探討與創作應用》，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電子檔) 

曾仁杰(1998)《慢性精神病患安置於龍發堂的問題及相關因素之探討》，

東海大學社工系碩士論文。(有電子檔) 

張釗維(2003)《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台灣現代民歌運動史》，台北：滾

石文化。 

張偉瑜(2013)《封印之地：三重大同南段都市更新案「違建」身份的形成》，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有電子檔) 

蔡宜剛(2001)《搖滾樂在台灣之可能與不可能》，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鄧均豪(2011)《強制社區治療制度之社會治理機能》，臺灣大學科際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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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有電子檔) 

Attali, J.著/宋素鳳、翁桂堂譯([1977]1995)《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

台北：時報。(簡體版電子檔) 

Bennett, A.著/孫憶南譯(2004)《流行音樂的文化》，台北：書林。 

Frith, S.著/彭倩文譯([1978]1994)《搖滾樂社會學》，台北：萬象。 

Frith, S., Straw, W. and Street, J.著/蔡佩君、張志宇譯([2001]2005)《劍橋大

學搖滾與流行樂讀本》，台北：商周。 

Goffman, E. /群學翻譯工作室譯、萬毓澤校訂([1961]2012)《精神病院：論

精神病患與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台北：群學。 

Mckay, G.著/黃孫權、邱德真譯([1998]2008)《自己幹文化—派對與革命》，

台北：破週報。 

O’Hara, C.著/張釗維、吳佳臻譯([1995]2005)。《龐克的哲學：不只是噪音》。

台北：商周。(東海讀書館有館藏) 

Padel, R.著/何穎怡譯([2000]2006)《搖滾神話學：性、神祇、搖滾樂》，

台北：商周。 

Porter, E./巫毓荃譯([2002]2008)《瘋狂簡史》，台北：左岸文化。 

Wicke, P.著/郭政倫譯([1990]2000)《搖滾樂的再思考》，台北：揚智。 

Soja, E.(1996) The 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ed Places. 陸揚等譯(2005)《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

真實和想像地方的旅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指定閱讀及參考文章電子檔，均已 Po到教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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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求 

課堂出席課堂出席課堂出席課堂出席 

� 同學因故無法出席者，須事先向教師請假。 

� 本課程將隨機進行點名簽到，分為加分式與扣分式，加分式點名一次

加總成績兩分，扣分試點名一次不到扣總成績五分。 

 

閱讀指定教材閱讀指定教材閱讀指定教材閱讀指定教材、、、、參與討論參與討論參與討論參與討論 

� 除書面講義教材外，有電子檔的所有文本均 Po 在教學平台供下載。 

� 除了講授之外，教師將兼採「蘇格拉底教學法」，，，，促進同學與師生間的

發問、討論與對話。 

社會系選修同學社會系選修同學社會系選修同學社會系選修同學：：：：導讀提問導讀提問導讀提問導讀提問、、、、整組書面報告整組書面報告整組書面報告整組書面報告(也歡迎通識課同學參加也歡迎通識課同學參加也歡迎通識課同學參加也歡迎通識課同學參加) 

社會系選修同學分成十一組，每組 4-8 人，認領主題二至主題十二的

文本，每組中需有男生與女生至少一人，上台兩次，分別擔任「導讀組」、

「提問組」，均需進行 PPT簡報。 

「導讀組導讀組導讀組導讀組」負責報告每周教材的若干重點，時間 15到 20 分鐘。本課

程導讀不需要包山包海地報告全部閱讀材料，更不是標題式地、蜻蜓點水

般羅列，而是希望導讀組能夠突出幾個能掌握的重點，訓練同學順暢訓練同學順暢訓練同學順暢訓練同學順暢、、、、條條條條

理分明地表達能掌握的題材理分明地表達能掌握的題材理分明地表達能掌握的題材理分明地表達能掌握的題材，透過具創意的圖面製作，清楚而完整地表現

若干重點，最好能像表演般地吸引聽眾目光。 

「提問組提問組提問組提問組」負責就每週上課的主題與閱讀材料，提出二至三個清晰、

細緻、可以進行討論的「合格問題」，是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問題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問題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問題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問題，在授課

者的引導下，運用蘇格拉底教學法蘇格拉底教學法蘇格拉底教學法蘇格拉底教學法，與導讀組進行多個回合的交叉問答，

進而帶動其他同學參與討論。 

各組需要完成一份書面專題報告書面專題報告書面專題報告書面專題報告，題目由組員自行討論決定，

6/26(二)(期末考周)之前繳交，字數在 5,000-10,000之間。除了蒐集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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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資料外，鼓勵進行一手田野訪調，主題與課程內容不致偏離太多即可。

報告製作要求所有組員分工協作，內容論述有裡有據，表達出重點。 

 

所有修課同學所有修課同學所有修課同學所有修課同學(社會系及通識課社會系及通識課社會系及通識課社會系及通識課)：：：：兩份個人書面報告兩份個人書面報告兩份個人書面報告兩份個人書面報告，，，，兩份閱讀心得兩份閱讀心得兩份閱讀心得兩份閱讀心得

或音樂評論或音樂評論或音樂評論或音樂評論、、、、影片心得影片心得影片心得影片心得 

1. 一份「期中報告」，題目自訂，需與「期中考周之前」課程內容有關。

2,500字以上，5/1(二)(期中考後那一周)之前繳交。 

2. 一份「期末報告」，題目自訂，需與「期中考周之後」課程內容有關。

2,500字以上，6/26(二)(期末考周)之前繳交。 

3. 兩份文本教材的「閱讀心得」或「影片評論」、「音樂評論」，題目自訂。

各 1,000字以上，6/26(二)(期末考周)之前繳交。 

� 書面報告均須交紙本交紙本交紙本交紙本跟上傳上傳上傳上傳電子檔電子檔電子檔電子檔至教學平台至教學平台至教學平台至教學平台。 

� 書面報告的電子檔，請務必按照以下格式寫好檔名檔名檔名檔名，否則將退回不收否則將退回不收否則將退回不收否則將退回不收： 

學號學號學號學號_姓名姓名姓名姓名_系級系級系級系級_社會系選修社會系選修社會系選修社會系選修(or 通識課通識課通識課通識課)_異質空間社會學期中報告異質空間社會學期中報告異質空間社會學期中報告異質空間社會學期中報告(or

期末報告期末報告期末報告期末報告、閱讀心得第一份閱讀心得第一份閱讀心得第一份閱讀心得第一份/第二份第二份第二份第二份) 

E.g.：S985502_唐珩翔_社會三__社會系選修_異質空間社會學期中報告 

� 報告內文請務必按照以下格式格式格式格式編排，否則將退回不收否則將退回不收否則將退回不收否則將退回不收： 

學號學號學號學號_姓名姓名姓名姓名_系級系級系級系級_社會系選修社會系選修社會系選修社會系選修(or 通識課通識課通識課通識課)_異質空間社會學期中報告異質空間社會學期中報告異質空間社會學期中報告異質空間社會學期中報告

(or 期末報告期末報告期末報告期末報告，，，，閱讀心得第一份閱讀心得第一份閱讀心得第一份閱讀心得第一份/第二份第二份第二份第二份)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間距間距間距間距：：：：與前段距離與前段距離與前段距離與前段距離 0.5行行行行，，，，1.25倍行高倍行高倍行高倍行高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標楷體標楷體標楷體標楷體，，，，13級級級級，，，，左右對齊左右對齊左右對齊左右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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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方式 

(I)社會系選修同學社會系選修同學社會系選修同學社會系選修同學：：：： 

課堂出席參與討論   15%   主要視出席率及提問、回答問題積極度。 

分組報告          40%   其中上台導讀 16%，提問 6%，期末書面

報告 18%。主要視分工協作、內容、重點

表達、帶動台下同學情況。 

小組成員互相評價     5%   組員互評，視參與分組報告、分工合作情況。 

個人期中、期末報告  30%   各一份，每份 15%，2500字以上。 

個人閱讀心得報告    10%   共兩份，每份 5%，1,000字以上。  

合計             100% 

 

(II)通識課選修同學通識課選修同學通識課選修同學通識課選修同學：：：： 

課堂出席參與討論   30%   主要視出席率及提問、回答問題積極度。 

個人期中、期末報告  50%   各一份，每份 25%，2500字以上。 

個人閱讀心得報告    20%   共兩份，每份 10%，1,000字以上。  

合計             100% 

 

加分報告加分報告加分報告加分報告 

活動心得/影片評論/音樂評論/閱讀心得   6%  每份加 3%，最多兩份， 

每份 1,000字以上。 

期中期末考周安排影片賞析及演講，不考試。另外規劃有校外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