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性的形構 (I)：戰後台灣資本主義轉型的勾勒與分析 

ECONOMIC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 

POST-WAR TAIWANESE CAPITALISM 
 
授課教師：黃崇憲 
上課時間：星期四 14：10—17：00 
聯絡電話：（04）23590121轉 2988 
電子郵件：momo@mail.thu.edu.tw 
約見時間：星期五 14：00—16：00 
辦 公 室：T539 
 
課程簡介 
啟蒙運動標示了人類歷史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代表此後人類歷史就進入了

「現代」的進程。在「現代性」(modernity)的洗禮之下，人類的生活方式，在「進
步」和「理性」的旗幟下，獲得了全面的改觀。也樹立了傳統與現代的分野和對

張關係。 
「現代性」的起源地，首先在歐陸展開。隨著帝國主義的擴張，逸散到世界

其他地區。台灣也不可免的，被捲入這一現代進程的歷史洪流中。因此，現代性

不只是西方近兩百年歷史脈動的基調，現代性的進程，同時也是殖民主義的進

程。兩者糾葛互動，也造成了非西方世界更複雜的樣態。 
但是，「現代性」是什麼，卻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本課程將從社會學的

角度切入，透過對具體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諸面向的分析，企圖去掌握「現

代性」的特質。 
本課程將包含下列一系列現代性型構專題討論。本學期課程則是這些課程的

第一個系列。 
 
(I) 台灣現代性的經濟形構：戰後台灣資本主義 
(II) 台灣現代性的政治形構：民主轉型與國族主義 
(III) 台灣現代性的社會形構：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 
(IV) 台灣現代性的文化形構：私密領域的誕生 
 
 質言之，在這一系列的課程中。我們首先將回顧西方歷史現代性的進程，並

以社會學的理論視野來統合。及透過以台灣的個案為例，更細緻得去探索和掌握

台灣社會的現代性進程。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對現代性進行更宏觀的考察，以及反

省現代性隱含的困境和危機，去回應後現代論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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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方式與要求 
 本課程以討論課(Seminar)的方式進行，同學們上課前必須讀完指定的讀物。
在課堂上作二十至二十五分鐘的口頭報告，並積極參與討論。並透過授課者多方

詰問與對話的過程，訓練同學們的思考能力。除了課堂積極參與討論之外，同學

要輪流口頭報告和繳交一篇十頁左右的期末報告。 
 
計分方式 
課堂參與：20% 
口頭報告：20% 
期末報告：60% 
 
報告要求 
課堂上說明 
 
主要書目 
劉進慶著，199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第二卷。台北：
人間。 
柯志明，2003，《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 
 
參考書目 
谷蒲孝雄編著，1992，《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人間台灣政治經
濟叢刊第四卷。台北：人間。 
段承璞編著，1992，《台灣戰後經濟》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第三卷。台北：人
間。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1999，《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學術出版
社 
 
課程進度 
 
Week 1. (9/18)  課程簡介 
 
Week 2. (9/25)  殖民的現代性 
必讀： 
姚人多，2001，〈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頁 119-182，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 
 
參考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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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謙，2001，《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
台北：巨流。 
 
Week 3 (10/2)  殖民經濟(I) 
 
Week 4. (10/9)  殖民經濟(II) 
 
Week 5 (10/16)  殖民經濟(III) 
必讀： 
柯志明，2003，《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 
 
參考讀物： 
涂照彥著，1992，《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第一卷。台
北：人間。 
林滿紅，1996，〈有關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四種誤解〉。頁 147-158，《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二十三期。 
林中平，1988，〈日本從明治到站前的歷史進程（兼及台灣）——從三階段來分 
析東亞“半邊緣性”之發展〉。頁 53-9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黃紹恆，1996，〈從對糖業之投資看日俄戰爭前後台灣人資本的動向〉。頁 83-146，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三期。 
黃紹恆，1998，〈日治初期在台日資的生成與積累〉。頁 165-214，《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第三十二期。 
 
 
 
Week 6 (10/23)  戰後台灣經濟(I) 
 
Week 7 (10/30)  戰後台灣經濟(II) 
 
Week 8 (11/6)     戰後台灣經濟(III) 
 
Week 9 (11/13)  Mid-term exam (No Class) 
 
Week 10 (11/20)  戰後台灣經濟(IV) 
必讀： 
劉進慶著，199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第二卷。台北：
人間。 
參考讀物： 

 3



谷蒲孝雄編著，1992，《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人間台灣政治經
濟叢刊第四卷。台北：人間。 
吳若予，1992，《戰後台灣公營事業之政經分析》。台北：業強。 
段承璞編著，1992，《台灣戰後經濟》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第三卷。台北：人
間。 
 
Week 11 (11/27)  世界體系下的台灣 
必讀： 
Barrett, Richard E., & Whyte Martin King.丁庭宇、馬康莊譯，〈依賴理論與台灣：
一個異例的分析〉。頁 55-86，收錄於丁庭宇、馬康莊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
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台北：巨流。1986一版一印，1991一版三印。  
Crane, George T. 翁望回譯，1991，〈台灣的躍昇：體系、國家，即在世界經濟中
的移動〉。頁 31-53，收錄於丁庭宇、馬康莊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
新興的工業社會》，台北：巨流。1986一版一印，1991一版三印。 
 
參考讀物： 
 
Week 12 (12/4)  發展掛帥型國家(I) 
 
Week 13 (12/11)  發展掛帥型國家(II) 
必讀： 
Amsden, Alice H. 龐建國譯，〈政府與台灣的經濟發展〉。頁 87-115，收錄於丁庭
宇、馬康莊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台北：巨流。

1986一版一印，1991一版三印。  
鄭為元，1999，〈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頁 1-68，《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四期。 
 
參考讀物： 
許寶強等編，1999，《發展的迷思》。香港：牛津。 
許寶強等編，2000，《反市場的資本主義》。香港：牛津。 
蘇耀昌、趙永佳，1997，〈綜論當前關於東亞發展的幾種觀點〉。頁 1-24，收錄於
羅金義、王章偉編，《奇蹟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龐建國，1997，〈「國家」在東亞經濟轉化中的角色〉。頁 25-56，收錄於羅金義、
王章偉編，《奇蹟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張必蕪譯，1997，《台灣經濟政治學諸論辯析》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第七卷。
台北：人間。 
康綠島，1993，《李國鼎口述歷史：話說台灣經驗》。台北：卓越文化。 
陳玉璽著，1992，《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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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研究》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第五卷。台北：人間。 
黃樹仁著，2002，《心牢：農地農用意識型態與台灣城鄉發展》。台北：巨流。 
彭懷恩著，1995，《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風雲論壇。 
劉進慶等著，1995，《台灣之經濟—典型 NIES之成就與問題》人間台灣政治經
濟叢刊第六卷。台北：人間。 
許甘霖，1997，〈政治支配或市場邏輯——「黨營事業」概念的再檢討〉。頁
175-208，《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八期。 
蕭新煌等著，1992，《解剖台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台北：前衛。 
蕭新煌等編，1996，《台灣的國家與社會》。台北：東大。 
羅金義等編，1997，《奇蹟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 
王振寰，1988，〈國家角色、依賴與階級關係——從四本有 
王振寰、方孝鼎，1992，〈國家機器、勞工政策與勞工運動〉。頁 1-29，《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第十三期。 
王振寰，1995，〈國家機器與台灣石化業的發展〉。頁 1-38，《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八期。 
林中平，1988，〈“國家組織”或“大有為的政府”？〉。頁 91-115，《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張景旭、蕭新煌，1997，〈台灣發展與現代化的宏觀社會學論述〉。頁 57-90，收
錄於羅金義、王章偉編，《奇蹟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蔡明璋，2000，〈台灣的工業化與均等：鉅視過程觀點的檢討與再分析〉。頁
263-299，《台灣社會學刊》，第二十三期。 
 
Week 14 (12/18)  生產體制 
必讀： 
謝國雄，1992，〈隱形工廠：台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頁 137-160，《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十三期。 
朱雲漢，1992，〈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頁 139-160，收錄於蕭新煌等著，《解
剖台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台北：前衛。 
 
參考讀物： 
謝國雄，1989，〈外包制度—比較歷史的回顧〉。頁 29-69，《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二卷第一期。 
謝國雄，1989，〈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頁 11-54，《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謝國雄，1993，〈事頭、頭家與立業基之活化——台灣小型製造單位創立及存活
過程之研究〉。頁 93-13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十五期。 
謝國雄，1994，〈勞動力是什麼樣的商品？——計件制與台灣勞動者主體性之形
塑〉。頁 83-12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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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永毅，1988，〈論營造業中的國家—資本—勞動的關係——由非正式部門的個
案研究所作的推論〉。頁 211-23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二三期合刊 
于宗先、王金利著，2000，《台灣中小企業的成長》。台北：聯經。 
李允傑著，1999，《台灣工會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商鼎。 
吳思華，2001，《知識資本在台灣》。台北：遠流。 
周添城、林志誠著，1999，《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機制》。台北：聯經。 
柯志明，1993，《台灣都市小型製造業的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以五分埔成
衣製造業為案例的分析》。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張苙雲編，1999，《網絡台灣——企業的人情關係與經濟理性》。台北：遠流。 
陳東升，2003，《積體網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社會學分析》。台北：群學。 
陳介玄，1994，《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台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北：
聯經 
陳介玄，1995，《貨幣網絡與生活結構——地方金融、中小企業與台灣世俗社會
之轉化》。台北：聯經。 
陳介玄，1998，《台灣產業的社會學研究——轉型中的中小企業》。台北：聯經。 
陳介玄，2001，《班底與老闆——台灣企業組織能力之發展》。台北：聯經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研院社會所。 
瞿宛文，2002，《經濟成長的機制：以台灣石化業與自行車業為例》台灣社會研
究叢刊 10。台北：台灣社會研究 
林忠正，1992，〈威權主義下弱勢團體相互剝削的循環——台灣經濟體系的解
剖〉。頁 161-196，收錄於蕭新煌等著，《解剖台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
剝削》。台北：前衛。 
康涵真，1994，〈關係運作與法律的邊緣化——台灣中小企業非正式融資活動的
研究〉。頁 1-4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十七期。 
周添城，1992，〈權力邊陲的中小企業〉。頁 97-118，收錄於蕭新煌等著，《解剖
台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台北：前衛。 
潘美玲、張維安，2001，〈彈性生產與協力網絡：協力廠觀點的個案研究〉。頁
201-242，《台灣社會學刊》，第二十五期。 
 
 
Week 15 (12/25)  Christmas (No Class) 
 
Week 16 (1/1)      New Year (No Class) 
 
Week 17 (1/8)   全球化下的台灣 
必讀： 
王振寰，1997，〈跨國界區域經濟形成的統理機制：以台灣資本外移南中國為例〉。
頁 1-3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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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讀物： 
刑幼田，1996，〈台商與中國大陸地方官僚聯盟——一個新的跨國投資模式〉。頁
159-182，《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三期。 
王淑珍，2003，《台灣邁向液晶王國之秘》。台北：中國生產力中心。 
冷則剛著，2002，《資訊產業全球化的政治分析》。台北：印刻。 
張俊彥、游伯龍編著，2002，《活力——台灣如何創造半導體與個人電腦產業奇
蹟》。台北：時報。 
瞿宛文，2002，《經濟成長的機制：以台灣石化業與自行車業為例》台灣社會研
究叢刊 10。台北：台灣社會研究 
王振寰，1999，〈全球化，在地化與學習型區域：理論反省與重建〉。頁 69-112，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四期。 
王振寰、高士欽，2000，〈全球化與在地化：新竹與台中的學習型區域比較〉。頁
179-237，《台灣社會學刊》，第二十四期。 
王振寰，2002，〈東亞「世界城市」的不同路徑：漢城與台北〉。頁 85-139，《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七期。 
徐進鈺，1999，〈流動的鑲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勞動力市場與高科技發展〉。
頁 75-118，《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五期。 
夏鑄九，1995，〈全球經濟中的台灣城市與社會〉。頁 57-102，《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第二十期。 
曾嬿芬，1997，〈居留權的商品化：台灣的商業移民市場〉。頁 37-67，《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第二十七期。 
趙  剛，2001，〈為什麼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
與對話〉。頁 49-14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四期。 
蔡明璋、陳嘉慧，1997，〈國家、外勞政策與市場實踐：經濟社會學的分析〉。頁
69-95，《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七期。 
鄭陸霖，1999，〈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
移〉。頁 1-4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五期。 
藍佩嘉，2002，〈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頁 169-218，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八期。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台灣社
會研究叢刊 9。 
 
Week 18 (1/15)  Final Exam (No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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