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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
一〇八學年度上學期（2020 Fall）

「台灣政經發展專題研究」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台灣政經發展專題研究

授課教師：陳尚志

上課時間：每週三下午 14:10-- 17:00

研究室：社科二館 726 室

上課地點：社科二館 802 教室

電子信箱：shangchih.chen@gmail.com

學分數：3 學分

Office Hours: 週四、週五 1:00 ~ 3:00 pm.

1、課程說明：
本課程是塊敲門磚，協助同學打開台灣研究的大門，進入一個讓我們能向本土經驗請益、
終身自我學習的園地。授課老師將帶領同學，回顧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各個次領域，在裡面有
台灣過去的屈辱與光榮、有前人的經驗與記憶、更有眼前的挑戰與難題。透過研討這些專題，
本課程希望培養同學自行尋找台灣未來出路的能力。
在課程中，同學們也將駐足欣賞：台灣的社會科學家們如何用「概念」之刀，切入繁雜的
社會「現象」（資料或史料），再用社會科學「理論」，重構出一幅台灣發展的「社會圖
像」。本課程企圖提升同學的視野，讓你能從老鷹的高度，俯視我們所共享的過去和未來。
我們將從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清領台灣出發，進一步看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的殖民經濟和政
治反抗。接著進入戰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透過雙元經濟結構和政治強制，繁榮發展表相下
是台式資本主義對普羅大眾的榨取。另一方面，台灣政治變遷在八○年代產生重大轉折，伴隨
民主化的，卻是財團、派系影響力的擴大及族群政治的興起。最後是當前難題：該如何處理和
中國的關係？這又將如何影響內部政經結構變遷？缺乏轉型正義、公共化媒體、受監督的司法
及平等對待新移民，脆弱的民主將何去何從？

2、教學目標：
希望課程結束時，修課同學能：
(1) 對台灣政經發展有一概括式的瞭解：跨時性和橫切面的社會圖像。
(2) 對本學期的特定單元，有繼續深入探索的熱情和好奇心。
(3) 快速閱讀書籍或研究論文，並化繁為簡地抓出其主要論點
(4) 邏輯性地整理書籍論文內容：區分 claims∕statements (reasons)∕evidences 三層次。
(5) 批判地閱讀，並練習發展出自己的觀點。
(6) 把不同作者對類似主題的不同研究成果，做出同∕異的整理和比較。
(7) 運用社會科學的概念或理論，分析具體的政治經濟議題、或歷史事件。
(8) 撰寫書評。
(9) 撰寫綜合性書評或小研究報告。
(10) 對台灣政經發展的未來，提出自己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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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方式與要求：
這是一門讀書的課，我們將不停地閱讀、討論、書寫。每週三的聚會，採「專題討論會」
的形式：每堂課由一或二位同學負責導讀該週的指定讀物，同時回答其他同學及老師的詢問。
本學期中，每位修課同學大約需導讀五～六次。負責導讀的同學，除了介紹該指定讀物的
主要論點並發表心得外，也應準備討論題綱、引導師生進行討論。上述論點大綱和討論題綱等
書面資料，可選擇使用紙本或 PowerPoint 兩種型式：若使用紙本，不得超過兩頁（主文請用 12
級字體，期中期末報告也是一樣）；若用 PPT，不得超出八片（每片不得超過六個點，每個點
最多兩行字）。這些頁數和字數的規定，主要是希望同學們不要做摘錄，相反地，要練習有邏
輯性地抓出書中的主要論點，並以自己的口氣撰寫。以上資料，負責導讀的同學必須在前一天
晚上 6: 00（週二）以前，e-mail 給全體修課同學及授課老師。（我們會建立一個修課同學討論
專用的 mailing-list∕或大家決議使用 facebook 社團。無論如何，請同學務必上教學平台確認、
詳填自己的 E-mail 及相關資訊。）
本課程的每週讀物份量較多，同學們不太可能精讀完所有文本，因此，除了負責該週導讀
的同學理所當然地會仔細讀完該週讀物外，其餘同學則建議您至少找出 8～10 個小時的時間，
想辦法「讀通」指定讀物；然後再用一小時的時間，寫下你的心得和感想。這是一種特殊的學
習方式：人類在資訊爆炸、時間有限的狀況下，我們要學習如何利用很短的時間獲取最多的知
識。從頭到尾精讀並不是永遠的好辦法。因此 reading note 的撰寫，不宜像在做書摘，而應該是
在略讀完畢後，把書本蓋上、寫下自己的所得。請注意：沒有負責導讀的同學，必須在課堂上
繳交當週閱讀的 reading note（一頁內）。
期中報告為一篇 book review。同學們必須選取本課程中「非」自己負責導讀的書籍 1~3 本
來進行評論。書評的內容，應包含作者主要論點的（三層次）分析整理、以及評論觀點的提出
等部分。授課老師會利用課堂時間特別講解書評的撰寫方法。期中書評長度約 5000 字以內，請
準時繳交（紙本，不需封面，不收電子檔），繳交時間 11 月 04 日（即第九週課堂上）。同學
要特別注意使用合宜的學術格式（建議 APA Style 或 Chicago Style）。若有參考其他資料、或陳
述非屬自己原創的想法，都必須註明引用出處（期末報告同）。
期末報告有兩個選擇：「研究報告」或「研究計畫大綱」。「研究報告」是挑選一個和本
課程內容相關的主題（該主題需經授課老師同意並登錄在案），另行收集資料進行論述，內容
通常包括研究問題、重要性、相關理論、問題修正後的研究假說、經驗證據、與研究結果等。
「研究計畫大綱」則提供尚未進行碩士論文計畫大綱的同學一個練習的機會，與上述「研究報
告」內容相較，少了經驗證據這部份，但須增加研究方法（或資料收集方法）的討論（另外，
研究結果→預期研究結果）。無論同學選擇何者，都必須在第八週的課堂上做最後決定（題目
須經與授課老師多次討論）。兩者的長度大約都在 15,000 字左右，請準時繳交（不需封面，不
收電子檔），繳交期限是 1 月 6 日課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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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分標準：
(1) 指定讀物導讀（每人四～五次）和課堂討論參與：20 %
(2) Reading note（該週未負責導讀的同學均需繳交）：20 %
(3) 期中 book review（由非本人報告書籍中擇 1~3 本，經授課老師同意後撰寫）：20 %
(4) 期末「研究報告」或「研究計畫大綱」（主題必須經授課老師同意後撰寫）：40 %

5、主要讀物：
* 吳介民、范雲、顧爾德等，2010，秩序繽紛的年代：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群學出版。
* 黃金霖、汪宏倫、黃崇憲主編，2010，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群學出版。
* 柯志明，2001，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 柯志明，2003，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群學出版。
* 陳翠蓮，2008，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遠流出版。
* 劉進慶，1975，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201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人間出版。
*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吳音寧，2007，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台北：INK 印刻出版。
* 吳偉立，2010，血汗超商：連鎖加盟如何變成鏈鎖枷盟。群學出版。
* 若林正丈，1992，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月旦出版。
*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巨流出版。
*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
* 何明修，2007，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群學出版。
* 瞿宛文、安士敦，2003，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台北：聯經出版。
*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出版。

* Wayne C. Booth, Gregory G. Colomb, and Joseph M. Williams. 2008. The Craft of Research
(Third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其他授課老師所指定的學術文章。（參見每週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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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週進度：
注意：打★者為該週必讀，其餘為自選略讀。

一、導論
第 1 週（09/09）課程概述

第 2 週（09/16）秩序繽紛的年代？崩解的年代？

(試導讀：）

★吳介民、范雲等，2010，《秩序繽紛的年代：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群學出版。
* 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主編，2008，《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群學出版。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
化的危機》。台灣勞工陣線出版。
★Additional Reading: BCW, The Craft of Research, pp.3-27 (Part 1). 【Assignment】What is a
TPE topic that you may be concerned with (and could be your final project topic)? (one page)

二、清領時期（1683～1895）及之前的台灣
第 3 週（09/23）地權關係與族群政治

（導讀：）

★柯志明，2001，《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出版。
* 戴炎輝，1979，〈第四編——鄉莊之社會的考察〉，《清代台灣之鄉治》，頁 273-346。
* 陳其南，1980，〈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開墾組織與土地制度之形成〉，《食貨》9(10)：
1-19。
* 林美容，1996，〈從祭祀圈到信仰圈——台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於張炎
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上）》，頁 289-320。台北：玉山社出
版。
* 詹素娟，1996，〈族群歷史研究的「常」與「變」——以平埔研究為中心〉，於張炎
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上）》，頁 69-102。台北：玉山社出
版。
* 林偉盛，1996，〈清代台灣分類械鬥發生的原因〉，於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
《台灣史論文精選（上）》，頁 263-288。台北：玉山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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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達然，1996，〈械鬥與清朝台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3：1-81。
* 湯錦台，2011，《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全新增修版）。台北：如果出版社。
* 歐陽泰（Andrade, Tonio Adam），2007，《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曹永和文教
基金會出版。
★Additional Reading: BCW, The Craft of Research, pp.35-50 (Ch.3 From Topics to Questions).
【Assignment】What are your research questions according to your concerned topic? (one
page)

第 4 週（9/30）因應中秋連續假期，休假一週

三、日治時期的台灣（1895～1945）
第 5 週（10/07）殖民經濟的依賴與發展

（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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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學出版。
* 史內原忠雄，1929，林明德譯（2002），《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吳三連台
灣史料基金會出版。
* 川野重任，1941，林英彥譯（1969），《日據時代台灣米穀經濟論》。台北：台灣銀行
經濟研究室編印。
* 東嘉生，1944∕2007，周憲文譯，《台灣經濟史概說》。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再版。
* 涂照彥，1975，李明峻譯（1992），《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
★Additional Reading: BCW, The Craft of Research, pp.51-67 (C4 From Questions to a
Problem). 【Assignment】Why are your research topic and questions significant? (one page)

第 6 週（10/14）政治反抗與台灣民族主義的萌芽

（導讀：）

* 若林正丈，2001，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2007），《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台北：播種者出版。
★陳翠蓮，2008，《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台北：遠流出版。
* Rwei-ren Wu. 2003. 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 游勝冠，2012，《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台灣解殖文學》。台北：群學。
* 陳翠蓮，2013，《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自治的夢想》，台北：衛城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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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戰後台灣的經濟與社會（1945～1990s）
第 7 週（10/21）雙元經濟結構

（導讀：）

★劉進慶，1975，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1992， 2012 修訂版），《台灣戰後經濟分
析》。台北：人間出版社。
* 陳師孟等，1991，《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台北：翰蘆出版社。
* 瞿宛文，1995，〈國家與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評論《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20：151-176。
（美援˙原始積累˙工業化）
* 吳聰敏，1988，〈美援與台灣的經濟發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145-158。
* 文馨瑩，1990，《經濟奇蹟的背後——台灣美援經濟的政經分析（1951-1965）》。台
北：自立晚報社出版。
* 李登輝，1972，《台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柯志明，Mark Selden，1988，〈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以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
義台灣為案例之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11-52。* 金寶瑜，1989，〈農工
部門間的資源移轉——從評〈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開始〉，《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2(1): 163-177。* 柯志明，1989，〈“所謂的”原始積累——補論與答辯〉，《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2(1)：179-191。
* 谷浦孝雄編著，1988，雷慧英譯（1992），《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
台北：人間出版社。
* 劉進慶、涂照彥、隅谷三喜男，1992，雷慧英、吳偉健、耿景華譯（1993），《台灣之
經濟：典型 NIEs 之成就與問題》。台北：人間出版社。
* 劉進慶，1988，陳艷紅譯，《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經濟》。台北：故鄉出版社。
★Additional Reading: BCW, The Craft of Research, pp.68-83 (Ch.5 From Problems to Sources).
【Assignment】Where to get your sources in order to answer your research questions? Please
list at least 10 related books or articles.

第 8 週（10/28）台式資本主義 I：勞動者

（導讀：）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謝國雄，1989，〈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2)：11-54。
* 謝國雄，1991，〈網絡式生產組織：台灣外銷工業中的外包制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集刊》，71：161-182。
* 謝國雄，1992，〈隱形工廠：台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3：
6

最新更新：2020/09/08

137-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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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5：93-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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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 謝國雄，2013，《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之實踐與逆轉》。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原台灣美國無線公司員工關懷協會）編，2013，《拒絕被遺忘的
聲音：RCA 工殤口述史》。台北：行人出版。
* 鄭雅文、鄭峰齊主編，2013，《職業，病了嗎？：待修補的職業健康保護機制》。台
北：群學出版。

第 9 週（11/04）台式資本主義 II：農民

（導讀：）

★ 本週上課應繳交期中書評
★吳音寧，2007，《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台北：INK 印刻出版。
★陳瑞樺，2016，〈以農之名: 臺灣戰後農運的歷史考察〉，《文化研究》，22：75-122。
* 柯志明、翁仕杰，1993，〈台灣農民的分類與分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
刊》，72：107-150。
* 柯志明，1996，〈農民、國家與農工部門關係——台灣農業發展過程中家庭農場之存續
與轉型, 1895-〉，徐正光、蕭新煌編，《台灣的國家與社會》，頁 15-38。東大出版。
* 陳小紅、周鳳，1987，〈台北市路邊洗車業之研究：以非正式部門觀〉，《國立台灣大
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3(1)：167-178。* 吳永毅，1987，〈試評〈都市非正式部門發
展之研究：以路邊洗車業為例〉：台灣關於「非正式部門」研究的一些誤解〉，《國立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3(1)：179-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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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3)：211-230。
* 謝國雄，2003，《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
學研究所。
* 楊弘任，2014，《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增
訂版)》。台北：群學出版。

第 10 週（11/11）財團化下的台灣資本主義

（導讀：）

★吳偉立，2010，《血汗超商：連鎖加盟如何變成鏈鎖枷盟》。群學出版。
★蔡晴羽，2017，《要上班了！然後咧？：教你當個聰明的職場勞工》。FUN 學出版。
★蔡晴羽，2017，《被壓榨了！然後咧？：給你職場勞工自保的 21 招》。FUN 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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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烽益、孫友聯、洪敬舒、黃怡翔、李健鴻、王兆義、楊書暐等著，2016，《公平經濟
新藍圖：2016 勞動政策白皮書》。台灣勞工陣線出版。
* 夏傳位，2005，《禿鷹的晚餐：金融併購的社會後果》。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出版。
* 夏傳位，2008，《塑膠鴉片：雙卡風暴刷出台灣負債危機》。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
* 王志弘、李秉霖、李家儀等合著，2011，《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群學出版。
* 洪伯勳，2015，《製造低收入戶》。台北：群學出版。
★Additional Reading: BCW, The Craft of Research, pp.84-101 (Ch.6 Engaging Sources).
【Assignment】Summarize the major arguments of the 5 most related sources. (5 pages)

五、戰後台灣政治的發展（1945～1990s）
第 11 週（11/18）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

（導讀：）

★若林正丈，1992，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序章
（pp.29-56）。台北：月旦出版社。
★吳乃德，1989，〈搜尋民主化的動力——兼談民主轉型的研究取向〉，《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2(1)：145-161。
★王振寰，1989，〈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71-116
★吳乃德，2000，〈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台灣民主化〉，
《台灣政治學刊》，4：57-103。
* 湯志傑，2005，〈重探台灣的政體轉型：如何看待 1970 年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
化」〉，《台灣社會學》，12：141-190。
* 湯志傑，2006，〈勢不可避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
《台灣社會學》，13：71-128。
* 蕭阿勤，2008，《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吳乃德，2013，《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二：自由的挫敗》，台北：衛城
出版。
* 胡慧玲，2013，《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三：民主的浪潮》，台北：衛城
出版。
* 若林正丈，2014，《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出版。
★Additional Reading: BCW, The Craft of Research, pp.108-118 (Ch.7 Making Arguments).
【Assignment】Summarize the major arguments of the other 5 related sources. (5 pages)
8

最新更新：2020/09/08

第 12 週（11/25）財團與地方派系

（導讀：）

* Nai-teh Wu.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張鐵志，2008，〈經濟自由化的政治邏輯: 黨國資本主義的轉型與新政商聯盟 19802000〉，《台灣政治學刊》， 12(1)： 101-145。
★黃宗昊，2013，〈陳水扁時期的台灣政商關係-少數政府, 個人化網路與金融改革〉，
《臺灣民主季刊》，10(3)：41-90。
★李宗榮，2016，〈企業權力與民主: 台灣企業集團 2008 年立委選舉的政治獻金分析〉，
《台灣社會學》，(31)：99-139。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出版。(部
分章節)
* 王金壽，2004，〈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為例〉，《台灣社會學》，7：177-207。
* 徐永明、陳鴻章，2004，〈地方派系與國民黨：衰退還是深化？〉，《台灣社會學》，
8：193-238。
★王金壽，2007，〈政治市場開放與地方派系的瓦解〉，《選舉研究》，14(2)：25-52。
* 李丁讚，2014，〈社區營造與公民社會〉，收於王本壯等著，《落地生根：台灣社區營
造的理論與實踐》，頁 19-40，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 湯京平、陳冠吾，2013，〈民主化, 派系政治與公民社會-以嘉義縣的社區營造與「終結派
系」為例〉，《臺灣民主季刊》，10(2)：105-137。
* 容邵武，2013，〈文化親密性與社區營造: 在地公共性的民族誌研究〉，《台灣社會學
刊》，53：55-102。
* 楊弘任，2011，〈何謂在地性? 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思與言》，49(4)：529。
* 吳介民、李丁讚，2005，〈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台
灣社會學》，9：119-163。
* 李宗榮，2006，〈在國家權力與家族主義之間：企業控制與台灣大型企業間網絡再
探〉，《台灣社會學》，13：173-242。
* 陳東升，1995，《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台北：
巨流出版。
* 陳明通，1995，《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
★Additional Reading: BCW, The Craft of Research, pp.120-129 (Ch.8 Making Claims).
【Assignment】What your major claims in response to your research questions? (one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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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週（12/02）族群政治

（導讀：）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
★吳乃德，1996，〈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台灣
政治學刊》，1：5- 40。
★吳乃德，2002，〈認同衝突與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台灣社
會學》，4：75-118。
★吳乃德，2005，〈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
9(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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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9-132。
★林宗弘、胡克威，2011，〈愛恨 ECFA: 兩岸貿易與臺灣的階級政治〉，《思與言：人文
與社會科學雜誌》， 49(3)：95-134。
* 吳親恩、林奕孜，2013，〈兩岸經貿開放, 認同與投票選擇: 2008 年與 2012 年總統選舉的
分析〉，《選舉研究》， 20(2)：1-35。
* 王甫昌，1993，〈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張茂桂等著，《族群
關係與國家認同》，頁 53-100。台北：業強出版社。
* 張茂桂，1993，〈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
233-278。台北：業強出版社。
* 王甫昌，2002，〈族群接觸機會？還是族群競爭？：本省閩南人族群意識內涵與地區差
異模式之解釋〉，《台灣社會學》，4：11-74。
* 吳乃德，1997，〈國家認同和民主鞏固：衝突、共生與解決〉，游盈隆主編著，《民主
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頁 15-30。台北：月旦出版。
* 吳叡人，1997，〈民主化的弔詭與兩難？——對於台灣民族主義的再思考〉，游盈隆主
編著，《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頁 31-48。台北：月旦出版。
* 王甫昌，1997，〈台灣民主政治與族群政治的衝突〉，游盈隆主編著，《民主鞏固或崩
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頁 133-156。台北：月旦出版。
* 吳乃德，1993，〈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張
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 27-51。台北：業強出版社。
* 游盈隆，1996，〈台灣族群認同的政治心理分析〉，《台灣政治學刊》，1：41-83。
* 吳乃德，1993，〈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集刊》，74：33-61。
* 吳乃德，1994，〈社會分歧和政黨競爭：解釋國民黨為何繼續執政〉，《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集刊》，78：101-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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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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乃德，1999，〈家庭社會化和意識型態：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台灣社
會學研究》，3：53-85。
* 蕭阿勤，2012，《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社。
★Additional Reading: BCW, The Craft of Research, pp.130-138 (Ch.9 Assembling Reasons and
Evidence). 【Assignment】What are reasons and evidence that may support your claims? (2 ps)

第 14 週（12/09）公共領域與社會運動

（導讀：）

★何明修，2007，《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群學出版。
★劉華真，2011，〈消失的農漁民: 重探台灣早期環境抗爭〉，《台灣社會學》，21：149。
* 黃淑玲、伍維婷，2016，〈當婦運衝撞國家：婦權會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合縱連橫策
略〉， 《台灣社會學》， 32：1-55。
* 蕭新煌、官有垣、王舒芸主編，2018，《臺灣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效應：二〇〇〇-二〇
一八年》。台北：巨流。
* 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2010，〈解嚴後民衆社團參與的變遷: 時期與世代的效應與意
涵〉，《臺灣社會學刊》， 44：55-105。
* 傅仰止，2014，〈公民意識的社會參與效應：志願結社及日常接觸〉，《臺灣社會學
刊》， 55：179-226。
* 范雲，2010，〈說故事與民主討論：一個公民社會內部族群對話論壇的分析〉，《台灣
民主季刊》，7(1)：65-105。
* 林國明. 2014. 審議的不平等: 台灣公民會議的言說互動. 台灣社會學, (27), 1-50.
* 張茂桂，1989，《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台北：月旦出版社。
* 王振寰、方孝鼎，1992，〈國家機器、勞工政策與勞工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13：1-29。
* 范雲，2003，〈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以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
取向〉，《台灣社會學》，5：133-194。
★吳介民，2002，〈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
會學》，4：159-198。
* 李丁讚主編，2004，《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桂冠出版。
* 何明修、林秀幸主編，2011，《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群
學出版。
★Additional Reading: BCW, The Craft of Research, pp.139-151 (Ch.10 Acknowledgements and
Responses). 【Assignment】What are the potential criticisims of your arguments? How may
readers from the field criticize you? How could you respond to those criticisms? (2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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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ass Activity】Students may organize your concerns, topic, research question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one sheet. Organize your claims, reasons, and evidences in another sheet. Make
enough copies and bring them to class. Students may exchange and cirticize each others.

六、當前台灣的挑戰（1990s～present）
第 15 週（12/16）經濟轉型及兩岸關係

（導讀：）

* 瞿宛文、Alice H. Amsden，2003，朱道凱譯、瞿宛文校訂，《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
業升級策略》。台北：聯經出版。
★瞿宛文，2006，〈台灣後起者能藉自創品牌升級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3：1-52
* 瞿宛文， 2011，〈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台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84)：243-288。
★王振寰，2010，《追趕的極限：台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第一章（pp.1-57）。台北：
巨流出版。
★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主編，2017，《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
力》。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部分章節）
★吳介民，2019，《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台北：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pp.1-72; 333-395（導論、第一章、第七章、結論）
* Minxin Pei，2016，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 (Hardver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梁文傑譯，《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
的潰敗》，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7）。
★李宗榮、林宗弘主編，2017，《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
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只必讀：導論、第 9 章、第 16 章。)
* 陳東升，2003，《積體網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社會學分析》。台北：群學出版。
* 瞿宛文，200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北：唐山出版。
* 朱敬一主編，2009，《ECFA：開創兩岸互利雙贏新局面》。台北：遠景基金會。
* 台灣智庫編，2010，《ECFA：不能說的秘密？》。台北：台灣智庫。
* 童振源，2011，《台灣的中國戰略：從扈從到平衡》。台北：新銳文創。
* 徐斯儉、曾國祥主編，2012，《文明的呼喚：尋找兩岸和平之路》。台北：左岸文化。
* 吳介民，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台北：左岸文化。
* 陳冠中，2012，《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台北：牛津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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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Reading: BCW, The Craft of Research, pp.152-170 (Ch.11 Warrants).
【Assignment】How will you justify your arguments? Write dow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your claims and your reasons. (1-2 pages)

第 16 週（12/23）轉型正義

（導讀：）

* Wu, Nai-teh. 2005. “Transition without Justice or Justice without History：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 (1): 77-102。
★吳乃德，2004，〈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國史館編，《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
頁 467-501。台北：國史館出版。
★吳乃德，2006，〈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思想》，2：134。
★吳乃德，2008，〈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思想》，8：3970。
(★) 黃惠君，2017，《激越與死滅：二二八世代民主路》。台北：遠足文化。
* 陳翠蓮，2017，《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台北：衛城。
* 陳翠蓮，2008，〈歷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論述〉，《國史館學術集刊》，
16：179-222。
* 葉虹靈，2015，〈台灣白色恐怖創傷記憶的體制化過程: 歷史制度論觀點〉，《台灣社會
學》，29：1-42。

第 17 週（12/30）司法改革

（導讀：）

* 王金壽，2006，〈台灣的司法獨立改革與國民黨侍從主義的崩潰〉，《台灣政治學
刊》，10 (1)：103-161。
★王金壽，2007，〈獨立的司法、不獨立的法官？民主化後的司法獨立與民主監督〉，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7：1-38。
★王金壽，2008，〈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論台灣的司法人事權〉，《台灣政治學
刊》，12 (2)：115-163。
* 王金壽，2008，〈台灣的司法改革二十年：邁向獨立之路〉，《思與言》46 (2)：133-174
* 王金壽，2011，〈法官的異議與民主可問責性〉，（與魏宏儒合著，第一作者），《政
大法學評論》119 期：1-62。
* 王金壽，2011，〈司法獨立改革的運動策略：以法治與民主為名〉，頁 257-287，收錄於
何明修和林秀幸主編《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台北：群
學。
★王金壽，2012，〈台灣司法政治的興起〉，《台灣政治學刊》，十六卷一期：6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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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壽，2012，〈台灣地方法院裁判評議制度之實證研究〉，（與魏宏儒合著，第一作
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八十八期：127-69。
* 王金壽，2012，〈解釋台灣法院改革和檢察改革之差異：一個政治機會結構的觀點〉，
《台灣民主季刊》，九卷四期：97-139。
* 王金壽，2013，〈首次政黨輪替對檢察體系影響：以陳定南法務部長時期一、二審檢察
長調動為例〉，（與陳鴻章合著、通訊作者），《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二十五卷四
期：599-645。
★ 王金壽，2014，〈台灣環境運動的法律動員：從三件環境相關判決談起〉，《台灣政治
學刊》，十八卷一期：1-72。
* 王金壽，2016，〈法院的媒體溝通與改善困境〉(與楊晟佑合著，通訊作者)，《法官協會
雜誌》十八卷：105-129。

第 18 週（01/06）媒體改革、新移民

（導讀：）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主編，2009，《台灣傳媒再解構》。台北：巨流出版。
* 媒改社、劉昌德主編，2012，《豐盛中的匱乏：傳播政策的反思與重構》。台北：巨
流。
* 羅素玫，2010，〈文化認同, 生態衝突與族群關係: 由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傳統領域論述談
起〉，《考古人類學刊》，72：1-33。
* 羅素玫，2015，〈環境與發展的文化政治：台灣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傳統領域抗爭〉，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8：239-257。
* 台邦, & 撒沙勒，2008，〈傳統領域的裂解與重構: kucapungane 人地圖譜與空間變遷的再
檢視〉，《考古人類學刊》，69：9-44。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出版。
* 顧玉玲，2008，《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台北：INK 印刻出版。
* 顧玉玲，2014，《回家》。台北：INK 印刻出版。
* 逃跑外勞著、四方報編譯，2012，《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台北：時報出版。
* 曾嬿芬，2006，〈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61：73-109。
* 黃秀端、林政楠，2014，〈移民權利, 移民管制與整合：入出國及移民法在立法院修法過
程的分析〉，《臺灣民主季刊》，11(3)：83-133。
* 藍佩嘉，2006，〈合法的奴工，法外的自由：外籍勞工的控制與出走〉，《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64：108-150。
* 唐文慧、王宏仁，2011，〈從「夫枷」到「國枷」：結構交織困境下的受暴越南婚移婦
女〉，《台灣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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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柔、吳家裕，2017，〈臺灣民眾對外籍配偶移民的態度: 十年間的變化趨勢 (2004–
201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9(3)：415-452。
* 楊婉瑩、張雅雯，2014，〈為什麼反對移工/移民?：利益衝突抑或文化排斥〉，《政治科
學論叢》，60：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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