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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2002年春季 

授課教授: 藍佩嘉 

電子郵件: pclan@ccms.ntu.edu.tw 

上課時間: 週五 9-12 am 社會系館 211教室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運用社會學的觀點來分析社會組織的組成與運作。課程前半段討論組

織理論典範及基本議題，後半段閱讀本土的經驗研究，來理解台灣不同類型的社

會組織。分組討論與考試內容強調理論的應用，運用社會學的透鏡，來觀察思考

我們社會生活裡的組織經驗。 

 

評分標準: 

1. 課堂討論與四次分組作業 30% 

  分組作業請事先收集資料課外討論, 課堂上口頭報告並繳交 4-5頁的書面作業 

2. 期中考 30%  著重理論概念的了解 

3. 期末考 40%  著重經驗現象的應用分析 

 

課程內容與指定閱讀 (打*為選讀):  

Hochschild, Arlie, 徐瑞珠譯. 1992. <情緒管理的探索>，桂冠圖書 

其他指定文章請於誠品影印店購買讀本  

 
第一週 為什麼要研究組織

�cott, �ichard. 1992. ��he �u��ect is �r�ani�ations. � �n 

, pp.3-2�. �ew �erse�: �rentice Hall.  

 

第二週 組織的結構與分工

參考影片: 卓別林 <摩登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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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erman, Harr�. 1979. <勞動與壟斷資本>. 台北: 谷風. Ch. 3-5, pp. 70-136. 

第三週 科層與專業組織

張笠雲. 1998. �醫療機構的組織行為 �，pp. 231-254. <醫療社會學>. 台北: 桂冠. 

張笠雲. 1992. �實質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 剖析醫院醫療照護的儀式性與迷思 � <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 �4: �3-93. 

 

第四週 組織的權力與控制

傅柯, 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 <規訓與懲罰: 監獄的誕生>, pp.1�1-22�. 台北: 桂 

冠. 

王震武, 謝小芩. 1993. �台灣學校組織性格之形成, �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小型專題研 

討會<近期組織變遷理論之發展>宣讀論文. 

 

�分組作業 �: 分析某一學校組織�小中大學� , 其中的結構組成, 分工設計與權力關

係. 

第五週 組織的文化

Hochschild, Arlie. 徐瑞珠譯. 1992. <情緒管理的探索> �原名: �he �ana�ed Heart:  

�ommerciali�ation o� Human �eelin��, pp. 11�-19�. 台北: 桂冠. 

 
第六週 組織中的性別

Ac�er, �oan. 199�. ��enderin� �r�ani�ational �heor�. � �n 

��ourth edition�, edited �� �a� �ha�rit� and �te�en �tt, pp. 4�3-4�2. 

藍佩嘉. 199�. �銷售女體女體勞動: 百貨專櫃化妝品女銷售員的身體勞動� <台灣 

社會學研究> 2: 4�-�1. 

 

第七週 組織的制度與環境

陳東升. 1992. �制度學派理論對正式組織的解析 �, <台大社會科學論叢> 40: 1-23. 

�a�enian, Anna�ee，彭慧仙等譯，1999. <區位優勢>, p.41-11�，台北: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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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作業 ��: 蒐集新聞報導或其他資料, 討論組織中的文化與性別關係. 

 
第八週 期中考

第九週 市場、層級與網絡

�a�enian, Anna�ee，彭慧仙等譯，1999. <區位優勢>, p.1�9-22�，台北: 天下。 

蔡明璋, 陳嘉慧. 199�. �國家, 外勞政策與市場實踐: 經濟社會學的分析�<台灣社 

會季刊> 2�: �9-9�. 

 

第十週 中小企業與關係運作

李悅端與柯志明. 1994. �小型企業的經營與性別分工: 以五分埔成衣業社區為案例 

的分析>,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 41-�1. 

藍佩嘉. 2001. �傳銷個案: 人際網絡與經濟活動的相互鑲嵌� <經濟與社會>  

p.�9-100. 

�趙蕙玲. 1995. �協力生產網絡資源交換結構之特質. � <中國社會學刊> 1�: �5-11�. 

 
第十一週 全球經濟中的生產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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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5: 1-4�。 

�吳介民. 2001. �虛擬產權與中國經濟的生產法則� <經濟與社會> p. 115-12�. 

 

�分組作業 ���: 消化這幾週有關經濟組織的教材，綜合討論、提出問題、反省現象. 

 

第十二週 政治體制與公民社會

影片欣賞: 紀錄片 <回首參政路: 她們參政的足跡> 

顧忠華. 1999. �公民結社的結構變遷: 以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為例�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第 3�期, pp.123-14�. 

 

第十三週 社會運動組織

何明修，2001，�台灣環境運動的開端: 專家學者，黨外，草根 �1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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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學>第二期: 9�-1�2。 

范雲. �從無政黨的政治到有政黨的政治: 政治轉型中的婦女運動 19�0s-1990s � 

 

第十四週 宗教慈善組織

丁仁傑. 1999. <社會脈絡中的助人行為: 台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研究> pp.  

129-1�4, 4�4-502. 台北: 聯經. 

 
第十五週 社區組織與網路社群

影片欣賞: 全景映像工作室紀錄片 <永康公園的鄰居們> 

呂欣怡. 2000. �地方性的建構與轉化. � 未發表講稿。 

林鶴玲, 鄭陸霖. 2001. �台灣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 一個探索性的分析�<台灣社會 

學刊> 25: 111-15�. 

 

第十六週 結論與綜合討論

�分組作業 ���: 自行挑選一個非營利組織進行訪問, 用我們上課學到的組織理論

分析該組織發展的模式、策略以及面臨的制度環境與資源限制。 

 

第十七週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