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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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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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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討論與三次分組作業 50% 

  5-6人一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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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作

業。為避免有人搭便車，書面報告上請註明討論日期時間、每人工作分配情形，

期末並由組員互評參與努力程度。 

2. 期末考 50%，著重對於概念的理解與應用分析 

 

課程內容與指定閱讀 (請於誠品影印店購買讀本):  

 
第一週 2/21 為什麼要研究組織? 

Scott, Richard. 1992. “The Subject is Organizations. ” In 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pp.3-26.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28 放假一天 

 

第二週 3/7組織的結構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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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kin, Richard. 2001. <血、汗與淚水> 台北: 天下, pp. 152-191 

Braverman, Harry. 1979. <勞動與壟斷資本>. 台北: 谷風. Ch. 3-5, pp. 70-136. 

 

第三週 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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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63-93. 

 

第四週 3/21新制度論: 以教育組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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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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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週 3/29組織的時空配置與權力 

**特別注意: 由於 3/28我要到東海參加研討會，本週課程改為 3/29星期六上課 

傅柯, 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 <規訓與懲罰: 監獄的誕生>, pp.171-227. 台北: 桂 

冠. 

*分組作業 I: 選擇一個跟教育組織有關的主題，從結構分工、制度運作與權力關係

的角度來分析 (上課當天繳交一頁摘要，我會抽取其中幾組進行口頭報告，4/7 繳

交 4-5000字的書面作業到我的系辦信箱)。 

 
*4/4 春假停課一周 
 

第六週 4/11組織文化 

Kunda, Gideon. 1992. Engineering Culture: Control and Commitment in a High-Tech 

Corporation. Ch. 5.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第七週 4/18 組織與性別 

Acker, Joan. 1996. “Gendering Organizational Theory. ” In Classics of Organization  

Theory (Fourth edition), edited by Jay Shafritz and Steven Ott, pp. 46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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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晉芬，<找回文化: 勞動市場中制度與結構的性別化過程>，<<台灣社會學刊>> 

第29期。 

 

第八週  4/25組織環境與型態 

Saxenian, Anna Lee，彭慧仙等譯，1999，<區位優勢>，p.41-117，189-226，台北:  
天下。 

 

第九週 5/2網絡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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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7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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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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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00. 

 
第十週 5/9經濟組織綜合討論 

*分組作業 II: 請蒐集書面或訪談資料，針對一個營利組織，來探討以下兩個面向: 

1) 該組織的型態為何(市場、層級與網絡)？為何呈現這樣的發展？與組織環境有

何互動關係？ 

2) 該組織的運作上呈現怎樣的組織文化與性別關係。 

(上課當天進行口頭報告，並繳交 5-6000字的書面作業) 

 

第十一週 5/16全球化的組織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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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黃長玲，2001， “全球化與國際勞動人權 ”。 

 

第十二週 5/23 社會運動組織 

影片欣賞: 公視紀錄片 <慶塘伯> 

何明修，2001， “台灣環境運動的開端: 專家學者，黨外，草根 (1980-1986) ”，< 

台灣社會學>第二期: 9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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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5/30非營利組織與宗教慈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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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期, pp.12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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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64, 474-502. 台北: 聯經. 

 

第十四週 6/6 社區組織 

影片欣賞: 全景映像工作室紀錄片 <拜訪社區> 

張珣，<社區研究的省思: 以大甲為例> 發表於<<社群研究的省思: 跨世紀台灣人

類學的展望>>研討會，中研院。 

呂欣怡，2000，<地方性的建構與轉化>，未出版講稿。 

 

第十五週 6/13 結論與綜合討論 

*分組作業 III: 自行挑選一個非營利組織，參與活動或從事義工服務，然後進行訪

問。報告中請討論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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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從這個非營利組織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經驗，討論與台灣公民社會與政治體

制之轉變的關聯。 

(上課當天進行口頭報告，並繳交 5-6000字的書面作業) 

 

第十六週 6/20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