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報討論(一)
(Seminar(I))
九十七學年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書報討論(一)
課號：INA5101
開課系所：國立交通大學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上課教室：SA(科學一館)110
上課時間：星期三下午 13:30-15:20
授課對象：族群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一年級
學分數：1
授課教師：許維德
辦公室時間：星期二下午14:00 – 17:00
辦公室地點：科學一館033室
Tel: 03-571-2121, Ext. 58080(O)
Email: weidershu@gmail.com
課堂助理：馬欣(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Tel: 0921-626-421
Email: hadijama@gmail.com
一、課程介紹：
這門課是族群與文化研究所的必修課，其基本設計理念是邀請在「族群研究」這
個領域重要的學者來所上演講，以開拓研究生的視野。本學期共計安排七次演講
活動，主要是以人類學者和社會學者為主，都可以算是「族群研究」這個領域的
一時之選，請同學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
二、修課要求
1. 出席演講活動並參與討論：既然這是一門以「聽演講」為主軸的課程，出
席演講是修課同學的最低限度要求，缺席任何一次演講活動務必要有正當
理由及證明(比如說醫院的診斷證明，如果是請病假的話)，否則請自動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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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此外，請盡量參與演講的討論，我會要求每位同學至少準備一個問
題向演講者提出。
2. 閱讀演講者所提供的背景閱讀材料：由於我事先要求每位演講者要提供演
講的「背景閱讀材料」
，因此，讀完這些材料，也是我對所有修課同學的基
本要求。
3. 撰寫七篇閱讀心得報告：在閱讀完上述「背景閱讀材料」以後，請在該次
演講(星期三)那個禮拜的星期二晚上六點以前，將三頁(A4 大小，細明體 12
字體，20pt 固定行高)以內的閱讀心得報告用 email 傳給我以及所有修課同
學。我會在演講開始前將各位的報告看完，並要求助教在演講開始前的 15
分鐘將報告交還給大家。報告內容請至少包括以下三大部分：(1). 該論文(或
一篇以上的論文)的問題意識是什麼(作者到底想要問什麼樣的問題呢？)；
(2). 論文作者又是用什麼樣的方式或材料來回答自己設定的這些問題
呢？；(3). 妳/你自己又是如何來看待這篇論文(或一篇以上的論文)呢？比
如說，妳/你覺得作者問了個有趣或重要的問題了嗎？作者成功地回答自己
所設定的問題了嗎？妳/你對這篇論文(或一篇以上的論文)又有著什麼樣的
批判呢？
三、評分標準
出席討論

30%

閱讀心得報告(每篇報告 10 分)

70%

總計

100%

本課程成績只有「通過」與「不通過」兩個等級。凡總成績超過 80 分者為「通過」，
否則為「不通過」。
五、教科書
我會將所有的閱讀材料影印成冊，請同學自行到科學二館四樓的影印室去繳費領
取。
六、進度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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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有 9 週要上課。第一週是授課老師對這門課的介紹，最後一週則是這門課
的學期檢討，這兩次的上課時間是 50 分鐘(13:30 – 14:20)。另外七次則是演講活
動，時間為兩個小時(13:30 – 15:20，另外，第十四週的演講時間是星期五早上
10:10-12:00，敬請注意)。
週次

日期

課程主題

第一週

2008/09/17 課程簡介

第二週

2008/09/24 世變中人類學研究的反思：個人的經驗
(黃應貴/中研院民族所)

第五週

2008/10/15 多元文化主義在台灣的形成與其問題
(張茂桂/中研院社會所)

第八週

2008/11/05 如何理解泰國與寮國的「族群」?：兩項較新研究典例的介
紹
(謝世忠/台大人類系)

第十週

2008/11/19 空間、權力與族群／國族關係
(康培德/國立東華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

第十三週

2008/12/10 漂浪女體，國族疆界：生養育危機與移民性控制
(藍佩嘉/台大社會系)

第十四週

2008/12/19 Hakka Families, Lineages and Clans in the Society Islands
(French Polynesia)
(Anne-Christine Tremon/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近
代現代中國研究中心」)

第十七週

2009/01/07 當代台灣客家的族群想像
(王甫昌/中研院社會所)

第十八週

2009/01/14 期末課程檢討

七、詳細進度大綱及閱讀材料
第一週(2008/09/17)：課程簡介
第二週(2008/09/24)：演講
演講者：黃應貴(中研院民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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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題目：世變中人類學研究的反思：個人的經驗
閱讀材料：
黃應貴，2008，〈第一章第一節 我的人類學經驗〉，見黃應貴，《反景入深林：
人類學的觀照、理論與實踐》，頁 2-16。台北：三民。
黃應貴，2008，〈第八章第二節 族群研究〉，見黃應貴，《反景入深林：人類
學的觀照、理論與實踐》，頁219-230。台北：三民。
第五週(2008/10/15)：演講
演講者：張茂桂(中研院社會所)
演講題目：多元文化主義在台灣的形成與其問題
閱讀材料：
張茂桂，2002，〈多元主義、多元文化論述在台灣的形成與難題〉，見薛天棟編，
《台灣的未來》，頁223-73。[台南市]：國立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
張茂桂，2006，〈族群多元新典範的浮現：從認同的歷史形成到「後多元文化主
義」的催生〉，見蕭新煌等編撰，《台灣新典範》，頁90-135。台北縣淡
水鎮：群策會李登輝學校。
第八週(2008/11/05)：演講
演講者：謝世忠(台大人類系)
演講題目：如何理解泰國與寮國的「族群」?：兩項較新研究典例的介紹
閱讀材料：
謝世忠，2002， 〈「國族--國家」、共同體、及其解構：評泰國與中國少數族群
的人類學研究〉，《亞太研究通訊》1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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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世忠，2004，〈結構與關係之外：在台滇緬軍眷移民社區的「東南亞族群生態
學」〉
，見謝世忠，
《國族論述：中國與北東南亞的場域》， 頁 397-412。
台北：國立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謝世忠，2007，〈異、色、毒：北東南亞山地族群的觀光圖像〉，《民俗曲藝》
157：11-64。
謝世忠，2008，〈雙邊繼承與性別等位：大陸東南亞「泰語系-南傳佛教」的文
化基質〉，見林美容、郭佩宜、黃智慧編，《寬容的人類學精神：劉斌雄
先生紀念論文集》，頁 507-531。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第十週(2008/11/19)：演講
演講者：康培德(國立東花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
演講題目：空間、權力與族群／國族關係
閱讀材料：
康培德，2005，Inherited Geography: Post-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Emerging
Dominance of Pimaba in East Taiwan。台灣史研究 12，no. 2：1-33。
康培德，2006，親王旗與藤杖：殖民統治與土著挪用。台灣史研究 13，no. 2：
33-55。
康培德，2008，東南亞：地名變遷與地理區劃。地理研究，no. 48：105-23。
第十三週(2008/12/10)：演講
演講者：藍佩嘉(台大社會系)
演講題目：漂浪女體，國族疆界：生養育危機與移民性控制
閱讀材料：
Lan, Pei-chia, 2008, “Migrant Women’s Bodies as Boundary Markers: Reprodu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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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and Sexual Control in the New Ethnic Frontiers of Taiwan.”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3(4): 833-861.
第十四週(2008/12/19)：演講
請注意：本週的演講時間為星期五，時間是早上 10:10-12:00。演講之後可以留
下來和演講者餐敘，以比較輕鬆和非正式的方式和演講者互動。
演 講 者 ： Tremon, Anne-Christine ( 法 國 高 等 師 範 學 院 社 會 科 學 系 助 理 教 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NS))
演講題目：Hakka Families, Lineages and Clans in the Society Islands (French
Polynesia)(英語演講)
閱讀材料：
Tremon, Anne-Christine. 2005. “Credit and Gambling Relations: The Articulation of
Different Rationalities between Tahiti Chinese and Raiatean Tahitians.”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3(2): 23-44.
Tremon, Anne-Christine. 2007. “From "Voluntary" to "Truly Voluntary" Associations: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French Polynesia, 1865-2005.”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3(1): 1-33.

第十七週(2009/01/07)：演講
演講者：王甫昌(中研院社會所)
演講題目：當代台灣客家的族群想像
閱讀材料：
王甫昌，2003，〈第一章 前言〉，見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頁2-8。台北：群學。
王甫昌，2003，〈第二章 什麼是「族群」與「族群認同」？〉，見王甫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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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頁9-51。台北：群學。
王甫昌，2003，〈第六章 本省人中的「閩南」、「客家」分類〉，見王甫昌，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頁 121-46。台北：群學。
第十八週(2009/01/14)：學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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