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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學  

(2019 秋) 

PROFESSOR JOHN CHUNG-EN LIU 劉仲恩老師 

課堂聯絡 

上課時間：週五 9:10 到 12:10 

教室：社會社工館 207 

電子郵件：chungenliu@ntu.edu.tw 

辦公室: 社會社工館 306 

晤談時間：週四 9點到 11 點或另約時間 

課程簡介 

本課程是經濟社會學的大學部簡介課程，建議學生修習過社會學導論作為背景

知識，經濟社會學分析經濟生活如何植根於文化、社會網絡、制度與政治基

礎，我們將從思想脈絡談起，然後一一介紹這領域內的主要理論視角與研究取

徑，從鑲嵌、社會網路、文化，一路談到金融市場和環境永續，課堂中，我們

尤其會對應主流經濟學的分析視角，以比較社會學與經濟學交會處的論戰。我

們課堂閱讀選材自許多近年來經濟社會學的經點作品以及以台灣為案例的實證

研究，我希望同學透過這門課深度思考身邊的經濟活動。 

課程要求與評分標準 

課堂參與 (15%)  

這堂課沒有期中期末 ，課堂參與是學習的重要環節 ，也佔總成績的百分之十五 ，

所以上課一定要來 ，來了才能參與嘛 ，我知道大學生很忙 ，早上九點的課很早 ，

所以我給大家一張  無故缺席」的機會卡 ，第二次以上的曠課 ，將直接扣期末總

成績 3分。  

在這門課中 ，我們會直接閱讀經濟社會學的一手文獻 ，我希望你可以在上課前確

實地讀完指定閱讀 ，如果同學們準備的情況太差 ，將會出現課堂小考來評量大家

的準備工作。 

請把每週的上課看成一個大家一起學習求進步的時間 ，把我們的教室想像成一個

共同學習的社群 ，希望你可以在這裡找到智識上的好夥伴或實現你對社會的關懷 。 

電影心得 (10%) 

12 月的第一週是電影週 ，我們將會在的課堂上觀賞  美國工廠」並討論 ，當週回

家作業是觀賞紀錄片  時尚代價」 ，請同學擇一撰寫 1000 字的心得 ，如取得老師

同意，也可以以其他跟經濟社會學有關紀錄片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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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 (75%) 

本學期同學們將選擇一項  有經濟活動的物品或是服務」來撰寫一系列作業 ，我

希望同學可以透過這作業把看似艱深的經濟社會學理論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我特

別鼓勵你挑選你有興趣深度探討的市場 ，請發揮創意 ，你的題材可以包羅萬象 ，

從鑽石 、茶葉到寵物 ，或是沒有實體物品的服務如金融諮詢 、家教到健身教練 。 

短文寫作 (45%)  

我們將以你選擇的物品或服務為主題，寫三分每篇約 1200-1500 字的文章，第

一篇將討論你選擇的市場如何鑲嵌在我們的社會中，第二篇將引入文化和道德

的討論，最後一篇考慮商品鏈、市場工具、計算分類如何影響你的市場，我會

在學期中提供更詳細的寫作說明。 

期末報告 (10%) 

在第 16、17、18 週的課堂中，每位同學需要做約 7分鐘的報告，報告內容可

以是前面三分寫作的內容，也可是簡介期末研究計畫， 

未來研究計畫 (20%) 

期末時，同學將以 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為體例，撰寫一份有關你的主題

的研究計畫，內容須包括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文獻回顧與探討、研究方法及

步驟和預期結果，字數至少 2000 字，除了完成作業之外，我鼓勵各位大三以

下的同學正式申請這個研究計畫。 

課堂規範 

 電影心得跟文章寫作可以用中文或英文書寫，不影響你的成績，若有遲交情

況，遲一天將扣 20%的成績，扣完為止。 

 我的晤談時間是每週日的上午 9點到 11 點，這段時間內我都會待在辦公室

內，歡迎同學來找我聊天。要來之前，請先到我辦公室門上登記來訪時間，

若正常時段內你有其他要事，也很歡迎你另外寫信跟我約，我很樂意多在課

堂之外時間多認識同學，若你有對於課程的意見，甚至於讀研究所、找工

作、出國留學等等計劃想找人討論，都很歡迎你來。 

 如果有任何疑問，歡迎透過電子郵件問我，但是寫信前之前請先參考課程大

綱，看看答案是否已經寫在上面。通信時請記得基本禮儀、清楚說明問題並

署名。我通常會在 9點到 5點間回信，但沒辦法隨時隨地回答緊急的問題，

所以有問題請提早提出。 

 遲到早退：如果有特殊情況需要遲到早退，可以禮貌性通知

我一聲，也請進出時不要影響其他同學。 

 有關上課能否用電子產品，我們將在第一堂課用民主的方式討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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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註：每學期根據學生的程度和興趣會再些微調整，請以課堂公佈需要閱讀的章

節為準。   

第一週 (9/13): 中秋節放假  

第二週 (9/20): 課程簡介 

 課程大綱 

第三週 (9/27): 經濟社會學理論背景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2005. “Introducing Economic 

Sociology.” 

第四週 (10/4-5)：經濟學視角  

 Gary Becker. 1993.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 

 Paul Hirsch, Stuart Michaels, and Ray Friedman. 1990. “Clean Models vs. 

Dirty Hands: Why Economics is Different from Sociology.” 

第五週 (10/11)：國慶日連假彈性放假 

第六週 (10/18)：社會鑲嵌 

 Greta Krippner and Anthony S. Alvarez. 2007. “Embeddednes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jects of Economic Sociology” 

 陳志柔, 2001. “中國大陸農村財產權制度變遷的地方制度基礎: 閩南與蘇南

的地區差異.” 

第七週 (10/25)：社會網路 

 Bruce Carruthers and Sarah Babb. 2013. “Networks in the Economy.”  

 藍佩嘉, 2000. “人際網絡與經濟活動的辯證：傳銷商的網絡建構、行動意義

與權力關係” 

第八週 (11/1)：文化與消費 

 Bruce Carruthers and Sarah Babb. 2013 “Marketing and the Meaning of 

Things.”  

 林文源與陳晉煦, 2012. “單車品味政治：以 2000 年後臺灣新竹市文化競逐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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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11/8)：市場與道德 

 Marion Fourcade and Kieran Healy. 2007. “Mor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Kenneth Han Chen and John Chung-En Liu. “The moral market of study 

abroad education consultant in Taiwan” (草稿、暫定標題)  

第十週 (11/15): 台大校慶放假一天 

第十一週 (11/22): 國家與新自由主義  

 Fred Block and Peter Evans. 2005.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陳怡伶與黎德星, 2010. “新自由主義化、國家與住宅市場：臺灣國宅政策的

演變，地理學報” 

第十二週 (11/29)：全球商品鏈 

 Sarah Bowen and Marie Sarita Gaytán. 2012. “The paradox of protection: 

National identity,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tequila industry” 

 彭莉惠與熊瑞梅, 2015. “台灣製造業廠商人才培訓的制度分析: 以高科技業

為主.” 

第十三週 (12/6)：觀賞紀錄片「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 

 觀賞紀錄片 時尚代價」(The True Cost) 

第十四週 (12/13)：環境永續 

 Juliet Schor, 2011. “True Wealth” Chapter 1 

 邱花妹, 2018. “市場與社會交鋒：電子業與新興化學品管制的形構” 

第十五週 (12/20)：經濟學家、計算工具與科技物 

 Amitai Etzioni. 2015. “The Moral Effects of Economic Teaching” 

 Wendy Nelson Espeland and Michael Sauder. 2007. “Rankings and 

Reactivity: How Public Measures Recreate Social Worlds.” 

 陳宇翔. (2016). “[社會-市場] 框架: 當代臺灣證券公司營業廳的科技, 空間與

社會關係型構” 

第十六週 (12/27)：學生期末報告 

第十七週 (1/3)：學生期末報告 

第十八週 (1/10)：學生期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