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社會學（教） 
黃嘉莉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

代號 
00UE004 課程名稱 教育社會學（教） 

英文

名稱 
Sociology of Education 

全/半

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

數 
2.0 

每週授課

時數 
正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

系級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先修

課程  

課程

簡介 

教育社會學是一門介於教育學和社會學的整合性學科。它是探討教育與社會之

間相互關係的科學，主要是運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概念分析教育制度，以充實社

會學與教育學理論，並可使教育決策者重視影響教育的社會因素，幫助教育工

作者瞭解其角色任務，藉以改善教育，促進社會進步。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認識教育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2. 掌握教育社會學的主要課題及發展趨

勢 

學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碩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3. 運用教育社會學的學理與方法討論教

育問題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黃嘉莉 

本課程包含實地學習時

數  

本課程適合修習領域 
 

教學進度與主題 

 教材內容：  

週次 授課內容 閱讀內容  

1 教育社會學授課內容介紹  

2 教育社會學相關影片欣賞  

3 教育社會學的分析  

4 教育社會學與發展  

5 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基礎—和 

6 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基礎—衝突論  

7 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基礎—解釋論  

8 社會變遷與教育改革  

9 社會階層、社會流動與教育  

10 期中考  

11 教育社會學影片分析  

12 教育機會均等  

13 學校組織與學校文化  

14 教師角色與師生關係  

15 班級社會體系  

16 青少年次文化  

17 課程的社會學  

18 期末考  

諧論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教師針對教育社會學相關理論、主題內容以及與當今時事關係進

行說明 

討論法 

教師針對教育教育社會學相關概念或針對學生實際經驗或當今

時事觀點等不同主題，與學生討論互動。另學生因需針對影片分

析以及主題進行討論，以提交成果。 

合作學習 
小組同學必須針對教師交代主題或作業進行問題解決、蒐集資

料、分析觀點等等進行學習。 



媒體融入教學 

為讓學生有機會將教育社會學所學理論或概念運用在實際中，特

安排影片的分析，促進小組的討論以及學生實際運用理論或觀點

於實際現象。 

專題研究 

為促進學生能夠掌握教育社會學主要議題和趨勢，配合上課進

度，安排小組針對主題蒐集相關時事與研究成果，進行問題討

論、資料蒐集、資料分析、刪減資料、統整時事、反省等等，並

且於上課中和同學一起分享。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期中考 30 % 
針對期中考週前所上課之內容進行筆試，題型配合教師資

格檢定考試為選擇題和身論題，選擇題 60%，申論題 40% 

期末考 30 % 

針對期中考週後到期末考週前上課之內容進行筆試，題型

配合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為選擇題和身論題，選擇題 60%，

申論題 40%。 

課堂討論參與 30 % 針對小組報告內容以及平日上課討論發表情形給予分數。 

出席 10 % 根據簽到表進行登記，缺課一次扣 10 分（總分之 1 分） 

參考書目 

 陳奎憙（2001）。教育社會學導論。台北：師大書苑。  

張建成（2002）。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研究。台北：學富。  

 

其他參考書目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1993）。多元文化教育。台北：臺灣書店。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國教育學會主編（1998）。社會變遷

中的教育機會均等。台北：揚智文化。  

羊憶蓉（1994）。教育與國家發展：臺灣經驗。台北：桂冠。  

吳康寧（1998）。教育社會學。高雄：復文。  

林生傳（2000）。教育社會學。台北：巨流。  

林清江（1981）。教育社會學新論。台北：五南。  

林義男、王文科（1998）。教育社會學。台北：五南。  

張建成編（2000）。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課題與別人的經驗。

台北：師大書苑。  

陳伯璋（1988）。意識型態與教育。台北：師大書苑。  

陳伯璋（2001）。新世紀教育發展的回顧與前瞻。高雄：麗文。  

陳奎憙（1990）。教育社會學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陳奎憙（1998）。現代教育社會學。台北：師大書苑。  

陳奎憙等編著（2000）。教育社會學。蘆洲：國立空中大學。  

 



陳添球（1999）。教育社會學：知識使用取向。高雄：復文。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台北：學富。  

鄭世仁（2000）。教育社會學導論。台北：五南。  

謝維和（2002）。教育社會學。台北：五南。  

譚光鼎（1998）。原住民教育研究。台北：五南圖書。  

譚光鼎（2002）。臺灣原住民教育—從廢墟到重建。台北：師大

書苑。  

譚光鼎等編著（2001）。多元文化教育。蘆洲：國立空中大學。 

 
  



教育社會學（教） 
黃嘉莉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代

號 
00UE004 課程名稱 教育社會學（教） 

英文名

稱 
Sociology of Education 

全/半
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數 2.0 
每週授課

時數 
正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系

級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先修課

程  

課程簡

介 

教育社會學是一門介於教育學和社會學的整合性學科。它是探討教育與社會之間相互

關係的科學，主要是運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概念分析教育制度，以充實社會學與教育學

理論，並可使教育決策者重視影響教育的社會因素，幫助教育工作者瞭解其角色任

務，藉以改善教育，促進社會進步。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認識教育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2. 掌握教育社會學的主要課題及發展趨勢 

學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碩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3. 運用教育社會學的學理與方法討論教育問

題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黃嘉莉 

本課程包含實地學習

時數  

本課程適合修習領域 
 

教學進度與主題 

 教材內容：  
週次 授課內容 閱讀內容  
1 教育社會學授課內容介紹  
2 教育社會學相關影片欣賞  
3 教育社會學的分析  
4 教育社會學與發展  
5 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基礎—和 
6 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基礎—衝突論  
7 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基礎—解釋論  
8 社會變遷與教育改革  
9 社會階層、社會流動與教育  
10 期中考  
11 教育社會學影片分析  
12 教育機會均等  
13 學校組織與學校文化  
14 教師角色與師生關係  
15 班級社會體系  
16 青少年次文化  
17 課程的社會學  
18 期末考  
 
諧論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教師針對教育社會學相關理論、主題內容以及與當今時事關

係進行說明 

討論法 
教師針對教育教育社會學相關概念或針對學生實際經驗或當

今時事觀點等不同主題，與學生討論互動。另學生因需針對

影片分析以及主題進行討論，以提交成果。 

合作學習 小組同學必須針對教師交代主題或作業進行問題解決、蒐集



資料、分析觀點等等進行學習。 

媒體融入教學 
為讓學生有機會將教育社會學所學理論或概念運用在實際

中，特安排影片的分析，促進小組的討論以及學生實際運用

理論或觀點於實際現象。 

專題研究 

為促進學生能夠掌握教育社會學主要議題和趨勢，配合上課

進度，安排小組針對主題蒐集相關時事與研究成果，進行問

題討論、資料蒐集、資料分析、刪減資料、統整時事、反省

等等，並且於上課中和同學一起分享。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期中考 30 % 
針對期中考週前所上課之內容進行筆試，題型配合教

師資格檢定考試為選擇題和身論題，選擇題 60%，申

論題 40% 

期末考 30 % 
針對期中考週後到期末考週前上課之內容進行筆試，

題型配合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為選擇題和身論題，選擇

題 60%，申論題 40%。 

課堂討論參與 30 % 
針對小組報告內容以及平日上課討論發表情形給予分

數。 

出席 10 % 
根據簽到表進行登記，缺課一次扣 10 分（總分之 1
分） 

參考書目 

 陳奎憙（2001）。教育社會學導論。台北：師大書苑。  
張建成（2002）。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研究。台北：學富。  
 
其他參考書目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1993）。多元文化教育。台北：臺灣書店。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國教育學會主編（1998）。社會變

遷中的教育機會均等。台北：揚智文化。  
羊憶蓉（1994）。教育與國家發展：臺灣經驗。台北：桂冠。  
吳康寧（1998）。教育社會學。高雄：復文。  
林生傳（2000）。教育社會學。台北：巨流。  
林清江（1981）。教育社會學新論。台北：五南。  
林義男、王文科（1998）。教育社會學。台北：五南。  
張建成編（2000）。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課題與別人的經驗。

台北：師大書苑。  
陳伯璋（1988）。意識型態與教育。台北：師大書苑。  

 



陳伯璋（2001）。新世紀教育發展的回顧與前瞻。高雄：麗文。  
陳奎憙（1990）。教育社會學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陳奎憙（1998）。現代教育社會學。台北：師大書苑。  
陳奎憙等編著（2000）。教育社會學。蘆洲：國立空中大學。  
陳添球（1999）。教育社會學：知識使用取向。高雄：復文。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台北：學

富。  
鄭世仁（2000）。教育社會學導論。台北：五南。  
謝維和（2002）。教育社會學。台北：五南。  
譚光鼎（1998）。原住民教育研究。台北：五南圖書。  
譚光鼎（2002）。臺灣原住民教育—從廢墟到重建。台北：師

大書苑。  
譚光鼎等編著（2001）。多元文化教育。蘆洲：國立空中大學。 

 
  



教育社會學（教） 
黃約伯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代

號 
00UE004 課程名稱 教育社會學（教） 

英文名

稱 
Sociology of Education 

全/半
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數 2.0 
每週授課時

數 
正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系

級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先修課

程  

課程簡

介 

教育社會學是一門介於教育學和社會學的整合性學科。它是探討教育與社會之間相互

關係的科學，主要是運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概念分析教育制度，以充實社會學與教育學

理論，並可使教育決策者重視影響教育的社會因素，幫助教育工作者瞭解其角色任務，

藉以改善教育，促進社會進步。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認識教育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2. 掌握教育社會學的主要課題及發展趨勢 

學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碩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3. 運用教育社會學的學理與方法討論教育問

題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二、教學大綱 

授課

教師 
黃約伯 

本課

程包

含實

地學

習時

數 

2 小時 

本課

程適

合修

習領

域 

適合所有師資生修習 

教學進度與主題 

第一週、春節連假 

 

 

第二週  課程介紹與說明 

1.     本課程介紹：包括單元主題、作業、上課方式及評量方式等。 

2.     完成分組。 

3.     請學生簡述個人對於教育社會學或相關教育議題的想法或經驗。 

4.       簡述教育社會學的形成與發展。閱讀書目以 Ball, 林清江、陳奎憙、張建成、譚光鼎等學者的

著作為主。 

  

  

第三週、功能論 

1.     本課程介紹教育社會學的功能論。課堂中 Durkheim, Parsons, 譚光鼎、王麗雲等學者的論著為主。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教育是否促進社會和諧(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四週、衝突論 

1.       本課程探究教育社會學的衝突論。課堂中以 Mark, Collins, Kneller, 陳奎熹、譚光鼎、王麗

雲等學者的論著為主。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於教育是否產生社會對立 (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五週、符號互動論 



1.       本週將討論教育社會學的符號互動論。閱讀書目以 Mead, Goffman, Blumer, 陳奎熹、譚光鼎等學

者的論著為主。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標籤化與師生互動 (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六週、再製論 

1.       本課程說明教育社會學的再製論。課堂討論以 Althusser, Bowles & Gintis, Bourdieu, Apple, 譚光鼎

等學者的著作為主。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文化資本形成與再製的過程(或台灣)新宗教運動的發展 (討論題綱將於

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七週、清明連假 

 

 

第八週、抵抗論 

1.       本週說明教育社會學的抵抗論。這方面的問題，Willis, Blackledge & Hunt (李錦旭譯) 、譚光鼎

等學者皆有所探討。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學校為何成為被抵抗的對象 (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九週、批判理論 

1.       本課程說明教育社會學的批判理論(批判教育社會學)。閱讀書目以Giroux, Blackledge & Hunt (李

錦旭譯)、張建成等學者的著作為主。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批判理論要如何進行教育實踐 (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十週、影片欣賞 

1.       蒙娜麗莎的微笑(性別議題) 。並參考謝小芩、譚光鼎等的著作。 

2.       議題討論: 與影片相關之教育議題。(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3.       期中閱讀心得書面報告繳交。 

  

第十一週、教育與政治: 

1.       本週說明教育與政治社會化的議題。課堂閱讀文獻以 Tsurumi, Winckler, Chun, McVeigh, 
Dawson 等學者的著作為主。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教育是否能獨立於政治之外 (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十二週、教育與經濟 

1.       本課程說明經濟與教育投資論。課堂閱讀書目以 Smith, Schultz, Becker, Marshall, Cummings, 蓋浙

生、譚光鼎等學者的論著為主。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經濟發展與教育預算(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十三週、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流動 

1.       本週將探討暨教育機會均等與社會流動。閱讀書目以 Coleman, Apple, Gates, Coleman et al. 

Bernstein, 莊勝義、姜添輝等學者的著作為主。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教育優先區 (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十四週、反種族主義論 

1.       本課程說明反種族主義的教育議題。課堂閱讀書目以 Dale, Gillborn, Sarup, Gilroy, Samoff, Van 

den Berghe, 譚光鼎等學者的著作為主。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原住民族與新住民的學校適應(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十五週、青少年次文化 

1.       本週將探討學生次級文化。閱讀書目以譚光鼎、Ogbu, McLaren, 黃鴻文等學者的著作為主。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校園霸凌 (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十六週、教育與全球化 

1.       本週以全球化為授課主題。課堂閱讀書目以 Carnoy & Castells, Castles, Smith, Harvey, Giddens, 

Lechner, Greunwald, Mittelman, Murphy-Shigematsu, Minggan Wang, Winckler, Chun, 譚光鼎等學

者的著作為主。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跨境教育與學歷互認(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十七週、教育改革 

1.       本課程將探討當前教育改革的議題。其中閱讀書目以譚光鼎、Popkewitz, Ball, Apple, Shore, 譚光

鼎等學者的著作為主。 

2.       議題討論: 分組討論有關 12 年國教的前景與困難(討論題綱將於課堂中另行提供)。 

  

第十八週、期末評量 

本週將進行期末評量，評量的方式以筆試申論題為主。評量的範圍以本學期授課之主題為主。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

法 
針對每週的文獻，重點提出說明，並提出不同觀點，做為課堂討論的基礎。 

討論

法 
學生組成若干小組，以討論題綱為主，進行課堂討論。 

合作 學生針對教育社會學主題，進行分組報告之發表。 



學習 

媒體

融入

教學 
提供有關教育社會學的影片。 

專題

研究 
學生針對某一教育社會學教育議題，進行資料蒐集，並進行分組報告以及撰寫期中閱讀

書面報告。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25 % 
期中閱讀心得書面報告(學生選擇一本教育社會學之書目，進行閱

讀)。 

期末

考 
25 % 申論題的形式為主，評量範圍以授課主題為主 

課堂

討論

參與 
15 % 學生應詳細閱讀每週文獻，進行重點摘要，並課堂提出討論。 

出席 10 % 學生出缺席狀況。 

報告 25 % 
專題分組報告(評量學生報告主題之切合性，發表內容架構之邏輯

性，資料蒐集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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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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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科學，主要是運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概念分析教育制度，以充實社會學與教育學

理論，並可使教育決策者重視影響教育的社會因素，幫助教育工作者瞭解其角色任務，

藉以改善教育，促進社會進步。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認識教育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2. 掌握教育社會學的主要課題及發展趨勢 

學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碩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3. 運用教育社會學的學理與方法討論教育問

題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江淑真 

本課程包含實地學習時數 否 

本課程適合修習領域 適合所有師資生修習 

教學進度與主題 

週次 主題 閱讀內容 

1  本門課介紹 教師參加研討會，停課一次。 

2 教育社會學的

理論基礎 

譚光鼎(2010) ，教育社會學-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基礎。 

  

3  學校教育的社

會功能 

王麗雲（2005）學校教育的社會功能。載於台灣教育

社會學會（主編），教育社會學（頁 27-56）。台北

市：巨流。 

林郡雯（校譯）（2007）。教育的社會學分析：學校

運作之道。台北：學富。 

4  家庭、階級與

教育 

譚光鼎(2010) ，教育社會學-第六章:家庭、階級與教育

成就 

黃毅志（1999）。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識：

台灣地區不公平的社會階層 

5 教育社會學理

論與探討 

交作業一 

姜添輝（1997）。教育的功能─三個社會學派的觀點。

花蓮師院學報，7，215-240。 

作業（ㄧ）我的學校經驗：理論的分析 

6  教育機會均等 王麗雲、甄曉蘭(2007)。臺灣偏遠地區教育機會均等

政策模式之分析與反省， 

教育資料集刊，36 輯，25-46。 

譚光鼎(2010) ，教育社會學-第七章:教育均等。 

6  青少年文化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青少年文化之民族誌研究。

台北市：學富。 

7 學校文化 譚光鼎(2010) ，教育社會學-第八章:學校文化與組織革

新 



張德聰（2005）。從青少年次級文化談校園危機處理，

http://www.nioerar.edu.tw/basis3/14/gh7.htm（2005/3/11） 

8  教師社會學 譚光鼎(2010) ，教育社會學-第十章:教師社會學 

教育部補助辦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 

http://140.111.34.34/docdb/files/dma7da0a07101419086.pdf 

  

9  教學社會學 

交作業二 

譚光鼎(2010) ，教育社會學-第十一章:教學社會學 

作業（二）我的學校經驗：如果我沒上學？ 

10 議題與討論      註：影片賞析與討論─蒙娜麗莎的微笑 

11 課程的社會學

分析 

王麗雲、甄曉蘭(2009)。社會學取向的教科書政策分

析，教科書研究，2(1):1-28。 

譚光鼎(2010) ，教育社會學-第十二章: 課程的社會學分

析。 

12  教育改革 譚光鼎(2010) ，教育社會學-第十三章:教育改革與全球

化 

  

13  多元文化 

交作業三 

張建成（編）（2000）。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課題

與別人的經驗。臺北：師大書教育研究集刊，6，

115-148。 

作業（三）我的學校經驗：學校沒有教的事 

14  期末報告(一) 十二年國教的社會學分析 

15  期末報告(二) 家長參與  

16  期末報告(三) 青少年問題 

17 期末報告(四) 普通與技職教育 

18 繳交期末報告 請連原稿一起繳交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本門課程主要採教師講授、啟發式的講述以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討論法 小組討論與個案研討等方式進行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http:/140.111.34.34/docdb/files/dma7da0a07101419086.pdf%60


專題研究 將以小組協同合作完成專題研究報告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30 % 
1.至少一頁，切勿超過五頁(12 號字，單行間距)。 2.
共有三次作業。 3.不接受補交晚交。 

課堂討論參與 30 % 
上課參與包括出缺席狀況、參與課堂討論與活動之情

況、不定時小作業準備、指定教材之閱讀情況、同學報

告內容之評論狀況。 

報告 40 % 

1. 同學針對主題進行專題研究，撰寫報告，或對個案

進行分析。討論內容來源可以是報章雜誌或是報紙時

事。 2. 繳交報告時需一併繳交討論提綱，書面報告需

在輪值報告日前三天傳給授課教師與同學，由同學自行

列印或線上閱讀，並提供討論提綱。由班長負責建立同

學 e-mail list. 3. 每組口頭報告時間為二十分鐘，十五分

鐘問答與討論，另外十分鐘為教師講評。 4. 期末需交

修正之完整之書面報告，書面報告之長度以 10-20 頁為

度，不包含參考書目或附錄。評分的標準包括報告內

容、小組口頭報告問答之表現。 

參考書目 

譚光鼎(2010) ，教育社會學，台北: 學富文化。 

王瑞賢、譚光鼎、王麗雲、姜添輝（2006）。教育社會學：人

物與思想。台北：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麗雲（2005）學校教育的社會功能。載於台灣教育社會學會

（主編），教育社會學（頁 27-56）。台北市：巨流。 

吳逸驊（2004）。圖解社會學。台北：易博士出版社。 

林郡雯（校譯）（2007）。教育的社會學分析：學校運作之道。

台北：學富。 

姜添輝（1997）。教育的功能─三個社會學派的觀點。花蓮師

院學報，7，215-240。 

  

張建成（2002）。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研究。台北：學富。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60author:%22%E7%8E%8B%E7%91%9E%E8%B3%A2%22%60;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601%60;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60author:%22%E8%AD%9A%E5%85%89%E9%BC%8E%22%60;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601%60;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60author:%22%E7%8E%8B%E9%BA%97%E9%9B%B2%22%60;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601%60;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60
http://courseap.itc.ntnu.edu.tw/acadmOpenCourse/%60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60author:%22%E5%A7%9C%E6%B7%BB%E8%BC%9D%22%60;document.frmSimpleSearch.linksearch.value=%601%60;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60


陳奎憙(2001)。教育社會學導論。臺北：師大書苑。 

黃毅志（1999）。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識：台灣地區

不公平的社會階層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青少年文化之民族誌研究。台北市：

學富。 

 
  



教育社會學（教） 
張珍瑋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

代號 
00UE004 課程名稱 教育社會學（教） 

英文

名稱 
Sociology of Education 

全/半
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

數 
2.0 

每週授課

時數 
正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

系級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先修

課程  

課程

簡介 

教育社會學是一門介於教育學和社會學的整合性學科。它是探討教育與

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主要是運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概念分析教育制

度，以充實社會學與教育學理論，並可使教育決策者重視影響教育的社

會因素，幫助教育工作者瞭解其角色任務，藉以改善教育，促進社會進

步。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認識教育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2. 掌握教育社會學的主要課題及發展

趨勢 

學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碩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3. 運用教育社會學的學理與方法討論

教育問題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張珍瑋 

本課程包含實地學習時數 
 

本課程適合修習領域 
 

教學進度與主題 

 
第一周 課程介紹 

第二周 教育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第三周 教育社會學的主要理論發展（功能論） 

第四周 教育社會學的主要理論發展（衝突論） 

第五周 教育社會學的主要理論發展（詮釋學派） 

第六周 教育機會均等：學校教育、教育分流與學校（內外部）階層化發展 

第七周 教育機會均等：學校教育、社會階級與社會流動 

第八周 期中考 

第九周 教育機會均等：學校教育、族群與性別 

第十周 教育機會均等：學校教育、師生關係與學生文化 

第十一周 社會變遷與教育改革：教育政策的社會學分析 

第十二周 社會變遷與教育改革：學校組織的社會學分析 

第十三周 社會變遷與教育改革：課程改革的社會學分析 

第十四周 教育社會學的理念實踐：發展社會正義教育 

第十五周 學生分組報告與個人時事剪報（短片）分享 

第十六周 學生分組報告與個人時事剪報（短片）分享 

第十七周 學生分組報告與個人時事剪報（短片）分享 

第十八周 期末考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講述教育社會學相關理論、主題內容以及與當今時事關係。 

討論法 
針對教育教育社會學相關概念、實際社會經驗以及當今時事觀點等不

題，師生之間與學生之間進行討論互動。 

合作學習 根據班級分組進行主題式的分組報告。 

媒體融入教學 
課堂中將安排相關主題的影片，以促進小組討論以及學生個別反思與

步創新實踐的可能。 

專題研究 
鼓勵學生根據所學的教育社會學理論與概念，選定相關的時事議題，

組針對主題蒐集相關時事與研究成果，進行問題討論、資料蒐集與分



等，並於課堂與同學分享。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20 % 

請每位同學以本課程講授的主題（教育機會均等、社會變

育改革）為範圍，選擇時事的剪報、新聞片段、媒體討論、Y
短片等，進行主題式的分析，並於課程第十五~十七周課堂

五到十分鐘的分享。 

期中考 20 % 
題目形式包括選擇題與申論題，內容包括本課程第二～七

所教授與討論的內容。 

期末考 20 % 
題目形式包括選擇題與申論題，內容包括本課程第九～十

堂所教授與討論（包括分組報告與個人分享）的內容。 

課堂討論參與 10 % 
每位同學需於上課前閱讀完畢每週的指定文獻，並於課堂

發言，與老師及同學進行討論。 

出席 10 % 
如確定修課，每位同學必須每次上課都要出席（如因故未能

請事先 email 給授課教師請假。） 

報告 30 % 

課程團體分組人數約每組三到五人，於課程第十五~十七周

進行十五分鐘的專題報告並加上五分鐘的課堂討論，報告

題需於第五～十周間與教師約時間課後或課堂中間下課時

討論。 1. 課堂分組報告（口頭）：15% 每位小組的成員

台報告，請掌握時間。 2. 課堂分組報告（書面）：15% 
課程第十五~十七周課堂進行口頭報告時，可選擇僅提供書

及可供課堂討論的問題，團體書面報告繳交期限為期末考

八周課堂）當天。 

參考書目 

 
（一）主要參考資料： 

1. 方永泉（2002）。受壓迫者教育學。臺北：巨流。 
2. 林郡雯校譯（2007）。教育的社會學分析：學校運作之地。臺

學富。 
3. 譚光鼎（2010）。教育社會學。臺北：學富。 

  

（二）輔助參考資料： 

1. 方永泉（2012）。批判與希望：以行動為中心的教師哲學。臺

學富。 
2. 佐藤學（2012）。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臺北：天

誌。 

 



3. 柯林斯著、劉慧珍等譯（1998）。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的

社會學。台北：桂冠。 
4. 姜添輝（2002）。資本社會中的社會流動與學校體系。臺北：

教育。 
5. 夏曉鵑（2005）。解開面對新移民的焦慮。學生輔導季刊，97

6-27。 
6. 財團法人國立台南師範學院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台灣教育社

會主編(2001)。九年一貫課程與教育改革議題：教育社會學取

分析。高雄：復文。 
7. 翁福元（編）（2013）。校園霸凌：學理與實務。臺北：高等教  
8. 陳奎憙（1998）。現代教育社會學。臺北：師大書苑。 
9. 陳伯璋（1988）。意識型態與教育。臺北：師大書苑。 
10. 陳伯璋、張盈堃（編）（2007）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批判教

的在地實踐。臺北：師大書苑。 
11. 張建成（2002）。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研究。臺北：學富。 
12. 張如慧（2002）。民族與性別之潛在課程：以原住民女生為例

北：師大書苑。 
13. 許殷宏（2006）。教學實踐與學生身份認同—國中美術班與普

的比較。教育研究集刊，52 (2)，125-153。 
14. 黃武雄（2003）。學校在窗外。台北縣：左岸文化。 
15.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分析。臺北：學  
16. 黃毅志（2011）。台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層結構與地位取

臺北：心理。 
17. 黃純敏譯（2002）。學生多樣性。載於溫明麗等譯，行動研究

學，頁 211-278。台北：洪葉。 
18. 劉美慧主編（2009）。多元文化教育名著導讀。臺北：學富。 
19. 劉美慧主譯（2009）。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實踐。臺北：學  
20. 楊巧玲（2005）。性別化的興趣與能力：高中學生類組選擇之研

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 (2)，頁 113-113-153。 
21. 黛博拉・肯尼（2013）。他們辦到了！一群哈林區小孩成為州

的奇蹟故事。臺北：大步出版社。 
22. 譚光鼎、王麗雲主編(2006)。教育社會學：人物與思想。台北

教。 
23. 蘇峰山編(2005)。意識、權力與教育：教育社會學理論導論。嘉

南華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教育社會學（教） 
張珍瑋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代

號 
00UE004 課程名稱 教育社會學（教） 

英文名

稱 
Sociology of Education 

全/半
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數 2.0 
每週授課

時數 
正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系

級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先修課

程  

課程簡

介 

教育社會學是一門介於教育學和社會學的整合性學科。它是探討教育與

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主要是運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概念分析教育制

度，以充實社會學與教育學理論，並可使教育決策者重視影響教育的社

會因素，幫助教育工作者瞭解其角色任務，藉以改善教育，促進社會進

步。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認識教育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2. 掌握教育社會學的主要課題及發展

趨勢 

學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碩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3. 運用教育社會學的學理與方法討論

教育問題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張珍瑋 

本課程包含實地學

習時數  

本課程適合修習領

域  

教學進度與主題 

 
第一周 課程介紹 

第二周 教育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第三周 教育社會學的主要理論發展（功能論） 

第四周 教育社會學的主要理論發展（衝突論） 

第五周 教育社會學的主要理論發展（詮釋學派） 

第六周 教育機會均等：學校教育、教育分流與學校（內外部）階層化發展 

第七周 教育機會均等：學校教育、社會階級與社會流動 

第八周 期中考 

第九周 教育機會均等：學校教育、族群與性別 

第十周 教育機會均等：學校教育、師生關係與學生文化 

第十一周 社會變遷與教育改革：教育政策的社會學分析 

第十二周 社會變遷與教育改革：學校組織的社會學分析 

第十三周 社會變遷與教育改革：課程改革的社會學分析 

第十四周 教育社會學的理念實踐：發展社會正義教育 

第十五周 學生分組報告與個人時事剪報（短片）分享 

第十六周 學生分組報告與個人時事剪報（短片）分享 

第十七周 學生分組報告與個人時事剪報（短片）分享 

第十八周 期末考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講述教育社會學相關理論、主題內容以及與當今時事關

係。 

討論法 
針對教育教育社會學相關概念、實際社會經驗以及當今

時事觀點等不同主題，師生之間與學生之間進行討論互

動。 

合作學習 根據班級分組進行主題式的分組報告。 



媒體融入教學 
課堂中將安排相關主題的影片，以促進小組討論以及學

生個別反思與進一步創新實踐的可能。 

專題研究 

鼓勵學生根據所學的教育社會學理論與概念，選定相關

的時事議題，由小組針對主題蒐集相關時事與研究成

果，進行問題討論、資料蒐集與分析等等，並於課堂與

同學分享。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20 % 

請每位同學以本課程講授的主題（教育機會均

等、社會變遷與教育改革）為範圍，選擇時事的

剪報、新聞片段、媒體討論、Youtube 短片等，進

行主題式的分析，並於課程第十五~十七周課堂中

進行五到十分鐘的分享。 

期中考 20 % 
題目形式包括選擇題與申論題，內容包括本課程

第二～七周課堂所教授與討論的內容。 

期末考 20 % 
題目形式包括選擇題與申論題，內容包括本課程

第九～十七周課堂所教授與討論（包括分組報告

與個人分享）的內容。 

課堂討論參與 10 % 
每位同學需於上課前閱讀完畢每週的指定文獻，

並於課堂中積極發言，與老師及同學進行討論。 

出席 10 % 
如確定修課，每位同學必須每次上課都要出席（如

因故未能出席，請事先 email 給授課教師請假。） 

報告 30 % 

課程團體分組人數約每組三到五人，於課程第十

五~十七周課堂中進行十五分鐘的專題報告並加

上五分鐘的課堂討論，報告內容主題需於第五～

十周間與教師約時間課後或課堂中間下課時間進

行討論。 1. 課堂分組報告（口頭）：15% 每位

小組的成員均需上台報告，請掌握時間。 2. 課
堂分組報告（書面）：15% 小組於課程第十五~
十七周課堂進行口頭報告時，可選擇僅提供書面

大綱及可供課堂討論的問題，團體書面報告繳交

期限為期末考（第十八周課堂）當天。 

參考書目 
 
（一）主要參考資料：  



1. 方永泉（2002）。受壓迫者教育學。臺北：巨流。 
2. 林郡雯校譯（2007）。教育的社會學分析：學校

運作之地。臺北：學富。 
3. 譚光鼎（2010）。教育社會學。臺北：學富。 

  

（二）輔助參考資料： 

1. 方永泉（2012）。批判與希望：以行動為中心的

教師哲學。臺北：學富。 
2. 佐藤學（2012）。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

革。臺北：天下雜誌。 
3. 柯林斯著、劉慧珍等譯（1998）。文憑社會—教

育與階層化的歷史社會學。台北：桂冠。 
4. 姜添輝（2002）。資本社會中的社會流動與學校

體系。臺北：高等教育。 
5. 夏曉鵑（2005）。解開面對新移民的焦慮。學生

輔導季刊，97，頁 6-27。 
6. 財團法人國立台南師範學院校務發展文教基金

會、台灣教育社會學會主編(2001)。九年一貫課程

與教育改革議題：教育社會學取向的分析。高雄：

復文。 
7. 翁福元（編）（2013）。校園霸凌：學理與實務。

臺北：高等教育。 
8. 陳奎憙（1998）。現代教育社會學。臺北：師大

書苑。 
9. 陳伯璋（1988）。意識型態與教育。臺北：師大

書苑。 
10. 陳伯璋、張盈堃（編）（2007）學校教師的生活

世界：批判教育學的在地實踐。臺北：師大書苑。 
11. 張建成（2002）。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研究。臺北：

學富。 
12. 張如慧（2002）。民族與性別之潛在課程：以原

住民女生為例。臺北：師大書苑。 
13. 許殷宏（2006）。教學實踐與學生身份認同—國

中美術班與普通班的比較。教育研究集刊，

52 (2)，125-153。 
14. 黃武雄（2003）。學校在窗外。台北縣：左岸文

化。 
15.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分



析。臺北：學富。 
16. 黃毅志（2011）。台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

層結構與地位取得。臺北：心理。 
17. 黃純敏譯（2002）。學生多樣性。載於溫明麗等

譯，行動研究教育學，頁 211-278。台北：洪葉。 
18. 劉美慧主編（2009）。多元文化教育名著導讀。

臺北：學富。 
19. 劉美慧主譯（2009）。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

實踐。臺北：學富。 
20. 楊巧玲（2005）。性別化的興趣與能力：高中學

生類組選擇之研究。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 (2)，
頁 113-113-153。 

21. 黛博拉・肯尼（2013）。他們辦到了！一群哈林

區小孩成為州榜首的奇蹟故事。臺北：大步出版

社。 
22. 譚光鼎、王麗雲主編(2006)。教育社會學：人物與

思想。台北：高教。 
23. 蘇峰山編(2005)。意識、權力與教育：教育社會學

理論導論。嘉義：南華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教育社會學（教） 
許殷宏 

一、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

代號 
00UE004 課程名稱 教育社會學（教） 

英文

名稱 
Sociology of Education 

全/半
年 

半 必/選修 選修 

學分

數 
2.0 

每週授課

時數 
正課時數: 2 小時 

開課

系級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先修

課程  

課程

簡介 

教育社會學是一門介於教育學和社會學的整合性學科。它是探討教育與

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主要是運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概念分析教育制

度，以充實社會學與教育學理論，並可使教育決策者重視影響教育的社

會因素，幫助教育工作者瞭解其角色任務，藉以改善教育，促進社會進

步。 

課程目標 對應系所核心能力 

1. 認識教育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2. 掌握教育社會學的主要課題及發展

趨勢 

學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碩士:  
 5-2 具有專業成長能力 

3. 運用教育社會學的學理與方法討論

教育問題 

學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碩士:  
 1-2 具備教學規劃能力 

 



二、教學大綱 

授課教師 許殷宏 

本課程包含實地學習

時數 
否 

本課程適合修習領域 適合所有師資生修習 

教學進度與主題 

課程大綱與進度 

週次 日   期 授     課     內     容 備     註 

1 104.02.24 停課乙次（春節團拜）   

2 104.03.03 課程介紹   

3 104.03.10 教育社會學導論   

4 104.03.17 教育社會學的主要理論：功能論   

5 104.03.24 教育社會學的主要理論：衝突論（一）   

6 104.03.31 教育社會學的主要理論：衝突論（二）   

7 104.04.07 教育社會學的主要理論：解釋論 專書閱讀報告 

8 104.04.14 社會化與教育   

9 104.04.21 社會階層、社會流動與教育   

10 104.04.28 階級與教育【影片賞析】 心得報告 

11 104.05.05 教育機會均等：性別議題（一）   

12 104.05.12 教育機會均等：性別議題（二）   

13 104.05.19 分組報告與討論（教育與性別） 個人專題報告 

14 104.05.26 教育機會均等：族群議題   

15 104.06.02 學校組織與學校文化（一）   

16 104.06.09 學校組織與學校文化（二）   

17 104.06.16 青少年次文化   

18 104.06.23 期末考試 筆試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講述法 講述教育社會學重要概念與理論。 

討論法 討論重要議題，分為全班討論與小組討論。 

合作學習 臺灣師大校園文化作業單。 

媒體融入教學 補充教育社會學相關議題與時事、教育影片賞析。 

專題研究 專書閱讀心得、教育與性別專題報告。 

評量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作業 60 % 
個人平時作業包括：專書閱讀心得、教育影片

賞析、教育與性別專題報告。 

期末考 20 % 命題形式包括名詞解釋與申論題。 

課堂討論參與 5 % 參與課堂討論情況。 

出席 10 % 平日課堂出席情況。 

報告 5 % 教育與性別專題報告口頭說明。 

參考書目 

王瑞賢、王慧蘭、陳正昌（譯）（2008）。R. Moore
著。教育社會學。臺北市：學富文化。 

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2001）。A. G. Johnson
著。見樹又見林。新北市：群學。 

吳康寧（1998）。教育社會學。高雄市：高雄復文。 

李錦旭（譯）（1987）。D. Blackledge 和 B. Hunt 著。

教育社會學理論。臺北市：桂冠。 

李錦旭、王慧蘭（主編）（2006）。批判教育學：臺灣

的探索。臺北市：心理。 

林生傳（2000）。教育社會學。臺北市：巨流。 

林郡雯（校譯）（2007）。K. B. deMarrais 和 M. D. 
LeCompte 著。教育的社會學分析：學校運作之道。臺

北市：學富文化。 

姜添輝（2002）。資本社會中的社會流動與學校體系。

臺北市：高等教育。 

 



張建成（2002）。批判的教育社會學研究。臺北市：學

富文化。 

莊明貞（2003）。性別與課程－理念、實踐。臺北市：

高等教育。 

郭丁熒（2004）。教師圖像—教師社會學研究。高雄市：

高雄復文。 

陳奎憙（2001）。教育社會學導論。臺北市：師大書苑。 

陳奎憙（主編）（1998）。現代教育社會學。臺北市：

師大書苑。 

游美惠、楊幸真、楊巧玲（主編）（2010）。性別教育。

臺北市：華都文化。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臺

北市：學富文化。 

楊  瑩（1994）。教育機會均等－教育社會學的探究。

臺北市：師大書苑。 

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主編）（2005）。教育社會學。

臺北市：巨流。 

鄭世仁（2000）。教育社會學導論。臺北市：五南。 

謝維和（2002）。教育社會學。臺北市：五南。 

譚光鼎（2002）。臺灣原住民教育－從廢墟到重建。臺

北市：師大書苑。 

譚光鼎（2010）。教育社會學。臺北市：學富文化。 

譚光鼎、王麗雲（主編）（2006）。教育社會學：人物

與思想。臺北市：高等教育。 

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編著）（2012）。多元文化

教育。臺北市：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