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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內 

一、期刊論文 

張麗珍、黃明華、齊偉先*  「醫療場域中專業協作的順從與反抗：呼吸治

療的建制民族誌」(105 年 10 月已接受刊登於 「台灣社會學刊」，將於 106

年 6 月刊登) 

     黃綉雯、張恒豪、唐文慧，性別與專業交織的照顧工作：特殊教育助理員 

     的建制民族誌分析，女學學誌（即將刊登）。 

  

     唐文慧、廖珮如（2015）超越「加害人」的觀點：婚暴處遇男性的建制民 

     族誌分析，台灣社會學 29：133-178。 

 

二、研討會論文 

    廖珮如（2016）立場論與客觀性：女性主義立場論五十年。『2016 年台灣 

    社會學年會暨科技部社會學門成果發表會』，2016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花蓮，臺灣。 

 

    程婉若（2016）「自我保護？還是...子宮監控？」：青少女性侵害後續追蹤 

    輔導工作之建制民 族誌分析。『2016 年台灣社會學年會暨科技部社會學門 

    成果發表會』，2016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     

    院。花蓮，臺灣。 

 

    呂明蓁（2016）大學女性教師在師資培育課程之性別教學實踐。『2016 年     

    台灣社會學年會暨科技部社會學門成果發表會』，2016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花蓮，臺灣。 

 

王增勇（2016）翻轉原鄉長照的照顧與被照顧。『我國社會發展政策前瞻

規劃』專案成果發表會，2016 年 08 月 11 日至 8 月 12 日。梁國樹國際會議

廳，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台北，臺灣。 

Wang, Frank T.Y. (2016) How indigenous ways of care become invisible to the 

State? Paper presented in 2016 Taiwan/Austria Joint Seminar on Equality 

Taiwan in Context. Feb. 25-6, 2016. Taipei, Taiwan. 

 

三、專書 

本研讀班成員預計將本次研讀成果集結，再搭配實際案例進行專書撰寫，預計

2017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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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外 

一、期刊論文 

     2014, Tang, Wen-hui Anna and Hong-zen Wang, Navigating the Domestic  

     Violence Protection Law by Vietnamese Immigrant Wives in Taiwan. Affilia:  

     Journal of Women and Social Work, 29(3): 272-284 

 

二、研討會論文 

Wang, Frank T.Y. (2016) Deconstructing Care from below: ‘Toona Tamu’ As 

Resistance to Pathological Subjectivity for Indigenous Elder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Third ISA Forum of Sociology. July 10-14, 2016. University of 

Vienna: Vienna, Aust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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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 

研讀主題：1.作者介紹、全書簡介 

          2.Ch1 Women’s Standpoint: Embodied Knowing Versus the Ruling Relations 

講者：林昱瑄 助理教授、齊偉先 老師 

導 讀 內 容 

壹、Smith 發展 IE 的緣起 

mainstream sociology  VS.  women’s movement：from women’s standpoint 

 

貳、Smith 對 IE 的定位 

1. IE is a sociology, not just a methodology 

2. a method of inquiry：The emphasis is on research as discovery rather than the testing of   

  hypotheses or the explication of theory as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3.mainstream sociology →alternative sociology/ IE (paradigm shift) 

 

参、比較 

mainstream sociology 
IE 

alternative sociology 

A standpoint in a theory-governed 

discourse 

from people’s standpoint 

1. An inquiry begins in theory, and exaime  

2. the world of people under theory’s 

auspices 

3. People are the objects to be explained 

4. Substituting the expert’s knowledge for 

our own 

1. An inquiry begins in people’s experience 

2. A sociology for people 

3. A means of expanding people’s own 

knowledge 

 

1. research as the testing of hypotheses or 

the explication of theory  

1. Research as discovery 

2. The project of inquiry is open-ended 

 It has kin in Marx, ethnomethod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G. H. Mead), Russian 

traditions of thought on language(M. 

Bakhtin, A. R. Luria, V. Vološinov)  

 

肆、小結 

   Finding out how people are putting our world together daily in the local places of our everyday lives and 

yet somehow constructing a dynamic complex of relations that coordinates our doings translo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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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Ch1 Women’s Standpoint 

一、women’s movement 

1. 我們活在 masculinist regime 中，要對抗的是自己內在的思考行動感覺，以及外在於我們的敵對

政權，我們也參與在這 regime 之中 

2. Talking our experience was a means of discovery→Women’s Standpoint：not as a given and finalized 

form of knowledge but as a ground in experience from which discoveries are to be made 

 

二、feminist/women’s standpoint 

1. 以 Sandra Harding (1988)為首，發展出奠基於女性經驗的立場論  

2. Harding 將這些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分為三派：feminist empiricism、feminist standpoint postmodern 

feminist 

(1) Harding 批評 feminist empiricists：一邊強調女性知識的優勢，另一方面又要求客觀性，

陷入自相矛盾的 paradox  

(2) Harding 批評 Feminist standpoint：宣稱 women are privileged epistemologically by being 

members of an oppressed group(Hegel: the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reproduce  the 

universalized subject，將性別視為唯一知識來源也受到種族、階級、性取向、障礙等挑

戰  

(3) Harding 本身為 postmodern feminist ：develop an epistemology that relies on a diversity of 

subject positions in the sociopolitical–economic regimes of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三、 Smith 的 women’s standpoint 

1. Smith 和 Sandra Harding 等女性主義立場論者不同  

2. Feminist standpoint：identify a socially determined position or category of position in society 

3. Smith 的 women’s standpoint  

(1) A sociology for women→a sociology for people  

(2) It doesn’t identify a position, but it establish as a subject position for IE as a method of 

inquiry, a site for the knower that is open to anyone  

 

四、 IE 的 standpoint 

1. Creates a point of entry into discovering the social that does not subordinate the knowing subject 

to objectified forms of knowledge 

2. Works from the actualities of people’s everyday lives and experience to discover the social as it 

extends beyond experience 

3. It is integral to a sociology creating a subject position within its discourse, which anyone can occu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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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mining sociology from a women’s standpoint   

DS 教學或學習的社會學 身為兩個小孩的單親媽媽 

 University/ academy 

 The work of the academy 

 Body, the work was not organized 

by and in relation to it 

 Focus on sociological discourse 

 home 

 The work of the home and of 

being a mother 

 In-body 

 focus on the local particularities  

 

六、A practice of subjectivity 

   Learning from the women’s movement, I began to attend to the university and my work ther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ome” subjectivity→from the local and bodily to an order of relations linking administrative 

process 

 

七、Ruling relations 

 relations that divorced the subject from the particularized settings and relationships 

 They created subject positions that elevated consciousness into a universalized mode  

 

八、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Gender and the ruling relations 

1.主旨：  

    描繪(西方)統治關係出現的歷史進程及其中性別的角色：一方面由歷史背景說明了統治關係的特

色，另 一方面也說明了統治關係的出現是建立在性別區隔(the gender divide)的基礎之上，同時指出女

性角色的社會處境在歷史進程中的變化  

2.主要論述內容：  

(1) 新的組織建制(統治關係)的出現與這過程中女性的被排除 

(2) 新的組織建制的具體特性 (包括以傅柯的論述概念來說明) 

(3) 反映在性別的現象：性別區隔擴大，中產階級女性社會處境的變化  

 

九、 新的組織建制(統治關係)的出現與這過程中女性的被排除 

1. 十九至二十世紀的交界期間加速變化成形的新的統治關係 (更早之前有雛形) (13/3)  

2. 統治關係：指的是在特定人群及特定地方之外，被客觀建立的意識及組織的新的表現形式 (13/3) 

3.  對客觀化(objectification)的強調：Marx (14/1) 

4. 統治關係的出現伴隨性別排除：(14/2-15/1)  

 

十、 新的組織建制的具體特性 (包括以傅柯的論述概念來說明) 

1.經濟領域內的變化： (15/2) 

   (1)科技的變化引發(文字及影像再製的科技)  

   (2)企業組織形態的變化  

   (3)「客觀」組織逐漸取代「主觀」組織(如家父長制的模式)：過去建立在個人關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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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運作，慢慢被文書規則、行政規定所取代，資料是進行決策的基礎而不在是個   

      人彼此間的信任關係  

   (4)文字規範及行政程序日益重要  

2.組織和控制的擴張  (16-17/3)  

 

十一、以傅柯的論述概念說明 

1. 存在於主體之外的論述：是在作者、個體之外獨立有其自我運作秩序的概念，擺脫傳統將知識理

解為個體內在認知 

2. 統治主體：論述是外於主體並影響、協調(限制)主體的存有  (17/4-18/1) 

3. 文本科技與文化產業的統治 (18/2-18/3) 

 

十二、反映在性別的現象：性別區隔擴大，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社會處境的變化 

1. 性別分野的區隔擴大 (19/1) 

2. 文本科技的影響 (19/2) 

3. 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的社會參與的變化 (19/3)從鞏固階級到促進階級向上流動。中產階級女性增加

了參與在教育體系不同層次的程度，但整體來說還是被邊緣化  

 

十三、Locating Women’s Standpoint in the Trajectory 

1. 主旨： 以自身經歷勾勒以女性經驗為出發點的意義：身/心不二分的立場  

2. 重要內容：  

(1) Smith 自我意識到的斷裂(意識到參與在偽裝的普世性中)  (20/2-22/3) 

(2) 矛盾(斷裂?)：跨區文本的統治關係/家計仍維持傳統的特殊性 (22/4)  

(3) 女性立場的觀點：身/心不二分  (22/5 - )  

(4) The project of inquiry from women’s standpoint begins in the local actualities of people’s lives. 

(5) Discourse itself is among people’s doings; it is of the actualities of people’s lives; it organizes 

relations among people; and while it speaks of and from and in people’s activities; it does not 

exhaust them.  

陸、 問題思考 

一、 「斷裂」的指涉是甚麼?主體的斷裂感受(誰是主體)? 建制體系實作中所產生的矛盾現象?  

二、 文本的具體形式有哪些? 在分析上的功能為何?  

三、 誰是建制民族誌研究中具正當性的研究對象? 又誰是具正當性的研究者? 

四、 如何擺脫建制民族誌呈現套套邏輯的可能? 如何理解建制民族誌可以有哪些類型的結論?  

五、 建制民族誌的方法承襲了左派的思維(作為一種揭露的方法，揭露統治關係，當事人都不一定有自

我認知的意識)，那它的「異化」、「物質性」的內涵為何? 

六、 Smith 預設身心合一的認識論立場，因此將研究聚焦在人們的活動和 local doings 上，然而，這樣

會不會容易陷入僅重視身體、做出來的活動，卻忽略了人為何要從事這個活動的理由，以及身心

不一致的狀況(抗拒)?  

七、 建制民族誌的方法會處理「抵抗(resistance)」的議題嗎? 如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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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 

研讀主題：Ch2 Knowing the Social: An Alternative Design 

講者：張貴傑 副教授、吳秀照 副教授 

導 讀 內 容 

壹、Reorganizing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Objectivity（客觀性社會關係的重組） 

一、Knowledge is socially organized 

1. Its characteristic textual forms bear and replicate social relations.  

2. Local actualities 

3. 人的生活經驗如何被理解  

二、Lorraine Code(1995) 

1. A persistent professional and everyday conviction that knowledge is just knowledge; it doesn’t 

matter whose it is, who has made it, who knows it. The facts, if facial they really are, will prevail. A 

long tradition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knowledge and “mere opinion” rests, in part, upon 

granting knowledge a status-and hence a generality, a universal-that enable it to transcend the 

specific experiences of particular knowers.  

三、Texts of the ruling relations 

1. The textual real displaces even her or his own experience of an event of which she or he has been 

part.(p28)  

2. 文本真實取代了人的真實經驗  

四、IE 

1. Sociology was not designed for exploring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and organiz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eople, let alone of activists trying to bring about change.(p28) 

2. To reorganize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knowledge of the social(p29)  

 

貳、 What is IE? Some contrasts（透過比較認識 IE） 

一、 Jean Anyon (1997)  Ghetto schooling  

1. Her strategy is typical for sociology.It interprets the everyday and local events in terms of a 

framework originating in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 discourse. (p31)  

2. IE begins by locating a standpoint in an institutional order that provides the guiding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hat order will be explored.(p32) 

3. P31-p34 描述 IE 的探索歷程  

二、 Michael Burawoy, Blum, et al. (2000)   Extended case study method  

1.  Extended case study method 

2.  http://burawoy.berkeley.edu/Methodology/ECM.ST.pdf  

三、IE vs Extended case study(p35) 

1. IE “ uncover the macro foundations of a microsociology” 

2. To extend not only from micro to macro but also “from local to extralocal, from process to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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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entral difference 

1. IE opens up ethnographically that level of organization that Burawoy assigns to “that system”.(p37)  

 

参、Experience and the Ethnographic Problematic（經驗和民族誌的問題意識） 

1. Take the everyday world as an unfinished arena of discovery in which the lines of social relations are 

present to be explored beyond it. (p39)  

2. To translations of an actual property of social relations or organization of our/people’s ordinary 

doing into a topic for ethnographic research.(p39)  

3. Taking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to located the starting point of inquiry anchors the 

ethnography in people’s actual experience.(p41) 

一、things-1 

1. The problematic isn’t discursively constructed from what is particular to an individual; it may well 

start in an individual’s experience, but as it moves to explore the social relations in which that 

experience is embedded, it necessarily brings under scrutiny relations that aren’t peculiar to that 

individual.(p41)  

二、things-2 

1.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ordinarily treated as limited in its implications because any statements it 

might make are restricted in significance to the particular setting of the ethnography.  

三、IE 

1. Th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er’s research aims at discovering the different kinds of work from 

different sites as well as how they are coordinated to create just those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that 

the research problematic located for investigation. (p43)  

肆、小結 

知識；問題意識；探索的歷程  

 

Ch2  Knowing the Social An Alternative Design 

壹、 知識是被社會性組織起來的 

    知識特有的文本脈絡蘊含與複製著社會關係。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科學知識是模仿自然科學

的形式而建構的，它立於我們在地生活的真實之外，以上位的姿 態對人們進行宰制與施展權威。

Lorraine Code 描述了這樣的社會組織：一個持續存在的專業每日不斷說服你知識就是知識，不管它是

誰的知識、誰製造它、誰理解它。如果它是客觀的事實存在，它將會流傳。傳統上知識(knowledge)與 “見

解”(mere opinion)的區別在於知識擁有特別的地位，建立通則、普遍的範圍，進而促使知識能傳遞特定

知者(knowers)的特別經驗。 

    雖然哲學家並未指明知識是被社會性組織而成的產物，但社會組織是內隱在 Code 所描述的，以

獨特的社會文法(social grammar)傳遞 “知者”經驗的客觀化呈現。在第六及第九章，做為文本(紋理脈絡)

真實的這種客觀化呈現將被檢視。而文本(紋理脈絡)真實(textural realities)對於制度的存在以及支配關

係是重要的。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人們是如何被制度核心焦點的支配關係束縛住以及我們的生活是

如何被組織的，正是 Code 所描述的經由制度性設計的真實(institutionally designed realities)居中媒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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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關係建構起來。 

    文本統治關係的呈現是客觀化的，這個主體(題)位置並非從讀者、觀者、聽者在地真實的立場出

發，而是在文本中指定給讀者，告訴他們甚麼是構成的真實。儘管讀者、觀者、聽者是活生生的人，

但在文本中他們被書寫、印製、在銀幕或螢幕上像物體般被建構呈現。在文本所呈現出來的事件、環

境、人群、故事、日常事務等，他們好像外人一般的與他們無關。在統治關係的文本世界中，並非從

做為日常生活世界一分子的讀者的視角與經驗(standpoint)出發，文本的真實取代了甚至是當事人親身

經歷的事件。 

 

貳、 重組客觀性的社會關係(Reorganizing the social relation of objectivity) 

一、 社會學並非設計從人們的立場與觀點來探索制度性的關係與組織，更別說對於試圖去創造改變 

的社會倡議者的觀點與經驗會被關注。對於社會學家來說，「論述」本身給了他們去創造普遍性主題的

位置(the position of universal subject)，就像阿基米德支點般的理想化，在這個位置上可以自外於生活

世界而掌握了客觀性。而客觀性正是社會學的聖杯。 

 

二、當我組織一群女性主義社會學者與社區工會婦女的會議，並希望找出一些可以與工會婦女一起工

作或為他們做些甚麼的過程中，我驚訝且清楚的看見主流社會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所揭露的權力位

置。在這個不甚成功的會議中，工會婦女從頭到尾告訴我們過去與社會學者合作的經驗，他們發現他

們成為研究的客體。我開始思考，社會學似乎陷於這樣的問題困境。即使帶有政治意圖的研究，研究

者試圖結合他們的研究興趣在社會倡議上，但社會學卻仍限於自身的研究框架中。 

 

三、建制民族誌社會學的目標是企圖從人們日常生活的知識為研究起點，重組知識的社會關係

(reorganize the social relation of knowledge of the social)。人們從在地生活的真實經驗所產生的日常知識

得以擴展成為人們可用的知識。它是一種從人群的日常生活經驗中作為探究問題的起始點，從這個起

始端點開始從可見的的現象（人、事、物）逐步探究，擴大範圍，從一個在地點延伸到與其他端點的

連結來鋪陳我們的理解地圖。就像一張地圖，我們透過索引連結不同的區域，一張好地圖，能夠把妳

正確帶到它繪製的場域。建制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是從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索引中穿透並看見我們如何

在擴大的社會網絡關係與經濟的交錯運作中被連結進入統治關係。雖然探究的工作是技術性的，如地

圖製作，但這樣的生產通常是可及的與有用的。 

 

参、何謂建制民族誌？二個研究方法的對照 

一、Jean Anyon (1997). Ghetto Schooling: A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Education Refor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1. Anyon 在 1990 年代初期參與了一個由教職員所發展從幼稚園到國中二年級的教育改革發展方案將

近三年的時間。 

2. Anyon 首先說明她在 1992 年開始從事田野工作時的都市學校及改革運動的背景。她也描繪了學校

所在社區的都市貧窮問題，並跟郊區的學區做比較。而學校、教室、學童、教師及行政人員的互動，

Anyon 也做了描述。 

3. Aynon的書中有相當的比重是在進行教育的歷史研究以及從1860年代以來到 1997年美國及New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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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改革。她進而從歷史觀點去探討政治及經濟對她所進行參與觀察的 Marcy School 所造成的影

響，並總結了四個主要的重點：  

(1) 城市與社區人口的社會階級與種族地位，與城市投資在教育資源以及學區學生的學習成就有緊

密的相關。  

(2) 在 20 世紀時，Newark 學校的樣貌及財源，與這個城市的經濟轉型密切相關；也與聯邦及州政

府的政策、地方性及全國性公司的決策密切相關。  

(3) 在 1860 及 70 年代重新分配前後城市的政治孤立，帶來了將近一個世紀稅收及財政政策對城市

不利，進而影響學校發展。  

(4) 由於缺乏足夠的經濟資源(包括缺乏工作機會以及在州與聯邦立法的政治代表)，使得將近 100

年來，這個城市的學校陷入了地方貪汙的負面影響以及由白人主導的任免權(近年來則由黑人主

導)。整體而言，學區的教職員資格相較於郊區的學區是較弱的。  

4. D.S.對於 Anyon 所採取研究方法的觀點: 

(1) 典型的社會學研究方法 

(2) 從社會學及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架構來分析日常的、在地發生的事件。例如：社會文化差 

      異、社會階級、種族地位成為分析主題，讀者無法真正理解到主體對象日常的生活脈動 

      與問題，包括她的田野調查中學校的行政人員、老師、學生及家長等。 

(3) 在已有的理論架構或類別中，民族誌的訪談只被用來作為例子或表述。  

 

肆、建制民族誌的研究 

一、從某些實際捲入在制度運作過程的人們的真實生活開始，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或關心的議題是甚 

    麼，並聚焦於瞭解這些真實生活是鑲嵌在甚麼樣的社會關係中(包括支配關係及經濟關係等)。 

二、 若以 Anyon 的研究為例，研究的立足點可從學生家長及學生在校所處的情境以及在社區的生活 

經驗開始探索。  

三、從他們的經驗中確定進一步的研究方向，並形成問題意識(the problematic)。  

四、從主體對象的觀點與經驗來探索他們在制度中所經驗到的支配關係，而這也將形成建制民族誌的 

    研究方向。  

五、以 Anyon 的研究為例，與學生及家長經驗有關的學校教育、學校當局、行政、行政改革、多元 

    的財務來源等也將進一步被檢視，而家長會的成員由於代表家長及學生，與學校當局有密切互 

    動，他們將成為重要的訪談對象。  

六、 研究的走向是建立在上一個步驟的發現，並逐步往外擴展到更廣的制度層面，建構出影響主體對

象社會(支配)關係的地圖。  

七、 建制民族誌的知識產生於這樣的研究過程，也就是對於參與其中、受到問題影響的群體或行動

者，研究的描述與分析將呈現運作秩序與規則(order)是如何建立起來的。知道事情如何運作以及

這些運作規則如何被組織起來，對於經常在暗室中掙扎的人是非常有價值的。而有問題的制度運

作被確立，也從中找到可能的改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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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Michael Borawoy‘s Extended Case Method 延伸個案研究法 

   延伸個案研究法”(extended case method)以社會情境作為經驗研究的起點，繼而以國家、經濟、法

律秩序等一般概念及定律進行分析，以瞭解微視情境如何受到外在的鉅視結構所形塑(Burawoy, Burton, 

et al,, 1991)。(IE 第二章，p.35) 

一、 尚比亞在 1960 年代中期獨立時，400 萬勞工中，大學畢業者約只有 100 位，有高中學歷者約 1200

位。因此在工業的經營上多仰賴白人經理與專家。而銅礦是尚比亞的經濟命脈，政府的歲入有 60%

以上來自銅礦業。尚比亞獨立後，執行尚比亞化，消除白人優越的結構是反殖民運動的主要目標。

Burawoy 想要瞭解 “後殖民時期的銅業公司是如何演變的？” “去種族化背後的圖像是甚麼？” “從

內部及底層員工有如何看尚比亞化這個過程？” 

二、 Burawoy 在非洲尚比亞獨立後進到一家銅礦業公司的人事研究部門從事工作職位分類及薪資重整

的研究工作。他利用所在的研究位置，採取民族誌的參與觀察，從大多數無技術能力及半技術工

的經驗出發，想要瞭解在尚比亞化過程中，這些員工對於督導及低階經理人的觀感。繼而逐層升

高到觀察資方、工會及政府等力量的較勁過程。 

三、The gap betwee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cience 

Positive Science 

Positive principles Survey research method Context effects 

Reactivity Stimulus/Response Interview 

Reliability Standardization Respondent 

Replicability Stabilization of Conditions Field 

Representativeness Sample to Population Situation 

Source: Burawoy, M. (1998).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16:1, p.26  

 

Relexive Science 

Reflexive Principles Extended Case Method Power Effects 

Intervention 
Extension of observer to 

participant 
Domination 

Process 
Extension of observa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Silencing 

Structuration 
Extension from process to 

force 
Objectification 

Reconstruction Extension of theory Normalization 

 

四、D. S. 認為 IE 與 ECM 仍有關鍵性的差別在於 ontological shift 

    ECM 的探究方法是從微視到鉅視、從“個人或一群人的生活世界”到 “系統運作層面”。在微視層

面，ECM 採取民族誌的參與觀察；在鉅視層面，則是藉由理論進行系統層面的“科學性”分析。參與觀

察者此時立足於所研究的生活世界之外，以科學家的洞察覺知來分析系統世界的運作特性，探究在相

對自主的制度體系中，制度執行的工具性行動對於生活於其中、受制度影響的人群所產生的預期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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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結果。 民族誌的參與觀察，被用來分析系統運作特質的理論繼而再修正與調整。民族誌的觀察發

現仍然是被框限在理論的詮釋之下的。 

    IE 則主要要發現人們每日生活中所做、所經驗的事情是如何被外在的社會關係串聯與協調整合到

系統之中，可是生活或參與在這些關係網絡中的人們卻未覺知或看見。同樣以 D.S.與 Griffith 在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中指出的，並非社會階級，而是制度所形成的社會關係將女人的時間、家務工

作以及老師的教學及公立學校行政等牽扯在一起。而在不同社經區域的學校，父母對於學校工作的投

入參與也就相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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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 

研讀主題：Ch3 Designing an Ontology for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講者：許甘霖 助理教授 

導 讀 內 容 

一、 本章及接續幾章處理「如何發想一種旨在拓展人們作為日常世界實務者的尋常知識（ordinary 

knowledge），而觸及處於他們之外的權力與關係的社會學」的問題。  

二、 若視日常世界為有問題的，研究取徑必須始於人們的經驗，而不是觀察者在現場看到的直接經

驗，因而必須開發一種「探索人們在地作為所參與且為其組織起來的各種跨地關係（translocal 

relations）」的民族誌探究；再次強調：IE 與 Burawoy 的延伸個案法所探索和描述的是同一個世界。 

三、  主流社會學（mainstream sociology，主社）：  

3.1 指的是社會學的論述次序（order of discourse）的通常作法（當然有例外，特別是某些民族誌作

品）。  

3.2 塞滿理論（cluttered with theory）：沒有理論研究無法進行，所發現事物無法組織成社會學

（Jeffery Alexander：在缺乏事實的情況下讓社會學家溝通得以持續的唯一事物是古典理論）；IE 不

是不用理論進行，也不排斥援引前人的理論思考，但拒絕理論的主導地位（dominance）：  

3.3 主社在任何探究計畫上強加一個概念架構，該架構決定現實（the actual）該如何留意、選和詮

釋，建立了 Mikhail Bakhtin 所稱的獨白性（monologic），壓制並取代了社會性的根本對話特性（the 

essential dialogic of the social），將認知者置於「超越人們經驗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論述位置  

四、撰寫 IE 的存有學是對主社這種特色的抗拒：  

4.1 IE 是作為一種替代的社會學而不是一種方法學被提出來，但在主社教科書裡都被放在質性方法

的章節。DS 稱之為一種探究方法（method of inquiry），當成似乎支持這種部署的稱謂，因其發

現並未受到「資料該如何詮釋」的概念架構之預判，探索和發現是 IE 計畫的核心。 

4.2 我們無法避免先入之見或逃避使用概念來掌握和分析資料，但 IE 將概念暴露於研究者所交涉的

現實（actualities），民族誌學者的工作是以所聞見查核概念（the conceptual），從涉入現實者身

上學習的承諾是 IE 計畫的核心。研究可視為一種對話，研究者在其中也被改變。 

五、 IE 的整個計畫有雙重特徵： 

5.1 為人們產製統治關係的「地圖」（maps），特別是他們以任何方式參與的建制叢結（institutional 

complexes）。 

5.2 建立「發現西方社會中建制和—更一般地—統治關係」的知識和方法。 

 

An Ontology of the Social 

一、 日常生活的問題意識建立一般定向，特定研究的問題意識導引焦點和方向，但還有「看哪？看

啥？」的問題。 

二、 IE 的動力（impetus）是探究和發現人們生活和作為中的社會性。 

三、 社會性的存有學（ontology of the social）：存有學是實在的理論（theory of reality），本章及下章處

理「社會性怎麼個實在法」（how the social is real） 

四、 IE 關懷的不是像早期俗民方法學關注的知識論議題（epistemologic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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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們如何能夠認知社會性、客觀性及 IE 發現相對於實在（the reality）..的問題，與並未宣稱想超

越指標性（indexicality）－發現所從之萃取及回溯的現實（the actualities from which its findings are 

extracted and to which the latter refer back）－的探究方法無關，IE 的發現和所考察的現實處於同一

個世界。 

六、 存有學發想意在對「在時空中實際進行的社會過程之存有（the being of actual ongoing social 

process, in time and in place）」的面向提供指引。 

七、 IE 存有學首先面對的是：主社論述理人的奇怪消失和現實的奇怪脫離（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people and strange detachment of actualities）。IE 的發想必須確保人們仍然是 IE 所發現之主體認知

者或潛在認知者。 

八、 主社中，當行動和行動者（action/actor）從進行中的歷史過程當下和人們及因人們作為而存在之

中被理論化，重新被置入社會學完全掌控的論述中，具體的人和現實為被抽象概念取代。 

九、 研究者在學術文本缺席或消失的這種客觀性，與其說是研究方法學的產物，不如說是論述的風格

學（stylistics）。 

Actual Activities of Actual People 

一、 馬恩認為「歷史和社會只存在於人們以合作方式從事的實際活動中」，批判觀念論將理念看成彷

彿是行動者，這正是主社的問題：概念取代或置換了這些概念所來自的現實：現實一旦遭遇概念，

就被選擇性地呈現；概念成了詮釋所得選擇物的主導方式（the actual becomes selectively 

represented as it confront the conceptual; the conceptual becomes the dominant mode of interpreting 

the resulting selection）。 

二、 社會系統和社會結構這種概念是不用經驗參照就可用來決定人類行動中之角色（role in human 

behavior）的理論構念；社會性似乎具有一種只能被理論所包含而無法在人們生活和作為的在地現

實性（local actualities）中被發現。 

三、 鑲嵌在社會學裡的是具有下列特徵之建構實體（entities）的實作（這種實體被看成是這個世界的

特徵）： 

3.1 有些衍自行動動詞並轉為名詞形式，且主體/施為者已在其間消失的術語：組織、制度、意義、

秩序、衝突、權力，這些術語反成為社會學字句裡的施為者。 

3.2 衍生出其他析離社會性之不同面向的術語（如角色、規則、規範），彷彿這些東西真的存在真

實世界上。 

3.3 有些概念衍自社會學著作但脫離原始脈絡，而進入常用社會學實體的庫存裡（如「科層制」），

彷彿這些東西都不會隨時間變化一樣。 

3.4 廣泛仰賴像是社會結構（建築隱喻）或文化資本這類隱喻。 

四、 這些風格策略構成了 DS 所謂的 blobontology，亦即，每個這種概念都有對應的事物存在，人們和

活動在其間不見了，施為（agency）被指定為缺乏明確參照物之概念性建構的實體。 

五、 然而馬克思的概念是從人們在社會關係—特定生產方式發展接對特有的合作形式—中組織起來

的活動之現實性裡發現的；馬克思小心地表明理論是如何包含在人們作為和關係的歷史現實之

中。這些關係的「抽象」特性並非概念性的，而是來自具體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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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ocial Understood as How Activities are Coordinated 

一、 「人們活動的現實性」不適於具體指出 IE 的現象對象，而 actor, social system 等這些術語，取消

有個性的主體（individuated subjects）。 

二、 將社會性理解為「活動的協調」是馬克思經濟和交換關係的概念。 

三、 俗民方法學的談話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可以用來考察人們如何協調完成日常工作。 

 

Difference and the Social 

一、 社會過程本身對觀點、關懷和經驗產生差異；社會性協調差異並產生差異，任務明確的大型機構

（制度）也是如此。 

二、 人們是什麼與 IE 無關：意不在從理論系統解釋人們的作為，而是從人們的經驗學習，追溯日常生

活和作為何以陷入與他人協商作為的社會關係和組織中，而這些社會關係和組織是任何人在地經

驗之內無法觀察到的。 

三、 拒絕經驗的外部觀點：Bakhtin 的獨白（monologic）和對話（dialogic）模式。 

 

Recognizing the Social as Happening 

一、 社會過程透過對話的活動協調而持續的，不是社會結構所產生的。 

 

Institutions, Language, and Texts 

一、 制度或建制式統治關係內部的功能叢結（functional complexes）：組織和論述之叢結的可觀察事

物，聚焦於教育、科學、法律等功能。他們不是考察的對象，只是人們的經驗所涉及。 

二、 以生活現實性中的經驗為立足點探索統治關係和制度叢結，打開一個以語言組織起來且技術秩序

之各種文本為基礎的世界。 

 

問題 

一、 把 actor 改為 Individual，就解決問題了嗎？ 

二、 Ruling relations 就不是 reification 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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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 

研讀主題：Ch4 Language as Coordinating Subjectivities 

          Ch5 Texts, Text-Reader Convers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講者：陳正芬 教授、陶蕃瀛 助理教授、吳秀照 副教授 、呂明蓁 助理教授 

導 讀 內 容 

壹、本章中 DS 所提到的人物 

一、René Descartes:French philosopher, mathematician .(he separation of mind and body) 

二、Ferdinand de Saussure:Swiss linguist and semiotician 

三、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Halliday ( M. A. K. Halliday British-born Australian linguist)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 model of language 

四、George Herbert Mead: gesture and significant symbol(姿態與意義符號) 

五、V. I. Volosinov  

   Soviet/Russian linguist   1920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anguage, as a socially constructed sign system, is what allows consciousness to arise, and is in itself a  

   material reality. The study of verbal interaction is key to understanding social psychology(from wikipedia)  

六、Lev Vygotsky  

    Soviet psychologist, the founder of a theory of human cultural and bio-social development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cultural-historical psychology(from wikipedia) (社會環境對學習有關鍵性的作用，認為 

    社會因素與個人因素的整合促成了學習。他和 Piaget 分別發展出一套認知發展理論體系。)  

七、Alexander Romanovich Luria  

    Soviet neuropsychologist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 (from wikipedia) 

    (Luria 跟隨及發展 Lev Vygotsky 的思想，聚焦於兒童語言的發展。Luria 的興趣主要在心理的及社 

    會的交互作用。他引入了口語通則化系統(verbal generalization system)的概念。)  

八、 Descartes 笛卡爾（1596-1650）將身心分離看待，導致人們將思想心思與人們的作為行動分離看

待，更顯著的將之與社會體性分離。 

九、 意識和主體性等詞彙對我們而言與社會體性沒有關聯；不僅如此這兩個詞似乎也獨立於時間和空

間之外，且和人們的行動和協調也沒有牽連。 

十、 將語言現象和語言裡的現象帶入社會體性的範疇裡，這意謂將注意焦點從只是心理層面的或只是

言說現象轉為語言同時是發生在人們之間的行動。 

十一、本章裡，作者將從二個途徑討論這一個議題: 

1. 語言協調整合人們的意識或主體性； 

2. 實際經歷和文本的差異（根源於 Volosinov 所發展的概念人際領域 interindividual territory) 

 

貳、再建構語言的社會性 

一、 概念化的語言有兩種並行但需要相互協調的形式，即言說語文本，一個是人們彼此之間的活動或

實踐，另一個是人們意識/主體性的首要協調者。 

二、 我（DS）關心的是什麼進入了社會體性並且因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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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民族誌的方法在人們的日常行動（語言）裡尋找概念、想法等；  

    2.將這些現象帶入社會體性。 它們能夠確認為人們在特定實存的情境、時間和關係或與他人協 

     調的行動，無論是以語言為之或以其他方法。 

 

参、 語言作為意識的協調者 

一、 Volosinov（1973）的概念：語言創造出人際領域。 

二、 Volosinov 的建構的理論與 Mead 的概念意義符號(significant symbol)有許多契合之處。 

三、 Volosinov 將一個字詞看作一個雙向的行動，它是說者與聽者在交互關係裡產出的成果。 

四、 Volosinov 的人際領域 interindividual territory 概念不應該和 Alfred Schutz(1962)概念「主體之間」

intersubjectivity 的概念混淆。 

五、 人際領域發生在語言裡且永遠進入當下的存有。  

 

參、 M.A.K. Halliday 的功績(文本與語言，孤立於情境脈絡) 

一、 任何活的語言都在某一個情境裡作用，我們稱之為文本 text，言說的或書寫的都成，或者任何其

他傳達訊息的媒介。 

二、 文本，語言學的實體，會將現象孤立起來。 

三、 語言從行動脈絡中擷取，語言再回返情境脈絡重新連結情境。 

四、 不論 Halliday 的功績如何，語言被抽離人們的日常活動和它們的協調，而進入一個特殊現象場域，

語言自成一個自己的世界。  

五、 因此，Halliday 的路數不適合用於建制民族誌。  

六、 在建制民族誌裡，社會體性是人們協調活動；語言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語言被視為建制民族誌

需要的，語言被確認既是一種活動並且又成為協調各個面向的活動，這些活動通常被描述為意識

或主體性。  

七、 對建制民族制來說，日常生活的社會性是人們協調性的活動，語言是其中的一部分。語言應被視

為是一種活動，也是協調意識(consciousness)與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活動。 

 

肆、語言作為居間協調各個行動主體(Language as coordinating subjectivities) 

一、Volosinov: 

    話語是兩方面的行動(word as two-sided act)，語言是社會建構的符號系統，在口語的互動中，允許

人們意識的運作。透過口語互動的通則的建構，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社會心理。  

二、Mead: 

    意義符號(significant symbol)是建構在日常生活的社會性之中，從日常生活的互動中探究語言及其

意義。照米德的觀點，語言只有在當一個常規的聲音姿勢(conventionalized vocal gesture)啟動了表達者

與接收者有相同的反應或反應的組合，語言才是活的(存在的)。一個聲音姿勢或文字啟動了反應，而

這反應是根據人們過去經驗所儲存的訊息。因此，經驗是被社會性組織起來的。 

 

伍、Gesture 及 Significant symbol 的差別 

一、 Mead 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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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勢或示意，是另一個人回應行動的簡化(A gesture is an action cut short by another’s response) 

二、 米德的意義符號(significant symbol)理論視意義符號整合於社會舉動中，也就是意義符號居間協調

各行動主體。根據你對自己說的話的意義的覺知，同時也是他者是所聽見的覺知，你可以期待並

參與社會舉動的組織。意義符號是以在社會舉動中喚起說者與聽者的同樣反應的能力所定義的。 

 

陸、意義符號及語言 

    語言，則是 Mead 所講的 significant symbol。「當行動者的姿勢所指涉的意義，在另一個人的心中

產生了同樣的意義，於是姿勢就成為了一種意義符象。…一個符象回應了第一個人的經驗意義，而且

也召喚出第二個人的意義…姿勢達到了這個情況，就變成我們所稱的『語言』。」(Mead, 1934: 45-46; 

1995: 64) 。就是「你知我知」，表達者和接收者達到共識，符象對雙方都具有同樣的意義。符象的意

義是透過社會互動而建立的。(引自孫中興，台大開放課程有關米德專章) 

   「意義符號」：一個表達者說話，聽者及說者對於話語的意義給予回應，話語對於雙方來講產生的

意義是相同的。 

 

柒、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互動是經驗的組織(The interindividual as an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一、 Luria 的興趣主要在心理的及社會的交互作用。他引入了口語的通則化系統(verbal generalization 

system)的概念。語言系統組織、並將人們的注意力導向他或他所做的事、發生了什麼事以及那裡

有什麼。文字的抽象及系統化，將人們的注意力壓縮、聚焦於特定事務上，人們在日常生活所做

之事成為語言通則化的附庸。 例：The Wild Boy of Aveyron  

二、 話語作為社會行動者在互動過程中的經驗組織—Luria 的說法是我們對於特定物體認知的一致

性，而 Mead 的說法是在社會舉動中參與者的反應。透過文字或話語而建立認知的標準化。  

 

壹、Experiential and Text-Based Territories(經驗和以文本為基礎的疆界) 

一、 如同第一章的主張，機構和統治關係一般來說都是透過文本媒介，這裡所指的文本指是能夠在物

質上被再製的文字或圖像;也就是科技促使文本和圖像能夠獨立於特定在地場景得以複製。 

二、 兩種人際疆域之間的差異 

2-1.一種人際疆界是建立在並非完全相同卻有一致性的經驗社群之上 

2-2.另一種人際疆界則建立在物質感知（material sense）一詞之上 

三、 言說類型（speech genres）的概念 

3-1.多數時候，語言學家和哲學家仰賴的人際疆域暗指一個由感官所媒介的經驗世界，例如我們 

   知道「狗」、「桌子」與「樹」代表的意義 

3-2.以桌子這個物品的字詞為例、桌子這個字詞連接到 Mead 稱為【回應】的組織過程。人們日常 

   對話仰賴這類以經驗為基礎的符號形式來協調在地活動和關係。 

3-3.Hanks (1996)指出桌子作為一種概念時，他形容桌子為「由堅硬材質製成的一件傢具，上有平 

   坦表面，從地上以腳或其他裝置來支撐這表面。」。然而，當我們在常民活動的脈絡下載刺探 

   所這些物品時，它們就不是那麼單純了。這個字詞連結眾多社會組織起來、和組織的回應。 

四、 區分「以經驗為基礎的人際疆域」和「以文本為基礎的人際疆域」 

4.1.「以經驗為基礎的人際疆域」：Goodwin 她自己於 1990 年紀錄在賓州黑人孩童在沒有大人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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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況下（除了她自己那不具侵入性的在場）於街上的互動。 

4-2.「以文本為基礎的人際疆域」：Deirdre Boden 於 1994 年在商業情境中，一名研究計畫執行者 

    Vic 與計畫參與者 Alan 談話的電話錄音。 

五、 零點（null point）:每位核心說者 Chopper 和 Vic 與他們對話的對象之間都有一個共同的世界，好

讓他們仰賴於此做為參考的基礎。 

六、 「以經驗為基礎的表述」與「以文本為基礎的表述」之間的區別在於聽者/ 讀者如何運用他們獲

得的去理解他聽到或讀到的訊息。文本的表達或經驗的描述的構成，就如同讀者活化他們（文本），

經驗立基於人際互動的基礎；當然也有其他種類的故事所憑藉的是一個以文本為基礎的人際性，

而非以經驗為基礎的人際性。 

6-1.例如新聞媒體創造一個文本基礎，人們也許能在此根基之上建立人際疆域。透過其他文本現 

   實諸如地理、國家歷史的傳統參數等等來擴張，這個世界能夠一般化到成為公眾領域參與者 

   的世界。這些是文本現實，且只以間接方式連結到以經驗為基礎的象徵協調形式，不管是談 

   話或是文本。讀者漸漸熟悉新聞播報員在說什麼，以及報紙裡寫些什麼。她或他建立一套資 

   源好在正文內指認出人們、事件、物品和體制存在（政府、警方等等）好在她或他觀賞或閱 

   讀新聞時做出連結。 

6-2.文內連結（intratextual connection） 

七、 「印刷語言」(printed language)：Hanks (1996)主張：印刷媒介是一種取代接收的發送模式，它意

味著廣為流傳的可能性。當報紙抵達十萬個家戶時，它就實踐了一個接收的網路。多數接收的媒

介從未面對面見過，且他們也不需要知道同一種語言以參與公眾。他們的社群是具有詮釋性的、

且他們的一致性相當大程度上是被想像出來的。（235） 

7-1.新聞媒體也經常確實成為人們談話的理由，我相當熟悉以下這個經驗。當我跟我其中一個兒  

   子一起搭計程車時，會發現他們可以立即與司機展開交談--如果他是個男人的話--他們討論近 

   來在電視、收音機或體育版裡隨便一隊打了什麼樣的比賽得到的分數；他們很忠誠且有興 

   趣，但是他們討論為本的文本本身是穩定的且不會因為他們說的話產生改變；文本獨立於參 

   與談話對象的視野之外。 

八、 結論 

8-1 本章節導入一個關於語言做為媒介的理論，在這理論中想法、思想、意識型態等等被抽出人 

   們頭腦之外，而帶入社會理解的範圍內做為協調常民做為的媒介 

8-2 對建制民族誌來說，語言佔據核心重要性，因為建構機構的獨特協調形式存在語言之中。建 

   制民族誌需要一套關於語言的理論畫好讓研究者檢視語言在協調（使其進入社會）常民意識 

   或主體性時所扮演的角色 

8-3 語言學家研究的標準取徑採取一個相當極端的學科區別來區別「語言現象」與「社會現象」。 

   然而，這類取徑並未提供建制民族誌所需的取徑。因此，此處我們必須訴諸一個把語言本質 

   視為社會現象的思想，這支思想來自 Volosinov (1973)、Mead (1962)、和 Luria (19961, 1976,  

   Luria and Yudovich 1971)，這裡著重的語言組織 Volosinov 所說的「人際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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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 

研讀主題：Ch6 Experience as Dialogue and Data 

講者：唐文慧 教授 

導 讀 內 容 

壹、 經驗作為對話：問題(Experience as Dialogue: The Problem) 

一、 經驗是建構的，受到研究者與報導人意圖之外的結構因素所影響（Butler and Scott 1992）。 

二、 經驗總是透過意識形態或理論來媒介（Moya 2000）。 

三、 因此經驗透過對話的產製過程是一種無法逆轉的污染，無法做為事件原始狀態的純粹再現。 

 

貳、 將經驗視為對話：「另一種詮釋」(A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 of Experience as Dialogue) 

一、 文類（speech genre）做為概括性的社會進程模型，每次表述（utterance）都是一場對話，在語言

與論述場合的既定框架下，說者與聽者都在論述中尋找他們需要的資源，而論述的角色則是讓他

們的意圖變得可能，且控制他們的發聲（Bakhtin 1981）。 

二、 例如婦女運動的敘說經驗就是一種抗爭，超越男性經驗去產製另一套論述的詞庫，人們改變語

言，新的文字被創造出來，做出新的表述，顛覆父權文化結構。但透過敘說來表述經驗的過程其

實充滿了猶豫和修正，是非常具有流動性的動態過程，聽著和說者的對話中充滿了其興趣與關注

點見的互換過程。 

 

參、 經驗、語言和社會組織(Experience, Languag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一、 IE 不是要去尋求解釋過去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的說法與事實，而是和報導人一起產製常民日常生活

中的作為，以及這些作為如何與他者協調，這些活動背後的社會組織方式。 

二、 而用來描述經驗對話中的語言，已經滲透在社會關係與社會組織當中。（例子：扒手、鋼鐵廠工

人、school day、新聞）。 

 

肆、 資料對話 

一、 研究者被導向⼀個他能夠取信於人的論述，研究者的出版品或報告是寫給那些研究者意欲服務的

常民或組織。（Sociology for Women, for People）。 

二、 經驗對話可以被視為社會關係裡的一個時刻，這是⼀系列的協調動作，用以組織報導人和研究者

之間的對話，以做為⼀系列動作的某一部份或某一刻，這一系列動作將研究者緊緊扣連著學術建

制、專業建制和其他相關專業的論述裡。 

 

伍、從主要對話到「次級對話」 

一、 民族誌研究者將迎向第⼆段對話。在閱讀錄音檔的逐字稿或田野筆記時，建制民族誌研究者會重

新發現說過的話和觀察到的事情。 

二、 藉由建制民族誌研究者聽從報導⼈的經驗權威和對發掘問題的承諾，這股由研究者控制的力量能

受到制衡。民族誌研究者在對話進程中揭露論述，使其接受挑戰或改變。 

三、 這可以發⽣在初遇報導⼈時的「主要對話」，或是在帶⼊訪談逐字稿或重看參與觀察筆記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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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級對話」中。 

 

陸、 結論 

一、 倘若民族誌研究者不要對事物或事件的（事實）狀態這麼有興趣，而是對常民講述他們日常生活

的語言裡所能循跡找到的建制模式協調式有興趣，那麼經驗就成為一項能夠被調查、延伸、開展、

且能被採用的研究資料來源。 

二、 在次級對話裡，報導使用的語言隱含著社會組織的方式，這會留下建制協調方式的痕跡，這些痕

跡出現在日常世界，也組織日常世界，由此而生出經驗談話。 

三、 推進互換 

1. 民族誌作應將對話瞬間視為社會關係的瞬間，這瞬間捕捉到報導的經驗也轉換這經驗。常民

經驗鑲嵌於其中，卻無法看透其中社會組織的方式（EX：家暴丈夫的研究，通姦除罪化） 

2. 民族誌研究者的工作是從他與個人之間的對話轉而創造另一段新的對話。 

3. Pence (2011)稱這個時刻為「推進互換」（processing interchange） 

四、 誰的故事，誰的權力？ 

    沒有哪個故事凌駕於哪個故事之上；沒有哪個故事被打壓，儘管並非所有故事都會被說出

來，而即使是被講述出來的故事也不會全部引⽤，正是尋找這些接合處，並組裝它們，這才是建

制民族誌的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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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 

研讀主題：Ch7 Work Knowledges 

講者：程婉若 助理教授 

導 讀 內 容 

壹、As IEers, 

一、 What should we be looking for and asking about? 

二、 How should we orient questions and observations? 

三、 How should we frame the informants’ attention so that what is learned can become the data on which 

the research relies in analysis? 

 

貳、Work knowledge as data 

一、 Work knowledge can be produced from  

1. Dialogue between informant and researcher 

2. The researcher’s dialogue with field notes and journals 

二、 It involved the acquisition of the knowledge people working in the setting had, with reflexivity that 

entailed (George Smith, 1990, 1995) 

 

參、Work knowledge 

一、 At least two aspects of work knowledge: 

1. A person’s experience of and in their own work, what they do and how, what they think and feel 

2. Implicit and explicit coordination of her work with the work of others   

二、 People’s experiential accounts of their work as doors to open up further resources of knowledge from 

those at work on the other side of a particular story  

三、 Look at how texts organize people’s work and how the texts coordinate work process  

 

肆、What is Work? 

一、 Work is intentional: Anything done by people that takes time and effort, that they mean to to, that is 

done under definite conditions and with means and tools, and that they may have to think about. 

二、 Drawn from the thinking of a feminist group called Wages for Housework in which the notion that 

housewives do unpaid work that actually sustain the paid work in society and capitalism. 

三、 Work is invisible, and not able to be labeled properly because of, as Devault described, “insufficiency 

of language.” 

四、 The concept of work incorporates the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his/her experience 

1. Informants as experts: not only does the experiential give a distinctive view  

of someone’s work, they also present how they think about it, how they plan it, and how they feel.  

五、 One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experiential and institutional accounts: 

1. Institutional accounts is likely to describing a work process as if it were performed by a positi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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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rather than by the person the researcher’s talking to. 

2. Meet the criteria of the institutional category so that the case can be made 

3. The case that is actionable and must be acted on 

六、 The concept of work and work knowledge orients the researcher to learn from people’s experiences 

regarding what they actually do, how their work is organized,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it. 

 

伍、The problem of institutional capture 

一、 Institutional capture: A barrier to access to work knowledge is created by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that 

displaces descriptions based in experiences, particularly given that both informant and research are 

familiar with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and know how to speak it. 

二、 The process of subsuming the actual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sometimes becomes a feature of actual 

rather than a textual conversation. 

三、 The researcher may not notice until she or he reads the transcript of an interview only to find that 

the informants’ account is in institutional terms and is empty.  

四、 To get beyond the the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spoken in informant’s account is to ‘write down what 

you did”: what is done first, second, and so on.  

五、 The concept of work is meant to direct attention to a whole range of doings; it intends to make 

institutions happen through the actual doings that may or may not be recognized in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六、 A reminder: the researcher may have to constantly return to the particularities of what people are or 

have been doing, to their thinking and feelings as well as to circumstance, means, time, and other 

resources of the activity.          

 

陸、 Assembling and mapping work knowledges 

一、 An IE research begins with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those who are rel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process. 

The everyday experiences not only constitute the problematic of the study but also orient the 

direction of the study.Furthermore, it enables the researcher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 that are to be 

explored and the first level of categories of persons who should be interviewed.  

二、 However, acquirement of the given work knowledge does not reach the an end in itself. Instead, it 

looks for the sequences of action in which it is embedded and which implicate other people, other 

experience, and other work in the institutional process.  

三、 The concept of social relation is useful. 

四、 The experience of one informant may include references to other positions or people involved in the 

same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五、 Differences in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of participants be recognized and taken advantage of in 

mapping given processes or organization 

六、 Methods of selecting from the always-more-than-can-be-used material that the research generates 

are guided by the original problematic; but more important, they are guided by the interl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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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of work knowledges of people located differently in the institutional process. 

七、 Remember: each informant contributes only a pie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hat is the coordinated 

achievement of people’s doings. What is being explicated is how people’s work is coordinated in a 

given institutional process or course of action.   

八、 Social organization 

1. Grounded theory:  

(1) A theory with a set of formal properties characterized by universality is developed by concepts 

transposed by a researcher’s impressions or intuition. 

(2) It displaces diverging perspectives and subdu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that generates 

differences to a monologic interpretive scheme. 

2.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1) Social organization is not a concept imposed externally on and used to interpret data; rather, it is 

to explicate what is discovered in the process of assembling work knowledge and find out how 

they articulate to and coordinate with one another.  

(2) Researcher’s analysis assembles to work knowledges produced by his/her collaborative work 

with informants to create a map or model of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relevant to the research 

problematic. 

3. Mapping: 

(1) It aim to be accurate but does not mean to be an objective account that is independent of the 

actuality. It refers back an actuality that those who are active in it also know. 

4. Making maps: 

(1) It is based on participation rather than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2) It is dialogic: 

A. Between the readers and the researcher: Readers tell the researchers things about the 

process, point out what is mistaken, and expand their own work knowledge. 

B. Between the readers and the map: the readers may find where they are and are going in the 

social terrain 

 

柒、Conclusion 

一、 Notion of work: focuses on what goes into the relations and organization that coordinate people’s 

everyday doings with those of others and avoid being misled by institutional conceptions of work.  

1. What they do  

2. Time 

3. Condition 

4. What people mean to do  

5. Skills employed to get the work done 

6. People’s thinkings and feelings 

7.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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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ssembling the different knowledges give a means of exploring the social as  

  the coordinating of different people’s doings. 

三、 Each stage or step orients to the work with which it coordinates sequentially;  

  each stage or step articulates to the foregoing and defines it as well as orients  

  what follows. 

四、 Assembling the stages helps to located a sequence of action or a set of  

  sequences, that is, a social relation; alternatively it maps a complex that 

  cannot be located in any one site of people’s work. 

五、 IE discovers the institutional order rather than impos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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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 

研讀主題：Ch8  Texts and Institutions 

講者：許甘霖 助理教授、林昱瑄 助理教授 

導 讀 內 容 

 The foundation of the ruling relations is textual 

 Forms of Text 

 Written texts, images, sound, texts involving numbers 

 Ex: print, film, television, audio, computer, photographic, musical scores, mathematics, 

architectural drawings etc. 

壹、 Effect of texts 

    Texts are forms of writing, speaking, or imaging that are replicable, and hence can be read, heard, and 

watched by more than one individual,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at different times. 

 

貳、Replicability 

一、 Replicable and replicated texts are to standardize work activities across time and  

  trans-locally.  

二、 The constancy of the text provides for standardization. 

三、 Texts for the generaliz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四、 Texts can generalize and standardize people’s doings for the institutional. 

 

參、Institutions & Texts 

一、 Identifying texts that coordinate people’s doings across time and various social settings 

二、 Locating texts in the sequences of action and how they are implicated in coordinating them 

三、Texts in action 

1. texts as “occurring’’ in time and in the course of, indeed as part of, courses of  

action 

2. it is activated by a reader 

 We are actively engaged with texts as we read them or as we continue to carry on a silent 

conversation with what we have read. 

3. text-reader conversations take place in real time and in the actual local setting  

4. it is activated by a reader 

 We are actively engaged with texts as we read them or as we continue to carry on a silent 

conversation with what we have read. 

 

肆、How texts coordinate 

一、 Texts do not become a focus in and of themselves. 

二、 IE emphasizes how texts enter into and coordinate people’s doings, and are activat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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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reader conversation.   

三、 Texts are people’s doings. 

 

伍、two-way coordination 

一、 coordinating a sequence involving more than one individual in an institutional course of action 

二、 overseeing the process and ensuring people’s doings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陸、Cases as Linear Sequences 

一、Pence- the judici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domestic abuse cases 

1. “processing interchange” 

2. The sequence of processing interchanges creates a course of institutional action -one that is 

indifferent to the actualities of the lives of those on whom it imposes its order. 

二、Findings:  

1. assembling the various work knowledges of participants in order to expose how judicial processes 

are coordinated textually 

2. discovering the institutional regime that participants are part of and produce 

 

柒、Accountability Circuits 

一、 McCoy- analyzes the texts of the program costing (the new regime of  

 accountability) in a community college to show the relations it organizes 

1. Ex: Standard Workload Form (SWF) 

2. the quasi-fictional character→managing how instructors did their work 

二、 Findings: examine how the form is activated by people positioned differently in the college 

organization, conforming their work to the new cost-revenue regime.  

 

捌、Other Ethnographic Uses of Texts :1 

一、 Explore and map an institutional process in which the text-coordinating is primarily in texts 

1. Ex: Turner - the processes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in land development 

2. the text-work-text sequences that examine how texts enter into & organize work 

3. Findings: the residents’ intervention comes in the late stage of decision-making sequence 

 

二、 Identify the physical work and texts in work sequences that make the embodied work accountable 

within an administrative process. 

1. Ex: Diamond – the day-to-day work practices of nursing and being a resident in nursing homes for 

seniors 

2. Texts appear in and organize the everyday working lives 

3. Findings:  

(1) The nursing assistants’ work is more to do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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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is study describes a work situation in an embodied world that is subordinated textually to an 

institutional regime 

 

玖、Comparison : Tuner & Diamond 

一、 Turner- decision making in land development  

 The ethnographer must learn how to read the texts from those whose work it is to read and write 

them; she must learn the institutional speech genres and discourse; and she must be able to recognize as 

work what people do with texts and talk 

二、 Diamond- nursing home 

must be able－whether throug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or highly skilled, long, and detailed interviews 

with informants－to describe the detail of the daily work and doings, the routines, and the texts 

 

拾、Conclusion 

一、 recognizing texts as “occurring’’ or ‘’activated’’ in actual local settings and at particular time 

二、 exploring empirically how they coordinate institutional courses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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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 

研讀主題：Ch9  Power, Language, and Institutions 

講者：許甘霖 助理教授 

導 讀 內 容 

壹、權力來自造成斷裂經驗的轉化（譯）過程，以及規約轉譯過程的框架 

一、 目前為止 IE 缺失的拼片：權力的向度。 

 

二、 統治關係是個對人們工作之複雜的、大規模的協調，起規約作用的各種文本 

     產生能動性（agency），是一種透過協調和動員人們工作而產生的權力。 

 

三、 文本和語言在探究階段很重要，但非實際考察的唯一焦點。形成司法案件或 

     問責迴路的序列，都是將工作嵌入文本，將文本嵌入工作。文本總是發生在 

     某人工作之中並作為工作之組成部分而發生（occurs），在引導民族誌實作時 

     記住「文本–工作–文本」或「工作–文本–工作」的序列，不要只專注在 

     文本。（參考 C-M-C in Marx） 

 

四、 文本和語言觸及統治關係區域的核心，這個核心是擬定和強加文本、文本語 

     言或甚至建制論述的能力所在： 

4.1 主導關係作為意識和能動性的一種物化（或客觀化）（cf. Lukács 論物化[reification]），這種概

念化既馬非馬。馬克思的方法需要這類概念，據以將當代的現實性理解為物質性地存在於人

們透過文本協調的活動之中。IE 的民族誌將主導關係看成只存在於由「文本–讀者對話」啟

動而透過「文本的物質性」協調的人們工作中。 

4.2 對 Bourdieu 來說，象徵權力與人們之間的權威和支配有關，他關注傳遞訊息的個體，也關注

參與交換者強加鑑賞標準的能力。但 IE 將語言看成人們主體性的協調。將語言視為協調，得

以探索在 Bourdieu 的溝通互動中視為必要條件之組織的向度。 

 

五、 本章焦點為兩種獨特但互相關聯的協調功能： 

5.1 制度再現（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on）的形塑：人們的現實性變成一個據以工作的資源，以

抽離出形式化和高度窄化的再現形式。這些過程因三個理由而至關重要： 

5.1.1 將在地的和特殊的型態轉化為跨越建制工作的在地環境而能夠被識 

  別和說明的一般化形態； 

5.1.2 制度性實在凌駕個別觀點； 

5.1.3 將現實性（the actual）轉譯為制度性（the institutional），是現實性成 

  為制度上可操作（institutionally actionable）的關鍵步驟。 

5.2 互文性的階序：階序（hierarchy）在此意為文本和概念關係，不必然或只 

5.3 與位置等級有關。建制論述的規約框架排列關聯性並選擇賦予制度再現的分類、概念和方法。

它們也提供在（內建於建制行動序列的）文本–讀者對話中應如何解讀文本的指示。主要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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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點是規約框架，更直接涉入從人們生活現實性中產製制度性實在而規定「腳本」的更高階

文本。 

 

貳、打造制度性實在（Making institutional realities） 

一、 制度性人為實在與人們生活的現實性之間的剝離（disjunctures）無可避免；這是轉化的剝離（of the 

transformation）；轉化＝從現實朝向再現該現實的文字或圖像的過程。這種剝離也並非全然不好

（Nor are they necessarily malign）。如緊急救援，接線生與建制過程交涉能使求助者獲益。但這過

程發生能動性從求救者到制度的轉移，這是制度如何具有行動能力的組成部分。從現實過渡到制

度性實在這過程的必然剝離（necessary disjuncture），拋棄或扭曲了那些陷入或臣屬於建制行動的

個體之經驗。（按：參考 Foucault 權力的正面或生產性運用） 

 

二、 《建制民族誌的實踐》裡的案例： 

2.1 Alex Wilson 和 Ellen Pence 描述一個探索美國家暴案件司法系統的研究計畫，主導該計畫的原

住民女性提出一些關於制度性分類系統的議題：我們觀察到美國法律系統裡制度從業者工作

如何被各種法令規章、表格、指令等跨越特定司法和工作環境而標準化的設計（device）所規

約。這些設計確保不同地點、機構和時間框架下從事者間的行動能夠相互協調。這種非常西

化的作法，將高度個人化的情境或事件放入輪廓清晰的類別裡，讓從事者如何看待、討論和

處理制度性事務的方式變得有條理。類別以選擇性的方式運作，不必然是實際發生之事的再

現，而是制度關注發生之事的再現。從事者在制度與人們日常生活交會處擇取的資訊，被放

到展現既有規則或程序的類別裡。因而美國法律體系中制度秩序所拼湊的事件圖像，迥異於

這些事件實際被經歷發生的方式。沒有人會在打電話給 911 時報告說「我是一項輕微罪行的

現行受害者，肢體傷害無武器，違反保護令」，多數時候，報案後的類別和行動都對人們如何

活著來說毫無意義。第一線的從事者不需調合制度類別與現實性之間的剝離。 

2.2 Wilson 和 Pence 描述一種超越「沒有再現曾經或能夠再製其原始現實性」這尋常和必然問題

的剝離：制度性強加的分類對「人們如何過生活」的現實性不感興趣，甚至是嚴重剝離性的。

同時，透過第一線從事者將人們的現實性填入形式化和正式認可的分類，是讓這些現實性得

以操作（actionable）的唯一手段。 

2.3 將人們經歷的現實性轉化為制度性實在的工作，通常包含某種形式的詰問（interrogation），實

際詰問的問題多半未明說，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則構成被建檔的報告。McLean 和 Hoskin 檢視

「需求評估表」：表格裡設計的問題與病患有關，但病患不用回答這些問題：「需求」因而被

「客觀地」決定；病患的渴望和需求不能跟「摘要表」上形式化和標準化的調查相混。 

2.4 Campbell 揭示病患經驗與再現其經驗的需求評估之間的潛在剝離：個管社工使用評估表格作

為腳本來訪談申請房屋補助服務的申請人，以決定他是否符合申請補助資格。隨著調查展開，

這位個管社工的旨趣是搜集特定類型的資料，並未「傾聽」申請人的經驗。 

2.5 De Montigny 對身為專業者之權力的反思：即使講述自己的故事和討論身為專業者掌握影響家

庭命運的權力，也是在展示跨越他正式能力的權力層面和層級（displaying layers and levels of 

power that stretche beyond his formal capacity）。將人們經驗的世界轉換為文本性實在的第一線

工作，是縫合框構和認可制度行動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 to act）的各種規約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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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texts）。 

2.6 上述每個第一線實例背後都是有個在（以各種方式執行這種轉化的）詰問性設計（interrogatory 

device）中具體化的、文本定義的框架。 

 

參、規約性框架（regulatory frame） 

一、 框架（frame）泛指各種概念化、理論、政策、法律、計畫等，在某個普遍的層面上運作，構成（協

調在地層次人們工作的）建制行動和制度性實在。 

 

二、 本節重點： 

2.1 制度性實在與建制行動之間關係的組織方式。根據制度詞彙建構事實說明 

   （factual account on institutional terms）的過程中，經歷的現實性之某些面 

   向被揀選重組成一個事件、一個人之事態的再現。就這意義而言，事實、新 

   聞、資訊、案例和其他形式知識的形塑是循環的：框架支配著哪些事情會被 

   記錄、觀察、描述等的擇取（selection）。 

2.2 在某些制度環境下，框架被明確規定用於第一線詰問工作的分類，內建於 

    精心設計的題組或評分項目（如需求評估表）。如此組裝起來的實在便能夠 

    被構成這套揀選程序的框架所詮釋。（根據建制體制內權力位置而建立起來） 

    框架管控真實性（frames control facticity）；這些框架控制且明確規定為類 

    別和概念，在建立制度性實在第一線工作上發揮作用。 

 

三、 探索（使現實性有條理地轉化為「資訊」、「數據」、「新聞」等的）文本類型蘊含的規約性維度

（regulatory dimension），能將民族誌進一步帶到我們稱之為「權力」的當代組織形式： 

3.1 Marilee Reimer 記者採訪通話逐字稿：記者詢問在老人之家罷工的在地工會代表的問題，依循

一套規則使得蒐集到的資訊吻合於該份報紙預先設立的框架。記者提問方向，除了關心罷工

和協商進度外，更關注罷工對病患帶的影響，致使罷工的議題和問題沒有成為話題，因未被

包含在記者的描述規則裡而消失了。 

3.2 McCoy 對社區大學裡問責迴路的詮釋：授課教師必須完成的表格以及在大學的財務管理流程

裡代表其工作負擔的表格，與工作如何完成的現實性、因學科領域差異、備課類型差異、學

生課外指導時間差異等無關。因此，揭示出現在第一線文本設計中和文本執行者工作裡但相

對不可見的規約性維度，得以具體說明建制作為一種可以定位於協調（處於不同制度組織層

面的）人們工作的語言和論述中的權力形式。 

3.3 George W. Smith 揭開規約過程及其與警察報告產製的關係，該份報告將多倫多市內一間澡堂

裡男同志的性愉悅扭曲（transmogrify）為犯罪行為（按：剝離[disjunct]），而當時在場的所有

人包含澡堂的業者都可能因此被起訴：警官一進入建物就開始四處巡查，注意到建物的空間

配置及當時正在發生的任何妨害風俗行為。此時，兩名警官看到若干男子全身赤裸躺在他們

敞開大門的私人房間。這些男人裡面，有人在自慰，而有些人只是躺在床墊上看著其他在廊

道上經過的男人。警官在建物裡定期巡走，他們每次都會看到相同類型的妨害風俗行徑。Smith

的考察提出規約性文本的運作將現實性轉化為建制性的第一階段。刑法規範著在地工作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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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能啟動建制行動的再現形式。法律的文本是個概念空殼（conceptual shells），其實質內容

需從他處尋，而調查者工作則是產製記載（或描述、記述[description]）來填補刑法條文設定

的空殼。 

3.4  Pence 訪談的警官描述自己怎麼寫家暴案件報告時：「我在找尋一項犯罪要件...身上有被施加

傷害嗎？或是有恐懼身體受傷嗎？...有這項企圖嗎？...那個人是刻意犯下這項罪行嗎？」報告

裡呈現的觀察被構思來符合明尼蘇達州家暴構成要件的分類，正如澡堂的報告裡的觀察導向

州的「妓院」禁令。 

 

四、 以上說明都是現實性轉化為建制性的環節（moment）。若從透過這種轉化過程 

而陷入建制過程者的經驗出發，Smith 的「研究澡堂男同志報告」邀請我們採取下一步行動：與

文本內的規約框架，從而與超越在地和特定層次之建制過程的組織交涉（engage with）；民族誌能

夠超越剝離之環節而觸及造成這種剝離的規約過程。 

 

肆、結論 

一、 探索在文本協調的建制工作中浮現的權力，並不否認以其他社會性的形式存在的權力，而是要讓

以文本為基礎或以文本為媒介的社會關係和組織方式在民族誌上成為可觀察的（ethnographically 

observable）。本章聚焦於人們日常經驗藉由裁減以符合建制類別的方式從屬於建制行動的過程

（按：削足適履？）。這些類別並非單獨存在，它們是規約性文本的詳細說明也對規約性文本負

責，而規約性文本認可並含括透過轉譯工作而來的在地/局部個殊性（local particularities）。 

 

二、 人們經驗的現實性與可操作的制度性實在之間的剝離是由規約性框架強加的，這些框架支配文本

設計的結構或組織方式，也支配文本設計的類別及嵌置其中的問題（第一線從事者使用的表格、

腳本或電腦化的欄位）。第一線從事者的工作是讓人們生活的現實性符合建制類別而變成可操作

的。類別、問題或其他特別指定的具體項目都受一個在更普遍層次上設定的框架所支配，也對這

些框架負責。 

 

三、 前一章介紹一種民族誌實踐的可能性，讓研究者能超越可觀察的而觸及更大的社會關係；本章更

進一步。 

3.1George Smith 的澡堂男同分析揭示一個相當簡單的序列：從打造一份文本開始，接著是產品（文 

   本本身），最後是文本的解讀，而這份文本隱含著起訴澡堂業主、管理者和那些「被發現身處 

   其中的人」；他揭示那份報告的項目如何被構思而與刑法掛勾，使業主、經理和那些在那個特 

   定場合出現於澡堂的人都可能面臨起訴。這也表明：文本會導向更高階的規約性框架。「妓院」 

   禁令透過警方進行觀察和紀錄的工作來「掌控」警方的報告，讓他們所寫之事和產製的文本 

   能夠符合法律的框架和空殼。 

3.2 建制民族誌的探索工作與在人們多重在地/局部位置之工作中應用標準化規約形式的社會關係 

   交涉。當一份建制民族誌從特定在地環境取得定位時，不僅揭示了特定的建制型態（institutional  

   forms），也揭示制度嵌置其中的統治關係。建制民族誌從人們經驗的現實性過渡到形式化及以 

   文本為基礎的再現這個環節的手法，提供透過文本探索其他權力區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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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者並非將建制過程化約為文本，也不認為本章例證已窮盡文本媒介建制體制 

的方式。目的是讓文本作為人們工作協調者的民族誌重要意義變得可見，並讓超越人們工作之在

地/局部環境的關係和組織方式能以民族誌方式來探索。文本的一般性能對主導關係（包括制度、

各種大型組織和論述等）的存在相當根本。當文本被認知為主導關係的關鍵協調者，就打開以民

族誌方式探索經濟關係、更高層次的統治關係組織，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連結的可能性。隨著建

制民族誌發展，從事者找尋並將文本材料整合到民族誌裡。因此工作與其他行動和文本形式之間

的交互作用會將當代社會裡的權力組織帶入進民族誌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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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 

研讀主題：Ch10  Where We’ve Got To and Where We Can Go 

講者：王增勇 副教授 

導 讀 內 容 

壹、IE 總結 

一、 DS 自身的雙重主體性：以身體寓居於世的單親母親與在文本中超越在地身 

 體的學術工作者，為了超克二者之間的斷裂，從中她發展以在地真實經驗 

 出發，探究支配關係的社會學。（205） 

二、 以文本為中介、跨地性的支配關係 

三、 透過文本將日常作為引入相同的組織但非決定元素（organizing but not  

 determining component） 

四、 建制：特定的行動形式、參與在標準化流程關係、在不同節點普遍被運用 

五、 我們都參與在建制之中，我們是我們所研究的主題的一部份 

六、 IE 是要重構社會性知識的社會組成 

 

貳、問題意識 

一、 問題意識是一種將立足點的概念加以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成為一個可以探 

  究的計畫 

二、 IE 不是在研究訪談的對象，而是在建構一個探究建制流程的起點 

三、 雖然問題意識通常緣起於研究者的政治關懷，但這些關懷光是批判是不夠 

  的，它們必須轉換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真實。 

 

參、社會性的本體論 1-1 

一、 社會性的本體論提供 IE 研究對象的一種理論 

二、 日常世界的真實不會告訴你去觀察或記錄什麼，我們需要一個理論視角來 

  引導我們的分析。我稱之為本體論，因為我要強調我們的目標是要發現真 

        實發生的事情。 

1. 這個本體論源於 Marx 與 Engels 所強調的跳脫概念、推測、與想像，而強調投入真實人

們的真實活動的社會科學。 

2. 這些活動的協作性 

3. 社會性是研究的焦點，著重在人們的活動與活動如何協調在一起。 

4. 意識形態不是在人們腦袋中，而是在人們的作為中。這些言語或書寫作為成為可觀察的

現象，因此語言是本體論最後也最重要的元素。 

5. 語言是社會的，也是主體性的協調者，是社會組成的承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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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與分析 1-2 

一、 語言帶入建制論述與建制文本 

二、 主要資料來源：人們的工作經驗 

三、 把不同位置的人的經驗依序排列起來，就可以看到文本作為主要協調者的 

  功能。 

四、 文本的慣性：把文本視為行動中 

五、 把文本納入民族誌讓建制關係的探究可以進入更高層級。 

六、 文本交互性：文本的階層（主導文本） 

 

伍、擴充/延伸 2 

一、 將文本納入行動的序列中可以建立雙重延伸 

1. 工作的協調者是由社會關係中的不同位置的人所完成； 

2. 人們工作的文本協調是透過機構階層的規範性文本交互性，跨地與跨時的標準化 

二、 將 IE 分析延伸進入經濟關係與支配關係 

 

陸、Pulp Mills 紙漿廠 2-1 

一、 研究者決定以同一家公司所經營的四個紙漿廠為研究對象，但 DS 認為這 

  樣的研究決定是採用了公司的建制秩序，而忽略了每個紙漿廠的差異性， 

  因此忽略了工人的立足點。 

二、 紙漿廠的運作鑲嵌在會計作業中，美國會計作業把勞動成本在獲利率的計 

  算上給予較高的比重，因此鼓勵美國企業降低勞動成本。 

三、 The Welfare Trail 福利路徑:除了直接探究文本的連結，我們還可以透過對論 

  述的階層進行研究的延伸，探究提供建制視框與分類的主導論述 

四、 福利改革的新法案下，無法符合規定的女性的處境 

五、 新福利體制的原則是新自由主義，而管理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次級論述 

 

柒、IE 的集體創作 

一、 從一特定研究進行外推是支配關係現象的效應，因為資本累積的動力是多 

  元且深刻地相互交織著。 

二、 (如今，一種看不見的控制已經建構完成，允許最深遠的社會控制手段不 

  受到公共注意。) 

三、 我們才正開始學習如何看見跨地支配關係，因此這項工作更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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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心得收穫 

王增勇老師 

 IE 對我一個學社工的人來說，其實是不容易閱讀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有一個

集體討論跟閱讀的團體很重要，而且閱讀的時候因為有了討論，對於文本會有更

多不同角度的理解。對我來講有一個討論的團體是蠻好的，有蠻大的收穫，不然

自己其實做不到這種事情。 

 

廖珮如老師 

  之前跟文慧在討論翻譯前半段的時候，那時對於社會學的概念沒有那麼熟

悉，因為我比較孰悉宗教跟媒體的部分。在翻譯的過程裡面，到後半年真的有進

來讀書會後，到了開始翻譯後半段，再重新思考很多的詞真的在不同領域會有不

同的概念與用法，作者前面講的概念真的是很抽象，就是作者指涉的東西不見得

是那麼具體的，這在翻譯的過程裡面更能體會，她一直在講的文本，或是語言如

何建構出建制裡面的主體性，所以翻譯的過程對我來說也是個 IE，是我自己很大

的一個體會，然後跟大家討論的時候，就可以不停的去修正，就像自己在進行訪

談時，也會想到接下來訪談的方向要往哪裡走，就是透過這個讀書會可以更加明

確的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去進行。 

 

林昱瑄老師 

 我覺得我們如果要接觸一個新的知識，不管怎麼樣團體總是比個人來的好，

尤其 IE會特別重要是因為 IE真的很另類，包括他建構理論方式或是他怎麼用，

真的是像有的老師說的:我們要先廢盡武功，才能夠再去摸索一種全新的做法，

所以它這麼得不一樣，就更需要有人一起來討論，不管是去理解它很理論的書，

或者是大家會開始分享自己的研究怎麼做，對於我們前正在寫 IE的文章來說，

真的是幫助非常大，然後這又是跨領域的組成，所以我自己覺得收穫很多。 

 

程婉若老師 

 對我來說，自己原本沒有這方面背景，是因緣際會下接觸到 IE，我覺得自

己在閱讀過程很困難，就是看不懂，那我覺得在讀書會前三個月，其實我不太知

道我在幹什麼，就覺得還是很困惑，必須要找很多額外的文獻或其他書來配合閱

讀，試圖去把概念弄清楚弄懂，但透過讀書會很多討論，開始釐清自己不懂的地

方，甚至是自己在做研究過程才逐漸明白 IE 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我才有辦法在

暑假的時候趕快寫我那篇 paper，所以這個讀書會對我幫助很大，然後過程裡面

有機會跟大家討論自己的研究，大家給我的意見真的是對我幫助很大。對我來講

另外還有一部分是在實務工作上，IE提供我在實務工作上不一樣的觀點；如何

開始思考實務工作者跟個案的互動，例如案主的抗拒或社工的無力，透過建制開



研讀書籍：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A Sociology For People  Dorothy E. Smith(2005) 

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 

 42 

始理解這個關係，其實都不是某一個人的錯，而是建制面如何形塑這些人必須要

採取這樣的行動，建制過程中大家的經驗如何被轉譯，被從新定義，而這對我們

在實務工作上非常有幫助，對實務工作和研究上幫助很大。之後預計教質性研究

時，要帶入民族誌的課程。 

 

陳正芬老師 

 印象深刻的是我從國外回來，我之前在看 IE時，因為我不是學社工也沒有

社會學的背景，是做長照、老人，但印象深刻那次是在台北場，甘霖老師很詳細

的說明，之後回去讀讓我真的才念懂 IE 它背後的社會學，它利基於社會學又要

超脫現在社會學的理論，就是現在社會學所欠缺的部份，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幫

助，這個我要回饋，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的討論很重要，就是兩位對社會學的

理論深化很重要，再來重點是大家跨領域，大家互相在找對話的對象，而這個讀

書會有這樣不同的對話與交流是很有趣的。 

 

齊偉先老師 

我跟IE算是巧遇，從不認識到開始認識、探索，我進來讀書會的時候就是在

準備要開始探索的階段，那一開始把它當作理論來看，想了解一下這個理論在講

什麼，一開始會帶著一些批判、質疑、距離感去看這個東西，可是當你要開始探

索的時候那當然就不一樣了，有點像你娶進門然後要開始適應它，然後就在探索

階段跟大家接觸，有兩個元素收穫很多，就是大家的案例討論，因為IE本身是比

較要落實在實際案例當中，所以我之前用比較有距離的方式去了解，到開始真的

去接觸的時候，各位的案例對我來講幫助非常大、收穫很大，讓我發現說哪些部

分會有哪些問題，開始幫助自己調整既有的框架，然後更豐富，就像比較血肉一

樣，之前只是比較乾枯的去看，所以這真的是在我們讀書會裡面蠻好的，然後可

以讓不同領域的人坐在一起，激盪出這麼大的火花，這是不容易的，你不得不說

這是IE他特殊的地方，本來以為跨領域的學習不會有對話，但卻發現，你可能不

覺得你在對話，可是你的例子講出來對我來說就是對話，我就會記起來並激起我

很多的想像。不然我本來會用社會學的批判理論角度去看你們的例子，那這樣不

太會有對話，因為這是完全不同的立場，可是我們今天是放在同一個立基點，會

有刺激，我覺得這是蠻難得的，對我來講是個蠻特殊的經驗，所以我也會願意再

過來，然後聽各位的案例，交換一下大家的想法，我覺得蠻好的，蠻舒服的一個

團體。 

 

許甘霖老師 

我與 IE 的緣分更早，是以前指導學生做靜脈藥癮的主題，為了教學生才邊

教邊學，當時一開始是去減害門診，第二個是大專生科技部計畫，做的是低收入

戶的學生打工，那種他們上班的班表，第三個是原住民學生，他做原住民教育優

惠政策，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產生一些疑惑，一直覺得 IE 似乎有種精神或者說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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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好用的地方在於，有些看起來很好很合理有效率的制度，事實上是傷害了

他所要幫助的對象，那如何將這個過程呈現出來，類似這樣的困惑，這也是我對

它有興趣的部分，也是我自己知識成長的部分，那參加讀書會之後，IE 的確開出

一條很獨特的路，它幫助我們看見一般人沒有看見的部分，而不是把所謂的統治

看作理所當然的，它告訴你這個如何可能透過什麼方式，一套屬於它的分析架構

跟術語，使它成為一個獨特的研究取向，就是讓我看到新的部分，我自己也做一

些反省。我個人的興趣是方法學上面，所以反而讓我對這個東西更深刻的理解，

就是 IE 值得用心去學習，但如果它要發揮它在知識上或是其他方面的影響力的

話，我覺得...目前我還沒有一個很好的給自己的答案。 

 

唐文慧老師 

IE 給我的感覺是看到一個還蠻容易去 follow 它的路去發問，我是容易化繁為

簡的人，大概就像甘霖說的簡化版的 IE，我通常就覺得說，讀書就是讀你懂的，

不懂的就不要理它，我跟學生也是這麼講，所以我會覺得說，在讀 IE 的過程中

去，我會選擇我有感覺的，然後再選取幾個概念覺得我可以懂的，但我知道我有

很多不懂，那也沒辦法，除非我花更多時間，所以我通常是一個比較正面的態度；

好我讀懂了這個概念，我試著用用看我的田野裡面可不可以呼應，我也不知道我

寫的對不對，但我就試著去讀去寫，給別人看看，不過在這條路上大家都是才剛

開始，然後找願意一起來討論的人，那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也常覺

得說好像沒看懂，但就是大家一起讀。不過我也覺得帶學生很挫折，幾乎每個學

生都放棄 IE，也不想學，我覺得我沒有帶成，學生也沒有興趣，所以其實我不知

道該怎麼教 IE，就還有需要克服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