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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

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書：□已出版□尚未出版撰寫中□無 

其他：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透過 IE 經典書籍的閱讀，增進國內學術社群對質性研究方法此一取向的深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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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陳正芬 計畫編號：MOST 104－2420－H－002－016－MY3－SB10607 

計畫名稱：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置及運作計畫(第二期)─『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
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
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
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3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1  

專書 -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4  

專書 -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教授 3 

人次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7  

博士後研究員 1  

專任助理 1  

非本國籍 

教授 -  

副教授 -  

助理教授 -  

博士後研究員 -  

專任助理 -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
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
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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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內 

(一) 期刊論文： 

程婉若、王增勇（2017/12）「我和案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合意

性行為青少女自我保護服務之建制民族誌分析。女學學誌：婦女與性

別研究，41（1）。【TSSCI】 

王增勇、楊佩榮（2017/9）夾在國家政策與原住民族文化之間的原鄉

居家服務。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0（1），7-36。【TSSCI】 

廖珮如（2017）從建制民族誌探討大專校院性平處理機制的客體化歷

程。台灣社會學。34期。頁數未定。 

 

(二) 研討會論文： 

 

王增勇、楊程宇（2017）原鄉長期照顧服務的文本建構。2017 人口學

會年會暨「人力資源與社會發展」會議。2017 年 4 月 14-15 日。國

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台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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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外 

(一) 研討會論文： 

Wang, Frank T.Y. & Sheng-Pei Tsai (2017) Collis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Evil Spirit: Home Care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Workshop on Working Across Difference and Inequity in Social Work 

and Policy Studies. October 9, 2017.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Sydney. Supported by the Sydney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dvanced Research Centre (SSSHARC). 

Wang, Frank T.Y. (2017) Deconstructing Care from Below: 

Storytelling as Resistance to the Ruling Relations of Long Term 

Care in Taiwan. 2017 SSSP Annual Meeting. August 11-13, 2017. 

Montreal Bonaventure Hotel, Montreal, Quebec, Canada. 

Wang, Frank T.Y. (2017) Teach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Critical Pedagogy for Social Workers. The 7th European Conference 

for Social Work Research. 19 - 21 April 2017.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Wang, Frank T.Y. (2017) Resistance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the Colonizing Effects of Long Term Care Policy in Taiwan. 

Bi-lateral Austrian-Taiwanese Joint Seminar Equality: Austria and 

Taiwan. 27-28 February 2017. University of Vienna: Vienna, 

Austria. 



 9 

2017 年 『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規畫表 

 

週次 日期 研讀主題/案例分享 
講員/ 

案例分享 

1 106/02/18 

第一章 Introduction Dorothy E. Smith 

案例 

當愛情變案情：青少女自我保護服務之建制民族

誌分析 

廖珮如/ 

程婉若 

2 106/03/04 

第二章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Using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Ruling Relations 

案例 

管理「教學卓越」：台灣高等教育改革中的表現管

理之建制民族誌研究 

林昱瑄/ 

林昱瑄 

3 106/04/01 

第三章 

“Where Did You Get the Fur Coat, Fer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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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文芳/ 

唐文慧(旁聽成

員) 

4 106/05/07 

第四章 

Incorporating Texts into Ethnography 

Practice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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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以安/ 

齊偉先 

5 106/06/03 

第五章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Experience as 

Data 

案例 

Porous Institution, Polysemic Text, and 

Intersectional Identities: An IE 3.0 

Manifesto 

黃盈豪/ 

許甘霖(旁聽成

員)、程婉若、陳

正芬 

6 106/07/01 

第六章 

Keeping th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View: Working with Interview Accounts of 

Everyday Experience 

案例 

家暴社工我們為什麼要「演戲」? 家暴安全網的建

張貴傑/ 

許可依(旁聽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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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民族誌分析 

7 106/08/19 

第七章 

Constructing Single Parent Families for 

Schooling: Discovering an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案例 

性平機制與行政體系的拉鋸：大專院校性平業務

承辦人的建制日常 

陶蕃瀛/ 

廖珮如 

8 106/09/02 

第八章 

Mapping Institutional as Work and Texts 

案例 

在惡靈與國家間，找一條照顧的路－蘭嶼居家服

務經驗之建制民族誌分析 

王增勇/ 

蔡昇倍 

9 106/10/14 
第九章 

A Research Proposal 
程婉若 

10 106/11/04 

第十章 

Making th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ically 

Accessible: Un Document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 

案例 

正式與非正式照顧的協作：探討家庭外籍看護工

進入護理之家的現象 

林昱瑄/ 

陳正芬、王增勇 

11 106/12/02 

第十一章 

U. S. Legal Interventions in the Lives of 

Battered Women: An Indigenous Assessment 

案例 

照顧需求與醫療專業的扭曲-外籍看護政策的統

治實作 

齊偉先/ 

梁莉芳(旁聽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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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一場 

 

研讀書籍：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Edited by Dorothy E. Smith 
研讀主題： 
第一章─Introduction Dorothy E. Smith 
講者：廖珮如 助理教授(屏東科技大學) 
 
導讀內容： 
一、 本書介紹： 

(一) 這不是一本建制民族誌守則，也不試圖建立正統或教條。 
(二) 本書的目的不是要規訓研究者，或使研究者的經驗客體化。 

 
二、 如何開始「建制民族誌」研究︖ 

(一) 關鍵字：exploration, discovery, inquiry, learning 
(二) 建制民族誌雖起始於個⼈人經驗（立足點），但是它的目的是由此出

發來探索個人（研究者及報導人）經驗之外，常民的日常活動（工
作）以何種方式相互協調（coordinate）。 

(三) 研究者應將報導人或研究對象視為「知者」，他們的日常工作產製出
身處該位置的人的工作知識。 

(四) 從研究者個人或常民的立足點出發，研究者需要探索那些在常民生
活或經驗裡實際存在卻沒被看見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組織。 

 
三、 建制民族誌如何概念化”the social”︖ 

(一) 關鍵字：situated, historical, ongoing, actualities, 
coordinate, in motion 

(二) 不管是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或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這些社會學經常使用的詞彙並沒有相對應的社會現
實。 

(三) 社會學應該是 for people的社會學，應從常民的經驗、常民的知識
出發，而不是從理論或文獻出發來形塑問題意識，研究者不該置外  
於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經驗。 

(四) 人們身體所處的時空、持續不斷進行的日常活動，那種動態、物質
性才是建制民族誌所欲探究的焦點。 

(五) “The project is to extend people’s ordinary good knowledge 
of how things are put together in our everyday lives to 
dimensions of the social that transcend the local and are all 
the more powerful and significant in it for that reason.” 

 
四、 如何進行「建制民族誌」研究︖ 

(一) Figue 1.2（p. 5-6） 
(二) 經驗斷裂（disjuncture;line of fault）：客觀形式的建制再現必

然與常民生活的真實樣貌產生經驗斷裂。例如，教師評鑑制度的量
化指標未能呈現教師實際工作形貌、工作時數等情況。 

(三) 立足點（standpoint）：常民或研究者「身」處特定場址、特定時 
空、特定位置的生活真實，由此可以觀察治理關係（r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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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 的巨大叢結。 
(四) 問題意識（problematic）：建制民族誌研究的問題意識為整份研究

訂出研究者探索、發現的方向，而這方向則來自作為立足點的常民
經驗。 

(五) 工作知識：常民對自己工作的知識，以及他們如何理解自身與他人
之間的工作協調，工作知識是建制民族誌研究者的主要來源。 

(六) 互文性：在建制民族誌裡，互文性⼀一詞被用來指涉建制中交相依
賴的文本所展現出來的階序性。例如，家暴防治體系內，家暴法的
接續高於第一線的通報表格，而家暴法則建立了其他文本的主要框
架和概念。 

(七) Processing interchanges (Smith, 2005 引述自 Pence, 2001)：在
某一工作場址中一份文本啟動某個工作流程後，產製出新的文本傳
遞到下⼀一個工作階段。例如，校園性平案件調查中，被害人填寫
的「申請調查表」會在調查階段產製出「調查小組的調查報告」，在
傳遞到學校性平會產製出「性平會調查報告」。 

 
五、 本書架構─ 

(一) 第一部分聚焦於建制民族誌研究採取的不同研究方法。 
1. 第二章：建制民族誌研究者使⽤用訪談作為研究⽅方法的經驗。 
2. 第三章：Tim Diamond以自身在老人之家的工作經驗進行參與觀察，

其中呈現出未取得機構同意的研究倫理議題；建制歷程不只以文本
形式出現，也在常民工作的具體行為中浮現，他稱之為「corporeal 
incarnate」。 

3. 第四章：如何將文本融入建制民族誌研究中，文本作為協調常民日
常活動及常民工作的依據，建制民族誌研究者如何觀察到文本於在
地場域的角色。 

(二) 第二部分闡述田野資料的樣貌、在何時收集，以及你如何分析討論
這些田野資料。 

1. 第五章：Campbell藉由跟護理人員談話的過程來探索，處於建制轉
換歷程中的人的經驗如何發生。（Diamond以自身為工作⼈人員的工
作知識為基礎，而 Campbell則透過與基層工作者的談話來探索這
些經驗知識。） 

2. 第六章：McCoy的研究起始點與其他人不一樣，他從焦點團體開始，
但並不企圖為這些「個人」分類，他透過這些個人經驗看到相同的
建制歷程（institutional process），他的研究為我們展現建制民
族誌研究如何從個人的經驗說詞來闡述建制歷程。 

3. 第七章：Griffith從個人作為單親母親的經驗出發，探索單親論述
（single parent discourse），並使用媒體報導、研究文獻、教育
政策等文本來作為他探索單親論述的田野資料。 

4. 第八章：Turner 為我們展現建制歷程的每一塊碎片如何拼湊起來， 
這個歷程將不再只是每一位工作者的「位置」，而是能將整個建制
歷程串連起來的「關係」。他勾勒出一幅權力關係的地圖來分析建
制歷程。 

(三) 第三部分則討論一項研究如何繼續發展。 
1. 第九章：George W. Smith申請加拿大政府的研究計畫，將「與 AIDS

共存」視為一種「工作」。（建制民族誌所指的「工作」挪用馬克思
女性主義所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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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十章：Eastwood的研究展現在聯合國這個高度仰賴文本的組織    
裡，文本和論述如何成為研究者探索文本所媒介的聯合國工作歷
程。 

3. 第十一章：Wilson和 Pence從美國原住民女性的立足點出發來探索
美國家暴防治體系的治理機制，並且展現出建制民族誌的運動特
質，提出改進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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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二場 

 

研讀書籍：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Edited by Dorothy E. Smith 
研讀主題： 
第二章─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Using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Ruling 
Relations 
講者：林昱瑄 助理教授(南華大學) 
 
導讀內容： 
一、 IE訪談 vs. 訪談： 

(一) IE使用訪談不是為了瞭解受訪者的內在經驗，而是要揭示型塑在地
經驗的統治關係。 

(二) IE意指探索每日生活在地情境間的經驗性連結、組織以及行政和治
理的跨地過程。 

(三) IE 的訪談技巧和傳統訪談大部分一樣，差別在於 IE訪談要導向社
會組織的面向。 

 
二、 建制民族誌 

(一) 另類社會學：Marx唯物論 + Garfinkel’s 俗民方法論 + 女性主義
意識覺醒。 

(二) 存有論：社會性是由人們活動協作而成。 
(三) 跨地社會關係/統治關係/建制：官僚體制、行政、管理專業組織、

媒體。交織論述、科學、技術、文化的複合體穿透協作統治的多元
場域。 

(四) 當代統治關係主要仰賴以文本為基礎的論述和知識形式。 
(五) 建制：不是特定的組織，而是指一種經驗性探究方案，將研究者的

注意力引導到發生在多元場域的相互協作交織的工作過程，如教
育、健康照護。 

(六) 建制無法被完整地描繪出來，這也不是 IE的目的，IE的目的在於探
索在特定建制複合體中的特定角落或環節，使得它們和其他場域以
及行動序列間的關係得以辨識。 

(七) IE從特定個人經驗入手，探索其日常活動如何以特定方式和建制關
係勾連、被建制型塑，同時構成建制的一部份。 

(八) 民族誌(E)強調此種研究取徑可以發現、探索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
們如何被置放在延伸的行動序列中。 

(九) IE的訪談不是要揭示主觀狀態，而是要定位和追溯身處於建制複合
體的不同部份的個人之間的連結點，訪談的目的不只要說明特定情
況，同時還要指認出跨地過程的下一步，探討型塑在地的建制接合
點(institutional nexus)。 

(十) 研究者的目的不是要普遍化受訪者，而是要找出並描述具有普遍化
效果的社會過程。因此身處不同位置的受訪者可以用來瞭解型塑其
活動的論述或組織過程。 

(十一) 建制過程會製造經驗的相似性，或是組織許多場域以維持更大的
不平等。在某些例子中，普遍化的效果可以顯示出統治關係的輪廓，
如 G. W. Smith(1998)訪談同志青少年，不是將他們當成一群有共



 15 

同特質的人，而是一群熟知學校生活如何對待同志青少年的人，可
以揭露統治關係跨越多重在地場域運作的特性。 

(十二) 建制民族誌可以像百納被一樣拼湊起來，因為這些研究都一樣聚
焦在統治關係的普遍化過程。如 Rankin (1998, 2003)＆
Mykhalovskiy (2000)＆McCoy (1999)都在描述同一組統治關係的不
同面向和時刻。 

(十三) IE具批判和解放性目的，做研究是為了揭示生產附屬經驗的意
識型態和社會過程。IE所生產的分析就像是地圖，可以提供導引協
助我們穿越複合式的統治裝置。 

(十四) 有些研究者本身是行動倡議者，研究方案來自於行動倡議工作，
有些研究者會和行動倡議者合作，有些學者研究這些行動倡議者的
工作過程。 

 
三、 IE研究可能的樣貌 

(一) IE想要發掘「事情如何發生」，它假設：a)社會性的發生包含在人們
活動的協作中，b)當代社會中，在地的實踐和經驗被捆縛到延伸的
社會關係或行動鏈結中，而且這樣的關係通常是由知識的紀錄形式
所中介。(19) 

(二) 不會只有一種方法才能做 IE，IE是一種分析性的方案可以用很多種
方法達成。(20) 

(三) IE很少事先完全計畫好，探究的過程像是在解開由繩結組成的球，
研究者清楚知道自己想要解釋什麼，但只能一步一步來才知道他們
需要訪問誰或還要檢視哪些文本與論述。 

 
四、 從經驗開始 

(一) 典型的始自日常實踐中的特定經驗或領域，研究者以經歷這些事件
的人們為立足點，探索型塑這些經驗的建制過程。 

(二) 研究次序： 
1. 指認一個經驗作為問題意識的切入點 
(1) 常用的資料蒐集技術：訪談、焦點團體訪談、參與觀察、研究者

自身經驗的反思。 
(2) 透過受訪者的故事和描述，研究者要指認出型塑這些日常工作的

跨地關係、論述和建制工作過程。 
(3) 有些人會在這個階段花很多時間，有些人是在選取經驗時就清楚

問題意識在哪，然而最終研究者必須轉移到建制過程的檢視。 
2. 指認型塑這些經驗的建制過程 
(1) 第二階段可能會改變研究場域，改變是為了探索組織和專業工作

場域。 
(2) 在這個階段，也許要使用到其他形式的研究和分析，如觀察，或

是分析自然發生的語言資料，以檢視建制工作過程；或是文本
和論述分析以檢視組織這些工作過程的知識的文本形式和實
作，但訪談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填補觀察和文件分析無法
看見的缺口。 

(3) 在這個階段，研究者要追蹤行動序列以探索建制工作過程，這些
行動序列通常由一系列的文件所組織，因為在建制關係中，是
由文本跨時地協作人們的活動。 

3. 探索這些過程，分析性地描述建制如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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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聚焦在「統治」關係 

(一) 有些 IE的切入點就是組織工作過程，以及展演建制的人們的活動，
他們直接檢視組織工作場域。 

(二) 這些研究者清楚一系列的行政或專業實作，並且從它們如何被做、
如何為論述所型塑、如何組織其他場域開始研究。這種類型的 IE研
究強調對行政和專業工作過程做詳細的檢視。 

 
六、 訪談的概念和地位 

(一) 在 IE，訪談最好被描述為「和人們談話」，發生在田野觀察時，當研
究者看到人們在從事他們的工作，要求他們解釋現在在做什麼，為
何這樣做、做這件工作時他要思考什麼？這份文件要送到哪裡？ 

(二) 上述這種非正式的工作現場的訪談，可以和之後的正式訪談合併使
用，正式訪談時，研究者會根據先前的觀察或談話，準備一系列的
訪談問題或主題。 

(三) 不過「和人們談話」不一定只能發生在正式的田野研究中，只要談
話是有關建制過程的都可以；也不一定要一對一，可以用焦點團體
訪談收集共享的經驗。 

 
七、 進行 IE訪談 

(一) 訪談的目的是要學習「事情如何運作」，瞭解發生在多重場域的活動
如何被協作。 

(二) 訪談不會是標準化的，每個訪談都提供研究者一個機會可以學習到
延伸關係序列的特定面向，檢核協作過程的發展中圖像，因此覺察
到其他需要關注的問題。 

(三) 訪談是在一塊一塊地建立關於延伸組織過程的觀點。因此不會使用
一套標準化的問題，每個訪談某部份來說都是奠基在先前訪談的基
礎上。 

(四) IE訪談獨特之處在於是由研究者對於建制過程的發展中的知識生產
出來的，是一種導向建制關連的傾聽和追問。 

(五) 最重要的是要組織性地思考，認知到那些你原先不知道要追蹤的線
頭，你不會追蹤所有可能的線頭，但會沿著路徑記錄它們。 

(六) 我們可以把訪談當成是一種合作探究，是一種訪問者和參與者共同
建構知識的反思性過程。 

(七) T. Diamond提醒我們不要只看重訪談逐字槁，還要關注研究對話的
肉身化真實(the embodied actuality)，語言是存在於肉身化經驗
中的，身體也是資料的一部份。 

 
八、 訪談策略 

(一) IE訪談通常會環繞在（廣義的）工作上，包括有酬的工作、挑戰政
權的倡議行動工作或日常生活工作，如照顧小孩、對付疾病。 

(二) 有興趣的點在於：當受訪者的活動顯示或指向和其他人的活動的相
互關連。 

(三) 這種對工作的概念，提供了一種概念性架構，引導訪談對話，重點
不在於堅持各種活動的類屬地位，而是要認知到社會性是存在於人
們實際活動的協作中。 

(四) IE對工作採寬廣定義和早期女性主義發現女性經常從事無酬和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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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有關。 
(五) IE要讓所有維持特定建制接合點或領域的活動現形。 
 

九、 日常生活的工作實作 
(一) 有些 IE訪談是要瞭解生活在特定情境中的人們的日/夜經驗，如單

親媽媽、AIDS病患或身心障礙者、年老女性、移民女性等。 
(二) 研究者會要求他們對活動做詳盡的描述，如小孩在學校惹麻煩時，

媽媽怎麼做？個人如何做健康管理？年老女性要做哪些工作以維持
住家、移民女性如何找工作受教育、受訓？ 

(三) 這類探索日常生活工作實作的訪談重點在於學習受訪者實際上做什
麼事，受訪者也許不覺得他們作的事情可以被稱為「工作」，研究者
可以用其他方式說明，不需要堅持使用「工作」這個字。例如，你
可以訓練受訪者，告訴受訪者你有興趣的是什麼？想要聽什麼？而
非用問問題的方式。 

十、 前線組織工作 
(一) 前線專業工作者，如教師、護士、訓練者、社工、社區代表、官僚

通常會是 IE的受訪者。位居這些職位的人們非常重要，因為他們的
工作負責將顧客和統治論述連接起來，致力於讓每日混亂的情況可
以符合專業政權的分類和條約。 

(二) 在某些研究中，這些人被當成建制複合體的中介行動者來訪談。然
而，訪談前線工作者本身很具挑戰性，因為這些工作者被訓練成要
使用建制的語言和概念，從建制論述發聲。因此，研究者要試圖讓
談話超越建制語言進入場域中「真實發生的事情」。 

(三) 傾聽人們說他們的故事、注意次序、問問自己你能不能清楚說出受
訪者如何從這點進行下一個點？如果不行，就繼續問問題澄清它，
直到你知道為止。 

(四) 超越建制語言是進行 IE訪談很大的挑戰。 
(五) 有些研究會聚焦在改變，和前線工作者討論他們的工作模式如果哪

些地方作改變會比較好。如 Pence (1997)問服務家暴婦女的工作
者：如果你要在這個流程中建立一套受害者的保護系統，你會怎麼
做？你想如何改變你需要填寫的表格？ 

十一、 「統治」工作 
(一) 為了追溯組織在地情境的鉅觀建制政策和實作，研究者會訪談制訂

和實行跨地政策的管理者和行政人員。 
(二) 由於這種建制過程非常複雜，需要大量的對話和做很多看似無用的

工作之後，你才會知道應該要訪談處於結構中特定位置的誰。 
(三) 你不知道訪談會將你帶到何方。 
(四) 訪談管理者或行政人員通常是研究比較後期才會進行，研究者可以

使用先前訪談前線工作者或顧客得到的資訊來組織訪談問題，但訪
談本身仍是開放性的。 

十二、 處理交接工作(processing interchanges) 
(一) IE對於工作過程的相互交會時刻非常警覺。 
(二) 處理交接工作是行動的組織性場合，一個工作者從另一人那裡獲得

一份和某個案相關的文件，然後對文件做些事情，再將它交給下一
個行動的組織性場合。這種處理交接通常伴隨著高度的專業化分
工，可以完成建制的許多意識型態工作。 

(三) 例：Pence (1996)家暴處理流程：檢視目標（保護受害者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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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被整合到這些場合的設計中。 
(四) 例：Campbell (1998, 1999)身心障礙者居家支持方案，觀察排班者

管理居家服務的過程，邊問問題。 
十三、 選擇受訪者 

(一) IE不是將受訪者當成具有某種人口特質的樣本，而是尋找那些可以
可報導不同情境的受訪者。 

(二) IE不是要做類別性的描述，而是要追溯生活在不同情況下的人們，
如何被捲入一套共同的組織過程。 

(三) 然而，關注受訪者間的差異容易陷入類別化的分析（這種分析本身
會鑲嵌在統治活動中），解決之道是研究者要意識到這種選擇是基於
受訪者經驗的差異，而非類別本身。如感染 HIV/AIDS者，分為要帶
小孩的媽媽、監獄犯人、靠福利過活的人。 

(四) IE很少會只訪談一開始那群人，他們通常會把初期的訪談當成指
示，找到在其他情境中工作的受訪者。選擇的方法很多樣，可能是
順著行動序列找、選擇場域中的對抗者、好的思考者（如：很會寫
報告的人）。 

(五) 總之，選擇受訪者的過程是開放性的，不像實證研究那樣，但過程
並非無計畫的、田野工作和訪談都是為了要瞭解連結個人和位於建
制複合體中不同部份的活動的實際工作過程。 

十四、 訪談文本實作 
(一) 知識的文本形式和論述實作對於當代社會的統治關係是非常重要

的。文本過程就像中樞神經系統會跑遍、協作不同場域。如果要找
出事情如何運作，研究者必須找出文本和運作中的以文本為基礎的
知識形式。 

(二) IE的文本是指那些相對固定、可複製的紀錄或再現，由於他們可被
儲存、轉達、複製、大量生產、廣泛地散布，使他們得以在不同時
地為使用者所啟動。因此，文本得以扮演標準化和中介角色。 

(三) 文本可以是任何形式的文件，以報告、電腦螢幕、電腦檔案的方式
出現，也可以是圖畫、照片、儀表讀數、影片、或錄音。 

(四) 多數的 IE研究聚焦在專業和官僚情境中使用的標準化文本，但有些
會檢視文本的生產和製造過程。如生產給醫生看的通訊、生產工作
訓練手冊或拍婚紗照。 

(五) IE也對文本媒介的論述有興趣。這些論述會框限議題、建立詞彙和
概念、並且被人們當成一種資源用到日常工作過程，如健康服務研
究、兒童發展文獻、偏差的性的文獻。檢視這些文本是為了瞭解它
如何媒介統治關係，以及如何組織什麼可以被說、被做。 

十五、 傾聽文本 
(一) 當受訪者提到參照什麼文本或文本中介過程時，可以向他要一份複

本，並問他：何時要填這份表格？由誰填？這份表格會帶來哪些資
源和後續的活動？ 

十六、 問關於文本的問題 
(一) 訪談者可以請受訪者將文本拿在手邊，並問具體的問題，文本中有

什麼？受訪者如何使用文本？ 
(二) 文本如果有標準化的格式，最好是填寫好的表格，而非空白的。 
(三) 文本不是受訪者所創造、完成的，而是受訪者以某種方式啟動文本，

研究者要聚焦於閱讀實作，以學習文本如何在真實情境以及可責信
的工作過程中被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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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般來說，IE對文本和文本實作的探究會包括以下幾個部份： 
1. 文本如何來到受訪者手中，受訪者處理完之後，文本會到哪裡 
2. 為了使用這個文本，受訪者需要知道哪些資訊？ 
3. 受訪者會對文本做哪些事情？ 
4. 這份文本如何與其他文本交織，或仰賴其他文本，以及作為資訊來

源、生產概念化框架、權威文本的文本過程。 
5. 組織文本的概念性框架以及文本的解讀能力。 

十七、 建制語言的問題和資源 
(一) 身處在建制情境中的人們會使用建制語言描述他們的工作。研究者

面臨的挑戰就是要辨識出這些建制語言，否則無法獲得可用的，超
越建制意識型態的行動的資料。 

(二) 訣竅：請他們確實描述每日工作過程而非「我這裡有很多 ADHD的小
孩」，如：他們會做什麼？他們需要什麼？他們會如何加重老師的工
作？ 

(三) 當研究者遇到建制語言時：a)獲得對真實情況的描述，b)學習這樣
的詞彙和論述，如何在建制情境中運作。 

十八、 分析與呈現 
(一) IE傾向不使用詮釋性的編碼。 
(二) 不同 IE研究有不同的分析目的：繪製複雜的建制行動序列、描繪以

文本形式為基礎的知識機制、說明統治論述的概念性框架、解釋人
們的經驗如何為建制關係所型塑。 

(三) 資料分析是一種來來回回的過程。 
(四) 尋找關於「事情如何發生」的線索，關於過程、協作、勾連。 

十九、 寫作策略 
(一) 呈現訪談資料分析的兩種策略：  

1. 展示(exhibit)：使用訪談資料描述建制過程，目的在於讓讀者瞭
解受訪者日常生活的社會組織、正式工作過程。這種描述通常由多
種來源的資料所組成，這些受訪者並未真正「發聲」，因此只需呈
現受訪者的工作位階，如教師、護士、顧客、行政人員，以免陷入
個人化的分析。  

2. 生命故事：檢視經驗、發展問題意識，需要自傳性的細節，使用匿
名。 

(二) IE沒有固定的寫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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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三場 

 

研讀書籍：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Edited by Dorothy E. Smith 
研讀主題： 
第三章─“Where Did You Get the Fur Coat, Fer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講者：莊文芳 助理教授(輔仁大學) 
 
導讀內容： 
一、 本文介紹： 

(一) Diamond, T.(1992)Making Gray Gold: Narratives of Nursing Home 
Care《點灰成金：護理之家照護的敘事》，作者於不同護理之家從事
護佐工作，並作研究。 

 
二、 本文架構： 

(一) 作者與 Dorothy Smith的對話  
(二) 對上述對話的反思，及整理參與觀察在建制民族誌的益處  

 
三、 對談架構： 

(一) How I came to do the work 
(二) How it became a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三) How I did the ethnography 
(四) How it became a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四、 參與觀察的潛在貢獻 

(一) 精煉說故事的技巧、作者的現身和具體化  
(二) 增進建制民族誌的目的：整合地點、時間、動態，以及呈現在地情

境中更大的社會組織力 (Enhanc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s 
goals of incorporating place, time, motion, and the presence 
of larger social  organization within local situations.) 

 
五、 The Conversation 

(一) Starting point 
1. 希望能接觸和女性主義社會學相關的工作  
2. 身為男性，需要讓自己在田野將手弄髒，從一個特殊的立足點

(standpoint)開展  
3. 在一個新住處找到安全工作的需求  
4. 閱讀 Dorothy Smith經典著作的啟發 

(二) 與護佐接觸的機緣 
1. 過往背景：博士後協助處理資料，統計圖表背後的護佐  
2. 選擇進入的考量：社會學的計畫+可維持生活的工作，但，實際進

入後才知，淨薪資並不足以支持 
3. 初期：護佐的訪談研究：這些護佐休息時，到護理之家附近的咖啡

店，突然這些護佐不再出現，因機構有了新規範，即使是休息時間
也不能離開；克服：不能出來受訪那就進去並找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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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imothy：跌跌撞撞導向參與觀察的過程；研究不易設計；某些時
候我會注意到某些材料，也思考要如何整合至分析中，它是否包含
了我正在挖掘的社會關係；所有的觀察皆是參與觀察；觀察方法可
視為連續光譜，客觀觀察是一端，另一端則是參與式觀察，但沒有
真正的客觀。 

5. Dorothy：不可能預先看出什麼是自己要先做的；或什麼是自己要
先去發現的；跌跌撞撞可能是過程的一部；以建制民族誌要寫
proposal是有點困難，研究初期不知該問什麼；對於要取得資金來
說是個問題，但對於研究過程就不是問題；實證主義：純觀察時，
研究者是客觀的；但參與觀察，研究者不可能全然客觀，因為處於
歷程的位置。 

 
(三) 立足點 

1. 這份工作是站在女人的立足點上，一個男人可以做嗎？  
2. 女人的立足點(standpoint)是一個受支配的位置。 
3. 透過開放讓男性研究者從事女性的工作，紮根理解，而非只是用腦

去操作想像。 
 

(四) 研究目的：瞭解護佐的日常實務  
1. 多花了 9個月研究”設計”→找尋成為護佐的門路。 
2. 護佐學校中的對比：20出頭的女性和 30中旬的白人。 

 
(五) 如何變成建制民族誌？ 

1. 見微知著：從些微的姿態中看出關係  
2. 在立足點上親身經歷後，能有具體的印象，辨識重要訊息。 
3. 知情人士 Marie，雖未描述太多護理真實工作的血汗、但 Marie很

擅長護士的文本 
4. “generous conception” of work 
5. 護佐的實際工作遠比表格內容還複雜，真實經驗是充滿身體和情緒

上的混亂，並且是壓抑的  
6. 護理站標語“沒有寫下的就不存在” 
7. 研究的價值：看到、闡述、實作、寫下那些”我們沒想到他們存在”

的事  
8. 記錄住民在機構中建構其生活的主動性；順從或抗拒規則  
9. 革命的可能  
10. 作者的想像期望和住民經驗的對比  
11. 不同的立足點 
12. 從文件呈現的樣板，到讓參與者有主體性  
13. 記錄與住民與工作人員的對話內容  
14. 觀察住民的所獲有限，無法反應建制的影響  

 
(六) 找尋可解釋建制的訊息 

1. How it is there but made invisible, made objective, made true 
2. 為何事情會存在，但卻不被看見、變得客觀，變得真實 
3. If it’s Not Charted, It Didn’t Happen“沒有寫下的就不存

在” 
4. 作者認為有掌握到這點，但若重來一次，會更留心文本的次序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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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別是新的。 
 

(七) 紀錄 
1. 紀錄各種形式的事務，不侷限於話語必須轉換成關鍵字  
2. 有空檔時在浴室中筆記  
3. 存於田野筆記 8 ½吋的紙（方便摺疊收在背包），休息時間就撕下筆

記然後分類，以初步的主題用膠帶貼在牆上；像拼拼圖一般整理出
章節  

4. 紀錄是一種身體勞動，連結到具體經驗和活動  
 

(八) 區分觀察與觀察研究： 
1. 建制民族誌是一種有形的(material)方法，尋找涵蓋社會關係的材

料以及研究這些材料間的關係。 
2. Dorothy Smith：Timothy為了做研究，不只擔任護佐，更是個觀察

者，使得參與觀察賦予某些意義；既工作也觀察，這樣的觀察有了
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你覺得你可以從每天的日常看
到治理關係，你是否有意識地寫入文本？  

3. Timothy：觀察變成是一種環境和身體的官能活動；我嘗試，就像
菲律賓的連結，這個家變成了全球產業的一部分，並且也小心地管
理國際性的勞力。 

4. 在參與觀察的情況下作者是直接參與，因此有不同的基礎  
5. 在地機構中的工作過程，其中有個部份就是製作表格，表格就是將

工作過程掛勾至跨地方的建制  
6. Dorothy Smith認為這是一種有特色的方式 
7. 建制民族誌顯示了工作的複雜性，看著工作過程如何被抹去，就好

像這是工作流程的一部分，賦予在文本中  
8. 然後讀表格的時候，簡化的內容讓它即使是機器人都可以完成  
9. 作者所聽到的、經驗的、試圖去攫取的，許多都被抹除了，因此更

需要去凸顯出來  
10. 多數的建制民族誌多倚賴訪談，而少參與觀察。Dorothy Smith：

這比較經濟，因為觀察也需時間，而時間亦是一種成本，但觀察可
以補充並結合至建制民族誌。發展質性的工作，可讓機構的介紹更
豐富。 

11. 文本中的材料 materiality of the text 
12. 材料不只可在文本中也可在任何事情內 
13. 觀察和讀者的互補關係 

 
(九) 作者在寫作中的位置 

1. Dorothy：建議以原始不加修飾的方式呈現。 
2. Timothy Diamond：研究者如何處理自身在文本中，是一開放問題；

欣賞 Dorothy以過去式出現。以參照的方式進入陳述中。 
3. 在 postobjective era，研究者在哪裡？研究者出現在哪段討論變

成是顯著的問題。  
4. 覺得窘迫以及自我覺察，現在這些都解放可書寫出來  
5. Dorothy Smith：軌跡 trajectory的觀念，放置自己在關係中，並

且反思它。有些事情當下或許不懂，但事過境遷後的現在是顯而易
見的。 



 23 

 
(十)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參與觀察

的潛在貢獻： 
1. 參與護理學校的社會學課程  
2. 學生閱讀 Making Gray Gold並熱切將自身經驗連結  
3. 學生的共鳴→validating moment 
4. Data-gathering：觀察的本質使其適用於建制民族誌  
5. 有潛能可精煉我們對素材的鑑識，包括：故事、作者、身體、地點、

時間、動態、統治關係如何運作、以及觀看社會建制的特定方式  
6. 在某種意義上，所有建制民族誌都是始於參與觀察  
7. 連結研究者個人的身分/經驗至研究主題  
8. Grounded in actual events 真實的故事構成研究基底  
9. 有故事就有作者的主動在其生成中  
10. 在參與觀察方法，沒有空間留給看不見的作者  
11. Come out：在參與觀察，作者需要以某些方式現身；現身的方式

和資料的生產有關；根植於作者和其他身體在行動和協調中的肉身
經驗，參與觀察是一種感官的經驗 。 

12. 參與觀察提供洞察，給予研究者一個起始的立足點  
13. 從一個時間、地點和動態開始，去探索現象是如何發生的  
14. 可能有獨特貢獻，探索來自外在治理關係如何作用於內部的運

作，特別是規範下潛藏的內容，例如：不能喝咖啡背後的社會控制 
15. Ethical concerns： 

(1) 本研究的參與觀察，特徵是隱藏研究 
(2) 順從規則而不是去取得管理者許可，目的是避免成為管理者

的同謀 
(3) 如何保持隱藏而不致欺騙仍需探索創意的方式 
(4) 無論隱藏或開放，參與觀察發展出如何定位建制在地方的影

響 
(5) 透過對某些特定作為的定錨，可找出現場中值得分析的內容 
(6) 從個別到協調，看到文本如何被閱讀，進而作用在某些順序

和控制的層級中，例如：護士對住民用餐方式的反應 
(7) 從內緣者的位置來看，可以看到文本如何被啟動而作用  
(8) 微笑的拜訪者到達，散布愉快的氣氛，也提供了重要的服務-

帶著材料、社會和情緒的本質，而增長了某些沉默住民的意
識形態 

(9) 參觀動線的安排，接收精心設計的宣傳，參觀者成為代理，
參與了機構中滲透的治理  

(10) 參與觀察邀請並堅持於研究對行動的描繪 
(11) 協助我們在行動─文本─行動的搜尋次序中，能充實行動的

部分，並且保持接觸人們工作中的具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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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四場 

 

研讀書籍：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Edited by Dorothy E. Smith 
研讀主題： 
第四章─Incorporating Texts into Ethnography Practice 

講者：游以安 助理教授(台北大學) 
 
導讀內容：將文本應用於民族誌的實作 
一、 摘要： 

(一) INCORPOMING TEXT INTO ethnographic practice is essential to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二) It is what enables it to reach beyond the locally observable 
and discoverable into the translocal social relations and 
organization that permeate and control  the local.  

(三) Enunciating  this  principle  is one thing; creating  a 
practice or practices that realize it is another. In this paper 
I'm going to introduce some ways in which texts (or documents) 
can be recognized as part of the action，as what people do，
or as occurring in particular  local settings of people's 
activities.  

(四) The importance of texts as of any phenomena of language,to the 
social is as coordinator of the diversities of people‘s 
subjectivities  their consciousnesses. People,as 
individuals  arrive at any momen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histories their distinctive  perspectives   capacities , 
interests , concerns, and whatever else they may bring as a 
potentiality  to act in a given setting. 

(五) Among those sharing  the same local setting，actual 
diversities may beboth  generated by and coordinated through 
physical movement  work processes ,gesture,language (talk 
and text)  and so on.  

(六) Diversities of perspective and activity may be mediated by 
technologies of all kinds; technologies of all kinds,as they 
expand，enhance，and transform human work activities also 
coordinate them. 

(七) Whil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can certainly address 
anytechnology from  this aspect  the technologies  of texts 
and textuality as these enter into the coordinating of 
people's work are foundational to its project.  

(八) Texts do something  rather  special as coordinators of 
people's activities，and this paper aims to suggest how  we 
might investigate the  ways in which they operate in 
particular  local settings. 

(九) Of course,texts must be defined before we can move further.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uses the notion of text to ref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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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mages  or sounds that are set into a material form 
of some kind from which they can be  
read,seen,heard,watched,and so on.  

(十) Of course，I‘m addressing those most common place objects of 
our contemporary world，so much present that we take them and 
their ubiquity entirely for granted. They are the books , the 
bus tokens, the airline reservations , the radio,the CDs , the 
e-mail messages ,the advert isements  ,the movies ,and so on 
and so on and so on. 

(十一)  Their material forms are such that a given form of words  
images  or sounds is replicable; that is anyone else anywhere 
else can read，see，hear  and so on the same words, images,or 
sounds as any other person engaged with the same text.  

(十二) The magical character of replicable text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ic interest is that they 
are read，seen，heard，watched，and so on in particular local 
and observable setting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ooking up an 
individual's consciousness into relations that are 
translocal.  

(十三) For the ethnographer individuals' engagement with a text 
is locally observable and，at the same time，it is connecting 
the local into the translocality of the ruling relations. 
Discovering，then，how texts articulate our local doings to 
the translocally organized forms that coordinate our 
consciousnesses with those of others elsewhere and  at other  
times  is the  objective. 

(十四) Ethnography  stretches beyond the locally observable to 
describe and explicate in the text a local coordinating of 
people's consciousnesses that hooks in to the ruling relations 
within which institutions form functional complexes. Drawing 
texts into the scope of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 is an 
essential step in exploring the translocal organization of the 
everyday. 

(十五) But how to do that? Our ordinary practices of reading，
watching，hearing，and looking at texts absorb our 
consciousness in the text itself and in our conversation with 
it. It takes us out of our local experience and the direction 
of our action in which our experience arises. This makes it 
difficult to envisage texts as part of ongoing everyday 
activity and as themselves active through or in us in how that 
activity is coordinated with that of others.  

(十六) This paper does not claim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It collects instances of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ic  research procedures that have 
solved it in particular ways and puts forward principles that 
might govern how texts can be taken up in ethnographies of the 
local presence of the ruling relations. I have group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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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under two main headings each of which locate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how texts coordinate sequences of 
action.  

(十七) The first considers research practices that exhibit texts 
as coordinators of sequences of action 

(十八) the second，research  practices that operate in a 
regulatory hierarchy of texts I call the intertextual 
hierarchy.  

(十九) The two types of research practice are complementary，
overlap to some extent  but each attends to rather different 
aspects of how how institutions are brought into being in the 
translocal coordinating of people‘s local work. In some 
instance both types of research practice could be used. And，
of course the researcher may develop at  have not  been 
envisaged here. Whatever the  research practice however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text be recognized occurrence artic-
ulated to and articulating people's doings. 

 
二、 Texts as Coordinators in Sequences of Action/Work  

(一) In the accompanying book,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 ,Ｉused a diagram that I‘m going to 
reproduce here. My diagram was intended to help fix the notion 
of texts as happening in time and place and as integral to 
organized sequences of action. 

(二) Conceptualizing texts in Action:The Act -Text -Act Sequence 
(三) It‘s a simple notion but harder to realize in ethnographic  

practice. Notice that it is a sequence in time，a course of 
action. In our ordinary practices of reading we forget that 
it is done in time as well as in a particular local setting. 
We forget our own bodily presence and location in the act of 
reading. The sequence formalized in the above diagram  places 
the text as an occurrence embedded in what is going on and going 
forward. The notion of the text as occurring is intended 
specifically to make it observable as in an on going activity. 
It suggests as a simple rule that texts should not be analyzed 
in abstraction from how they enter into and coordinate 
sequences of action. Some texts such as case files are a 
product of and make accountable the coordinating of  multiple  
institutional  functions，for  example，the work of nurse , 
physicians,social services,occasionally police, and so on in 
relation to a hospital patient. 

 
三、 Example 1: The Appraisal Form 

(一)     What has been put through the filter from the referee's 
side (the left side  of the "filter sequence” diagram, figure 
4.3) has been reconstructed as the Standard categories and 
system of ranking of the form. How the rankings selected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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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rocess isn't available to the 
referee. Similarly at the next stage of the sequence, the GAO 
has no access to the kind of knowledge of the student on which 
the referee has drawn in completing the form. This textually 
generated disjuncture is made particularly visible here by the 
Striking differences in the referee's reflections and 
Intentions and how they are interpreted by the GAO. Though 
there ar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referee's 
intended message when it arrives at the GAO's reading, the 
latter has no difficulty in treating his or her interpretation 
as if it were what the referee intended.  

(二) The referee and the GAO have different procedures for operating 
the filter: …….The filter cleans up the potential clutter 
of the detail that the referee brings to the work of evaluation. 
More important, it standardizes it. 

(三) …than one instance the referee treats a category with careful 
reference to a student's Conduct as participant in courses. 
The category Initiative and seriousness of purpose is an 
example. The referee looks for specific kinds of behavior in 
the classroom (he or she must have been keeping records) that 
would indicate a special relation to the discipline, to 
learning, and to scholarship. Further, the referee treats this 
category as drawing on quite a different range of observations 
than the previous, Industry and reliability. The GAO, however, 
treats these in combination as filtering "flakiness.” The 
most striking disjuncture occurs in the final item, Overall 
Ranking. The referee understands the rating she or he gives 
a student as a responsibility to colleagues; the truth must 
be told. The GAO by contrast interprets referees’ ratings as 
lies.4  

(四) The consistencies and disjunctures mark how the form mediates 
an instructor's everyday experiences with and observations of 
a student who is making an application to graduate school and 
the assessment procedures used by a given university 
department to decide whom to admit. The Completed text 
transports the referee's observations and experience from one 
setting to another at a dist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at experience disappear. The local and 
everyday work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is 
reduced, specified, and subject to standardization in 
producing what becomes information at the later stages in the 
sequence. The term information is itself deceptive. It hides 
the production and reading of texts that have a specifically 
standardized form enabling them to be treated as equivalent 
to one another and to be read using procedures that read 
through (Smith 1990a) the Words and/or numbers to an imputed 
actuality beyond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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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mple 2: A Court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一) Emma Merwin‘s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二) Emma Merwin  的心理評估 

1. REASON FOR REFERRAL: Assessment requested in custody issue 
2. TESTADMINISTERED：Bender Gestalt ,Projective Drawing Series 

Sentence  
3. Completion, Rorschach,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4. Interview 
5. CLINICAL DESCRIPTION 
6.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摘要和建議 

 
五、 補充說明─ 

(一) 班達完形測驗(Bender-Gestalt Test)：過去在檢驗大腦是否損傷
時，因為缺乏精密的科學檢驗儀器，所以有一些臨床心理學者，設
計了衡鑑神經心理損傷的臨床工具。受測者在這些測驗的分數，可
以作為大腦機能損傷的指標，此類測驗可以測量智能退化及大腦損
傷情形，且大多可以測量空間知覺與新學習材料的記憶情形。有一
個著名的測驗已經使用多年，也就是班達視覺動作完形測驗，臨床
心理學家通常稱為班達完形測驗，此測驗需要空間知覺、立即回憶
以及圖畫的視覺動作。班達完形測驗的實施程序，是讓受測者一面
看圖形，一面仿照所看見的圖形來繪圖。在解釋測驗分數時，將正
確的圖形與錯誤的圖形數目，分別與每一年齡組的「正常」分數加
以比較，如果分數低於正常人很多，就診斷為大腦機能損傷。 

(二) 墨跡測驗/羅夏克墨漬測驗：人格測驗的投射技術之一，由瑞士精神
醫生赫曼·羅夏克（Hermann Rorschach）於 1921年最先編製。測驗
由 10張有墨漬的卡片組成，其中 5張是白底黑墨水，2張是白底及
黑色或紅色的墨水，另外 3張則是彩色的。受試者會被要求回答他
們最初認為卡片看起來像什麼及後來覺得像什麼。心理學家再根據
他們的回答及統計數據判斷受試者的性格。 

(三) 主題統覺測驗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簡稱 TAT）：屬於投射
法個人測驗，是美國心理學家亨利•默瑞于 1935年發明的。TAT通
過素描圖像激發測試者投射出內心的幻想和精神活動，無意中成為
呈現測試者內心和自我的 X光片。下面這個測試就是利用 TAT的原
理進得內心 X光測試，請憑第一感覺回答問題，並拿紙記下自己的
選項。 

 
六、 The Buried Dialogue 被隱藏/埋掉/隱而未說的對話 

(一) The evaluation takes its source from a series of dialogues 
between Graham and Merwin. Yet the account is written as if 
Merwin's behavior is independent of the interchange between 
them and of the overall context in which their dialogue 
proceeds. Merwin may lose custody of her child; she is required 
by a court order to meet with the psychologist for evaluation. 
Dialogue is implicit or buried. The character of the dialogue 
is suggested in the heading that introduces the abbreviated 
EXAM, presumably short for examination. Control of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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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s, and product are with the examining expert; the examined 
is subordinated. 

(二) Mikhail Bakhtin (Bakhtin 1981) has introduced the notion of 
hybrid utterances, that is, utterances, whether spoken or 
written, that contain two voices. There are many ways in which 
these can be written: sometimes in the form of reported speech, 
such as "she told me that her husband had abused her" (not from 
Merwin's evaluation). In reported speech it's easy to extract 
what she said from the speaker's role" in other and more 
interesting instances, dialogue is buried in a sentence 
structure, in phrases and even in descriptive terms so that 
we may not be aware of the hybrid organization 

(三) In this report, one voice masters the other, a magisterial 
voice, which shifts to a level of language that subordinates 
the other. 

(四) The psychologist also generates hybrid statements in which 
statements attributed to Merwin are embedded in statements 
about her subjective states, as in sentences opening with 
“she feels . . .”  

 
七、 The Role of Discourse 論述的角色 

(一) ….What the discourse does, however, is establish procedures 
for telling stories about people that isolate them from their 
own lives and the settings of their lives and constructs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em as it is expressed in the psychologist's 
office (or other situation of observation) as if it were an 
attribute of individual personality….. 

 
八、 Projecting Pathology 投射病理學 

(一) A pathologizing sequence can be found that has three steps: 
(1) an introductory pathologizing interpretation; (2) a 
description of the subject's behavior; (3) a follow-up 
pathologizing interpretation that tells the reader to see the 
foregoing as symptomatic. Here is an example:  

(二) Interpretive frame. This 34-year-old married woman, currently 
separated from her child, impressed as a woman with marked 
emotional difficulties clinically.  

 
九、 Intertextual Hierarchy 文本互相間的階層/級性 

(一)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is paper, I described the second topic 
of research into texts as coordinators of institutional 
activity as the intertextual hierarchy in which texts regulate 
other text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the textual Ogan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ruling relations in general 
is regulatory. Higher-order texts regulate and standardize 
texts that enter directly into the organization of work in 
multiple local settings. The presence of regulatory text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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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identified in the examples given in the first section. It 
is not so clear, perhaps, in  Vo-Quang's study, but the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is permeated with the regulatory 
texts of the discourse of clinical psychology. The Very 
organization of an account based on a dialogue between 
psychologist and mother which can be represented as an 
unmediated representation of her psychological states is 
discursively structured. 

(二) … In this document, authorization is provided in its last line 
(52) “Revised and approved by Executive Committee January 27, 
1993.” In the absence of the authorizing text, modes of 
authorizing and appropriating the interplay as of the 
organization or institution do not operate. And, of course, 
the text has no force until it is activated…  

(三) 文本製定一個過程。雖然沒有具體說明學生作品的重新評估的確切
性質，但它必須符合其在程序中的功能，即提出一種建議，即拒絕
改變成績或提出改變的決定。 

(四) 文本協調行動的順序是基礎：評估者的工作是審查作業（文本）和
產生文本（評估）;評估如果建議改變，請執行委員會審查;如果推
薦的變更獲得批准，則會轉到研究生院院長。這個過程本質上是從
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的處理，閱讀和傳遞文本之一。 

(五) 文本產生了協調，並保證從一個階段轉移到下一個過程…..各種文
本在正式指定的人員類別之間傳遞 - 學生的作業轉交評估員，評估
人員準備評估; 執行委員會審查評估並做出決定，這也是一個文本
或評估師評估的修改，通過打印“批准”。後者進入研究生研究，
進一步的工作將改變學生的成績記錄…GAP(等級上訴程序的文本)
本身在一個複雜的互文層次結構中，其中包括關於特定個人適應類
別必須滿足的條件的規則，並承擔分配給他們的能力和機構 - 教師 

(六) 或教師必須，例如，持有（或在適當的時間期間持有）在大學的適
當的合同職位，授課為教學計劃，作為學生計劃的一部分，或者評
估學生的工作有效。 

(七) 在 Garfinkel的大多數例子中，理性和客觀性都在文本調節的環境
中實現。然而，他並不認識到文本的作用。相反，他將理性（客觀
性，事實性等）推斷為成員之間和成員之間的順序如何完成的一個
總體特徵。理性不被視為行動的財產，而是作為人們如何認識和理
解他們和他人正在做什麼的成就。  

 
十、 Conclusion 

(一) 如何使用基本的行為文本行為序列將文本應用到民族誌的實作/
踐，把文本定位為鑲嵌並協調一系列動作。關鍵是組織文本作為行
動。  

(二) 兩種調查文本的方法。一個是對文本進行中心作用的序列的簡單調
查。第一部分的第二個例子是建議當民族誌學者只有一個文本可以
使用時，如何應用行為文本行為序列。（圖 4.1）。  

(三) 第二種類型的文本協調在行動序列被描述為一個互文層次。即文本
如何規範其他文本。互文性層次結構非常普遍地在文本中工作，如
心理學師對 Emma評價。臨床心理學的論述在心理師的評估中顯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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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成為監管者。 
(四) 受到分析的法規文本是“上級訴訟程序”。分析強調了它如何運作

以包容人們的實際情況以及組織下屬文本（如評估者的評估）。什麼
是可以識別為互文層次中的過程的實例。下屬文本的意義在法規文
本的解釋框架中找到，“這是一個時間和人們工作的過程。 

(五) 我鼓勵那些有興趣採取建制民族誌學習的人開發自己的可能性，一
直依靠圖 4.1所示的基本模式，將文本看作是在地開展行動課程，
作為協調正在進行的行動的一部分，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文本和功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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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五場 

 

研讀書籍：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Edited by Dorothy E. Smith 
研讀主題： 
第五章─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Experience as Data 

講者：黃盈豪 助理教授(東華大學) 
 
導讀內容：  
一、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Experience” 

 
二、 The study  

 
三、 Social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Research Assumptions 
 
四、 “Harmonie Briefs”：The Story 

 
五、 Analysis：Social Relations as Method 

 
六、 Authority Relations Reorganized through the Service Quality 

Initiative  
 

七、 Customers and Suppliers：Meeting Each Others’ Needs=Quality 
 

八、 Service Quality Initiative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Caring Work  
 

九、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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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六場 

 

研讀書籍：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Edited by Dorothy E. Smith 
研讀主題： 
第六章─Keeping th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View: Working with Interview 
Accounts of Everyday Experience 
講者：張貴傑 副教授(玄奘大學) 
 
導讀內容：保持建制的視野與日常經驗的訪談紀錄工作 
一、 摘要： 

(一) IE的研究常常是藉由訪談個人或是焦點團體的日常經驗開始的；從
而探討他們個人生活與建制關係（institutional relation2）的相
互作用（interface）。透過訪談詢問他們的經驗 。 

(二) 立足點（standpoint）：這些被訪談的對象，因為他們的經驗啟動了
問題意識（ploblematic），提供進入建制關係的點… 

(三) 分析目標：讓「建制秩序（institutional order）創造個人經驗的
條件」可以被看見。 

(四) 對人們描述他們經驗的初步探索中，研究者可以辨認特定的建制現
場、工作流程（work processes ），或是進一步研究的論述。  

(五) 挑戰：找到一種可以保持建制被審視（in view）的分析訪談方式。  
(六) 在自己的研究與學生的經驗中，我學到，在一個 IE研究計畫裡，資

料分析階段是最脆弱的時期。  
(七) 在些案例中，建制關係和社會組織的經驗在檢視中被忽略了。  
(八) 這個章節，作者提供訪談紀錄日常經驗的策略，可以維持組織的焦

點，並能為未來研究及分析奠定基礎。  
 

二、 有用的工作概念 The helpful notion of work 
(一) 在 IE的研究中，work是一個重要的定向概念，在進行和分析有關日

常經驗的訪談中特別有用。 
(二) 他引導研究者精確地關注個人及建制關係中的相互作用。work給予

可以具體的打上地基，而不會出現不穩定或是難以捉摸的情況。 
(三) "what people do that requires some effort, that they mean to 

do, and that involves some acquired competence" (Smith 1987: 
165).  

(四) Schutz‘s (1964) notion of “the everyday world of working4” 
(五) 身體的、有目的的行動 
(六) 工作概念，導引我們物質條件及計畫上的支持，同時完成。都是由

個人如何進行而產生的結果。 
(七) 以此而言，Work是一個依靠經驗而無意義的術語。他無法定義工作

的類型，或是辨識某些活動為工作，相反的某些活動不能稱之為
work。 

(八) 其價值在於將分析注意力導向日常生活的實際活動中，使得這些活
動變得顯而易見，被稱之為，形塑，並由大規模協調的擴展的跨地
域關係（translocal relations）（smith稱之為統治關係 ruling）
形成。  



 34 

(九) 從這觀點看待，工作發生於個人、體現主體，物質及社會世界之間，
是時間、和事物及天氣，與其他人的交互作用。 

(十) 這些日常生活的空間（包括意識的心理空間）都在當代的社會，也
是在個人與眾多的建制關係、論述及工作流程的現場交互作用中。 

(十一) 你起床，轉開水龍頭、弄杯咖啡、看著從前庭拿到的報紙，你正
在參與建制關係（市政的供水系統、國際貿易、大眾媒體）。 

(十二) 一個良好的 IE訪談會導引出對於工作的詳細描述，使得可以看
見建制的鉤子及痕跡，如同敘說者活生生的經驗般。 

(十三) 一但訪談被轉謄成文字，接著將是閱讀訪談，或是從多次訪談收
集來的摘要，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發現及探索工作記錄，並保持對於
建制相互作用的分析焦點。 

 
三、 什麼是工作?是如何引起並和建制秩序產生關聯?What’s the work? 

How is it evoked by and articul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order? 
(一) 和訪談資料工作就像是另一場訪談，但是這次是跟資料一起工作。  
(二) 這是可以提出較明確的問題： 

1. 這些受訪者所描述或暗示的工作是什麼？ 
2. 他們如何涉入？ 
3. 這些工作又如何和其他人的工作有什麼連結？ 
4. 有沒有需要什麼特殊的技巧或是知識？ 
5. 做這份工作有什麼樣的感受？ 
6. 人們在進行這些工作時，有遇見什麼困難或是成功的事情？ 
7. 什麼引發這個工作？ 
8. 工作是如何指涉到建制工作流程及建制秩序？ 
9. 例子：在我們 HIV感染者的研究中，我們詢問他們關於他們的醫生

相關事宜，許多受訪者報導他們同時有全科醫生（GP）或是初級照
護的醫生和一個專家。在訪談及焦點團體中，我們探討人們如何運
用他們不同的醫生。  

(三) 下個分析的步驟是思考為什麼採取這樣的工作型態。討論這個問題
是要能立即明確地認出什麼是常識（common knowledge） 

(四) 病人分類工作概念，使研究者聚焦在個人與醫療專業知識和醫療保
健服務機構組織之間的相互作用上。  

(五) 可以辨認出另外兩個建制關係的微妙影響，這些建制關係正在形塑
受訪者的分類工作。  

 
四、 趨向於建制叢結，而非個人 Look toward the Institutional Complex 

Rather than the Individuals 
(一) 當工作的焦點以人們描述工作的不同方式，轉變為分類興趣時，就

會出現分析轉變的形式，強調立基於他們在不同取向上的清晰信
念、動機，或能力。 

(二) 在日常生活中（參考 Berger和 Luckmann，1966）和研究裡（參考例
子，Lofland和 Lofland 1995），創造類型或是典型象徵，辨認人的
分類或是取向分類，是一種常見的理解方式。 

(三) 心智，似乎使以這樣的方式行動的，所以訪談大量人們的研究者便
開始在內心裡分為不同的形態的群組。在 IE中，這種一般的心智歷
程被拓展到系統性的分析中，焦點開始轉移到個人，以一種描述的
解釋性方式，並遠離形塑他們經驗的建制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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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這裡有一個 HIV研究的例子，來自四個不同的受訪者的訪談紀錄，
都有談到獲得醫療照護的部分。 

(五) 組織相互作用下的工作概念，促使我們尋找機構組織可以提供被說
出來的故事，形塑所有的活動和環境描繪。 

(六) 在 IE的分析裡，注意參與健康服務的不同策略當然是相關的，但這
些無疑地應該與促發他們組織工作流程是絕對相關的。 

(七) 類型化、分類心智開始行動。 
(八) 分析不只有這些。這些偏好的差異不只是來自不同階層區域，而是

他們怎麼會如此運作，及為何會被忽視。 
(九) 不同群體的女性（研究人員根據標準化的方式分配研究受試者到不

同的階層）在醫生的辦公室有不同的經驗，可以理解地會影響他們
的評估指標，也是未經驗證的。雖然女性正在談論健康照護輸送組
織是如何進入她們的生命，分析的焦點仍然聚焦在女性，她們的偏
好和她們的評估指標。 

(十) 從倡議的觀點來看，有系統地呈現人們評估他們的醫療照護，可以
作為一個讓健康照護提供者有關於病人的偏好及關切一種好方法。
IE取向提供倡議方案是將注意力聚焦在健康服務輸送機構（什麼正
在被評估）及防止評估指標在類型上的拖延（研究病人）。 

(十一) 透過工作的概念分析受訪者的故事及訪談紀錄有兩個目標。一個
是發展對個人體現經驗的理解與欣賞：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做
了什麼？感覺像是什麼？二是使用這些故事和訪談內容來了解機構
場域，為了未來的研究目的，找出為了辨認機構場所和流程的個人
及他們經驗。 

 
五、 人們會如何談論他們的經驗？標記建制論述 How are people able to 

talk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Spot the institutional discourses 
(一) 上一節次，聚焦在人們談論什麼：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參與其他

人的工作流程。但是我們也可以開始去看組織的重要特徵，以及我
們參與組織方式的相互作用：人們可以如何談論他們的經驗。他們
如何以這種方式知道和訴說他們的經驗呢？特別要注意的是那些被
研究受訪者關注的建制或是統治論述。除了當人們從身體上轉變成
建制工作流程的相互作用之外（例如透過尋求醫療照護，或參與藥
物治療），概念上及語言上的相互作用都會發生。  

(二) 語言，基本上是相互作用的一個現象，部分是由個人的意識所組成
的，但也有共同的。「語言，對於個人的意識而言，取決於自己和他
者之間的邊界上。語言中的這個詞是半個人的（Bakhtin 1981：
293）」。對「英語」的意義上來說，語言並非單一的現象。在我們把
英語當成共同語言之中，會有各種的論述、談話風格、音域、字彙，
說話的方式，以及寫下來。語言是建制關係的主要成分：在當代社
會，大規模的協調作用主要是藉由客觀知識以文本為基礎的形式進
行的(see Smith 1990a)。  

(三) 什麼是 IE提及的建制論述，是任何廣泛共有的專業的、管理的、科
學的、或權威的知識（測量、命名、描述）事物的方式，以目的及
責信的建制關係中能夠採取行動的。遠遠超越「行話」，這些是概念
化的系統，帶著組織目的的知識形式，以及反映了統治關係中的立
足點。  

(四) 在當代社會中，許多建制論述並非是訓練有素的內部人士私密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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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的；他們藉由大眾媒體和普及文學被更廣泛的流通。有些是藉著
正規教育傳送的，或透過經常遇到的建制工作流程來得到。事實上，
我們可以藉由參與或排除權威知識及主流論述 6形式的分類歷程來
理解。  

(五) Griffith and Smith (2005)確認他們訪談的中產階級母親分享對於
兒童發展的論述，有時候他們是從正規教育學的，也可能是透過親
職書籍與雜誌獲取的。這不僅只是展現在他們談論孩子的方式，更
是在他們描述如何與孩子一起相處的工作中，執行被告知的孩子發
展論述的計畫，企圖可以在期限內產生有好成績的孩子。 

(六) 再回頭看 HIV感染者研究的例子，我們可以識別在 HIV研究領域裡、
HIV治療、和生物醫學健康照護輸送的主流建制論述。（事實上，知
道自己已感染 HIV 的人已經建制論述中佔據了一席之地）。 

(七) 生物醫學是廣泛傳送的建制論述之一。多數人在成為生物醫學健康
服務的接受者的同時，也藉著他們對於疾病型態、感染原因、治療
型式的非專業性知識，參與在其中。 

(八) 這些知識被一如常識般的遍及推廣在整個人群中：舉例來說，洗手
降低了導致疾病細菌的蔓延，當某些生物醫學知識太過專業化，並
需要一個根據需求的基礎獲得，通常與自身的，或家族健康問題的
知情人士有關。  

(九) 人們參與論述的程度各不相同。 
(十) 那些可以適應建制論述的人可以讓他們的流程更容易的進行；他們

知道自己的期待，他們可以想像如何讓事情運作，他們可以為自己
及家人辯護的語言(參考 Darville 1995, 組織素養)。 

(十一) 同時，獲得這種專業知識的水準通常意味著他們同化了組織的視
角，他們清楚自己和家人是組織關注的對象。他們說服自己，他們
以更緊密地方式連結建制流程並制定他們的行動。學習論述，有意
圖的帶著論述進入人們生活的空間。 

(十二) 這就是我使用的「行話（術語）」，也是另一種個人建制的相互作
用。你可以再訪談的時候看見所有的發生，看到它的痕跡。 

(十三) 對立性或是批評性交談採取強調建制論述與知識的形式和敘說
者感受到更合己意之間的立場；這並非意味著主流論述的愚昧。 

(十四) 舉例來說，當談到治療資訊的時候，在焦點團體中，一位參與者
指著其他的女性說「我寧願聽她的故事、她的故事，或她的故事，
而不是讀統計資料，因為這些統計資料並不意味著胡說八道（I 
would rather hear her story, her story, or her story than read 
the stats, because the stats don't mean shit.）」然而，聰明
的研究者會避免根據他們在訪談中如何談論他們的經驗，來對人們
的想法或認識做出輕率地假設。  

(十五) 多數人們有語言上的劇碼，讓他們可以改變語言、音域、語氣，
甚至是他們提供交談紀錄的敘事框架，為了能符合他們對新的交談
會話的語言貢獻，或達到獨特地結尾。 

(十六) 對某些人來說，這牽涉到可進行組織對話和組織間兩者的對話交
談，或對立性交談。 

(十七) 我必須強調分析的興趣在辨認不同層次參與者在建制論述，不在
將受訪者進行類型分類，用適當的方式評估參與者是否有足夠的知
識，或是讚頌抵抗的人們，未進行建制交談的人。 

(十八) 分析的興趣在發現論述在人們生活的運作，以及造成人們用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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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參與或不參與論述有什麼差異。 
(十九) 這裡的焦點不在於他們的整個活動，及參與組織工作流程，而是

在他們自我認識與批判、他們的擔憂，他們的自我改善計畫，他們
感受到成功或失敗的經驗裡。同樣的，更淺白的說，這分析興趣超
出了人們所知道，及他們如何參與建制論述，去思考有什麼路徑可
以給他們學習論述，或人們可以把訊息傳遞和公共教育運動作為目
標的方式。 

(二十) 當然，你必須組織（organize）正在研究的建制關係的專業論述
中進行你的研究，是為了辨認它們在人們交談中的樣子。 

(二十一) 這個方式是不斷地和訪談資料一起工作，讓研究者得以超越逐字
稿，其他來源，其他受訪者，及為了調查而在人們的交談紀錄中可
以得見，是什麼組成了論述或組織樣子的其他文本。 

(二十二) 在某些案例中，研究者或許在進行這研究前，已經對主要專業論
述熟悉了。 

 
六、 敏覺自己對於建制論述的忠誠 Be alert to your own allegiance to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一) 當你處理您的研究受訪者使用及參與建制論述的方式時，作為一個

研究者，你更要用相同的論述來處理自己的參與。IE的準則是，研
究應該是從建制論述的外部開始的。建制語言透過組織可運作的方
式組織了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不管你的意圖，如果你是概念上的
看著建制論述，如果你視建制語言當成是純描述的，以及企圖使用
在分析書寫方式上，那你研究組織的機會將被取消。 

(二) 繼續我們在生物醫學那個順從論述的例子；如果我們自己採用這種
語言，討論我們的受訪者是否順從或不順從，或者根據他們對藥物
成功的報告，那麼我們就無法充分研究論述在人們生活中的運作方
式 。 

(三) Michael Mulkay (1981)寫著關於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知識份
子（intellectual vassalage）」的分析衍生自科學家有關好科學與
壞科學的敘說，留下如何區辨生產出沒有經過審查的建制論述和語
言實踐。 

(四) Mulkay的術語是 salage，暗示社會學家不加批判的尊重高地位群體
的立足點。Smith建制吸引的概念是對另一邊較感興趣，暗示研究
者無意間就被困在建制語言裡。 

(五) 當然研究者對與統治關係採取了一個批判的視角，也無法對建制吸
引免疫。許多組織知識的語言形式，以一種我們不一定都能覺察他
們是如何運作的建制相關的方法，早就散布在尋常的交談言論之中。 

(六) 從事 IE的研究者通常企圖用組織相關之外的方式收集資料。 
(七) 然而，經常發生的是，只有當研究有進展的時候，研究者才可能辨

認她對於手邊事情的思考都是利用建制論述的。 
(八) 因此，正如它有助於使機構以研究參與者談論生活的方式發現論

述，在資料分析階段也有助於研究者留意自己工作的論述框架 7。  
(九) 這是與資料的另一種對話方式。把注意力放在人們說的話，質疑研

究者一直在思考及提出反思方式。  
 

七、 下一步，將研究調查焦點置於建制的場域與流程 The next step- move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ites and process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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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一) 在 IE研究，我所描述的訪談最主要的功能，是讓研究者知道了解某

些群體人們的工作及關心（他們通常是通過與某些機構組織的關係
而組成一個不同的群體：被診斷為 HIV感染者而進入健康照護系統
成為病人）。 

(二) 初步公布的分析會呈現他們經驗的描述，強調我呈現在這裡的組織
相互作用，但這不是 IE的最終分析目的。目標是對已確定結果的建
制關係的某些部分進行詳細的描述性分析，以呈現這些機構工作流
程是如何組織的，以及它們如何型塑人們日常經驗的基礎。做這些
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 

(三) 因此，在訪談的紀錄工作中，日務是對受訪者的生活經驗和和環境
能夠有良好的民族誌理解，透過這方式來看見建置的鉤子和痕跡，
為了進一步的研究辨認場域和流程。  

(四) IE研究不必在次序及不同的階段取得進展。工作時來來回回是非常
有可能的，平行的與組織職員交談， 

(五) 舉例來說，同時你正在與接受建制工作流程的人們談話，透過你在
另一方探索詢問提出問題的途徑獲得資訊。  

(六) 當研究者已經有著機構範疇良好的工作知識，及熟練在人們的交談
紀錄中辨認建制鉤子與痕跡，那麼後面的方式是更適合的。  

(七) 但是檢驗主要的建制流程發生在一前一後的關係，或是在後面的階
段，非常重要的與訪談資料有系統地工作方式是把組織帶入視野與
提出問題，那將會打開建制流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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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七場 

 

研讀書籍：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Edited by Dorothy E. Smith 
研讀主題： 
第七章─Constructing Single Parent Families for Schooling: Discovering an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講者：陶蕃瀛 副教授(靜宜大學) 
 
導讀內容：”單親家庭”被建構為意識型態符碼─服務學校體系之操作 
一、 導論 text-mediated practice： 

(一) “單親家庭”這一個文本被建構為一種汙名化的、不同於核心家庭
的另類家庭意識形態符碼。  

(二) 這個文本原本承載著豐富多樣可能的訊息內涵，居間傳遞溝通訊息。  
(三) 但一個已經被制約的行動者，文本所本的豐富意涵與所指涉的情境

脈絡不克經由文本再現。被建制制約的接收者，本於文本再現的是
已經被建制化制約的窄化訊息或想像。文本對於被制約者已經質變
為意識形態符碼。行動者只接收到被制約的、汙名化有限訊息。接
收到此文本符碼者的認知想像被窄化了。  

(四) 原本豐富多樣的單親家庭樣貌在被制約者的認知世界裡消逝。當然
那種真實世界本來存在著的豐富多變他未曾經歷與感受過，因而也
談不上消逝。只覺得談論建制民族誌的論述奇怪、無聊、怕怕。  

 
二、 意識到的問題 problematic 

(一) “單親家庭”如何被建構成獨特的、一致化的家庭類型? 
 

三、 單親家庭和非單親家庭的差異? 
(一) 單親家庭者的母職經驗只有極少數自覺自己異於其他母親  
(二) 單親家庭遇到的問題和其他家庭大體類似:金錢、子女教養、子女的

學校經歷、子女的學習成長  
(三) 共同的差異:單親與雙親?還有嗎?還有雙親的可能實質單親啊!所以

與有些雙親家庭真的沒差! 
(四) 以上的預想都是核心家庭、兩代家庭。   
 

四、 研究單親家庭(一) 
(一) Defining moments: indide the family and outside the family  
(二) 單親家庭的差異論述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 
(三) Outside the family 部分研究聚焦於學校體系  
(四) 文本被當成研究材料。田野裡的、研究文獻的則聚焦於單親家庭被

看成是問題的，大體有兩類。  
 

五、 研究單親家庭(二)─研究文獻 
(一) 單親家庭裡孩童的情緒發展、長期行為表現。描述家庭的失功能，

對孩童造成傷害。  
(二) 研究單親家庭的社會環境或社會處境。貧窮、居住狀況、犯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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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mith (1993)指出 text-mediated discourse的現象  
(四) Griffith and Smith (1987) Mothering discourse 
 

六、 Media Stories媒體報導的故事 
(一) 媒體根據學術研究，選擇性的說故事。操作有所本但開放的文本，

成為意識形態文本。  
(二) The textually mediated text 文本型塑建構出特定意識形態的框

框。  
 

七、 The view from education(一) 
(一) 教育政策文件裡的資源分配規則。證明學生有比較多的需要，給額

外的教學資源。  
(二) 單親家庭數量成為指標之一。 

 
八、 The view from education(二)Woodson School 

(一) Work Knowledge: administrative knowledge and pedagogical 
knowledge 

(二) 單親家庭的學生會對造成教師教學工作裡的差異化嗎?  
(三) 單親家庭的學生有些是有問題，但有問題的學生很多。單親不是學

生問題的直接原因。  
 

九、  The view from education(三)Valley School 
(一) 位於中上階層的鄰里，學生群體與 Woodson School 明顯不同。  
(二) 家長對於孩子和學校的期待都很高。  
(三) 校長 Morris 說，Woodson School 與 Valley School 的教師，兩者

的職責完全不同。  
(四) 在 Valley School，家庭與學校的關係有謹慎接軌的工作程序;學校

系統內教學專業與行政之間的合作關係分工界線相對清楚。  
(五) 在 Valley School，不符合學校期待的家庭會被學校特別關照。單親

家庭會努力配合期待。Mothering for School 母職為學校所役。 
 

十、  Concluding Comments 
(一) 文本被採集後，與原本生成文本的脈絡產生距離，或多或少去了脈

絡。文本跨越時空的去脈絡化存在，使得文本轉為意識型態實踐的
工具成為可能。權勢權與詮釋能力都很重要。  

(二) botanizing ?  Dorothy Smith 特別命名 IE裡文本的蒐集為採集植
物(?)  。有何深意嗎? 

(三) 本文曾說，研究文獻成為我民族誌的田野。各位如何理解? 
(四) 誰被建制制約了? 
(五) 如何跳出建制的意識形態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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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八場 

 

研讀書籍：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Edited by Dorothy E. Smith 
研讀主題： 
第八章─Mapping Institutional as Work and Texts 

講者：王增勇 教授(政治大學) 
 
導讀內容：  
一、 Analyzing Institutional Texts 
 
二、 Locating Textual Practices in Translocal Work Processes 

 
三、 Mapping’s Discoveries and Analytic Description 

 
四、 Tracking a Governing Work Process via the Texts 

 
五、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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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九場 

 

研讀書籍：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Edited by Dorothy E. Smith 
研讀主題： 
第九章─A Research Proposal 
講者：程婉若 助理教授(彰化師範大學) 
 
導讀內容：  
一、 摘要： 

(一) Getting “hooked up”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the problems 
people with HIV/ ADIS have accessing social services: A 
research proposal prepared for National Welfare Grants, 
Health & Welfare Canada.  

 
二、 Statement of Objectives 

(一) People with HIV/AIDS have to revise their lives and 
expectations. How people reorganize their everyday lives 
under conditions of HIV/AIDS can be viewed as work. They deeply 
involve in health care systems. 

(二) What interested the researchers was the “lifework” of people 
who organized and reorganized their personal work 
necessitated by HIV/ AIDS. 

(三) This study begin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eople with HIV/AIDS, 
rather than the one of the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systems, to examine the social services system. 

(四) It places focus on neither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or 
perspectives of the people nor criticism of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or their workers. 

(五) Rather, it is focused on how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two 
getsorganized as a matter of the everyday encounters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HIV/AIDS and social service workers. 

(六) On the one hand are distinctive configuration of problems and 
working solutions people put together, and on the other, the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s of agencies organized by 
legislatio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professional philosophy. 

(七) Questions including: 
1. How is this relation actually organized? In particular, 

legislation, policy, regulations, and paperwork that 
organize the interface between people with HIV/AIDS and 
agency workers. 

2. What problems emerge? How are the problems generated by the 
interplay between lif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people with 
HIV/AIDS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within which agency 
employee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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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w do the conditions of the everyday work of living with 
HIV/AID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 and its relation to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vary with different social locations 
of the people? 

4. What effect does the stage of illness have on this 
organizational matrix? 

 
三、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一) Establishing the problematic 
1. Organizational disjunctures between the way people with 

HIV/AIDS and their supporters organize their “lifework” and 
the institutionalized responses of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1) How the “lifework” of the people is impacted by both 
stigma and stage of illness in relation to the operations 
of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二) Organization disjuncture of class 
(三) Organization disjuncture as existing between the everyday 

organization of people’s live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ed 
work process of social agencies needs to be understood if the 
barrier affecting the delivery of social services to people 
with HIV/AIDS are to be identified and modified. 

(四) Literature review 
1. The study of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with HIV/AIDS and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1) Reviewing existing studies, and fou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ocial servic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people has not taken place 

2. The study of textually mediated organization 
(1) The production of forms, instructions, factual data, etc., 

is a specialized, technical matter. 
 

四、 Design of the study 
(一)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1. Investigate a “section” of the social worl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 of those who are 
involved in its production. 

2. Take as its problematic the complex of relations in which this 
local world is embedded. 

3. Is not confined to what can be directly observed. Rather, it 
intends to reveal the bureaucratic, professional, 
legislative, and economic as well as other social relation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f local activities. 

(二) The choice of methodology depend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property of phenomena under investigation 

(三) Methodology in this study: in-depth interview and analysis of 
documents 

(四) Three main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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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social loca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HIV 
2. The location of community-based people who act as advocates 

for them 
3. The location of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themselves 

(五)  Starting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1. It takes up the problems people with HIV face in accessing 

social services 
2. It is a stud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1) “lifework” of the people 
(2) Delivery of social services 

(六) It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ways in which managerial 
organization and everyday practices of social agencies 
connect or fail to connect with lives of people with HIV/AIDS. 

(七)  The reflexive orientation 
1. Informants ar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ocal settings in which they conduct their affairs. They 
are competent practitioner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ir 
everyday world. 

2. The course of action are taken up as social relations in a 
contiguous fashion which the forgoing intends the subsequent 
and the subsequent accomplishes the preceding. 

3. Texts are viewed as active constituents of social relations. 
(八)  Interviews 

1. Interviewing respondents with various positions in the 
hooking up process to assemble a picture of relevant 
organizational sequences as actual courses of action. Will 
concern about the respondent’s knowledge of how things work. 

2. Try to uncover how texts enter into the routine ordering of 
their work 

3. Recruitment of the informants through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4. Focus groups, the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elected 
participants 

(九)  Texts characterized as cross-time and extra-location mediate 
activities in local settings 

(十) Agencies depend on the variety of texts to coordinate, organize 
and monitor relations between segment, phase, and level of 
course of action. 

(十一) In this study, investigation and analytic strategies
 are towards textually mediate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erms of how the organization works. It is the “hooking up” 
phenomenon through texts that structur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the people’s everyday lives. 

 
五、 Analysis 

(一) The central analytic notion: social relations that serve as 
a methodological injunction to examine how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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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are knitted together into particular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二) Analysis of social relations: 
1. Institutional course of action in relation to families, 

friends, landlord, social workers 
2. Self-generated course of action to see how the result of 

testing positive for HIV antibodies organizes the people’s 
daily activities with others providing social support, 
medical services, etc. 

3. Impact of external social course of action, such as gender 
or homophobia, 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ople’s lifework  

(三) “Social relation” is employed in a practical manner to 
(四) investigate the actual practices of individuals as 

constituting work processes where one is dependent on another. 
(五) Textually mediated course of action from events in local 

settings to a set of general social relations.  
 

六、 Results and their dissemination 
(一) Results in two forms: 

1.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 of 
social agencies and the way these organizations are 
articulated to organization of lifework of the people with 
HIV/AIDS. 

2. Accordingly, the description as a basis for recommendations 
for change in policy as well as management of social agencies 
to better serve the people. 

(二) Report and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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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十場 

 

研讀書籍：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Edited by Dorothy E. Smith 
研讀主題： 
第十章─Making the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ically Accessible: Un Document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 

講者：林昱瑄 助理教授(南華大學) 
 
導讀內容：  
一、 Introduction： 

(一) 這是一個進行中的研究，仍處於”discovery”的過程 
(二) discovery：IEer要發展一種論述，避免強加詮釋在受訪者和研究者

自己身上→研究者不只要在研究過程中學到他們原本不知道的東
西，還要打破原先的概念或預設 

(三) 本章要透過 UN開會的例子，說明 discovery的過程 
(四) 1988作者進入聯合國要探究當時 UN如何協商出森林政策 

 
二、 Making the UN ethnographically accessible 

(一) accessibility在 IE中的意涵：不只是獲得進入田野的允許，而是
嘗試開啟一個空間，可以探究出實作者的日常經驗如何為更大的社
會關係所協調 

(二) 換言之，IEer進入田野必須具備一種眼光可以拆解建制普遍化和抽
象化的機制  

(三) 這種普遍化的過程—將經驗抽象化為建制可以指認的標準化語言，
會透過文本發生，文本就是真實和論述間的橋樑。  

(四) UN就如同一個文本中介的組織，UN每年生產的文件將近 7億頁  
(五) 「會議生產文件」是一種標準化的表達方式，事實上 UN不用紙，這

句話會掩蓋許多人的活動：無紙化仰賴多元個人的協作  
(六) 為了重新描述「 UN 生產文件」這句抽象詞彙所代表的活動，研究

者要檢視實作者參加會議和準備會議所做的工作  
(七) 1998年他參加許多 UN有關協商森林政策的會議，但重點不像以前放

在 UN作為一個文件工廠的意義，而是看見實作者嘗試影響那些對於
環境政策制訂非常重要的詞彙意義的奮鬥過程  

(八) 這份研究的政治性在於認真看待這些文本的爭論性領域，需要仔細
檢視術語在充滿政治性的行政政權中如何被使用  

(九) 論述領域將真實人們以及他們所呈現的議題，整合到政治制訂過程
中。  

(十) 被抽象化為「全球化」與「發展」這些概念的動力在運作時，又會
回過頭來影響到真實人們所從事的活動  

(十一) 我的研究就是要揭露這些概念的意識形態本質—這些詞彙變得
抽象化的途徑，以及這種抽象化背後的意涵，同時我們也需要使這
些行動、活動和行動者具體化，並他們當成一種有效反對立場的基
礎  

(十二) 換言之，使那些在抽象化過程中被系統性隱沒的活動被看見，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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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只要這些概念與真實發生的事情或人們有段距離的話，對於「全
球化」或「發展」的反抗效力就會被限縮。  

(十四) 一開始我進入 UN這個研究場域，關心的是 UN生產的”final” 
texts，然而這些文件看不見論述構成和爭論的途徑  

(十五) 後來當我用 IE的眼光瀏覽以前蒐集的會議文件，我非常震驚地
發現如「永續發展」這個詞代表一系列的特定活動，這些文本被用
來壓制某些主體和在地活動，並生產出超越在地的東西和目標  

(十六) 例如表 10.1(p. 185)一種特定形式的 documentary reality。  
(十七) 在建制和組織中，documentary reality對於治理、管理和行政

實作很重要。  
(十八) 表 10.1是協商的結果，發生在 UN召開環境與發展會議之前和那

段時間，它沒有實質的法律效力，只是全球共識、原則。  
(十九) 然而，這種形式的文件會影響到接下來的組織工作中，哪些會被

採用或當真，而且他們會被用在更廣泛的情境中，這些文本會延伸
到建制以外的工作中。  

(二十) 不要從文件中所使用的術語開始或將抽象化的 documentary 
reality當成研究預設，要看見 what actually happens。因此，我
以 NGO代表的身份進去開會，以質性研究的話來說，我做的是參與
觀察，然而我將焦點放在人們為了生產 policymaking所做的（廣義）
工作，例如：  

(二十一) 在協商和生產文件時，實作者如何使用局內人的知識以及組織的
conceptual currency（建制論述），其途徑為何？  

(二十二) 特定詞彙如何頂替了一系列真實經驗，最後出現在文本中，其途
徑為何？  

(二十三) 在探討任何組織情境中像 conceptual currency這種動力時，研
究者要將焦點放在：特定概念如何一方面促進組織工作，另一方面
卻掩蓋了真實的物質性實在  

(二十四) 表 10.2(p. 188)使用先前文件以確認其存在和意義  
(二十五) 在形成正式文件過程中，使用先前文件的決議或結論，是在政治

協商中的一個重要機制，這就是透過追溯先前的文件以合法化聯合
國做的各類工作的一個明顯的例子。  

(二十六) 在 UN文本協商過程中，我們不常看到一個預定的架構：文件預
定被送往何處，它們經歷什麼程序後會變成正式文件，然而在建立
官方論述用詞，以便日後被普遍用在公共論述中時，它們卻變得很
重要  

(二十七) 我發現 UN生產的文本和「語言」，會出現在許多意想不到的場
域，從國家公共廣播報導的人權工作到美國法院會援引 UN 宣言，
甚至動物園「生物多樣性」的展覽  

 
三、 UN texts and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一) UN文本和其他 IE研究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1. UN會議中大部分的工作不是要啟動預定工作過程中的特定表格，當

人們參加會議時，需要有證明文件和資格以獲得識別證，才能進入
特定區域，參與者大部分的工作就是生產新文件和文本，因此，文
本生產時，要檢視人們對這些文本做了什麼事，這是很有挑戰性的
一件事。  

2. UN文本通常沒有標準化的以文本為基礎的工作過程，文本處於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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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糊的地位，一旦完成協商，就可以在許多情境中被不同的人採
用，而且這些人彼此間可能毫無關連。 

(二) 因為 UN文件具有這種跨地論述權力，使得協商過程充滿爭議，對參
與者來說這也變得很重要。因此， IE可以分析實作者在 UN啟動文
本時所做的工作  

(三) 這個組織生產政策的本質是生產一些文本清楚地與先前協商過程和
更大的論述領域相關，因此要成為一位有效能的參與者，就必須要
對這些因素(先前過程和當前論述架構)非常了解，孰悉建制論述的
實作者要協商放入文本中的公式、用語和概念，以確保最後文件有
將他們的旨趣納入  

(四) 他們因此會涉入 intentional institutional capture:實作者必須
將他們的經驗和旨趣翻譯為組織可以指認的東西(建制論述)，他們
因此會受限  

 
四、 Intentional institutional capture: Translating experience 

into ”traditional forest-related knowledge” 
(一) 作者參加其中一個分區工作小組會議，每個小組要有一個人做筆

記，將組內對話翻譯為「建議」的形式，透過這過程，比較熟悉政
策制訂過程的群體成員將討論翻譯為建制論述，我關注的是我們共
同合作將團體成員的旨趣翻譯為建制可課責和指認的東西  

(二) 工作小組在大會發表→起草小組再彙整→專家會議的文本：建制論
述取代人們經驗的特殊性和在地性  

(三) NGO參與者常會感到挫折，他們發現自己正參與一個會導致他們不喜
歡的文件被生產出來的過程，他們的旨趣完全不受重視  

(四) Institutional capture 的難題：實作者為了要他們的經驗能被看
見，帶到台面上討論，發揮影響力，他們一方面必須很清楚知道什
麼論述是可以被建制指認的，因此必須使用政策制訂政權的語言，
然而這種轉譯過程會改變經驗的原始意義，如 tree變成 timber被
當成一種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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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十一場 

 

研讀書籍：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Edited by Dorothy E. Smith 
研讀主題： 
第十一章─U. S. Legal Interventions in the Lives of Battered Women: An Indigenous 
Assessment 

講者：齊偉先 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導讀內容：  

一、  Open with a scaring scenario 
 
二、 Mending the Sacred Hoop (MSH) 家暴諮詢計畫中的 原住民社團  

在全國提供訓練  協助受家暴的原住民女性 
 

三、 研究計畫探索 
(一) U.S. legal system 的策略真的能保障受家暴的原住民女性在身

體上的安全? 
(二) 哪些介入可以發展來強化及保護受家暴的原住民女性與其小孩

之間的關係? 
 

四、 關鍵字  indigenous community 
 

五、 Five Principles: 
(一) 知識的詮釋者，非生產者或擁有者 
(二) 與被研究者的社群建立共同體，創造精神面的連結 (敬菸、敬酒) 
(三) 研究者對研究過程所建立的關係要有責任感 
(四) 研究必須對被研究者有利，提出協助方案 
(五) 正視全觀性的原則 

 
六、 研究流程： 

(一) 從聚餐開始 (敬菸、敬酒) 
(二) Mapping (13 社群成員) 
(三) 資料收集分成兩組   
(四) Processing interchange: view each interchange as part of 

a sequence of institutional actions 
(五) 資料分析 Finding theme 

 
七、 分析發現 

(一) 工作破碎化：喪失看到全面性的機會   婦女的聲音只能在特定
的過程被聽到  被決定何時說 和說甚麼 

(二) 建制分類的問題：個案   意圖謀殺 
(三) 建制化時間與真實時間的落差 
(四) 法律系統中的文本：文本編碼選擇了建制體系關心的面向，將真

實經驗過濾成建制可行動的樣貌 
(五) 建制對婦女真實故事的失聽：建制體系的二次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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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暴力的延溢 
 

八、 結論 
(一) 強調原住民社群的意義及重要性： sweetgrass 
(二) 一種貼近文化樣貌的完整性處置 

1. 將受暴婦女的需要至於建制體系的需求之上 
2. 美國法律及司法系統見樹不見林  
3. 完整性處置應將受暴婦女放在社群責任機制來考量 
4. 扭轉建制化時間與真實時間的落差 
5. 完整性處置要讓受暴婦女有充分表達對事態看法的機會 
6. 完整性處置應將受暴婦女安全以社群機制來考量 
7. 完整性處置應能涉入受暴婦女更長的處置時間 不只是階段性

處理 
8. 完整性處置應跳脫僵硬的文本限制，以更動態彈性、自反性的

方式來建構處理方式 
9. 應以受暴婦女的尊嚴來思考 
10. 要以面而非點的思維來面對受暴婦女：要讓部落、社群參與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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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全年度簽到表 

 
『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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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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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三場 
 



 57 

 



 58 

『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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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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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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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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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八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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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九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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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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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民族誌』閱讀社群─第十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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