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名稱：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一) 

[中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一)    英文：Methodology in Social SciencesⅠ]    

教學目標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一)擬介紹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以及經典詮釋學

相關研究方法，包含調查資料庫之運用、訪談、口述史、檔案文獻、器物

考察、參與觀察、民族誌方法、以及經典文本分析等方法。學期上下段落，

並各安排一次「道場耆老口述史」與「道場參與觀察」之研究法實作。 

藉由本課程之討論與實作，希冀課堂參與學員能認識各種研究方法的優缺

點，融會貫通出一種適合一貫道研究的適當法門。 

(English) 

Methodology in Social Science(一) is introduced sociology, 

history, anthropology and scriptures interpretations that are 

related to research methods.  Those are included the application 

of investigated data treasuries, visit, oral described history, 

literatures files and references, materials test/investigation, 

joining observation, the method of the ethnic records, and 

scriptures original analysis etc. methods.  The semester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and individually arranged the real 

practice of the research method one time about two topics ---「the 

elderly oral described history in Tao society」 and 「joining 

observation in Tao society」. 

Through discussion and practice, hope the students know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very kind research method, but 

also they can well digest and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proper 

research method of I Kuan Tao.  

教學摘要及教

學內容大綱 

第 01 週 課程介紹 

*全學期課程安排說明、各篇章導讀分工 

第 02 週 調查研究是一門科學、還是藝術？ 

*綜合說明與討論，關於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經典詮釋學等不同觀

點下的研究對象、資料性質與研究方法 

第 03 週 研究的出發點：如何產生有意義的「問題感」？ 

專書篇章選讀： 

*焦大衛著，丁仁傑譯，2012[1972]，《神、鬼、祖先：一個台灣鄉村的民

間信仰》。台北：聯經出版社。 

*楊慶堃著，范麗珠等譯，2007[1961]，《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

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04 週 如何使用報章、檔案、書信、日記或老照片？  

專書篇章選讀： 

*林本炫，1990，《台灣的政教衝突》。台北：稻鄉出版社。 

*林榮澤，2007，《一貫道歷史：大陸之部》。台北：明德出版社。 

第 05 週 如何使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庫？ 

*瞿海源，2001，〈台灣新興宗教信徒之態度與行為特徵〉，發表於「宗教

與社會變遷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盧云峰、李丁，2011，〈台灣地區宗教的格局、現狀及發展趨勢〉，見《中

國宗教藍皮書》。 

第 06 週 如何蒐尋經典註釋版本並判斷解讀？ 

專書篇章選讀： 

*鍾雲鶯，2001，《民國以來民間教派大學中庸思想之研究》。台北：玄同

文化出版社。 

*楊曾文校寫，2001，《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北京：宗教文化出

版社。 

第 07 週 如何進行「訪談設計」？ 

*從「問題感的形成」到「檔案史料、道場器物、老照片、書信」等各種

資料來源。 

*訪談大綱或訪談備忘錄的準備 

第 08 週 【研究法實作Ⅰ】：道場耆老口述史 

*官考年代，佛堂怎麼設？怎麼拜？佛像佛燈器具哪裡來？吃素怎麼吃？

聖凡怎麼兼顧？ 

*引保師怎麼渡你？自己怎麼渡人？聽的道理是哪些？哪些義理小冊子？ 

*修辦道過程，遇過哪些「考」？怎麼度過？ 

第 09 週 期中報告與綜合討論 

第 10 週 口述史：口說為憑嗎？眼見為憑嗎？ 

專書篇章選讀： 

*游鑑明，2007，〈改寫人生之外：從 3 位女性口述戰爭經驗說起〉，收錄

於周平、楊弘任編《直性研究方法的眾聲喧嘩》，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

頁 107-126。 

第 11 週 資料自己會說話嗎？如何判斷官方檔案資料正確性？ 

專書篇章選讀： 

*秦寶琦，2009，《中國地下社會‧第三卷‧民國會道門與黑社會》。北京：

學苑出版社。 

*馬西沙、韓秉方，2004，〈第十八章 一貫道的源流與變遷〉，見《中國民



間宗教史˙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815-871。 

第 12 週 以參與觀察進行深入研究 

專書篇章選讀： 

*李世瑜，2007[1948]，《現在華北秘密宗教(增訂版)》。蘭臺網路出版社。 

*盧云峰，2008，〈漸入聖域：虔信徒培養機制之研究〉，《中國研究》第 4

期，頁 200-213。 

*楊弘任，2006，〈體證與成全：一貫道修行生活的宗教體驗〉，發表於「對

話與創新：第二屆新宗教團體與社會變遷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宗教

研究所。 

第 13 週 民族誌紀錄片觀賞與討論Ⅰ 

*紀錄片〈無米樂〉，導演莊益增、顏蘭權。紀錄台南後壁鄉老農的日常農

作、節氣作息、以及面對 WTO 之社會變遷。 

第 14 週 民族誌紀錄片觀賞與討論Ⅱ 

*紀錄片〈生命〉，導演吳乙峰。紀錄九二一震災後，各社會階級人們如何

面對生與死。 

第 15 週 【研究法實作Ⅱ】：道場日常運作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渡人」過程；參與觀察「道前成全」與「三寶講解」 

*參與觀察一個「家庭佛堂」的日常運作 

*參與觀察一個「德」(道務區域)的日常運作 

第 16 週 田野書寫與判斷分析 

*楊弘任，2012，〈靈修、命理，再回到天道：一貫道倫敦佛堂的民族誌初

探〉，發表於「中華文化的當代社會影響學術研討會」，廈門大學國學院主

辦，頁 1-14。 

第 17 週 如何確定研究者判斷的正確性？  

專書篇章選讀： 

*謝國雄，2007，《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中

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第 18 週 期末報告大綱綜合討論 

 

 

 

 

 

 

 

1
st
 week: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2nd week: Investigation research is a science or an art? 

3rd week: The start point of research: How to produce the meaningful 

「question feeling」? 

4th week: How to use newspaper, files, letters and books, diaries 

or old photos? 

5th week: How to use the society change for investigating data 



(English) treasuries? 

6
th
 week: How to search scriptural interpreted publications and 

judge explaining/reading? 

7th week: How to implement 「visit design」? 

8th week:【Research method practice Ι】: Elderly oral described 

history in Tao society. 

9th week: The mid semester reports and general discussion 

10th week: The oral described history: oral description is evident 

or seeing by the eye is evident? 

11th week: Data can self-say? How to judge the government data files 

are right or not? 

12th week: Implement deep research through joining observation. 

13th week: The ethnic records films are watched enjoyably and 

discussed Ι. 

14th week: The ethnic records films are watched enjoyably and 

discussed Π. 

15th week: 【 Research method practice Π】 : The normal living 

function of Tao society is discussed about 「 Joining 

observation」. 

16th week: The field writing and judgment are analyzed. 

17th week: How to make sure judgment of researchers is right or not? 

教學進度 

第 01週 課程介紹 

第 02週 調查研究是一門科學、還是藝術？ 

第 03週 研究的出發點：如何產生有意義的「問題感」？ 

第 04週 如何使用報章、檔案、書信、日記或老照片？ 

第 05週 如何使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庫？ 

第 06週 如何蒐尋經典註釋版本並判斷解讀？ 

第 07週 如何進行「訪談設計」？ 

第 08週 研究法實作Ⅰ：道場耆老口述史 

第 09週 期中報告與綜合討論 

第 10週 口述史：口說為憑嗎？眼見為憑嗎？ 

第 11週 資料自己會說話嗎？如何判斷官方檔案資料正確性？ 

第 12週 以參與觀察進行深入研究 

第 13週 民族誌紀錄片觀賞與討論Ⅰ 

第 14週 民族誌紀錄片觀賞與討論Ⅱ 

第 15週 研究法實作Ⅱ：道場日常運作參與觀察 

第 16週 田野書寫與判斷分析 

第 17週 如何確定研究者判斷的正確性？ 

第 18週 期末報告大綱綜合討論 



能力指標 學習並演練社會科學中宗教研究的多元方法 

評量方式: 

(最大字數:300

字) 

1. 每週分工導讀，列為平時成績 30% 

2. 期中報告 30% 

3. 期末報告 40% 

教材及 

參考書目: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ISBN  

*詳見「教學進度」各週閱讀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