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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碰撞‧新生：理論與實踐「踹共」 

會議日期：2011 年 9 月 24-25 日(六、日) 

 世新大學 管理學院大樓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 111 號，在世新校園外、考試院旁） 

 

 一、緣起 

年會主題：碰撞‧新生：理論與實踐「踹共」 

從 921 地震到 88 風災，鮮明的時間符號不只烙印出歷史過程，也刻畫著多

重面向的社會差異。知識研究與在地行動的工作方法，又如何改變／重建難以預

期的現實？ 

什麼是有用的？對在地實踐者而言，國家的災難救助與法定程序，並無法確

保在地生活軌道的重建，唯有靠著自身長期努力與社會連結，重新建造一條可行

進的路線。他們執行技能的能力，大多來自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的默會知識，透

過身歷其境的揣摩、面對面的深刻互動、親身實作的工作經驗累積而來的。而「做

中學」為的不只是過日子，也為了關照彼此的聚合延續。 

什麼是使得上力的？對公共知識份子而言，站在批判社會、關懷弱勢的立場，

國家應該為人民的健康與安全提供明確保證，當人口的異質性提高且所得分配越

不均時，更需擴充非營利組織的規模，以提供多樣化的、弱勢人口所需要的公共

服務。因此，知識理論的作用不只是規格化的套用，而是致力於開發新主體、新

論述，並改變自身思考的方向。 

帶著不同的出發點與關懷面，在地實踐者與知識研究者各自為特定的群體奮

鬥，共同試煉改變社會位階佈局的具體行動，也藉此互相學著在鉅變後創新巧作，

揪團「踹共」（快快「出來講」吧！）。 

 主辦單位：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協辦單位：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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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會議程 

（一）總場次 

9/24（六）09:00-10:15【共同場次】開幕暨會議主題演講 

開幕致詞 

世新大學賴鼎銘校長 

主題演講：從台灣社工基進化談理論與實踐的辯證 

王增勇老師(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會場一 會場二 會場三 會場四 會場五 會場六 

  A 場次 

9/24（六） 

10:30-12:30 

A1 

期待有反骨

的社工教育 

 

 

M304 

A2 

一個試圖發展

照護社區化的

組織行動 

 

M308 

A3 

公共知識分

子的再生

產：以公衛改

革為例 

M309 

A4 

重看台灣戰

後土地改革 

 

 

M310 

A5 

尋找陳映真

的文學視野

-1 

 

M411 

A6 

象牙塔內或塔

外?—由大學教師

的工作經驗論知識

份子的公共性 

M305 

B 場次 

9/24（六） 

13:30-15:30 

B1 

生存與工作

之外：走出遊 

民輔導死同 

-1 

 

M304 

B2 

互助換工，另

闢蹊徑—部落

工作群體集結

的想像與實踐

出路 

M308 

B3 

透視台灣醫

療體系市場

化與私有化

問題 

 

M309 

B4 

都更與都市

的社會與空

間排除 

-1 

 

M310 

B5 

尋找陳映真 

的文學視野 

-2 

 

 

M411 

B6 

建制民族誌：創

造改變與行動的

社會學 

 

 

M408 

C 場次 

9/24（六） 

16:00-18:00 

C1 

生存與工作

之外：走出遊 

民輔導死同 

-2 

 

M304 

C2 

社區行動與社

會變革 

 

 

 

M308 

C3 

大陸工人健

康研究：臺灣

觀點 

 

 

M309 

C4 

都更與都市

的社會與空

間排除 

-2 

 

M310 

C5 

亞里斯多德

與臺灣：媒

體、說服及

幸福感，或

不幸? 

M411 

C6 

在地默會知識工

作坊 - 我們

「住」、「在」美

濃 

 

M408 

D 場次 

9/25（日） 

10:00-12:00 

D1 

變遷中的地

方性 

 

 

D2 

跨世代 

學術對話 

 

 

D3 

原住民健康

問題的形

成：建構新論

述 

D4 

原住民部落

的商品化初

探與再探 

 

D5 

文化創意產

業法：創意

與品味的誕

生 

D6 

高等教育勞動者

組工會的實踐：

教育體制、知識

生產與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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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詳細議程 

   第一天  9/24 日（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 

09:00-10:15 

 

開幕暨會議主題演講 

開幕致詞 

世新大學賴鼎銘校長 

主題演講：從台灣社工基進化談理論與實踐的辯證 

王增勇老師(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10:15-10:30 休息 

10:30-12:30 SESSION A 

場次 發表人 題 目 

A-1 

期待有反骨 

的社工教育 

陶蕃瀛（靜宜大學社工系

主任） 
社工教育是為誰而教育 

黃盈豪（長榮大學社工系

講師） 

殖民還是培力？原住民社工教育專

業化的反思 

陳竹上（亞洲大學社工系

助理教授） 

社工證照化及社政立法命題趨勢的

再思考 

蕭至邦（亞洲大學社工系

助理教授） 
德國高等教育中的「社會工作」 

M304 M308 M309 M310 M411 M305 

E 場次 

9/25（日） 

13:00-15:00 

E1 

暴力機制的

美學化－高

雄、香港斯人

斯地斯景 

 

M304 

E2 

香港與澳門的

治理性問題 

 

 

 

M308 

E3 

弱勢群體與 

其健康問

題：衛促會觀

點 

 

M309 

E4 

轉型與發

展—在地食

物系統的建

構與實踐 

 

M310 

E5 

全球化下的

台灣流行次

文化主體轉

譯：民俗活動

與動漫研究 

M411 

 

9/25（日）15:30-17:00【批判知識分子的再生產機制】 

主持人：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與談人： 

陳美霞（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夏林清（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朱元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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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貽得（台灣大學社工系

研究生） 

從自主到自組：社工學生組織培力的

路徑 

A-2 

一個試圖發展照

護社區化的組織

行動 

 

【圓桌論壇】 

與談人 

 

宋聖君（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總幹事） 

林建治（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台中縣和平鄉大安溪部落  

        工作站） 

 

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 

 

A-3 

公共知識分子的

再生產：以公衛改

革為例 

 

主持人：顧玉玲 

評論人：鍾秀梅、

      夏林清 

陳慈立（臺灣公共衛生促

進協會秘書長） 

 

臺灣公衛體系的問題與改革行動產

生 

卓淑惠（臺灣公共衛生促

進協會專員） 

知識分子做為組織對象及其組織策

略 

高瑋蘋（臺灣公共衛生促

進協會專員） 

推動知識份子邁向公共知識分子的

挑戰與調整 

陳奕曄（臺灣公共衛生促

進協會專員） 

推動公共知識份子再生產如何連結

公衛改革運動 

A-4 

重看台灣戰後土

地改革 

  主持人：華昌宜

  評論人：蔡宏進

         華昌宜 

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

員） 

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 

 

廖彥豪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

究所/碩士生) 

虛構的都市土地改革？ 重探戰後國

民政府土地治理政略的雙重性格 

何欣潔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

究所/碩士生） 

 

台灣農村土地改革與戰後土地所有

權概念變遷(1949-1953) 

A5 

尋找陳映真的 

文學視野-1 

 

主持人：張立本 

周敏（上海大學中文系） 

 

思想與審美之間——以〈唐倩的喜

劇〉為中心思考陳映真作品中的“文

學” 

王翔（上海大學中文系） 

 

作為文學者的陳映真－－試論康雄

的三個形象 



碰撞‧新生：理論與實踐「踹共」 2011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5 
 

 
 

評論人：阮芸妍、

       劉雅芳、 

       胡清雅、 

       鄭聖勳 

曾慶利（上海大學中文系）

工人主體性訴求的幻滅以及未來意

義-----關於陳映真〈雲〉的一些想

法 

趙剛（東海社會） 陳映真的家庭社會學 

A6 

象牙塔內或塔

外?—由大學教師

的工作經驗論知

識份子的公共性 

【圓桌論壇】 

與談人 

吳麗英（文藻外語學院英國語文系） 

－由課程地圖討論大學知識與社會實踐的連結與缺失 

羅琳（景文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產官學合作的運作與效益：以人文語言領域的技職教育為  

  例 

余國強（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公共知識份子與大學教師的角色衝突與融合：一個傳播科 

  系新進教師的觀察與省思 

李佩霖(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 

－大學課堂中在地關懷與批判意識之培養 

12:30-13:30 午餐時間／「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理監事會報告 

13:30-15:30 SESSION B 

場次 發表人 題 目 

B1 

生存與工作之

外：走出遊民輔導

死胡同 

-1 

 

主持人：陳大衛 

【工作坊】 

方孝鼎（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空間治理與偏差治理：遊民活動空間的變遷 

馬志政（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社工員） 

－從實務工作探討街友問題與福利服務—以台中市為例 

 

B2 

互助換工，另闢蹊

徑—部落工作群

體集結的想像與

實踐出路 

 

 

【圓桌論壇】 

與談人 

德布藍恩、楊江瑛 

－從照顧孩子到與國家對話，部落婦女組織的路程：部落互 

助托育行動聯盟的實踐與反思 

林建治、黃盈豪 

－如何「一起」？怎麼「共同」？：大安溪的共同照顧經驗  

與反思 

林江梅英、婀麼、安吾斯 

－返鄉青年、在地婦女：南部工作站莫拉克災後部落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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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與前進 

羅紀彥、黃盈豪 

－「部落的方法」是什麼？：南部工作站莫拉克災後部落重 

建的對話與前進 

胡詠新、蘇文仙 

－社工觀點與社區工作：南部工作站莫拉克災後部落重建的 

   對話與前進 

黃湘淳、楊江瑛 

－換工團的想像與實踐 

B3 

透視台灣醫療體

系市場化與私有

化問題 

 

主持人：林孝信 

評論人：劉梅君 

        林孝信 

黃青青（高雄市政府衛生

局疾病管制處技士、臺灣

公共衛生促進協會推動團

隊成員） 

台灣防癆體系私有化問題之分析與

探討 

余尚儒（戴德森醫療財團

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家醫

科住院醫師、臺灣公共衛

生促進協會推動團隊成

員） 

商品還是公共財：從英國長期照護私

營化經驗看台灣未來長照發展危機 

 

陳美霞（臺灣公共衛生促

進協會理事長、成大公共

衛生研究所教授） 

台灣醫療體系市場化與私有化的歷

史分析 

B4 

都更與都市的 

社會與空間排除 

-1 

 

主持人：徐進鈺 

徐燕興（台大城鄉所博士

候選人） 
都市更新在台北的動員政治 

張維修（台大城鄉所博士

候選人） 

都市更新未曾發生？都市更新政策

與空間戰爭 

.饒祐嘉（台大城鄉所碩

士） 
都市更新的美學 

黃舒楣（華盛頓大學環境

規劃學院博士候選人） 

租的想像、代理和跨境流移: 從租

務地景檢視香港市區重建和城市公

民權 

B5 

尋找陳映真的 

文學視野 

-2 

主持人：邱士杰 

戴哲（上海大學中文系） 

 

歷史記憶與空間寓言——解讀陳映

真〈忠孝公園〉的文化政治 

吳寶林（上海大學中文系）人間“風景”——閱讀陳映真 

陳玫蓁（東海社會所） 

 

失語的歷史：情感斷層和主體的消

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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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林思晴、

        陳運陞、

        宋玉雯、

        張志強 

陳光興（交大社文所）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分斷體制下

的外省失鄉人 

B6 

建制民族誌：創造

改變與行動的社

會學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工 

所）、吳紹文 

底層原住民婦女發展主體性的分

析：用蠟染說故事的排灣婦女 

梁莉芳（陽明大學衛生福 

利研究所） 

建制民族誌作為基進的研究與行動

取徑：以與移工團體的合作為例 

林昱瑄（南華大學應用社

會學系暨教育社會學研究

所 助理教授） 

建制民族誌作為揭露統治關係的途

徑：以大學教師評鑑制度為例 

15:30-16:00 休息 

16:00-18:00 SESSION C 

場次 發表人 題 目 

C1 

生存與工作之

外：走出遊民輔導

死胡同 

-2 

 

主持人：方孝鼎 

【工作坊】 

陳大衛（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遊民工作坊負責人） 

－新出路或死胡同？──論社會企業模式介入遊民輔導業務 

郭盈靖（當代漂泊協會執行委員） 

─基本保障或照顧太多？─以推動遊民法為例 

C2 

社區行動與 

社會變革 

史欽（廣東電台/鳳凰廣

播） 

跨越鴻溝—城鄉合作運動在中國  

 

郭偉和（中國政法大學社

會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政

策教研室） 

創造流動的希望 – 建築工地的實

踐與研究 

古學斌（香港理大大學中

國研究與發展網絡） 

流走城市邊緣--社區自我保護運動 

 

創姿園農莊，新福事工 
跨境聯結– 香港社區支持農業的

實踐 

C3 

大陸工人健康研

究：臺灣觀點 

主持人：陳美霞 

評論人：劉梅君、

陳美霞（成功大學醫學院

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社會主義傳統流失中：中國大陸轉

型經濟中的工人參與及其職場安全

與健康保護 

王實之（臺北醫學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市場改革中的結構與個人的辯證關

係：以中國西南的一個集體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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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德北 工廠為例  

吳怡伶（成功大學公共衛

生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賺得全世界，卻賠上健康？外資企

業與中國的工人健康危機 

 

吳舜文（成功大學醫學系

一年級） 

外國企業個案研究：富士康廠的工

人健康議題 

 

 

C4 

都更與都市的 

社會與空間排除 

-2 

 

主持人：徐進鈺 

 

張榮哲（台大城鄉所博士

研究生） 

 

從紅燈區到都更區 

蔡敏真（台大地理所碩士

研究生） 
華光社區的居住與分配正義 

余宜家,林彥彤（台大社會

學研究所碩士生） 

紹興社區的「增值」與「發包」--

台大、違建戶與空間作為資本 

張偉渝（世新社發所碩士

研究生） 

「釘子戶」的誕生和處境―以三重

區大同南段個案為例 

劉鴻濃（台大城鄉基金會

規劃師 OURs 法律顧問） 

都市更新中「少數人」權利的保障 

 

C5 

亞里斯多德與臺

灣：媒體、說服及

幸福感，或不幸? 

【圓桌論壇】 

與談人 

徐金雲（東海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亞里斯多德的修辭推論與台灣名嘴 

蔡仁傑（銘傳大學應英系助理教授） 

－從亞里斯多德的修辭論觀看台灣本土劇中的情緒挪用 

胡全威（中央研究院政治思想中心博士） 

－亞里斯多德與台灣：幸福台灣 

C6 

在地默會知識工

作坊 - 我們

「住」、「在」美濃

王耀俊 （屏科大木設系助

理教授） 

暫時農用 2008-2011 

邱靜慧 （美濃愛鄉協進會

總幹事） 

五月天的美濃 

 

李宇軒 （國科會「老高雄

文化行動紀錄」主持人） 

新地方:行動到生活的再思 

 

18：0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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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9/25 日（星期日） 

09:30 – 10:00 報到 

10:00 -  12:00 SESSION D 

場次 發表人 題 目 

D1 

變遷中的地方性 

( Transforming  

Locality ) 

 

評論人：謝英俊 

        康旻杰 

黃孫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

領域藝術研究所 助理教

授） 

（後）災難、營建與地方性  

─ 瑪家農場與長治百合村部落園 

區之空間生產 

林倩如（《部落活出來》

特約撰述） 

退無可退，再闖新生：災後遷村

Rinari 永久屋―古茶布安之空間生

產實踐析探 

周得豪（高雄市文化生活

圈中長程發展計畫－研

究助理） 

從「地方」到「非地方」－一個文

化地景的變動過程 

 

歐怡君（高雄市文化生活

圈中長程發展計畫－研

究助理） 

高雄．後工業地景的再生產 

D2 

跨世代學術對話 

 

評論人：陳竹上、  

      何東洪 

 

黃培潔（暨南大學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候選人） 

社工師法後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之權

力分析：專業主義與國家專業主義

的矛盾  

劉名峰（阿根廷拉美社會

科學理事研究員） 

面對「西方」的「韌性」： 

比較茉莉花革命中所再現的非洲現

代性與東亞現代性 

D3 

原住民健康問題

的形成：建構新論

述 

 

主持人：陳美霞 

評論人：林益仁 

        阿布娪 

蔡友月（中央研究院社會

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

與受苦的社會根源 

 

陳慈立（社團法人臺灣公

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原住民飲酒行為與其相關健康問題

的政經分析 

高瑋蘋（社團法人臺灣公

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原住民結核病問題形成的歷史分析 

 

顏婉娟（新北市烏來區衛

生所護理長） 

 

以實務工作者的角度看原住民健康

問題的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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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原住民部落的商

品化初探與再探 

 

評論人：蔡晏霖 

 

蔡培慧(世新大學社會發

展研究 助理教授) 

土地調查、土地商品化與定耕農業

──初探原住民族社會經濟資本化

過程 

宋聖君(世新大學社會發

展研究所應屆畢業生) 

為什麼我們需要錢!?-原住民部落

資本主義化過程初探 

陳慈慧(台灣大學社會學

系應屆畢業生) 

金針花變成不日花──以阿美族花

蓮達蘭埠部落為例談部落產業發展 

徐肇尉(台灣大學地理學

研究所 碩士生) 

 

社會實踐下鄉村空間──歷坵的小

農復耕行動 

 

D5 

文化創意產業

法：創意與品味的

誕生 

評論人：胡育祥 

         陳逸淳 

         王柏偉 

王柏偉（德國 

Witten/Herdecke大學文

化系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創新出現在哪裡？ 

 

陳逸淳（巴黎高等政治學

院（IEP de Paris）社會

學博士候選人） 

文化創意的（再）品味化：文創法

及其社會意涵 

 

胡育祥（德國

Witten/Herdecke大學文

化反思學院博士生） 

文化創意產業與新的社會模控空間 

 

D6 

高等教育勞動者

組工會的實踐：

教育體制、知識

生產與教育改革 

 

主持人：何東洪 

 

【圓桌論壇】 

主持人 

何東洪(輔大心理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 

傅大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周平(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副教授) 

羅德水（全國教師工會）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5:00 SESSION E 

場次 發表人 題 目 

E1 

暴力機制的美學

化－高雄、香港斯

人斯地斯景 

楊雅玲（國立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

研究所助理教授） 

消失的「高雄」 

曾玉冰（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商品設計系兼任講 

從都市觀察到藝術創作：探討都市中

的自然及城市建設與文化霸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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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 影像創作中思考的提問。 

 何嘉妍（香港大學比較

文學碩士班研究生） 

香港反抗發展主意作為霸權的社會

運動──以石崗菜園村為例 

 岑學敏（倫敦大學

Goldsmiths 文化研究中

心博士生） 

後殖民文物保育：國族和都市（再）

殖民以外 

 

E2 

香港與澳門的治

理性問題 

謝曉陽（巴黎第八大學）

 

香港九七後的「治理性」問題：以公

共房屋為例 

劉世鼎、史唯（澳門大

學） 

澳門作為珠三角區域想像的一個節

點 

仇國平（澳門大學） 
從國家與市場力量的驅動模式，看香

港與澳門國民身份的建立及演變 

E3 

弱勢群體與 

其健康題：衛促會

觀點 

 

主持人：顏芳姿 

評論人：陳大衛 

        呂建德 

陳美霞（成功大學醫學

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

授） 

建構弱勢群體健康問題的論述：批判

觀點 

王實之（臺北醫學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消解弱勢群體健康差距問題的理論

與實踐：他山之石 

陳奕曄/高瑋蘋（社團法

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

會專員） 

台灣弱勢群體及其健康問題文獻的

批判及其對實踐的意義 

 

陳慈立（社團法人臺灣

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

長） 

衛促會在弱勢健康問題的論述與實

踐 

E4 

轉型與發展—在

地食物系統的建

構與實踐 

金惠雯（台灣原住民族

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食物主權與生計發展—建構原住民

在地食物系統可能性初探 

陳玠廷（台灣大學生物

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

士候選人） 

在地食物系統的「建構」：以農夫市

集為例 

鍾怡婷（台灣大學生物

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

士候選人） 

創造「客家菜」—從野食變為文化菜

餚的「野蓮」 

E5 

全球化下的台灣 

廖勇超(臺灣大學外文 

系助理教授) 

神遊電音－電音三太子、全球化、與

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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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次文化主體

轉譯：民俗活動與

動漫研究 

趙恬儀(臺灣大學外文 

系助理教授) 

從〈鋼之鍊金術師〉看西方鍊金思想

的在地化 

 
林奇秀(臺灣大學圖資 

系助理教授) 

腐女的閱讀愉悅/逾越感：BL(Boys’ 

Love)女性讀者閱讀經驗分析 

 黃淨慧(臺灣大學外文 

系助理教授) 

台灣《銀魂》耽美同人創作的浪漫與

詼諧 

15:00-15:30 休息 

15:30-17:00 

 

【批判知識分子的再生產機制】 

主持人：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與談人： 

陳美霞（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夏林清（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朱元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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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暨會議主題演講 

從台灣社工基進化談理論與實踐的辯證 

 

引言人：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有人說，九０年代是社會福利的「黃金十年」， 

因為我們通過了大量的社會福利法規； 

但我認為，九０年代是社會工作專業良知最煎熬的時刻， 

因為我們大量地被吸納進入體制內， 

與我們矢口要服務的弱勢族群漸行漸遠。 

 

工作，要考證照； 

背誦著工作中用不上的理論， 

我們放棄自己追求答案的權利。 

評鑑，要會寫漂亮的數據； 

書寫著委員理想中的圖像， 

我們失去表達實務困境的機會； 

升等，要寫英文文章， 

思考著期刊編輯有興趣的題目， 

我們不再擁有與身邊伙伴對話的能力； 

書寫，總是為著不認識的陌生人。 

 

曾經存在於竊竊私語、促膝長談的親密對話空間逐漸被吸納而消失， 

社工與案主的故事逐漸只允許一種形式的聲音被聽見、被敘說； 

無所不在的表格，時時提醒著我們要以統治者的角度， 

「正確地」詮釋案主的世界； 

逐漸地，我們聽不懂案主的聲音， 

一如體制不懂我們工作的辛苦； 

我們聽不見彼此的聲音， 

一如我們聽不見自己當初要作社工的召喚。 

 

當我們正為自己在體制內努力掙得的位置而沾沾自喜之際， 

巨大的孤立與斷裂正累積在每個有血有肉的社工人心中， 

卻沒有語言可名之； 

當我們忠實地將案主分門別類送進福利體制的生產線上， 

因為不符規格而被淘汰的需求，時時考驗著我們信守的工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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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沒有伙伴可以訴說。 

我們唯恐自己是團體內的異端， 

小心收藏著自己的情緒，唯恐被認出。 

靜靜等待著， 

起義的大纛被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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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期待有反骨的社工教育 

 

發表人： 

1. 陶蕃瀛 —— 社工教育是為誰而教育 
 現職：靜宜大學社工系主任   

 

 

2.黃盈豪—— 殖民還是培力？原住民社工教育專業化的反思 
 現職：長榮大學社工系講師 

 

 

摘要 

 

對原住民學生或在原住民地區舉辦的社會工作教育，課能內容與設計若沒有

跨文化的反省和對於部落深度的了解及尊重，這樣的教育不是培力，而是殖民。 

 

一、幾個現場 

 

(一)社工實習 

這個暑假，我幫大安溪部落工作站和至善南部工作站的暑假實習帶督導，兩

邊的暑假實習總共有十個學生。為什麼我需要下來帶，外部的壓力是現在的社工

實習要求機構督導要有具備考社工師的資格，我們很多實際的前線工作者並不具

備這樣的資格(但她們的現場經驗是非常適合帶學生的)，而在內部來說，作為社

工養成背景的我也很希望透過社工實習的制度，一方面培養新血、一方面讓部落

現場的實務經驗能與社工觀點作對話或者說更認識社工。 

 

 

3. 陳竹上 —— 社工證照化及社政立法命題趨勢的再思考 
 現職：亞洲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4. 蕭至邦 —— 德國高等教育中的「社會工作」 
 現職：亞洲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5. 廖貽得 —— 從自主到自組：社工學生組織培力的路徑 
 現職：台灣大學社工系研究生 

 

                         
 此題目構想，要感謝實踐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鄭天睿同學，於 2011 年 5 月 28 日舉辦之「北區

社工系所學生論壇」中所提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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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是集合各校社工系所學生力量，匯集與整理在地學生組織經驗而成的一篇

短文。書寫這篇文章的目的，除了整理學生的組織經驗之外，也嘗試著要跟社工

養成教育對話。在社工教育當中，除了在學校教室內的教育，以及到機構或社區

的實習教育之外，這中間被忽略的是學生自己組織與經營各類團體的經驗。相較

於其他的教育經驗，這類的經驗往往是學生最能夠發揮創意和保有主體性的地方，

除了親身體會組織工作會遇到的各種困難和解決方式外，也在實踐各種方案或計

劃的過程中，長出對社會工作多樣的詮釋，猶如百花齊放般活潑、熱鬧。 

 

  組織的成員和成立目的不同，會長出不同的樣貌和走向。在眾多組織經驗中，

有組織校內成員的，如台大社工小組、高醫志工隊、北大志工隊；有需要密切與

校方行政單位與教師互動的，如台大社工系學會；有跨校性的組織，如「社工學

生聯會籌備小組」與「北區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合作串聯平台」。從這些組織的經

驗中，我們可以整理出共同的問題，也可以發現因在地情境脈絡不同產生的差異。

而從在地的組織經驗，到跨校甚至全國性的集結，都考驗與測試著台灣社工學生

目前自組的能量與凝聚力。 

 

  如果社工教育並非僅僅只是「培養學生成為作為職業的社工」，而朝向的是

「培養學生社工的精神與價值，於各行各業中發聲」，那麼，社工學生的組織經

驗，或許可以成為台灣社工教育新的想像起點。學生在組織的過程中，除了匯集

和整合內部的團體經驗與意見，處理衝突與形成共識，也要學會向外部抗衡與發

聲。這是一個培力的過程，但培力不單單只是個人長出力量「自主」，而是「自

組」逐漸形成團體的能量，在社會中任何有不平等發生之處出現與集結，試圖翻

轉既有的權力關係和結構。在這條路上，或許迂迴曲折、幽暗難行，但只要大家

能夠努力互相照見彼此，最終或許能實踐屬於台灣在地的社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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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一個試圖發展照護社區化的組織行動 【圓桌論壇】 

 

發表人： 

1. 宋聖君、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林建治 

 

宋聖君 

 學歷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應屆畢業、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

士班應屆入學 

 現職：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總幹事 

 碩士論文：我們為什麼沒有錢！？－原住民部落資本主義化過程初探。 

 

 

2. 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 

 

 

3. 林建治 

 現職：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台中縣和平鄉大安溪部落工作站 
 

 

摘要 

 原住民部落的社會福利輸送，長期受到公部門之忽略，特別是資源在在地派

系分化及利益關係所影響，以至於社會福利資源無法用在部落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過去原住民部落能獲得社會福利資源者，以其具有更良好之社會資本才有可能。

例如村長認定中低收入戶之資格上掌握了很大的權力，然而許多的福利服務都有

所謂中低收入戶的門檻，也因此許多實際得到服務的對象的認定是有社區少數人

所決定，他們依賴著彼此的利益關係。因此，在原住民部落裡，更多更需要社會

福利資源的需求者得不到社會福利的注入，再加上本身社會資本更少，更無法求

得更多，以致於成為部落內部長期被忽視者。因此本文所期待的看見是要能夠看

見，福利輸送末端所產生的問題。並以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之居家關

懷計劃，來說明照護社區化之重要性。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居家關懷

服務發現了這個問題，也因此針對寒溪村四個部落及村巷做調查，了解誰才是社

區內真正需要資源之需求者，並由社區志工們一同出動去關懷，並針對不同需求

產生出不同的行動變化。並透過協會做為資源之中介者，不斷向外尋求其他資源

管道，來挹注部落內部的真正需求者。本文在此指出公部門福利輸送系統的問題，

並指出照護社區化之重要性，因為只有在地人最了解在地人之需求，才能做出最

適切之行動方針。 

由以上脈絡，我們得知福利社區化的益處，而本文也將針對下以主題做為論述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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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如何做到不被"資源在在地派系分化"和"利益關係"所影響? 

2.認定是有社區少數人所決定,怎麼認定?有一套流程嗎?還是政治酬庸呢? 

3.這樣的部落內部長期被忽視者,是否強化了部落內部階層化造成?! 

4.不同的行動變化,有案例說明嗎? 

5.部落及村巷做調查,如何做調查?怎麼做? 

6.協會做為資源之中介者,協會的角色是什麼?只有中介者嗎?還有終極目標嗎?

比方組織部落底層民眾等等 

7.在地人最了解在地人之需求，才能做出最適切之行動方針。再地工作者是否會

有盲點?如果有如何解決呢?如果沒有是否有評估或分析的過程?怎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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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公共知識分子的再生產：以公衛改革為例 

主持人：顧玉玲 

 現職：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 

 

評論人： 

1. 鍾秀梅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2. 夏林清 輔仁大學心理系教授 

 

發表人： 

1. 卓淑惠 ——臺灣公衛體系的問題與改革行動產生 

 學歷：成功大學護理學系畢業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摘要 

台灣社會數十年來經歷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鉅變，過去鑲嵌於政治、經濟

及文化的市場原則，如今去鑲嵌化地主導整個社會的運行。整個社會瀰漫的個人

市場經濟邏輯思維與氛圍，對許多公共事業的衝擊影響巨大，包括教育、環境、

農業，當然連衛生也不例外。 

以歷史考察的視角分析臺灣公衛體系變遷，自 1980 年代以後的公衛體系是

不斷地醫療化，公衛體系的醫療部門不斷地商品化、市場化。公衛體系不斷醫療

化的過程，促使公衛體系下的預防及醫療兩大部門在完全違背”預防重於治療”
的精神下不平衡地發展，預防部門顯得異常侏儒化，其”預防性”及”公共性”的兩

大本質幾近蕩然無存。同時，醫療部門的擴大，又更加速了商品化與市場化的過

程。  

2003 年，SARS 事件總算把陳疴多年的公衛體系問題--醫療化、市場化、

商品化--揭露於世人面前，長期被邊緣化的預防部門面對疫病防制竟是如此不堪

一擊，得以讓更多人認識到公衛體系早已自廢武功的沈重事實。自此，改革聲浪

不絕於耳，一群知識份子便集結起來，以<公衛教育在社大>展開民間自主的改

革行動，邁向「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的萬里長征，寫下公衛史上的重

要篇章。儘管改革行動是以跌跌撞撞的姿態前進，卻未曾間斷，更於 2008 年正

式成立「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持續透過公衛知識的解放，試圖讓具有公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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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專業相關背景的知識份子成為公共知識份子，企盼透由草根教育及組織，來

喚醒廣大民眾的意識，並願意投身到重建理想公衛體系的行列隊伍中。 

 

 
2. 陳奕曄 —— 知識分子做為組織對象及其組織策略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生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摘要 

公衛體系的種種問題只是資本主義這種經濟生產模式下所延伸的眾多問題

之一。因此，這個改革行動絕非只是解決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公衛、醫療亂象，如

醫院拒收 SARS 病患、問診時間三長兩短等，而是得更根本的處理資本主義下所

延伸出的種種問題：公衛專業與社會和社區民眾愈來愈脫勾、公衛體系醫療化、

醫療體系商品化及市場化等。我們看到在這樣的情況下，公衛體系背離其「預防

性，公共性」的本質，公衛專業人員雖擁有專業知識但也難以順利施展開來，提

供真正促進民眾健康的服務。我們認為要改變這種惡劣的情況，必須要讓公衛專

業人員深刻的認識這些問題，並讓他們成為陳述這些問題的發聲者，進一步團結

社區民眾，共同面對、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都清楚這是一個組織知識份子並讓其團結民眾，進行社會改革的實驗。

但是，我們也得面對：公衛專業人員的專業學習過程是缺乏有系統的認識這些問

題，他們對問題的認識也多半受到資本主義所建立起的社會文化環境所影響，而

這些認識的觀點更是經年累月建立起來的，也絕非一時能改變。我們認為必須要

有一套學習機制帶領他們重新認識、分析公衛體系的種種問題，而這個機制也必

須包含讓他們能投身於公共事務中，才能循序漸進的改變。我們的策略是以進行

社區民眾教育工作來招募公衛專業人員參與，透過「種籽師資培訓」與『社大/
社區開課』這套學習機制，來使讓他們認識、學習分析公衛體系的種種問題。本

子題主要介紹七年來以此策略進行社會改革的規劃與過程。 

 

 
3. 高瑋蘋 —— 推動知識份子邁向公共知識分子的挑戰與調整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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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3 年 SARS 對台灣社會的鉅大衝擊，促成了公衛界”公共知識份子”的集

結與形成。投入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的學者、醫護專業人員，正代表

了從知識分子的彼端走向公共知識分子此端的過程。公共知識份子是具有以學

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並具有批判

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226214/ )。參與公衛改革運動的行動者

之所以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是面向(to)公眾發言、為了(for)公眾而

思考，從群眾立場和公共利益出發，而非是私人立場、個人利益，他們所關懷與

涉入的(about)是社會中的公共事務或社會問題的改造。 

這個公共衛生改革運動以培訓與社大開課，做為將這群專業知識份子推向

公共知識分子的重要策略。培訓是為了提供給專業知識份子一個可以重新學習、

認識社會的機制而規劃的。過程中有幾點觀察： 

1. 投入者本身即是專業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高度專業化的發展下，使得

他們陷入被分割化、狹窄化的工作目標中，與社會斷裂，因此種籽師資

培訓的課程設計具大格局、視野性的課程，如政治經濟學、歷史分析的

課程，這與這群投入者原本固有的知識體系產生了碰撞，因而促使了知

識的再生產。 

2. 從一年兩次皆對外招募更多有志之士的培訓，轉變成為一次對外招募，

一次為對內學習領導組織方法的領導人才培訓。 

3. 培訓規畫團隊從以學術界為主力的團隊，逐步成為結合實務界(醫護公衛

專業工作者)的團隊。 

4. 以培訓專業知識份子為主的培訓規畫，到 2005 年推動培訓一般民眾成為

社區防疫志工，首次培訓非專業知識份子。 

5. 成人教育的講師從外聘到由種籽師資自己擔任。 

社大開課是種籽師資實踐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的重要策略，透過實

踐與培訓的理論相互辯證，再生產出新的知識與社會關係。這過程的觀察是： 

1. 從單一社大開課做為知識解放的策略，到加入社區防疫志工、公衛小

戲的多元策略。 

2. 以區聯誼會做為在地組織的基地，以各種形式強化公共知識分子之間

彼此的連結，例如讀書會、教學觀摩、工作坊、聯誼活動等等。 

3. 從領鐘點費的種籽師資轉變成為志工種籽師資(沒有鐘點費但補助部

份車馬補助費，而多數都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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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區大學的種籽師資團隊經營從小組長制(由選擇同一社大的種籽師

資之間遴選出小組長來組織該社大的種籽師資)，到由區聯誼會小秘書

做整體協調的變化(由區聯誼會小秘書來協調所有社大的開課與師

資)。 

 

 
4.  陳慈立，推動公共知識份子再生產如何連結公衛改革運動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摘要 

要掙脫、要反制市場原則對於公衛體系宰制的情況，臺灣的公共衛生改革運

動產生的重要前提是，對於受資本主義箝制的社會進行深刻的觀察與反思，有所

得之後，便要進一步從實踐中獲取能與思想、論述相互辯證的果實，再將其種籽

灑落在更廣大的臺灣土地上。 

面對公衛體系因資本主義的箝制而廢功，專業知識份子的感受是最直接並且

深刻的，也因此，再進行對市場體制的反制時，他們成為最可能揭竿起義的第一

群人。然而，嚴峻的事實是，專業養成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對教育的箝制也是無

孔不入的，如何從專業知識份子跳脫過去狹隘的專業學習、成為面向草根社會、

投入群眾問題的公共知識分子，本身就是一項工程浩大，同時也意義非凡的歷

程。 

台灣公共衛生改革運動正在嘗試的是，透過培訓的學習與投入民眾教育(社
大/社區開課)的實踐，以這群專業知識份子為對象，促使他們從自身的現實中覺

醒、在公衛體系廢功的問題上產生自我的主體、並且擁有足夠的智識與能力擺脫

資本主義的箝制，最終將這樣的試驗擴大至更廣闊的臺灣社會中，這便是公衛改

革理想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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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重看台灣戰後土地改革 

 

主持人：華昌宜 

評論人：華昌宜、蔡宏進 

 

發表人： 

1. 瞿宛文 ——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 

 學歷：美國 Stanford 大學經濟學博士 

 現職：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大學城鄉所與經濟系

兼任教授 

 著作簡目：與 A.H. Amsden 合著的關於台灣產業升級研究 Beyond Late 

Development: Taiwan’s Upgrading Policies (MIT Press, 2003)，中文

版《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聯經 2003）,《全球化下的台

灣經濟》、《經濟成長的機制》以及《公與私之間─台灣經濟發展的另類思

考》等。 

 

 

摘要 

在台灣戰後初期，在國民政府諸多的政策作為中，土地改革應稱的上是最具

有劃時代意義的一項變革。或許也正因為如此，這土改在近六十年後的今日，也

仍然是個充滿爭議的議題。 

台灣當時全面性的土地改革主要包括 1949 年的三七五減租，1951 年的公地

放領，及 1953 年實施的耕者有其田。這些政策是以國家的強制性力量，大舉改

變了社會經濟結構，幾乎可以說結束了傳統的地主經濟，也大幅削減了原有地主

階級的社會經濟基礎。減租措施使得土地資產的價格大跌，限田則進一步迫使地

主賣出限額以上的土地，基本消除了地主積累方式的可行性及可欲性。台灣的土

改較為溫和，但地主階級一向是傳統農業社會的領導階層，因此這不能不說是個

革命性的變革。 

既然這土改是由政府主動推動實施，顯然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發生的歷史演變，

就必須要問以下的問題：這革命性變革為何產生？在理論上，支持推動土地改革

的理由是哪些？在歷史現實中，在當時國民政府進行土改的緣由為何？它為何能

夠成功的做到？它是否達到了原先預期的目標？土改的成效與影響為何？ 

本文將試圖藉由對既有文獻的整理，來回應上述的問題。主要是要重新探討

如何看待戰後初期國府在台灣的土地改革，將特別強調探討的視野，即視野應該

要放在後進國家如何進行現代化經濟發展的角度，而不是靜態的孤立的評判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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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事件，並避免陷於一時的黨派之爭。 

 

2.  廖彥豪 —— 虛構的都市土地改革？ 重探戰後國民政府土地治

理政略的雙重性格 
 現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 

 

 

3.  何欣潔 —— 台灣農村土地改革與戰後土地所有權概念變遷

(1949-1953) 
 現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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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尋找陳映真的文學視野-1 

 

主持人: 張立本 

 

發表人: 

1.  周敏 —— 思想與審美之間──以〈唐倩的喜劇〉為中心思考陳

映真作品中的「文學」 
 學歷 ：安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現職：上海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碩士論文：《賈植芳與中國比較文學》 

 

回應人：阮芸妍（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摘要 

陳映真自己說，《唐倩的喜劇》前後（1966-1968）的作品都添加了嘲弄、

諷刺和批判的顏色（《後窗》）。此篇嘲弄、諷刺和批判的矛頭對準的是臺灣六十

年代的知識界。當時各種現代主義（存在主義，邏輯實證論等）的思潮在臺灣一

波接著一波的流行，各有其在本土的代表人物。小說中本土知識份子對外來思潮

的接受，都或多或少帶有拙劣模仿的痕跡。他們不是出於本土社會的實際需要來

引進外來資源，而大多是把外來思潮當做流行符號來獲得一種“文化資本”以提

升其文化地位。並且，無論是存在主義還是邏輯實證論，都有一種對人（性）的

冷漠。這種對人性冷漠的態度更加深了知識人原本就有的“偏執”（《知識人的

偏執》）。這是陳映真採取批判態度的動因。作為這類流行思潮代言人的知識份子

卻擺脫不了他們身上固有的人性的各種特徵（比如痛苦、嫉妒、征服欲等），這

些人性的特徵在與唐倩的交往中表露無疑。如此，知識的“非人性”和知識份子

主體的“人性”之間就產生了一個無法彌合的矛盾。這種矛盾的不可調和性直接

導致了邏輯實證論代言人羅大頭的自戕。這是陳映真嘲弄和諷刺的根源。但是，

在另一個場合，陳映真反思這種對知識份子的諷刺是“不痛不癢”的（《我的文

學創作與思想》）。這種“不痛不癢”表面上看是陳映真對自己諷刺的不徹底性的

反思，但是在我看來“不痛不癢”正是陳映真小說“文學性”生成的最主要因素。

陳映真在小說中對批判諷刺對象也採取了不徹底的、同情的態度，使得這篇小說

具備了“藝術性”。也使得他的創作有意義、有關懷、有對人的尊嚴的信念（《我

的文學創作與思想》），從而區別于現代主義那種極端個人化與非社會性。陳映真

說他不是個橫眉冷對的革命性的作家，而是一個從文學藝術出發的“豐潤”而

“柔軟”左傾知識份子。並且指出：“一個作家要言之有物，要有思想、要有主

張，可是也要有審美。”我認為，思想、主張與審美在陳映真的小說裡是混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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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思想、主張是其“硬”的一面，審美是其“軟”的一面。硬離不開軟，軟

也離不開硬，不能脫離他的思想主張單單分析其中的審美（這是現在很多評論家

喜歡做的）。硬和軟二者之間的張力場才是陳映真小說“文學性”得以生成之

所。 

 

2. 王翔 ——作為文學者的陳映真──試論康雄的三個形象 
 現職：上海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生一年級 

 

回應人：劉雅芳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摘要 

 本文以陈映真的早期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作为分析对象，试图进入到陈映

真的文学内部，探讨陈映真作为文学者的面向。陈映真素以思想和文学两种方式

表达。一面是明晰的思想论述，一面是一个幽微深刻的文学世界。本文从文学的

面向入手，分析了康雄身上的三个形象，并试图呈现出陈映真文学中的复杂，隐

忍和希望来。 

 

3. 曾慶利——工人主體性訴求的幻滅以及未來意義──關於陳映真

〈雲〉的一些想法 
 學歷：上海大學文藝學專業 

 現職：上海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一年級生 

 

摘要 

本文从《云》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入手，立足文本，力图分析工会改革当中的

几个问题。1、以宋老板和艾森斯坦为例，分析以工会为争夺重心，不同力量较

量的背后的复杂性。2、以张维杰为例，分析执行者角色的身份意义，并进一步

分析知识分子主体性确立问题。3、以何春燕、鱿鱼、小文为代表分析台湾民众

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通过作品中不同的劳动者特质分析，反省卷入运动中的

人所体现的价值，以及运动失败后产生的意义和未来可能。结语：指出通过工会

运动的描写，陈映真所借以传达的写作目的，处于劣势的一方即社会/知识分子/

工人是否存在建构主体性的可能。 

 

回應人：胡清雅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4.趙剛——陳映真的家庭社會學 
 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回應人：鄭聖勳 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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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象牙塔內或塔外?—由大學教師的工作經驗論知識份子

的公共性【圓桌論壇】 

 

發表人： 

1. 吳麗英 ——由課程地圖的設置探討技職教育與社會實踐的連結 
 現職：文藻外語學院英國語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摘要 

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之中，台灣教育制度從以往的單一聯考制度走向多元管道

入學的升學制度。在大學教育部份，廣設大學的好處使更多的高中生取得大學學

歷，但是大量開放專科學校升等的結果，卻使得技職與高等教育兩個區塊權責不

清、角色定位不明。身處技職體系的大學教師，在各類評鑑的壓力下，一方面要

發揮傳統知識份子的知能，在課程設計上使學生能明瞭所學以便日後加以應用；

一方面要走出學術象牙塔聯結產業界及官僚體系。然而以目前的技職教育體系而

言，在「拼升等」、「拼評鑑」的雙重壓力之下，從以往重視實做實用的特色，逐

漸向高教體系的學術化、理論化走向靠攏，此狀況尤以文科為甚。 

近年來教育部鼓勵並補助大學院校設置「課程地圖」，根據教育部 2008 年鼓

勵並補助大學院校課程革新計畫中的定義，「課程地圖」係指「學生大學四年之

清晰修課學習路徑。其目的為協助學生選課前、後能夠規劃、組織、整合所修之

課程乃至於學程。課程地圖所涉之課程內容與目標應互有融貫鍊結，且具系統性

與層次感，而非僅是單一課程之綜合。同時，應開設具備完整性與系統性之課（學）

程，以作為全校課程地圖之映照，發揮全校課程地圖指導課程開設之目標」。究

竟什麼是「課程地圖」？為什麼教育部要鼓勵並補助大學院校設置「課程地圖」？

「課程地圖」跟技職高等教育學術化、理論化走向有何關聯？「課程地圖」的建

置在技職高等教育中的課程設計面向上是否仍以培養學生實務能力為導向？在

課程設計上仍保留技職教育的特色？在實踐上又是否與課程設計有落差? 針對

以上問題，本文以身為技職體系之大學教師的角色，從「課程地圖」的建置切入，

並以親身參與某技職院校「課程地圖」設置之經驗，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對於「課

程地圖」之建置提出想法。 

 

 

2．羅琳 ——產官學合作的運作與效益：以人文語言領域的技職教育

為例 
 現職：景文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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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部近年推行的「技職再造」方案已清楚昭示技專院校在台灣高等教育上

的定位—技職教育須與產業接軌、技專院校的學生須具備因應業界需求的職能。

除了透過獎勵推動技專院校學生至民間機構實習以提升實作能力之外，勢必得從

強化教師的實務教學和產學合作能力做起。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字，97學年度

在技專院校任教的專任教師中僅約三分之一具有實務經驗。為達成強化現任教師

業界實務教學的品質以及擴展產學緊密結合培育模式的目標，教育部就制度、師

資、課程與教學、資源、品管等層面共擬定 10項策略，其中包括獎勵現任教師

走出學術象牙塔參加公民營機構舉辦的產業界應用技術研習或研究服務，以及評

鑑技專校院時加重符合技職教育特色(如產學合作)等指標所占權重的方式來確

保政策的落實。 

私立技專院校礙於獎補助款的申請和管考績效，紛紛向教育部靠攏，不但將

產學合作列入教師個人考核項目，在權重計算方式上讓產學合作『技巧性』超越

了研究，甚至設下產學合作金額的門檻，種種舉措迫使流於形式、暗藏玄機的產

學合作因應而生。以“非產學導向屬性”的技專院校科系的教師們為例，他們的

教學對象通常是一群職涯定位較模糊的學生，因此產學合作的效用往往無法彰顯，

合作的模式多半是由學界提供業界所需的『服務』為主。另一方面，產界和學界

雙方合作的緊密程度往往會關係到產界對學界的影響力和控制權，如此一來教師

在知識傳導和學術自由的公共性和正當性也都面臨挑戰，這讓原本已經是爭議不

斷、弊端叢生的「產學合作」埋下更多危機。 

產學合作的立意原在讓學界教師能將其與產業界合作研發的成果應用在課

堂上，讓學生學習時下最新的產業知識與技能，以消弭產業運作需求與學校培訓

供給之間的人力培育落差。倘若無視學術領域的差異性，只看重產學合作的金額

和數量，對於這群走出象牙塔的大學教師而言，最大的挑戰是該如何面對和應付

從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被迫轉去擔負技職科系和社會階層定位的再製推手(皮

耶•布迪厄的再製理論，1990)。基於以上認知，本文想要探討的是這種一視同

仁、未注重科系屬性之產官學合作案的運作方式和效益是否符合教育期望和社會

功能？是否有悖公平正義和學術自由？是否真能達到結合學界和業界培育人才

的優勢?而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和出路在現階段的「技職再造」 下起了什麼樣的

變化? 

 

參考資料 

Bourdieu, P.& Passeron, J. (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SAGE Publications Ltd。 

林俊彥(2006)。 從技職人才培育產訓的落差談產學合作，《技職簡訊》，第 172

期。 

 
3．余國強 —— 公共知識份子與大學教師的角色衝突與融合：一個

傳播科系新進教師的觀察與省思 
 現職：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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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為一名大學新進教師，在進入台灣高等教育體系之後，可以很明顯的

感受到所謂升等以及教師評鑑的壓力。當然從傳統的觀念來看，一般大眾對教師

的期待包含了所謂「傳道、授業、解惑」，其中的重點放在對學生的「教、訓、

輔」等三項工作。但是大學教師和其他層級教師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學教師身

為合格的學術研究人員，自然需要擔負學術研究研究工作。除了教學與研究之外，

在當前的台灣高等教育環境中，大學教師的角色與責任，依據教師評鑑的標準，

可概分為「教學、研究與服務」等三個主要項目。所以一位合格並稱職的大學教

師在台灣，除了担負起傳統的教學責任與教師角色之外，更須要在專業職能方面，

成為知識的「量產」研究者，以及參與社會服務的實踐者。此外在媒介發達的台

灣社會中，傳播媒介成為公民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公共議題，並進而影響公共政

策方向的最有效的管道之一，身為一名傳播相關科系的老師，如何讓未來的傳播

從業人員擁有基本的素養與專業的技能，並透過各式的教學、研究以及服務等活

動，擴大教師身為知識分子的公共參與，就成為傳播科系教師不可逃避的另外一

項任務。本次的討論就先從「教學、研究與服務」這三項主要的教師任務談起，

從筆者投入傳播教育與研究的親身經歷與觀察出發，希望能與大家分享身為大學

傳播相關科系的新進教師，面對大學教師被賦予的多元角色與責任，在目前的高

等教育環境以及教師評鑑遊戲規則之下，如何在家庭、學校、社會與媒體等不同

場域中，善盡教學、研究與服務等不同的義務與責任，以及可能遭遇的困難與挑

戰。 

私立大學教師與公立大學教師最大的不同應該就是教學方面的負擔。撇開學

生程度方面的差異，面對每學期學生對授課教師的量化評鑑，以及校方對於教學

品質的要求，廣泛應用多媒體的影音導向教材設計或是多元互動的教學方法設計，

都增加了教師在備課與教學方面的負擔與壓力。此外，面對學生對教師量化評鑑

3.5 分的壓力，在教學方面上，某種程度的「討好」學生，似乎也是無法完全避

免的。不過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對於教師在教學方面的此種壓力，如果能增加學

習成效，對於教師來說，也只能儘量滿足學生在學習上的需求，以及校方對於教

學品質的控管壓力。 

另一方面，私立大學教師，甚至是技職體系教師與公立大學老師們同樣要面

對的就是研究與升等的壓力。尤其是面對各式的校務、系所、教師評鑑或是大學

排名指標，教師的研究成效似乎已經成為「唯一」的評鑑指標。大學教師的價值

似乎也是建立在教師的研究能量上，尤其是論文發表的數量，使得大部分的新進

教師，在進入學校工作後，都把最重要的工作重心放在研究的產出上。但是研究

的量產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來說，都不是在短時間內可以大量生產的，因此在

研究方法、研究規模以及研究主題的設定方面，也是無法避免地，會讓研究者往

短時間內即可完成並獲得研究成果的方向來思考。因此，研究成果是否對於社會

大眾有實質的助益，也就不是研究者所關心的主要課題。在時間與精力有限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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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大學教師對於研究工作的投入，自然而然地壓縮到老師們致力於教學以及

離開校園，參與公共事務的時間。 

與「研究」和「教學」相比，「服務」這項大學教師的職責，雖然是大學教

師參與公共事務或是關懷社會的最主要管道，但是在攸關教師生涯的教師升等與

評鑑上的比重卻是最低，參與服務的成效也不容易量化，因而被一般社會大眾、

校方、或是教師自己的重視程度也是相對較低。當然大學教師參與公共服務的管

道與方式非常的多元，不過對於傳播科系教師來說，與其他科系相比，可以與教

學活動融合，帶領學生共同參與。以靜宜大傳為例，系上的實務課程像是「電子

報實務」就結合了系上的學生實習媒體，對於靜宜大學所在的中部地區，做了許

多關注與報導。另外像是「紀錄片製作」或是「電視製作」等課程也都可以與一

些愛心機構或是地方藝文團體以及政府機關合作，製作出關懷弱勢，宣揚地方文

化特色的影片或是專題節目。透過媒體實務課程，不僅可以讓學生學習媒體製作

的專業技能，更可以透過此種與相關機構或是民間團體的合作，讓師生們一同走

出象牙塔，對於所處的社會做出貢獻。 

 

4.李佩霖 ——大學課堂中在地關懷與批判意識之培養 
 現職：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摘要 

在過去的年代，擠進台灣的大學窄門是多少莘莘學子耗費熱血青春年華、孜

孜不倦所欲達成的目標。為了紓解學子升學壓力，並使窄門放寬，台灣教育當局

約自民國 80年代起，啟動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措施，涵括了法令修改、師資培育、

教科書撰寫選用及多元入學方式等面向。而在高等教育方面，最直接且劇烈的改

革，便是在「廣設大學」的政策下，新成立多所國立大學，並放寬當時專科學校

與技術學院的升格條件，使之能快速的升格成大學。十多年過去了，當年教改的

諸多政策仍在台灣社會中引起諸多爭議，其中之一便是大學廣設使得大學學歷貶

值，更有甚者，大學成了某種型態的「職前訓練所」。而當大學錄取率超過 9成，

身處教學第一線的大學教師便首當其衝的面對教學生態由菁英教育轉成普及教

育的劇烈轉變。 

自民國八十三年大學法修正並公佈大學法實施細則後，確定教育部對大學評

鑑的權責，而隨著民國九十四年「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的成立，

使得台灣的大學評鑑制度更加的專業化及制度化。為了提升大學辦學品質及追求

健全的高等教育環境發展，大學評鑑本身有其必要，然而不可諱言的是，台灣目

前的大學評鑑—根據去年(民國 99年)監察院對教育部的糾正—的確顯現評鑑項

目繁多、使諸大學疲於應付等缺失。由於大學評鑑的結果與各大學的獎補助款分

配、招生名額、系所增減等息息相關，加上台灣少子化危機直接衝擊各大學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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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入學人數，因此不論是拿五年五百億的研究型大學、拿教學卓越計畫的教學型

大學、或屬於技職體系各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無不全力追求評鑑績效，以求在

競爭劇烈的高等教育市場中生存，或延遲退場的時間。 

對於身處高等教育體系的大學教師而言，除了要面對前述教學環境的劇變，

還需在「教學、研究、服務」中求取平衡，以達成各級評鑑時對於此三面向所規

範之各種標準及條件；而在此三面向中，又常有以研究凌駕其他兩項的潛規則。

也因此，在追求評鑑績效的過程中，教師們可能會過份注重個人研究成果，並在

分身乏術的情況下難免犧牲教學品質。在此等評鑑至上的體制及個人主義的氛圍

中，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大學生在四年的高等教育中面臨知識廣度、理論深度及

整體學理素養的匱乏。 

要改善上述缺失，除了該由體制面向著手之外，最重要的是教師本身應對於

其身為知識份子的角色，及如何發揮知識份子的公共性等議題有所體認。在當前

的台灣，由於受到中華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士農工商」的社會階層及「讀書入仕」

的思維影響，人們對「知識份子」的想像通常僅侷限於「受過高等教育的那群人」，

故而大學教師們的「學者」身份乃屬理所當然的知識份子。但按照愛德華•薩伊

德（Edward W. Said）在《知識份子論》一書的看法，知識份子指的是各行各業

中以代表藝術（the are of representing）為業的個人，並非僅指一小群取得

最高學歷、棲身於大學校園中、汲汲於抽象理論思考的哲學家。因此，服膺於僵

化的體制、汲汲追求個人研究「產出」、且缺乏批判意識的大學教師們並無法符

合薩伊德對於「知識份子」的定義。若大學教師以薩伊德所言之「知識份子」為

己任，那麼肯定不甘於做個只求達到教學評鑑低標的教書匠，也不會盲目以量化

指標衡量己身研究成果；相反地，身為知識份子的大學教師，會試圖突破現有體

制的不合理並親身參與改革的過程，實用己身所學且關注各項公共或在地議題，

以求從象牙塔內走出，而非走入象牙塔內。 

除了反求諸己，身為知識分子的大學教師亦應汲汲於培養下一代的公共知識

份子，而傳遞此等批判意識與提昇對公共議題關懷度的場域，便是在大學課堂中。

以當前的大學教育而言，校方越來越注重培養學生服務學習及提升在地關懷，因

此台灣各體制之大專院校，多有將服務教育課程列為大一新生的必修者；但此等

服務貢獻精神之培養，僅憑某一特定時期的短暫服務時數實屬不足，因此需將此

精神落實於大學各科目的教學活動當中。本次的圓桌論壇，筆者將以己身教學經

驗出發，期與諸與談者共同討論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大學教師該如何透過實習、在

地觀察、深度訪談及社區參與等課堂活動及作業，將課堂理論及實務結合，以培

養大學生的在地關懷及批判意識。 

 

參考資料： 

Said, E. W. (2004). 知識份子論（單德興）。台北市：麥田出版。（原著於 1994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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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生存與工作之外：走出遊民輔導死胡同 – 1 【工作坊】 

 

主持人：陳大衛 

 

發表人： 

1.  方孝鼎 —— 空間治理與偏差治理：遊民活動空間的變遷 
 現職：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摘要 

1990 年代以前，遊民的活動棲息空間相對較無拘束，市中心的車站、商場、

公園、市場，僻靜的住宅區、寺廟，人跡罕至的橋墩、工地、空屋，乃至公共建

築的走廊、倉庫、機房等縫隙，商店打烊之後的幽暗街角、梯間，都是遊民活動、

棲息的空間。隨著公共場所衛生管理與景觀管理的強化，建築形式轉為擁有獨立

保全的集合住宅，市民對社區景觀、社區治安與住宅價格的追求逼迫市政當局驅

趕遊民，以及市政當局為舉辦國際活動所採取的街市美化、淨空遊民行動，遊民

的活動棲息空間逐漸從公共建築、住宅區、商業區撤離。 

 

與此同時，臺灣各大城市的市政當局與民間 NPO 組織對遊民的支持性服務方

案逐漸興起，遊民的聚集地點與活動軌跡，逐漸往福利服務的供給據點靠近。在

遊民趨近集中的過程中，遊民與服務據點社區有了矛盾，為了維持服務據點能夠

營運，社工對遊民的容顏、舉止進行微觀層次的修整、管理，並引導遊民打掃周

邊環境。 

 

除了供餐、夜間庇護、淋浴、剪髮等支持性服務之外，年邁、失智與殘疾的

遊民被後送到安養、養護與療養機構。社工體系的反省在於安置是否得當？是否

符合案主的需求？年長者、失智者、精神障礙者、肢體障礙者是否得到不同的處

遇？一旦進入機構安置，他們便被當作老年、身心障礙者處理，不再是遊民，直

到他們再次流浪街頭才重新被當作遊民，再一次被檢視分類，再一次當作老人與

身心障礙者後送安置。我們的社會福利體系將個人生命中連續的過程，切割成老

人、身心障礙、遊民三個不同的身份範疇，提供不同的資源，安置在不同的空間。

遊民在三個服務領域的缺口間流轉，無損於流浪的生涯，也無損於社工服務的專

業自信。 

 

如果我們願意，還可以加上針對慢性病與傳染病的醫院、針對失業問題的就

業輔導站、針對散漫身心習性的職能重建中心，它們本著專業，一齊加入將遊民

問題分而治之的社會控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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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段針對遊民進行雙向社會控制的成功歷程。外在形象與內在觀念、

推力與拉力協同運作：從街市巷弄、公共空間轉移到服務據點，再到安置機構，

市政當局與 NPO 組織清理了都市空間，治理了遊民的活動軌跡與容顏舉止，也切

割、細瑣化了遊民問題。這是市政當局的勝利、房地產資本的勝利、公共衛生的

勝利、社會福利的勝利，也是中產階級審美觀的勝利。同時，遊民使用公共空間

的公民權利被閹割了，生活風格的美（/醜）學意義被汙名化了，生命歸宿也被

標準化與機構化了。 

 

2. 馬志政——從實務工作探討街友問題與福利服務—以台中市為例 
 現任：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社工員 

 

 

摘要 

 在這個貧富不均的社會，流浪弱勢族群是越來越龐大了，從實務工作者的角

度來看，許多街友的故事，有很多的無奈及感傷，而在輔導、協助的過程中，工

作者經常感到相當無力，因為街友沒有任何強而有力的法源，提供街友應有的輔

導及救助措施，長期以來，單一藉由社會救助法第十七條來宣示對這群人的關心

及照顧，在實務上是無法達到真正照顧及輔導的服務措施，街友是社會的一份子，

政府是有義務幫助他們重新站起來，不應單單只是給予餐食、衣物或短期安置的

消極作為，也應針對有意願且能力之街友來透過法令結合相關部門積極輔導自立

生活，而社會福利措施也應針對街友屬性、弱勢情境來給予合適的救助措施。 

 

    每一個遊民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年紀大的或行動不便的就靠著拾荒，獲取

些許的金錢維生；年輕力壯者偶而會以臨時工來謀生；或者，無法工作、不願工

作的，就仰賴政府資源及民間團體給予的濟助來生存，但是，卻有一群遊民被有

心人士利用，騙取身分證、存摺簿，從事一些犯罪的行為，到最後，受到最大傷

害的是誰呢？或許就是這群無法為自己發聲的遊民吧。 

  

    本人從這幾年實務工作中，觀察發現遊民形成的主要問題如下：家庭解構、

關係衝突與疏離、個人競爭力不足及心理因素、社會環境急速改變等多樣化的問

題，且經過一定時間的交錯複雜運作下，終於無力選擇生活，逼使自己只有選擇

在街頭居住，可見遊民案件的增加，顯示貧富懸殊所產生的諸多社會排除問題，

更看到社會救助安全網出現漏洞與不完善，直接影響福利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加

上長期社會觀感的偏誤，更使得第一線遊民服務工作者，長期遭到邊緣化及資源

限制。 

從過去數年的實務工作經驗中，我認為生命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僅是個

人的生命尊嚴與肉體不可分割，即便是生命與生命間的連結也同樣不可分割。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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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說，遊民族群因失業、貧窮、身心問題而流落街頭，挨凍受餓的身體傷害，

讓個人的生命尊嚴受到缺損，更讓普羅大眾的眼目心靈也受到恐慌，擔憂哪一天

自己也會淪落成為街頭的流浪漢。紓困的策略，除了群體能捨棄「人生自己負責

論」的迷思、共同協助遊民等弱勢族群安穩生活外，國家的權力治理更是極為重

要的角色。 

 

    因此，本人擬藉由實務工作來探討目前台中市街友棲息情形、輔導服務措施，

省思台中市的街友問題及福利服務現況，並檢視街友族群需求與服務發展，進而

提具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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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互助換工，另闢蹊徑—部落工作群體集結的想像與實踐

出路 【圓桌論壇】 
 

主持人：黃盈豪 

 

發表人： 

 

1．德布藍恩、楊江瑛 ——從照顧孩子到與國家對話，部落婦女組織

的路程：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的實踐與反思 

 

德布藍恩 

 現職：屏東平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楊江瑛 

 至善基金會南部工作站主任、部落托育聯盟幹部 

 

 

2. 林建治、黃盈豪 —— 如何「一起」？怎麼「共同」？：大安溪

的共同照顧經驗與反思 

 

林建治 

 現職：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理事長 

 

黃盈豪 

 現任：長榮大學社工系講師、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秘書長 

 

 

摘要 

 大安溪部落共同廚房，是在九二一地震後，由社工和在地青年共同組成的團

隊所推動，希望找回泰雅族共食共做的分享機制，用原住民在地的社區機制和傳

統智慧進行部落共同照顧。經營接近十年了，這邊文章是我們試圖回看在部落裡

到底什麼叫做「共同」，而「一起」工作又該怎麼可能。在部落緊密的人際關係

中「一起、共同」是一直存在的事實,不僅婚喪喜慶的時刻,平常生活亦然.雖說

有著相同的文化、風俗習慣這也是必然產生的一種群體關係,但是認真說來這其

實就是部落幾千年所延傳下來最珍貴的生活價值,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部落的

ga-ga,這個 ga-ga 大概就是部落族群命脈永續生存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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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江梅英、婀麼、安吾斯 —— 返鄉青年、在地婦女：南部工作

站莫拉克災後部落重建的對話與前進 

 

林江梅英 

 現職：達卡努瓦重建專案協力社工 

 

婀麼 

 現職：大社重建專案協力社工 

 

安吾斯 

 學歷：東華大學 

 現職：達卡努瓦重建專案工作 

 

大綱 

 前言 

 服務經驗與歷程—返服 

 八八風災青年自救會—轉捩點 

 原鄉部落青年返鄉實務工作分享與困境 

 部落青年省思 

 

4. 羅紀彥、黃盈豪、楊江瑛 —— 「部落的方法」是什麼？：南部

工作站莫拉克災後部落重建的對話與前進 

 

羅紀彥 

 學歷：東華民族發展碩士 

 現職：霧台重建專案協力社工 

 

 

摘要 

  

    風災後至今已經進入第三年，災難的侵襲加上國家決策的外力衝擊，許多原

住民部落在短時間內面臨巨大的變局，維繫部落的網絡、文化、傳統也變得更加

迫切，而當大批的工作者進入部落進行災後重建的工作，外來與在地的工作者也

被迫在短時間內以自己的經驗或者訓練回應上述種種變遷之下的部落議題，在這

些內外的擠壓中，部落工作的衝突與矛盾也跟更劇烈也更尖銳的呈顯出來，這同

時也是一個機會讓工作者必須正視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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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詠新、蘇文仙 —— 社工觀點與社區工作：南部工作站莫拉克

災後部落重建的對話與前進 

 

胡詠新 

 現職：勤和重建專案協力社工、至善基金會南部工作站社工 

 

蘇文仙 

 現職：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研究生 

 

 

3.  黃湘淳、楊江瑛 —— 換工團的想像與實踐 

 

黃湘淳 
 現職：至善基金會南部工作站行政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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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透視台灣醫療體系市場化與私有化問題 

主持人：林孝信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顧問、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評論人： 

1.劉梅君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政大勞工所教授、臺

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副董事長 ） 

2. 林孝信（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顧問、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發表人： 

1. 陳美霞 —— 台灣醫療體系市場化與私有化的歷史分析 

 學歷：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社區衛生教育及行為博士 

 經歷：芝加哥大學社會服務行政學院衛生行政與政策研究所副教授、成功

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現任：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

研究所特聘教授 

 著作簡目： 

(1) 陳美霞, 台灣公共衛生體系醫療化與市場化的歷史發展分析, 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 81:3-78, 2011.  

(2) 陳美霞, 書評：達悟民族，你為什麼不生氣？──精神失序社會學分析下

的蘭嶼“鉅變”, 台灣社會學, 20: 209-219, 2011  

(3) Chen, M.S. and Chan, Anita.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 China: 
The Case of State-Managed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40(1): 43-60, 2010. 

(4) 陳美霞, 從公共衛生看全球暖化問題, 醫療品質雜誌, 3(4): 14-18, 2009. 

(5) 陳美霞, 病毒無祖國─新流感與跨域治理, 臺灣民主季刊, 6(2): 211-218, 

2009.  

(6) 范國棟、陳美霞, 臺灣醫院護理人力增長的初步分析, 臺灣衛誌, 28(1): 

26-34, 2009. 

(7) 尤素芬、陳美霞, 企業內安全衛生保護之勞工參與機制探析, 臺灣衛誌, 

26(5): 419-432, 2007. 

(8) 陳美霞, 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 批判與再造, 31:  

34-4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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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陳美霞, 南臺灣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北臺灣的比較分析, 臺灣衛誌, 24(6): 

504-518, 2005. 

(10)Chen, M.S. and Chan, Anita, Employee and Union Inputs into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easures in Chinese factories,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8: 1231-1245, 2004. 

(11)陳美霞, 公共衛生畢業生出路問題的思與辯─2002 年臺灣公共衛生學會年

會討論會緣起及記實, 臺灣衛誌, 22(5): 337-339, 2003. 

(12)Chen, M.S. Workers’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protection in China’s transitional industri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9(4): 

368-377, 2003. 

(13)陳美霞, 公共衛生千年沈浮, 網路與書 7, 46-51, 2003. 

(14)Chen, M.S. Oral Health Status and Its Inequality among Education 

Groups: Comparing Seven International Study Si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32(1): 139-161, 2002. 

 

摘要 

1949 年，在國共內戰中戰敗的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在台灣推動土改及

進口替代政策，基本上實踐孫中山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

家資本”的主張。然而，這個政策維持到 50 年代末，美國就逼誘台灣從進口替

代轉向出口導向政策，從節制私人資本轉向鼓勵私人資本，同時成為美國國際戰

略中圍堵社會主義中國東南沿海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台灣出口導向、發達私人資

本的政策經過 60、70 年代的發展，私人資本逐漸興起，再經過 80年代末期及

90年代之後政府全面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波助瀾，到 2000 年代，數十年越

來越商品化、越來越市場化、越來越資本主義化的發展，不僅在台灣社會、經濟、

文化、政治各個層面累積許許多多問題，夾層其間的醫療體系，當然不可免的也

牽連在內：從光復後至今--尤其在 1980 年代之後，台灣醫療體系是不斷市場化

及私有化的過程。 

1950、60 年代，政府對台灣醫療體系的發展重點是公立醫院的建設；在這期

間，政府建立了兩所大型公立醫院—榮民總醫院及三軍總醫院，及修建或新建了

20多所省市立醫院，目標是讓每一個縣市至少有一所公立醫院。這時期，公立

醫院與私立醫院的氣勢是旗鼓相當的；公立醫院的病床數甚至比私立醫院還要多。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立醫院是當時台灣醫療體系的主力。 

公立醫院的優勢維持到 70年代開始有些逆轉，越來越多私人資本在政府的鼓

勵下，投入醫療體系。80年代中、末期開始，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支持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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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逆轉。這個時期，政府全面推動新自由主義、鬆綁、及私有化政策，對政府機

構進行組織再造，瘦身、裁員。在這樣的政策主導下，政府一方面對公立醫院的

補助開始大幅降低、要求公立醫療機構自負盈虧，甚至乾脆將十多所公立醫院放

手給私人資本或財團經營。 

另一方面卻以租稅優惠、醫療發展基金補助、及社會醫療保險資源的分享等

等政策，刺激及鼓勵私人及財團資本投入醫院的創建。因此，大量私人及財團資

本不斷投入醫療市場，私立及財團醫院蓬勃發展，無論是醫院數、病床數、或醫

事人員數都急遽竄升，高高淩駕公立醫院之上；這些私人或財團醫院藉由大量製

造及行銷醫療商品，從病患—台灣社會大眾—賺取利潤，進一步累積及擴張其醫

療資本。 

在上述不利因素兩面夾擊之下，原本以提供服務、而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公

立醫院開始受到強大波及。在競爭極度激烈的醫療市場中，為了存活，即使“公

立”的醫院，也“人（指公立醫院）在江湖（指市場），身不由己”，必須不斷

的擴張，與私立或財團醫院拚業績、搏資本、爭市場。台灣醫療體系就這樣、不

斷的、快速的往全面商品化、市場化、及私有化的道路滑下去。 

 

 
2. 黃青青 —— 台灣防癆體系私有化問題之分析與探討 

 學歷：私立弘光護專、高雄醫學院護理系、成大公衛所碩士 

 經歷：高雄市阮綜合醫院健診中心護士、省立花蓮醫院急診科護士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推動團隊成員、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疾病管制處技士 

 著作簡目： 

(1) 黃青青，索任，楊銘欽，江大雄，林立人， 高雄縣結核病例改診斷評估及

其成本效益分析，臺灣衛誌 2003,Vol.22,No.5：368-375 

(2) 黃青青，全球金融風暴、經濟不景氣，正衝擊著台灣的結核病防治工作，

防癆雜誌 2009 春字號：12-13 

(3) 黃青青，世紀傳染病「HIV-TB Co-infection」的防治工作是個人或社會集

體的責任，防癆雜誌 2009 夏字號：24-26 

(4) 黃青青，「貧窮」也是一種公共衛生議題，防癆雜誌 2009 秋字號：29-33 

(5) 黃青青，江大雄，陳英彥，林立人，台北市北投區某私立幼稚園β溶血性

A群鏈球菌感染與猩紅熱突發事件之流行病學調查，疫情報導

2002, Vol.18,No.8：40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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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0 年代，私有化浪潮席捲了全世界，這股趨勢尤以在美國雷根政府與英

國佘契爾政府推動新自由主義之後特別明顯，政府總預算刪減、去管制與私有化

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內容，其所造成的影響廣泛，包括國營事業民營化、社

會福利業務私有化等；在公共衛生面向則有健康醫療照護體系的私有化。 

西方有關私有化議題的研究與批判十分豐富，但是，台灣這方面的研究相對

缺乏。一些研究對公營交通事業、社福機構民營化做了分析，而在公共衛生及醫

療體系的私有化的研究則是鳳毛麟角。本文將分析台灣公共衛生體系下之防癆業

務私有化的發展過程及其後果。 

台灣防癆業務歷經三個時期的私有化過程--即 1950~1979 年的國家防癆業

務公有化時期，一些諸如民眾衛教、流行病學調查、疫苗生產與供應等預防性業

務，從 1950 年迄今都是由公部門提供服務；到了 1980~1994 年則呈現部份防癆

業務私有化時期，例如村裡民眾的胸部 X光檢查及驗痰業務，因著公、勞、農保

合約醫療院所的擴張，可以提供社區民眾因症就診之胸部 X光及驗痰服務，而取

代了政府自 1950~1979 年所提供的主動到社區進行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防癆篩

檢業務；最後 1995~迄今的防癆業務私有化擴張時期，因政府實施全民健保，幾

乎全台灣的醫療院所皆加入健保合約，所有防癆醫療性如疾病之診斷與治療業務，

皆由健保合約院所提供服務，全面取代了政府自 1950 年起提供的防癆醫療性免

費服務。這個防癆業務由公轉私過程，是透過醫療保險資源對私部門的開放與全

民健保納保率的擴張得以完成。 

本研究重要結論是，醫療服務必須先成功轉化成醫療商品型式，才得以進入

醫療市場進行交換。台灣自 1980 年代起，一些個人性防癆醫療業務如疾病之檢

查與治療，因具有可以標準化、數量化生產、容易經由醫療保險代收代付，因此

容易商品化、市場化，這些業務因此成了私有化的對象；反之，一些具公共性質

的防癆預防性業務如民眾衛生教育、流行病學調查、主動性社區民眾防癆篩檢、

疫苗接種等，因不具利益排他性、不容易數量化，最大利益歸屬公共擁有，而不

具商品存在特質，故迄今尚未被私有化。 

然，台灣防癆業務私有化的結果有下列值得省思：一、碎裂後的防癆體系採

公衛與醫療分流政策有利結核病防治目標嗎？二、當私有制競逐私利本質與防癆

業務公益性衝突時，該如何善了？三、防癆醫療性業務私有化對誰有利？對誰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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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尚儒 —— 商品還是公共財：從英國長期照護私營化經驗看台 

灣未來長照發展危機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在職生 

 經歷：高醫樂生口述歷史工作坊發起人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推動團隊成員、戴德森醫療財團法

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家醫科住院醫師 

 

摘要 

過去台灣的長期照顧一直是仰賴許多女性無償勞動、進入「高齡化社會」後，老

人照護需求日益增加，目前機構長照以私人小型機構 83.6％為主、加上 17萬多

外籍看護工、台灣社會儼然已將長期照護視為一種商品。然而、長期照護是高度

勞力密集和技術性工作，品質的好壞與接受服務者健康有相當關連、不應該當作

商品看待。此外目前的長期照護供給顯然不夠、因此關於長照法和長照保險討論、

建立社會共同承擔、互助精神照護系統是大家共識、因此長照應該被視為一種公

共財。本文從英國長照私營化經驗來預警台灣社會、對於長照系統中大量私營化

可能造成影響、以及公共財損失。 

英國自 1946 年開始從中央稅收提供地方政府提供長期照護機構服務、直到 1980

年代新右派政權希望減少國家長照負擔、以推展社區照顧和去機構化為由、逐漸

縮減中央對地方補助、同時另外編列社會安全預算鼓勵私人資本投入長照市場、

導致私營機構蓬勃發展、跨國企業投資和介入。80年代後期發現整體機構數量

有增無減、不但原本政府希望去機構化目標沒有達到、鼓勵私人部門投入 社會

安全預算也日漸增多。1988 年 Community Care Act 將照顧責任下放地方政府、

終止社會安全預算補助、同時鼓勵地方政府與私營長照合作、關閉原有公營機構、

並鼓勵私人資本進入居家服務市場。90年代後期公營長照嚴格審查入住條件、

NHS 的長照也只剩下殘補功能。以私營機構為主體的英國長照不但沒有節省支出、

更面臨服務端階級差別化、供給端分布極端化、勞動條件不良影響照顧品質、以

及住民因照顧不連續、私營機構惡性倒閉而不斷迫遷的身心傷害。 

英國這些私營化問題、在台灣很可能也會發生。當照顧服務輸送體系的建構未完

善之前、很可能像英國 80年代一樣造成更多私人資本投入市場競爭、機構化大

型化的趨勢變本加厲。唯有先建構非營利公共照顧服務輸送體系、再導入適當由

社會共同承擔的財務機制、台灣長照才能避免陷入類似英國私營化、財團化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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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都更與都市的社會與空間排除 

 

主持人：徐進鈺 

 

發表人： 

1. 徐燕興 —— 都市更新在台北的動員政治 
 現職：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2.  張維修 ——都市更新未曾發生？都市更新政策與空間戰爭 
 現職：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3.  饒祐嘉 ——都市更新的美學 
 現職：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4. 黃舒楣 —— 租的想像、代理和跨境流移: 從租務地景檢視香港

市區重建和城市公民權 
 現職：華盛頓大學環境規劃學院博士候選 

 

摘要 

 2001 年香港成立半公半私的市區重建局以取代前殖民政府所設土地發展公

司，展開市區再發展新頁，預示了城市空間全面新自由主義化發展。市區重建局

所推動的各項目帶動了城市舊區再發展的空間想像和投機熱潮，私人發展商也不

多讓，紛紛加入競爭市區價昂珍稀的空間資源，共同論述以發展為首、鼓勵流動

遷移的城市變化動態，並以其強調市場自由、地產經濟的強勢觀點回應公民社會

的高聲批判。十年過去，歷經市區重建局推出「市區重建策略檢討」(2008-2010)、

「樓換樓」、「需求主導」等新方案，公私部門之間的競合也更形微妙，參與其

中的作用者和實踐策略漸趨複雜，本文以為，近年來香港社會流行以「地產霸權」

(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一詞取代「官商勾結」，雖鏗鏘有力地點出土地

和階級乃此城市再發展戰役的兩個重點，卻無法充分解釋都市更新過程中的作用

者參與地產經濟以及空間實踐，如何在更新歷程中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此外，

伴隨著一波波重建，市民對於「地租」的理解也有多樣的想像衍生，本文試圖議

論，對於此地租想像的分析乃理解城市再發展的重要關鍵，尤其需要透過空間性、

民族誌取向的分析，以尋得研究新取徑，才能勾勒出都市更新之背後，地租、居

住、公民權利之間的複雜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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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尋找陳映真的文學視野 

 

主持人：邱士杰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發表人： 

1. 戴哲 ——歷史記憶與空間寓言──解讀陳映真〈忠孝公園〉的文

化政治 
 現職：上海大學中文系 

 

摘要 

 本文以一個大陸人的視角、以陳映真《忠孝公園》作為契機和方法、以捲入

的方式來試著閱讀和理解臺灣，從而試圖內在地去解釋臺灣存在的問題（如台獨

問題、臺灣本省人身份認同問題）。文章重點討論了《忠孝公園》中的本省人林

標、林欣木、林月枝的認同狀況：由對認同感的焦慮（林標）和矛盾到認同感的

缺失（林欣木、林月枝），借由認同焦慮到認同缺失這一過程的討論，許多問題

得以呈現和討論。雖然陳映真並未給林標一類的老一輩臺灣本省人找到出路，也

同樣沒有給越走越遠的臺灣“子一代”找到方向，但是其厲害之處在於能夠將斷

裂、脫節的歷史脈絡串連起來從而使所有問題的討論都在恰當的歷史軌跡中進行，

只有這樣出路才有可能被發現。 

 

回應人：林思晴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2. 吳寶林 ——人間「風景」──閱讀陳映真 
 現職：上海大學中文系 

 

摘要 

   閱讀陳映真伊始，我就不得不問自己一個問題：通過閱讀陳映真而深入到

自己不曾熟悉的臺灣歷史與社會，這對今天處在大陸錯綜的政治語境下的青年一

代（起碼就我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或者說，我為什麼要閱讀陳映真？他與我

能產生什麼樣的思想的交集？再換一種問法，處在今天相對苦悶的語境裡，我該

如何真正能進入陳映真的文學世界，從而真正從物件身上獲得超越知識上的感覺，

就是超越那種對符號的移情而有某種身體經驗的觸動？對我來說，“站在哪裡”

才是合適的？這些問題其實都是我閱讀過程中不斷浮現的，困惑我，也促使我不

斷回返去追問自己。 

 

回應人：陳運陞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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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玫蓁 —— 失語的歷史：情感斷層和主體的消逝 
 現職：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 

 

 

摘要 

  陳映真在這一系列的文章中，採用的題材總是讓人又熟悉、又陌生。他靈

活的呈現出了許多主體經驗，然而我們可以發現，它刻劃出來的角色之間通常是

難以交流的，而這些難以交流的主體卻又存在同一個時空範疇下。又，我們對那

些背景通常是有著某種程度的認識，但通常是空洞不已的。因此，在本文中，我

們可以循著陳映真給我們的線索，來找出更多的歷史細節，期待能更貼近真實的

歷史主體。 

 

回應人：宋玉雯（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 

 

4.  陳光興 ——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分斷體制下的外省失鄉人 
 現職：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回應人：張志強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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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建制民族誌：創造改變與行動的社會學 

 

發表人： 

1. 王增勇、吳紹文 ——底層原住民婦女發展主體性的分析： 

用蠟染說故事的排灣婦女 

 

王增勇 

 現職：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吳紹文 

 現職：「女人紀錄布」計劃之協同研究者 

 

摘要 

 本文以屏東縣春日鄉古華社區的排灣族婦女所創立的「女人布工坊」為例，

探討長久以來面對漢人強勢社會，底層在地原住民婦女是如何利用藝術創作重新

掌握所失去的發言權。文中運用楊照所提的「門口情境」與瓦歷斯・諾幹所建議

的去殖民化策略作為理論架構，透過生命故事訪談與參與觀察的研究設計，進行

田野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研究發現，這群婦女透過耆老的口述歷史訪談，重新對

內凝聚原住民的認同，並選擇貼近婦女生活世界的蠟染做為創作形式，而放棄漢

人社會常見的文字紀錄形式。原住民婦女的主體性是一步步經過共同生活的歷練

而長出來的。創作的歷程分成三個階段，從一開始模仿與複製的失語狀態，到因

為耆老口述歷史的感動而開始想要說故事，進而將故事化為行動，希望召喚部落

族人一起投入部落公共事務的實踐階段，再進入開始批判反省殖民過程在部落中

所造成的傷害，透過控訴與逆寫，這群婦女用蠟染紀錄了當代原住民婦女的生活

世界，成為自己故事的發言主體。但是這些原住民婦女的主體性並沒有得到漢人

社會的尊重，國家反而暴力地試圖將她們的故事扭曲成市場經濟的商品。建制民

族誌提供分析國家權力運作重新型塑這些原住民婦女在地主體的微觀運作，讓我

們可以看到當前原漢族群關係的複製機制，但也提供基層反抗的可能。 

 

 

2. 梁莉芳 —— 建制民族誌作為基進的研究與行動取徑：以與移工

團體的合作為例 
 現職：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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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我和兩位移工團體工作人員的實驗性嘗試，我們試圖要呈現以「建

制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為研究方法，對倡議研究和社會改變

可以有的貢獻，以及倡議團體的每日工作做為田野資源和資料來源在研究方法上

的意義。研究所合作的田野為一外籍移工1倡議團體，「天主教越南外勞與配偶辦

公室」，其服務的對象包括工廠移工與家庭類移工。我們研究以女性家庭看護工

與幫傭的生命經驗作為研究的立足點（standpoint），探究外籍勞動力的社會組

織與社會關係如何影響她們的生命經驗（lived experiences），並進一步分析如

何透過建制過程（institutional processes）的重新安排和編派，創造改變的

可能：改善她們在台灣社會的處境。 

 

 

3.  林昱瑄——建制民族誌作為揭露統治關係的途徑：以大學教師評

鑑制度為例 
 現職：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暨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摘要 

 自千禧年以來，臺灣高等教育經歷一連串的結構重組。其中對大學教師

衝擊最大的一項變革就是，大學對於學術工作的管理和評鑑方式有了明顯的改變。

教育部於《大學法》2005 年 12 月 28 日修正案第 21條明文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

評鑑制度，以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此後，各校陸續制訂了相關教師評鑑法規，作為教師評鑑之依據，許多學校因此

開始發展出限期升等的條款，或是各種計算繁複的績效評量表。另一方面，台灣

高等教育自 1990 年代起過度擴充，加上現今少子化的趨勢，使得現今大學數量

供過於求，為了建立高等教育的退場機制，2005 年底教育部發動各大學出資成

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06 年開始針對全國大學系所進行評

鑑，並根據評鑑結果作為教育部核定系所招生名額調整、經費補助，以及學校調

整規模之參考依據。為了應對這些和經費、資源休戚相關的評鑑，各大學自訂的

教師評鑑辦法，莫不以高教評鑑中心的效標為馬首是瞻，使得評鑑方式漸趨量化、

明確化、客觀指標化、計分嚴格化（蘇碩斌，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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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生存與工作之外：走出遊民輔導死胡同 -2 

【工作坊】 
 
主持人：方孝鼎 

 

發表人： 

1.  陳大衛 ——新出路或死胡同？-論社會企業模式介入遊民輔導

業務 
 現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遊民工作坊負責人 

 

 

摘要 

 近年台灣遊民問題漸受關注，「經濟型遊民」更被社會各界重視，部分

學術與助人工作實務界的人士引入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理念及經

營模式，企圖解決當前遊民問題，可是，經由接觸台灣北部地區的號稱以社會企

業經營模式介入遊民輔導業務的項目之後，發現「遊民問題」不止被單向福利化，

更由於遊民形象被台灣媒體塑造成貧窮的可憐者、潛在的／現行的罪者，又或者

是單純因為個人因素（個人適應不良）的失業者，故此，遊民問題被冠以一種「無

法獨自面對失敗的社會經驗的邊緣人」來處理，經由這樣的邏輯建構一系列針對

個人的「重建工程」，例如失業者應予「個別的」就業輔導，忽視了遊民失業的

結構性問題。 

 

本文企圖藉由檢視含有社會企業經營成份的企劃案，從以下數點來觀察這些

委辦案的背後意含，從意解構部分的所謂的社會企業，是否僅是打著社會企業的

旗號對遊民提供一個「希望的泡沫」，甚至以遊民在社會福利的邊緣位置取得相

當的企業經營便利性，從中獲得結構性利益卻從未被國內學術界與實務界討論。

相關的檢視要點如下： 

（一）廠商所提出的企劃案的假設／前提； 

（二）廠商所提出的議題或問題是否切中目前遊民處遇上的關鍵點； 

（三）廠商所提之企劃案是否為目前社區所迫切需求？ 

（四）廠商所提的解決問題策略是否能夠切中重點，並且，所提之具體策略

有足夠夠的執行能力，有具體的執行方法，更重要的是確切可行？ 

（五）廠商所提的企劃案所產生的影響（正面與負面）全盤性的考量，並且

廠商能夠有因應的方法；此外，企劃案所帶來的近程、中程及遠程的

影響預估為何？ 

（六）廠商所提的企劃案是否符合主管單位的期待？以及是否符合使用者的

需求？更重要的是，廠商須提出該企劃案如何被有效測量是否符合解

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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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主辦單位在檢視廠商所提的每一個企劃案的成效時候，尤其需要注意

的事項大致有三方面： 

（一）指標／影響因素； 

（二）執行方法與工具； 

（三）執行程序。 

 

本文分析部分廠商所投遞的社會企業企劃案運作，許多時候委辦單位在資源

有限的情況下權宜處理，或者在未清楚該案的特性之下魯莽行事，致使有些品質

不良的企劃案能夠被採用，甚至有時候出現所謂的「爛攤子」等窘局，本文試圖

從剖視一個優良企劃案的審視實務，提醒委辦單位（特別是公部門）在遊民輔導

中引入社會企業模式作為輔導的一個類型所需要搭配的各種措施，以及相關的影

響及效應。 

 

 

2.  郭盈靖 —— 基本保障或照顧太多？─以推動遊民法為例 
 現職：當代漂泊協會執行委員 

 

 
摘要 

 「社會救助法」於 1980 年制定公布後，有關遊民收容輔導事項，於 1997

年才正式納入政府法制。此後雖經多次修法，但有關遊民服務輔導之法律建置及

政策作法，卻未配合修正。主要僅以「社會救助法」第 17條2為依據，並循此法，

由內政部制定「縣（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範例」作為各縣市政府訂定遊民

相關輔導辦法、自治條例的參考。 

檢視現行法令政策，政府將遊民問題定位在消極性輔助，權責劃歸地方政府，

因缺乏中央政府統籌規劃，提出全國性、整體性的遊民福利政策，導致經常出現

一國好幾制的狀態，例如各縣市遊民認定標準不一、各縣市遊民輔導措施參差不

齊。同時，受制於社會救助戶籍制的規範，使得戶籍不在當地，但需受協助的遊

民，無法獲致協助。對於現行法律政策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衝突，部分縣市政府與

民間遊民服務機構，自 2005 年，相繼於每年由內政部召開的全國遊民輔導會議，

                         
2 《社會救助法》第 17 條：「警察機關發現無家可歸之遊民，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通知社

政機關（單位）共同處理，並查明其身分及協助護送前往社會救助機構或社會福利機構安置輔

導；其身分經查明者，立即通知其家屬。不願接受安置者，予以列冊並提供社會福利相關資訊。 

有關遊民之安置及輔導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為強化遊民之安置及輔導功能，應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並結合警政、衛政、社政、民

政、法務及勞政機關（單位），建立遊民安置輔導體系，並定期召開遊民輔導聯繫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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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修／立法建議，然始終未獲中央政府重視。 

而究竟台灣遊民政策與法令的制定，應包含哪些層面，也存在爭議。社會普

遍認為遊民與貧窮有關。窮人一詞具有什麼涵義？可憐、失敗、無用、遊手好閒，

甚至有罪惡感。貧窮的產生，是因個人問題，還是與社會結構面向有關？對待貧

困的態度，是規訓管理，或是保障基本生存權益？看待視角的差異，影響政策包

含的層面。台灣目前普遍認為遊民的產生，是因個人問題而起，例如懶惰、遊手

好閒，視遊民為需要矯正的對象，因此長期以來，政策制定以規訓、管理、救濟

為主。 

考察其他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國，為因應社會經濟結構轉變，

經濟型遊民數量的增加與面臨的生活困境，都提出相應完整的全國性遊民政策，

保障遊民的基本權益，以及防止個人成為遊民的預防機制。 

面對窮忙年代下，人人都有可能成為遊民的高風群。台灣對於遊民需要重新

定義，開啟不同的視角。本主題將從遊民法令政策做為討論起點，邀請關注遊民

權益與長期投入遊民工作的人士，一同檢討現行政策的不足，共思突破侷限，重

構一個有居住人權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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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社區行動與社會變革 

 
發表人： 

1. 史欽 ——跨越鴻溝—城鄉合作運動在中國  
 現職：廣東電台/鳳凰廣播） 

 

 

摘要 

 中國農村自 80年代開始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雖然我們看到了一些改革

帶給農民的好處，但同時我們也發現中國大陸農村發展的困境。“三農”問題成

為了大家極度關注的議題。這些年來，我們見證了中國農村特別是偏遠少數族群

農村的逐步衰敗，走向像嚴海蓉所言的農村的虛空化。在主流發展主義意識形態

指導下，農村的經濟越發市場化，人們的生活方式也越發城市化，這巨變的過程

為農村帶來了深重的負面影響，其表現在市場經濟嚴重損害了農村生產者的利益，

導致農村貧困的回歸，農民面臨日益嚴重的生計問題，同時也破壞了農村和城市

的環境，使得城市居民同樣面對糧食（食物）安全和健康的問題。現代消費文化

也破壞了農村的傳統文化，使得農村社區面臨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面對這一切，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近十年來興起一波波的城鄉合作運動（有的稱之為社區支持農

業運動 CSA），已突破農村發展的困局。這文章我們將梳理中國農村發展困境的

根本性問題，接著借用我們的實踐論證城鄉合作運動作為中國農村發展的另類可

能。 

 

 

2.  郭偉和 ——轉型社會工作中國本土模式初探3—以建築業農民

工社會工作為例 
 學歷：社会工作哲学博士 

 現職：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教研室副教授 

 

摘要 

建築業農民工被形容為二十一世紀的“包身工”。在彈性、高薪的外衣包

裝下，掩蓋的是建築業農民工嚴重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問題——勞動合同缺失、

勞動風險增強、工資持久拖欠等。造成這種問題的根源是建築行業的分包生產體

制。正是這種扭曲的生產體制和用工體制，遮蔽了建築行業勞動關係的本來面貌，

                         
3 本研究受到了香港利丰社会政策研究基金的资助，也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 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

目资助。在成文过程中，受到了潘毅老师、谭深老师等多位老师的批评指正，对她们感谢之余，

唯文章责任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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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傳統工業社會工作、農民工維權、企業社會責任等應對勞工問題的手段失去

效力。本研究基於一個勞工服務機構的工作案例，初步探索中國本土轉型社會工

作的模式：進行持久的公民意識和階級意識教育，推動工人的意識提升和工人組

織發育，連接大學生志願者的支持和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宣導，推動建築業農民

工的權益表達和增權行動。 

 

3.  古學斌 ——流走城市邊緣--社區自我保護運動 

 現職：香港理大大學中國研究與發展網絡、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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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大陸工人健康研究：衛促會觀點 

主持人：陳美霞 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成大公衛所教授 

 

評論人： 

黃德北  （世新社發所副教授） 

劉梅君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政大勞工所教授、醫療改

革基金會副董事長） 

 

發表人： 

1.  陳美霞 —— 社會主義傳統流失中：中國大陸轉型經濟中的工人

參與及其職場安全與健康保護 

 學歷：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社區衛生教育及行為博士 

 經歷：芝加哥大學社會服務行政學院衛生行政與政策研究所副教授、成功

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現職：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

協會理事長 

 

 
摘要 

中國大陸哲學、社會科學界學者甘陽提出：社會主義傳統及中國古典文明（儒

道佛及其他）傳統乃中國大陸向上提升最基本的兩大“軟實力”。甘陽進一步指

出，所謂“社會主義傳統”是指中國“有一套勞動者優先的僱傭制度，有對付市

場危機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夠的醫療條件和防範疾病的措施”。然而，《台灣

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中國大陸工人健康研究群卻認為，在勞動安全與健康保護層

面，社會主義傳統正在流失中。 
大陸工廠確實在工人參與工廠勞動安全與衛生管理有其“社會主義傳統”—工

會與職工代表大會。這個社會主義傳統與工廠的生產和技術部的安全技術部門及

勞資雙方組成的工作安全委員會形成了社會主義時期工廠的職業安全與衛生保

護機制。這個機制是在毛澤東時期—即，社會主義時期--建立起來的。支撐這個

工人職場健康保護的因素包括，國家意識形態及政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國

家資本及管理階層的特性，以及階層扁平化、平等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工人群體。

然而，1978 年鄧小平掌權以後，中國戲劇性地開始了市場化改革，計劃經濟轉

型為市場經濟，企業經營利潤導向，私營及外資企業興起，國營企業面臨巨大挑

戰，許多國營企業破產或出現赤字，企業管理權力擴張，進而工人社會地位下降。

從此，這個“社會主義傳統”就在逐漸流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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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以兩個過去是國營、但市場改革之後轉型為股份公司的印刷機工廠或

合資的汽車製造廠為個案研究，敘述分析上述工人勞動安全與健康保護這個“社

會主義傳統”的流失及其原因。 
 
 

2. 王實之——市場改革中的結構與個人的辯證關係：以中國西南的

一個集體所有制工廠為例  

 學歷：University of Essex 社會學博士  

 經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現職：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 

(1) 吳怡伶、王實之，(已審查修改中)，〈常民參與對衛生政策與醫療知識的貢

獻：台灣職業病賠償制度與認定的歷史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 王實之(2010) From ‘Reserve Army’ to ‘Vanguar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class intersection throughout women’s workers’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Taiwan 論文將發表於「2010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SSCI journal）2010 
Conference 」，英國，2010 年 6 月。 

(3) 王實之(2009) 「「當『幽靈』成為『經典』—通識教育「共產黨宣言」課程

的規劃與教學反思」。論文發表於「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通識核心課程

工作坊】，嘉義：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9 年 12 月。 

(4) 王實之(2009)  「多元文化在醫學教育的實踐」。論文發表於「臺北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主辦<宗教與移民研討會>，臺北：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9 年

11 月。 

(5) 吳怡伶、王實之（2008) ‘The significance of labour/social-participation model, 
and its implicat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policy: case studies in Taiwan (勞工╱社會

參與模式的重要性及其在勞工安全衛生政策上的意涵：台灣的案例研究)’。發

表於「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現況與改進方向」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衛生政策

與管理研究所，2008 年 12 月 6 日 

 

 
摘要 

這個研究採取對一集體所有制工廠深度訪談資料的質性分析，深入探索改制

歷史過程中，結構性的變化如何深化到個人層次；而工人作為一個能動的參與者，

在這樣的過程中，如何反應或反制這樣的改變。本研究主要以工廠生活經驗以及

勞工安全衛生這個範疇作為實踐的場域，來觀察變動所造成的影響。我們發現集

體制企業與大型的國有企業或私營企業不同，在這個特殊的社會場域中，社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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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計畫經濟的結構與精神更直接的體現了在職工的日常生活中。在改制前，直接

的生產民主與普遍的勞工參與強化了工廠的生產機能，非階層化的生產組織強化

了勞工安全衛生工作的執行。然而在改制的過程中，習慣於這樣生活方式的職工

們對於改制所將造成的損失有強烈的警決心與切身的體認，因此對於這樣的改制

抱持高度的懷疑與悲觀，他們在這個結構改變的洪流中奮力掙扎，企圖保護原有

的權益。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官僚權威本質不變前提下，最後這改制的結果將

是辯證的—這將視工人與官僚、私營者的鬥爭結果而定。 

 

3.  吳怡伶 —— 賺得全世界，卻賠上健康？外資企業與中國的工人

健康危機 

 學歷： University of Essex 社會學博士 

 現職：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推動團隊成員、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

士後研究員 

 著作簡目： 

(1) 吳怡伶、王實之，(已審查修改中)，〈常民參與對衛生政策與醫療知識的貢

獻：台灣職業病賠償制度與認定的歷史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 Yi-Ling Wu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in Taiwan: 
Case Studies of Social Recognition and Workers' Compensation. unpublished PhD 
thesis, Essex University. 

(3) 吳怡伶、王實之（2008) ‘The significance of labour/social-participation model, 
and its implicat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policy: case studies in Taiwan (勞工/社會

參與模式的重要性及其在勞工安全衛生政策上的意涵：台灣的案例研究)’。發

表於「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現況與改進方向」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衛生政策

與管理研究所，2008 年 12 月 6 日。 

 
摘要 

在市場轉型三十年以來，中國以世界工廠的角色進入了全球的生產競賽，中

國的經濟快速發展，GDP 已高居全球第二高，而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的角色日

漸重要。在外資企業類別中，台、港資工廠裡工人健康的問題，因為集體罹病的

案例，一再成為國際或兩岸媒體、NGO 團體專注的焦點。本文首先以外資企業

為研究對象，討論在中國市場改革過程後，中國經濟與外資企業兩者的發展軌跡

和彼此的關連性，分別以四個面向展開探討：1. 外資企業在中國 30 年的歷史發

展；2.中國政府對外國企業的態度、規範及互動關係；3.外資企業目前在中國經

濟的地位（如：規模、產業別、資金來源比例）；4.中國的外資企業在全球化生

產鏈中所扮演的角色。 

其次，本研究將接著深入探討台資、港資工廠潛藏的勞工安全健康管裡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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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與問題。從政府、外資、勞工三方探討，這些工廠工人的安全健康如何被看待

和管理，包括：瞭解外資企業中工人職業健康和安全的概況；檢討中國政府在招

商過程中，對有毒物質的使用規範、以及相關工人健康保護機制規範的情況；另

外，我們也將從實證調查資料中檢討工人不能自我保護的原因，進而分析工人集

體健康危害和企業、勞資關係的關聯性。 

本文企圖驗證做為市場改革最前線的私營工廠，職業安全與衛生的議題如何

被國家與資本所擠壓，而這個場域中的工人，則因為被區隔在更為弱勢的社會位

置失去自我保護的能力。 
 

 

4. 吳舜文 —— 外國企業個案研究：富士康廠的工人健康議題  

 學歷：Wesleyan University 衛斯連大學神經與認知科學學士、成功大學醫學

系 

 經歷：Volunteer in Asia 赴印尼英文志工老師 

 現職：成功大學醫學系一年級 

 

摘要 

台資企業富士康在中國經濟改革轉型下快速成為電子製造業的最大代工廠。

然而該企業徹底軍事化的營運模式以及勞工管理卻因自去年以來連續發生的工

人跳樓事故引起爭議。富士康的工人安全健康管理問題，也透過幾起重大職業

傷害意外的調查而逐漸浮出台面。本文將透過富士康個案的討論，首先統整相

關研究文獻，描述受雇勞動者的工作環境現狀，以及該企業的持續迅速發展。

其次，我們透過此個案的討論呈現全球化產業分工鍵的激烈競爭，造成了對於

職業安全健康管理議題的漠視以及勞工權利的侵犯，以致職業傷害的機制。本

研究將分析當地政府、上游買家、消費者所扮演的角色與勞工健康保護的關聯

性，並且嘗試理解經濟成長與職業衛生安全議題的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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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都更與都市的社會與空間排除-2 

 

主持人：徐進鈺 

發表人： 

1.  張榮哲 ——從紅燈區到都更區 
 台大城鄉所博士研究生） 

 

2.  蔡敏真 —— 華光社區的居住與分配正義 
 現職：台大地理所碩士研究生 

 

摘要 

臺北市華光社區設置為金融旗艦計畫，於區位上有著最大經濟效益的思考。

金融特區計畫草案裡寫道此地離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相距僅 500 公尺，位於首都核

心圈，形成金融金三角。而且，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中心、期貨交易所以及台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等四大交所進駐，結合金控、保險及郵政儲匯等金融單位集中

進駐，將使城中金融商圈、南京東路商圈及信義金融商圈的人員業務迅速聚焦台

北金融特區，形成更完整的金融服務網絡。最後，鄰近華光社區的城中金融商圈

以及新生南路、羅斯福路商業區，考慮群聚效應，吸引證券、金融相關產業進駐，

杭州南路及信義路的商業區結合城中金融商圈及新生南路、羅斯福路沿線的證券

商，形成帶狀的金融服務專區。 

最大經濟效益、都市更新的角度對於華光社區卻是解釋力不足的，還交纏著

法律、產權與道德等面向，必須回歸到華光社區居民進行探討。 

首先，用產權概念進行對話，早先，公務員宿舍做為去商品化的產權，為法

務部職員的福利制度，中間經過了在空地自行搭蓋，或是私下轉賣於公、私之間

對於所有權的模糊概念，今日於居民組成上則分為合法眷舍、非法眷舍與違建戶，

當國有地的產權具有法律收回的權力，居民要求(就地)安置，「高價值土地」與

「不守法公民」之間的衝突，居民的調解歷史經驗，與國家之間的持久戰，帶著

道德評價的產權爭議。  

除了居民本身對於此地抱持著發展主義，外界對於華光社區的感想，有些人

會覺得「他們免費住了四五十年，其他人不都是辛苦戰戰兢兢地工作一輩子，買

一間小房子安身立命，憑甚麼公務人員就可以便宜買到精華區的土地」等超乎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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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關係的貪心論調，或是「這塊土地給他們真是太浪費了」，會理所當然地說一

塊精華地有其合適之人，蘊含著今日人們對於產權、土地商品化的常識，誰能有

擁有的權利。 

進一步地說，雖然華光社區的區位具有群聚效應，位於大安區並緊鄰著中正

紀念堂、永康街與青田街等中產階級地景，才真正凸顯了縉紳化的問題。對照華

光社區居民常以早年的違建戶安置至新隆國宅4的例子，正名華光社區違建戶也

可安置的論述，並考察永康街等週遭鄰里地區發展史。訪問新隆國宅的老住戶，

探討產權概念與私有財產於精華地引發場所的衝突。其中，從與週遭鄰里地區的

比較，華光社區的殘破地景與幾場火災，與其地景所暗示的治安、犯罪問題卻很

少發生。除了社區內部有社區巡守隊，也與中正紀念堂、永康街、青田街等中產

階級地景有關。從比較中，陷入弔詭的境地，華光社區的「地景汙名化」問題，

產生了「此地『應該』是什麼」的地理學疑問。 

從華光社區的居住權問題所蘊含的土地生產政治與國家角色，探討生產(分

配)政治背後的制度性問題與公平正義原則。 

 

3.  林彥彤、余宜家 —— 紹興社區的「增值」與「發包」──台大、

違建戶與空間作為資本 
 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紹興社區是台北市中正區紹興南街上的違建聚落，緊鄰台大日式宿舍群，共

有 135 戶。2010 年 8月，社區居民收到台大寄出的存證信函，以國土活化的名

義，要求拆屋還地；2011 年 5月開始，有部分居民陸續收到民事訴狀，遭台大

求償不當得利。居民在這次事件中所表達的相對剝奪感，與外界回應的方式，反

映了「空間」在當今社會作為資本的強勢意義，再加上都市更新的介入，乍看之

下單純的違建爭議，實際上與近年愈趨主流的空間資本化密切相關。紹興社區中

國土活化、都市更新以及違建面臨的拆遷問題的匯聚，點出了資本主義空間積累

的一些基本問題，也讓研究者必須重新反省「違建」的當代意義。一般討論舊有

違建所強調的歷史責任，在空間資本化的情況下，可能愈來愈難以被理解。 

 

本文希望藉由田野觀察與深入訪談的分析，並利用齊美爾「主觀文化」與「客

觀文化」的概念，企圖指出一般所謂「歷史責任」所要強調的，其實無非是人對

                         
4
北市最貴國宅 1 坪 70 萬，蘋果日報，201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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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空間的普遍想像與需求。透過「空間的家國意識」與「家園實作」這兩個面向，

我們能夠辨認空間對於違建戶而言具有怎樣的主觀價值；然而在空間愈趨資本化

的社會中，這樣的價值愈來愈不被認可。空間在客觀意義的主導下，空間被去歷

史化，名目價格的「增值」因此取代了主觀價值的「增值」；因此，缺乏法律保

障的違建戶，便成為空間資本化中首當其衝的對象。而當空間的價值變成純粹客

觀而經濟性的，因此也是人人競逐的目標的時候，公家機關卸下歷史責任的包袱，

而將違建戶「發包」出去，便似乎成為無可厚非的選擇。 

 

4. 張偉渝 —— 「釘子戶」的誕生和處境─以三重區大同南段個案

為例 

 現職：世新社發所碩士研究生 

 

摘要 

近年來，在選舉行情的哄抬下，都市更新政策似乎成為炒作地利、整頓景

觀的仙丹靈藥。與此同時，「釘子戶」抗爭的現象也在大臺北都會區陸續出現，

這些少數反對者各有不同的抗爭理由，然而，本研究更關注一群在法律定義下，

因不具所有權而被統稱為「違建戶」者的抗爭過程。本文試圖從分析三重大同南

段社區的更新過程，說明違建社區「釘子戶」形成的歷史成因。 

根據本研究的初步分析結論，違建社區經常存在著「買權利」的地下經濟形

式，住戶支付交易成本以換取安居之地，但在過戶不易及所有權認定制度的時

空背景下，被法律劃設為「違建戶」，造成權益上的排除效應。此外，在所有權

概念的籠罩下，更新過程中違建戶對於安置計畫僅能被動接受，不接受者也僅

能透過寫陳情函、與實施者協商等不具實質法律效益的管道表達意見，或是透

過法律訴訟的方式爭取權益，進而形成排除循環的效應以及膠著原地的困境。 

 

關鍵詞：違建、釘子戶、排除、所有權 

 

5. 劉鴻濃 —— 都市更新中「少數人」權利的保障 
 

 現職：台大城鄉基金會規劃師 OURs 法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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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 亞里斯多德與臺灣：媒體、說服及幸福感，或不幸? 

【圓桌論壇】 

 

發表人： 

1. 徐金雲 —— 亞里斯多德的修辭推論與台灣名嘴 

 現職：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紀元前 3 世紀，在雅典生活與教學的馬其頓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與 21 世紀的台灣社會最鄰近的關聯點，應該就是｢修辭術｣

(rhetoric)。在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一書中，修辭術是一種與雅典公民的公

共生活密切關聯的一種｢有用的｣語言技術(art)，這種技術同時也是一種｢在每一

事例上發現可行的說服方式的能力｣。而台灣社會自 1993 年開放有線電視後，各

個電視台的政論節目中，名嘴全員｢踹共｣。他們評析、譏諷、指責、揣測、

爆料政治人物以及新聞事件。收看政論節目，幾乎成為台灣社會的全

民運動。然而，正如亞里斯多德認為的，每一件可供審議的事，全都具有｢兩

面性｣，也因此，台灣社會被這種｢名嘴｣一分為二，群眾各自依附其立場相同的

名嘴，產生取暖、發洩、認同強化的現象，並同時與其立場相異的、

同住在這個島內的，或是同一條街巷，甚至同一個屋簷下的｢另一半｣

一分為二。因此，究竟是｢名嘴治國｣還是｢亂國｣，一個攸關共同體中

大部分成員的情感依附的，被大量製作、重複播放、牽動人心的語言

技術，與兩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開始系統的討論並建立的修辭技術，

是否有可以分析比較甚至借鑑之處，是這篇文章想要致力之處。本討

論將以亞里斯多德在修辭學中的最重要環節--｢修辭推論｣的邏輯框

架做為思考與討論的模型，反省並討論台灣名嘴的論述邏輯的效益性

以及相應的邏輯語用層面的分析和價值規範的反省等問題。 

 

2. 蔡仁傑——從亞里斯多德的修辭論觀看台灣本土劇中的情緒挪用 
 銘傳大學應英系助理教授 

 

摘要 

亞里斯多德的修辭論，其開創性不僅只是針對古典希臘時期的顯學「說服術」

首度作一系統性的整理，更在於灌注了哲學意識於此一學科，即他為「說服術」

展演出一邏輯架構，使之回歸「技藝」(techne)的範疇。當中很特別的是，亞里

斯多德在修辭論的邏輯推演框架中納入了「情緒」(pathos)作為說服工具，而迥

異於蘇格拉底極力維護「邏格斯」(logos)純粹度的態勢與堅持；他在論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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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時也指出，悲劇的「淨化」(catharsis)作用是藉由引發與疏洩「憐憫」

(pity)及「恐懼」這兩種情緒而達成，而具邏輯性的「情節」(plot)正是引發該

情緒的動力。質言之，「情緒」之於認知的正當性，在其謹守邏輯規範，方不落

入他人的機關算盡中。吾人如就此思索台灣的本土劇，即可發現其多所挪用「情

緒」以提高收視，但此挪用是否具備亞里斯多德所希冀的邏輯推演過程則令人存

疑；矛盾的是，台灣本土劇又總是不斷申覆傳統的道德意識，強調倫常的重要性

(雖然有鞏固父權之嫌)。因此，本討論欲聚焦在此一矛盾，探索本土戲劇對於情

緒的挪用是在何種架構上的操作，而其對觀眾的說服行為又致生何種知識，進而

探討該知識的性質及其之於觀眾能提供的參考性與能動性為何。希望在這次的討

論中，能對「情緒」的蘊涵有所理解，並了解台灣本土劇在教化之名義下可能的

媒體影響。 

 

3. 胡全威 —— 亞里斯多德與台灣：幸福台灣 
 現職：中央研究院政治思想中心博士 

 

摘要 

 在台灣近幾次重要選舉中，藍綠陣營的政治人物都曾不約而同，提出「幸

福」作為政策藍圖的總目標或主軸。例如 2004 年總統大選，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連戰提出「人民幸福工程」；2008 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提出「幸福經濟」；

2010 年民進黨新北市市長候選人蔡英文提出的主要政見標語也是環繞在「幸福」

上，譬如「新北市、新幸福」。即使是對岸，近年來也不斷使用「幸福」的概念

作為施政目標，最近的例子，譬如 2011 年中國大陸全國政協與人大「兩會」也

是以「幸福中國」為會議主軸，討論如何「讓人民生活更幸福」。 

 

距今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倫理學著作中，也是將

「幸福」（eudaimonia, happiness）作為個人與城邦所追求的最高目的，甚至認

為「政治學」即是在研究這個最高目的。人生最高目的是追求幸福，亞里斯多德

認為這是「幾乎大多數人都會同意」（this is pretty much agreed），大多數人

也「預設過得好、表現好與快樂是同一件事」（assume that living well and doing 

well are the thing as being happy）（Nicomachean Ethics5, 1095a17-20）。

但亞里斯多德進一步提到，什麼是「幸福」，亦即什麼是「過得好、表現好、快

樂」，人們卻有不同的觀點；而且縱使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對於幸福，也有不

同的解釋（NE.1095a20-30）。 

 

 

 

 

 

                         
5 以下以 NE.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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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在地默會知識工作坊 - 我們「住」、「在」美濃 

 

發表人： 

1.  王耀俊 ——暫時農用 2008-2011 
 現職：屏科大木設系助理教授 

 

摘要 

因為日夢和鄉愁的想像，平凡的生活得以激發出不凡的理想。對於筆者來說，

如果身體是某個重要的美學遺產，那麼與身體鄰近的一切，最後是不是皆有機會

成為某個重要的形式典範?藉由解析這幾年筆者完成的幾件作品，希望能夠將筆

者心中一些難以言傳的感受與大家分享。 

【作品一】幸福總是可以交換，孤獨從來無法分享 

【作品二】時間，請妳等一下 

【作品三】親愛的，我們不要再流浪了好不好 

【作品四】女兒／聽說千年孤寂．見證一點喜樂 

【作品五】不路的時候 

【作品六】夢想星球 

 

2. 邱靜慧 ——不要水庫，要自然公園-連接過去與未來護水運動 
 現職：美濃愛鄉協會總幹事 

 

摘要 

辛卯初夏，睽違十年的反水庫隊伍再次現身立法院，林生祥一把吉他唱著「水

庫係做得，屎也食得」，參與者高呼「不要水庫，要自然公園」，要求經濟部水利

署將 4月底上網發包的「美濃溪水資源規劃檢討計畫」撤案，將夾帶於「曾文南

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的 161 億吉洋人工湖興建案，

要求以整治東港溪水質、提昇自來水抄見率、污水回收再利用等方案替代。 

十年，當初站在立法院門前抗議的大學生早已孕育了第二代，而早年贊成水

庫的核心人物邱國源老師也已站到了反水庫陣營，籌組「美濃水患自救聯盟」，

持續監督水利署治水方案。縱使 90年代初風起雲湧的反水庫運動為台灣環境、

社區、社會運動史寫下精彩的一頁，但美濃水庫計畫只能算是「擱置」而非永久

的終止。多年來水利署以工程手段開發水資源的意志從未動搖：一邊保留數百萬

預算持續規劃美濃水庫，一邊開挖「荖濃溪越域引水」工程，同時籌設吉洋人工

湖。縱使 88風災致使荖濃溪越域引水取水口深埋河床數十公尺，南化水庫有效

蓄容率僅剩 21.42%，然而氣候變遷，以及曾文、南化水庫嚴重淤積的事實，恰

恰正當化水利署急需開發新水源的說詞，從吉洋人工湖第一期工程計畫被包裹於

曾文南化特別條款即可窺見其巧妙的安排。越域引水、吉洋人工湖、美濃水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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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計畫都互稱以「替代方案」，藉以分化上下游人民的團結。  

 

3.  李宇軒 —— 新地方:行動到生活的再思  

 現職：國科會「老高雄文化行動紀錄」主持人 

 

摘要 

在工作坊中我將試著重新整理自身城市文化行動默會知識的生成過成,並接

合到其他組員於美濃經驗到的知識系譜。 

我過去三年參與台南及高雄的城市文化行動中,逐漸認識自己及環境,瞭解

學院份子知識生產實有賴行動中「蹲點」觀察及紀錄、沈思及書寫等過程,也一

直面對學術知識及行動知識生產過程中的矛盾,以及對於在地文化政治頗感失望。

基本上,我對美和行動之間,或文化與政治間的辯證關係,始終抱持興趣。當我搬

至美濃居住後,這個新的地方也是基於此美學/政治的旨趣,而實際的生活中,我

反思記憶中這高雄之沙漠綠洲,我也重新思索這個於都市及工作抽身的新地下空

間。透過與住民更多對話及觀察,有助我再思這地方於默會知識上的啟發,包括過

往至今的社運史及社會網絡,以及住民於生活空間中實際開創關於美濃、人與環

境,以及城鄉之間當代行動的可能性。 

因此我欲由城市的文化行動組織者、學院教師及居民再思身份政治與知識生

產,進一步連結其他美濃人,如做出愛情的藝術家王耀俊及返鄉/愛鄉的環運工作

者邱靜慧,想瞭解他們於愛情與大愛、工作及生活、設計與鄉愁、家/個體與集體、

美學與政治等多樣處境,以期辯證自己的知識。當然另一方面我也將藉此工作坊

回應當前學術知識生產欠缺當代想像的某種焦慮。我將試著聆聽及反思,我想由

在地不同行動中體察一些默會知識,進一步處理我所認識的老高雄的社會及文化

現象。 

所以,在本工作坊,我們不論由藝術創作、環運工作到城市文化保存議題,都

可由異質的行動中找到彼此的線索,也能回應到各自關注的對象。也藉對話的場

合,讓外界更加認識美濃這個地方的當代性,其可能超越自然美及在地政治,也可

能試著考量新鮮的可能軌跡,如傳統產業知識創新、文藝空間的實作知識,乃至聚

落生活的文化價值等,有無可能跳脫物料/成品、在地/局外人、地方/空間、學院

知識/實作經驗,以及居民/組織或行動者等人工或抽象方式分類。 

因此,知識生產在個人乃至團體層次上,本有著先見之明(fore-knowledge),

實依據著複雜的社會力量而產生(這不也是我們對美濃的多樣想像及認識!)當以

言說及公開地再現,才能漸次檢證這類知識看的方法,使理論有所變化而更新。換

言之,我主張的是默會知識有必要透過紀錄及交會過程(例如社會研究學會之工

作坊),接合到自身處境與他人的知識,以期再生產出關於城/鄉、農村/森林及生

活/行動美學等辯證關係的認識,再創造另類的生活的視野,以供當代在地政治與

美學的實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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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變遷中的地方性 ( Transforming  Locality ) 

 

發表人： 

1.  黃孫權 —— （後）災難、營建與地方性─瑪家農場與長治百合

村部落園區之空間生產 

 現職：高師大跨藝所助理教授 

 

摘要 

莫拉克風災後，屏東縣霧台鄉災民兩千多名住戶共四個鄉鎮分散於不同行政

區，卻依其戶籍編定，形成「鄉中鄉」特殊景色，現就分為原鄉山區，長治的百

合農場以及禮納里永久屋等三處，族人不復擁有固有的傳統領域土地，其根質於

土地之上的文化與社會關係也全然打散，同時還面臨與不同族群「共享一地」的

緊張關係。隨後，又因為不同社會團體採取的營建方案、決策模式或者抽籤作業

等造成部落間的比較，困惑以及擔憂。災後的重建豈止建築而已？ 

 

本研究將以台灣紅十字總會委交謝英俊與第三建築工作室在禮納里採取的

協力造屋計畫，以及慈濟在長治百合部落園區的建築規劃模式做比較。前者所開

啟的協力造屋模式與使用自然環保材質、開放性架構贏得不少讚賞，卻也因為人

們「房屋永久性」的想像根深蒂固而遭受批評；同樣的，後者以快速有效的進入

災區且及時提供組織動員贏得稱讚，卻也因「專業規劃」不理解部落文化與訓化

教義過度而屢遭批評。本文企圖比較兩種營造方式與過程中對於原住民部落的文

化與生活空間之衝擊、以及部落裡對於新家的營建過程與成果如何轉化了部落文

化自身，同時針對居民如何的「再使用」新家，以及部落「被安置」（rehabilitation）

與「自身再安置」(self-resetting)涉及的社會文化意涵 j之地方性作進一步的

探討，最後，則指出原住民傳統的部落文化與聚落形式如何被轉變成漢人、現代

營建形式的系統，此種空間生產如何有意義的閱讀。 

 

2.  林倩如 ——退無可退，再闖新生：災後遷村 Rinari 永久屋─古

茶布安之空間生產實踐析探 

 《部落活出來》特約撰述 

 

摘要 

本文敘述好茶村（古查布鞍）二度遷村之社會空間脈絡，1978年因應政府山

地現代化策略，舊好茶遷徙至南隘寮溪旁河階台地是為新好茶；歷經三十多年經

營，每逢雨季洪水土石肆虐；2007年聖帕颱風促使全面撤村，族人四散至軍營安

置或在外依親、租屋。雖有瑪家農場（後正名為Rinari）的遷村提案，公文旅行

兩年仍未通過，而八八風災土石流夷平新好茶，造成無家可歸的命運；諷刺地卻

推進了好茶人終得有家棲身的建設，不再離散。好茶村去年2010年12月25日正式

入住屏東縣Rinari永久屋，然相比瑪家、大社村，最大不同的身世是─失去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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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遷村於斯。  

入住以來，好茶再經歷一場搬家勞頓、環境適應、政策議決等忙碌時期；其社會

空間幾經劇烈變動，從區域、聚落到現被給定的生存空間，好茶尤須省思部落文

化傳承的定位與方向，並有所行動。排灣族的瑪家、大社；魯凱族的好茶，三個

古老部落，嵌在同一個差異世界。Rinari─為全國第一個完成原住民集體遷村案，

重建複雜度極高。好茶雖然無路可退，如何重凝部落主體，存續傳統文化，反轉

被支配的空間，且走出另一條真正屬於自己回家的路？  

本文以田野參與觀察為取徑，使用列斐伏爾空間之生產三元論為主軸切入，具體

分析家屋硬體竣工，入住半年之後，漸次呈現日常生活的「空間實踐」與「空間

的表徵」；最後，更關注未來公共空間裡的政治實踐（青年會、社區發展協會、

遷建會、地方幹部、頭目、耆老等），由族人所積極形塑的「表徵的空間」之自

治發展過程。 

 

 

3. 周得豪 ——從「地方」到「非地方」－一個文化地景的變動過程 
 學歷：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現職：高雄市文化生活圈中長程發展計畫－研究助理 

 

摘要 

台灣對於「地方」發展的文化（藝術）政策，自從 1994 年的社區總體營造

開始，經過了地方文化館時期、藝術進入社區計畫與現今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條

例等幾個粗略的階段劃分，而這幾個主要項目也奠基了目前台灣「地方」文化的

基礎和各項建設。在各方的研究過程中，顯少有人關注到地方社區裡人與人之間

關係的改變。即使有，卻多傾向於正面的解讀，而少有將地方真實的狀況作一社

會學式的分析。 

研究者將「地方」的傳統與習慣視為一種文化的／內在的地景。而文化的地

景在不同的意義上，也代表了社會關係的縮影。台灣數十年來的文化政策產生了

一個文化地景上的變動過程，普遍將這樣的變動過程視為一種藝術創造，所以在

各個層面的計畫中會發現「以藝術之名」所進行的各項實體建設，彷彿以「藝術」

之名，每個想像都可以被包裹並且可以被實現。 

在此，將「以藝術之名」所做的計畫比喻為一個現代「桃花源式」的想像，

從 2010 年台新藝術獎開始，藝術(家)介入以社會議題和參與社會的行動立下了

新的里程碑，以此作為根基來探討都更、88災後重建的各項計畫所延伸的文化

地景變動過程；從 2010 年開始的「Urban Core 城中藝術街區」探討企業/財團

與藝術家相互依存的關係；「植物新樂園：從菜園中誕生、河岸阿美的物質世界」

一個有別於官方常見的藝術參與社會的行動案例，分別論述鄉村（邊緣）與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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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狀態的差異、藝術（家）不同中介角色的影響，以社會關係的改變作為

主體來解讀社會關係的改變過程，再以災難風景的視角來觀看數十年來從「地方」

到「非地方」的復興運動。 

 

 

4. 歐怡君 —— 高雄．後工業地景的再生產 
 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高雄做為工業城市，於 1970 年代歷經了第一次的空間重組，土地指定為生

產工具，形成其工業化地景。產業衰退後，留給高雄七十一處重度污染控制場址，

成為城市內荒廢的地景。為了維持資本循環與積累，資本積累以新的身分-都市

更新鑲崁至舊有的地理空間，舊有污染場址隨著都市更新不斷的開發再生產，使

城市逐漸轉移至後工業地景，而高雄正同時被生產、荒廢與消費的地景所包圍。 

本文試圖分析高雄工業化地景轉移到後工業地景的過程，包含污染場址的空

間重組、資本積累的地理差異以及縉紳化所形成的權力地景，此種再生產的地景

所造成的不均地理發展，正是揭示出資本積累於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態之間內在

間矛盾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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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跨世代學術對話 

 

評論人 

1. 陳竹上 （亞洲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2. 何東洪  （輔大心理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1. 黃培潔 —— 社工師法後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之權力分析：專業主

義與國家專業主義的矛盾 
 現職：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制定社會工作師法被視為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確立的新里程碑，本論文的問題

意識源自於社工師修法期間研究者對專業群體與政策制定的歷程觀察，該時研究

者認為社工師法的制定運作及修正，可以描繪為社工社群採取適當方式並善用其

資源、通力合作所產生該社群多數認同的行動策略，其最終目標是為了完善專業

制度；同時也在社工師法定案的結果中看出社會工作專業主流論述之絕對影響力

及邊緣議題(或群體)被忽略之必然過程。 

在研究進行一年過程中，研究者遇到無法依研究計畫進行的困境，推動社工

師法制定及修改的社工專業組織及重要關係人，認為採行權力分析不適宜運用於

這個歷史過程，並表示在努力推動專業發展的社會工作群體中，權力是不恰當的

切入角度，因此拒絕談論當中的過程。遇到困境後本研究轉向於文字論述(二手

資料)分析，研究者發現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出現專業主義或是國家專業主義

的矛盾，這樣的矛盾同時影響專業發展的路徑取向，但該怎麼深入分析卻是個難

題，希望藉由研討會的對話，發現本研究能繼續發展的路徑。 

 

2. 劉名峰 —— 面對「西方」的「韌性」：比較茉莉花革命中所再

現的非洲現代性與東亞現代性 
 現職：阿根廷拉美社會科學理事研究員 
 
 
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具有正當化效果的宗教符號，其象徵有效性的社會

基礎。有鑑於此，本文在案例上選擇了 2010 年迄今，在國際社會上相當重要的

茉莉花革命作為研究的對象，並以中東北非的伊斯蘭世界與東亞的儒家文化圈，

作為比較的對象。這個比較的基礎，是附著在兩者身上、具有正當化效果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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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都生成於「東方—西方」的隱喻，而有「反身東方主義」的色彩；在理論

的層次上則與韋伯對話，即一方面以其正當性與宗教社會學的理論，說明具有正

當化效果之宗教及其比較。這個視野，筆者稱之為「唯意志論」、「功能主義」的

視野；另一方面，則提出了個筆者稱之為「互動論」、「存在主義」的視野，說明

在當代有關儒家倫理及伊斯蘭倫理的想像，再現了的是現代情境裡的人們，對應

於其所在的時空情境、為證成其存在意義的敘事。此一敘事的結構，在共時面上

是以「東方—西方」、「傳統—現代」等相關的隱喻為基礎，並以現代性為「文化

腳本」(cultural scripts)；在歷時面上，則區分出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主義時期，

及全球化時期—在茉莉花革命裡，所再現的儒家倫理與伊斯蘭倫理，不僅帶有之

前兩個時期的遺緒，也有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時代中，對應著西方自由民主的

正當化符號，而分別以「和諧社會」及「基本教義派」兩種形式出現。兩者雖然

均帶有「反身東方主義」的色彩，但儒家倫理在面對「西方」時，有著更高的韌

性，這是因為儒家現代性具有高度的適應性，而伊斯蘭現代性則具有強烈的對抗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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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原住民健康問題的形成：建構新論述 

 

主持人： 

陳美霞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成大公衛所教授） 

 

評論人： 

1. 林益仁 （靜宜大學生態所副教授） 
2. 阿布娪 （台灣卡那卡那富文教產業發展促進會副祕書長） 

 

發表人： 

 

1. 蔡友月，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 

 現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著作簡目： 

1. 蔡友月，2011，〈遵不遵醫囑有差嗎?達悟族精神失序者的 服藥敘事與國家

治理〉，發表於「敘事的社會、社會的敘事」研究工作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

會學研究所，2011-04-22。 

2. 蔡友月，2010，〈科技爭議下的美麗新世界？〉，楊谷洋、陳永平、林文源、

方俊育編，《科技 社會人—STS 跨領域新視界》，頁 248-252，新竹：國立交通

大學。 

3. 蔡友月，2010，〈不只是生氣，而是如實面對：回應陳美霞教授的評論〉，

《台灣社會學》，第 20 期，頁 221-228。(TSSCI) 

4. Tsai, Yu-yueh, 2010, “Blood as a Metaphor：The Geneticizing of Aboriginal 

Health and Identity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Conference in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S) and (EASST), Tokyo, Japan: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S), 2010-08-24 ~ 2010-08-30. 

5. Tsai, Yu-yueh, 2010, “ The Development of Biomedicin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Alanta: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10-08-14 ~ 2010-08-19. 

6. Tsai, Yu-Yueh, 2010, “ Geneticizing Ethnicity: A Study of the Taiwan 

Bio-Bank”,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EASTS), 4(3):433-455. 

7. 蔡友月，2010，〈真的有精神疾病嗎？一個跨領域研究取徑的定位與反省〉，

發表於精神醫學、歷史與社會研討會，台北：陽明大學，201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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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蔡友月，2009，《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

共 534頁，台北：聯經 (榮獲 2009年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2010年國科會人

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出版補助）。 

 

摘要 

探討蘭嶼達悟族高比例精神失序的歷史社會根源，以及精神失序者的疾病歷

程主觀經驗與日常的社會文化處境，主要分析焦點在於社會變遷所形塑的文化建

構、現代醫療與疾病受苦的相互關係。 

首先分析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結構根源，並回應生物基因論、環境論、

建構論三個對精神失序的研究取徑，對本體的預設、認識論不同的立場，釐清各

自的貢獻與限制。延續建構論的基本洞見，結合「社會受苦」的概念，避免淪入

相對主義，以探究達悟族所面對的快速社會變遷與精神失序的關係。再者，主要

是回應既有文獻對文化「本質性」與文化「同質性」的不當假設，進而從社會變

遷的分析角度，探討達悟傳統文化、基督宗教、現代精神醫療在處理精神失序上

的可能定位與限制。 

作者經過長達八年深入的民族誌田野觀察，接近達悟族人當代的生活世界與

受苦經驗，同時輔以各種文獻資料，清楚的分析出達悟族人長久的歷史處境與其

當代命運的關連。 

 

 

2. 陳慈立，原住民飲酒行為與其相關健康問題的政經分析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經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研究助理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著作簡目：陳慈立：酒的商品化與原住民飲酒行為及其相關健康問題-一個

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分析。成大公衛所碩士論文，2007。 

 

摘要 

原住民健康弱勢是台灣學術界長久以來投注大量研究人力與資源的研究議

題，也造就出不少知名的教授以及名揚國際的學術報告。然而，事實是，數十年

過去了，原住民健康弱勢情形改善的速度遠比不上學術研究堆疊的速度。與原住

民健康弱勢相關的研究議題中，筆者特別深入飲酒相關的健康問題去整理、探究，

希望理解為何造成上述學術研究成果難以實際回饋到原住民健康改善的情境

中。 

首先，從政府提供的健康數據來看，我們觀察到與飲酒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健

康問題中，原住民確實比起台灣民眾的健康表現來的差，並且從縱向的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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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兩者的差距是越來越大。因此，學術研究鎖定了這個現象，產生出大量的

生理的、基因的、分子生物的、心理的、社會環境的、行為的…等領域的研究報

告，整體來看，這些研究指出原住民飲酒行為及其健康弱勢的問題有這麼多種的

可能原因，然而各家學問卻都有著各自的侷限，基因論述過份跳躍、心理或行為

研究的片面性…等，而其中共通的問題就是---欠缺從歷史向度指出政治經濟結構

變化對原住民生命發展的決定性影響。 

立基於上述的研究，為了改善原住民的飲酒相關健康問題，政策制定者於焉

產生要改善健康問題就要減少導致高健康風險的行為這樣的思維，因此，針對飲

酒行為方面，最著名的就是節制飲酒計畫，「節制飲酒、促進健康」，是這個行動

的核心目標，雖然對於導致原住民飲酒行為改變的原因做過很多的探討與分析，

然而，實際執行起來，卻簡化成衛生教育對於行為改變的策略，因此挑戰也就來

自於當專業人員所代表的外界資源離開原住民的生活之後，飲酒行為的老問題又

悄悄的回到部落中，甚至許多實際參加者笑說，忍著三個月不喝酒，我就又有喝

酒的錢了。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例子，一個立意良好的政策，究竟欠缺了什

麼樣的思考與策略，導致結果竟然是如此的不堪呢？！ 

最後，我們回過頭來思考，為什麼原住民的健康弱勢需要以歷史向度對政治

經濟的結構變化進行分析，才能夠切中弱勢處境的問題核心？我們來問兩個關鍵

的問題： 

其一，如果健康問題前身是不良的健康行為，哪麼為什麼在短短不到半世紀

的時間內，整個原住民族群的飲酒行為會產生如此遽烈的變化，導致原住民飲酒

相關的健康問題急速惡化？換句話說，這半世紀的時間對原住民族群代表了什麼

意涵？ 

其二，飲酒行為需要酒做為重要配角，而這飲酒相關健康問題急遽嚴重的半

世紀中，酒，這個商品，是否也產生了重要的變化？ 

在思索上面兩個問題的同時，很明顯的就可以察覺，不從歷史向度、不從社

會結構變遷、不從政治經濟的影響來分析，是絕對無法回答清楚的，當然，迴避

了這些根本的提問，政策以及任何試圖從表淺改變原住民飲酒行為的策略，斷是

難以獲得成效的。 

這個新的論述方向，早在上個世紀中已經有國外學者提出，並且進行研究分

析，而臺灣對於這方面的學習與辯證，卻老牛拖車似的仍然在原地打轉，因此藉

由本次大會，我們需要將這樣的新論述再次提出，希望促成台灣政策界、學術界

以及實務界對於原住民健康弱勢研究與實踐策略的反思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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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瑋蘋，原住民結核病問題形成的歷史分析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著作簡目：台灣原住民結核病問題的形成：一個歷史的分析。成大公衛所

碩士論文，2010。結核病防治與原住民人權。TAHR 報，2010。 

 

摘要 

台灣原住民在諸多健康指標上相較於台灣全體民眾的健康情形來得差，不僅

是平均餘命較低且疾病死亡率也較高，尤其在結核病問題更是明顯，原住民比起

非原住民有較高的結核病發生率以及死亡率，而且結核病死亡率的差距過去三十

多年中有逐漸加大的趨勢。台灣原住民之所以呈現出健康劣勢的情形，以及社會

經濟地位的邊緣化，是因原住民社會遭受到數十年資本主義變遷影響所導致的結

果。面對原住民健康弱勢的處境，尤其是結核病問題，國內有許多研究都試圖想

解釋這樣高發生率與高死亡率是如何產生的，但大多數的文獻以基因推論、歸咎

個人行為、服藥順從性不佳，以一種去歷史、去脈絡化的方式分析，然而，這樣

的分析不僅無法解答問題，反而造成汙名化。 

本研究分析原住民結核病問題如何在歷史變遷過程中形成，從以下幾個面向

探討：(一)遷移(二)社會經濟地位(三)生活居住及健康條件，同時探討這三個面向

如何作用在原住民結核病患者的得病經驗。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受到台灣政治

經濟變化的影響，必須遷移外出至都會地區工作，又受限於教育程度的低落，導

致所能選擇就業的職業多為低階勞動的操作工、非技術工、體力工進而影響其勞

動條件與工作居住環境。原住民結核病問題愈來愈惡化的情形，乃是長久歷史發

展所造成。然而，對於結核病的就醫補助政策，雖提供結核病完治獎金自 2000

元增加至 5000 元，希望可以透過完治獎金的誘因鼓勵病患早日完成治療，但是

對於請領完治獎金是無法根本性的改善結核病患的處境與問題，很有可能面臨下

一次的發病。 

欲瞭解台灣原住民結核病問題的發展過程，進而改善原住民的健康問題，單

是從目前國內相當侷限且偏頗詮釋的研究中，是無法得到理解、澄清進而改善的。

我們若要深刻分析、理解原住民日益惡化的健康處境，必須從歷史的方向做政治

經濟學的分析，方能夠在歷史脈絡中理解，並對於原住民結核病問題的形成有更

進一步的詮釋與分析。 

 

 

4. 顏婉娟，以實務工作者的角度看原住民健康問題的新論述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社區護理研究所碩士 

 現職：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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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簡目： 

1. 張麗春；顏婉娟；呂素英：員工充能模式於公共衛生護理之應用與省思。

護理雜誌 2006；53 卷 2 期：11 -17。 

2. 顏婉娟：烏來泰雅族婦女飲酒經驗之探討。陽明大學社區護理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0。 

 

摘要 

在醫療專業視野下，飲酒成為影響原住民健康的重要問題，而原住民婦女飲

酒更在母職的概念下，成為專家積極施以衛生教育介入措施的對象。本研究的目

的在探討泰雅族婦女飲酒經驗，以理解在其文化脈絡下飲酒的意義及內涵，期能

提供更有效的健康服務。 

 

本研究的概念架構為女性主義認識論及主體建構與論述，透過主題取向的民

族誌研究法的應用，以民族誌晤談法和主動參與式觀察等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以

理論抽樣方式決定樣本訪談個案；並以研究生之職業角色公共衛生護士的身份，

進入部落日常生活情境中記錄關於飲酒的觀察。研究結果發現，烏來泰雅族婦女

處於族群與性別的加乘壓迫下，被選擇進入就業市場後，促成婦女飲酒的情境。

而婦女飲酒的經驗有下列三項文化主題：Ⅰ）酒對烏來泰雅族婦女的文化意義及

功能；Ⅱ）dah-gwa-gun 的意義與專業論述之抵抗；Ⅲ）烏來泰雅族婦女的轉機

---與酒共生。作者為長期投入於原住民部落的實務工作者，將以實務工作經驗回

應當前原住民健康問題的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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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原住民部落的商品化初探與再探 

 

發表人： 

1. 蔡培慧——土地調查、土地商品化與定耕農業─初探原住民族社

會經濟資本化過程 
 現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將從土地產權、市場機制、農耕體制探討原住民社會被國家結構化的過

程，為集中焦點，在此僅討論現代化資本主義制度透過國家治理於原住民族地區

的實踐。 

日治初期的台灣原住民族基本上仍處於部落公社的生產型態(東嘉生、矢內

原)，原始經濟型態之上的社會關係容或有家父長制、母係農耕或嚴謹的貴族制

度的差別，然而其生產方式及勞動力受限於生產工具、受限於生產組織，基本上

仍然是粗放的原始狀態。日本殖民政府的理番政策則根本的改變粗放的原始生產，

代之以定耕農作，佐以小商品生產。國民政府時期以現代化之名所行之山地開發，

則擴大了定耕農作、小商品生產及生產剩餘交換的規模。不過，原住民族生產體

係相對於台灣主流社會發展完備的商人資本、產業資本、金融資本仍然處於幼稚

階段，無法開展充分運用原住民族自身生產資源（勞動力、土地、原料）的生產

組織，造成原住民族所擁有的生產資源只得被迫源源不斷的流出，當土地受制於

商人資本，當勞動力從屬雇傭勞動，原住民族從屬於資本主義經濟，造成結構化

弱勢處境而無法逆轉。 

百年來的變化，清楚的映現了部落公社轉化為小商品生產之後受商人資本壓

迫，生產剩餘為商人資本奪取，從而無力再行轉化之苦！然而，我們也看見了商

人資本的二面性，剝削之際同時進行生產組織的改造。促進原住民族生產力大幅

度的提升，生產力的提升意味著產生多餘勞動力，而勞動力的釋出，則造成原住

民族離開原鄉以謀生存的另一段社會史。 

藉此短文，試圖初步論證資本主義商人資本透過國家政權以現代化經濟發展

之名，運用法規、政策、農事技術、貨幣、市場等中介作用逐步吸納原住民族生

產資源。以說明國家治理是原住民社會結構化的變動與大規模的制度變革最為重

要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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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聖君 —— 為什麼我們需要錢!?-原住民部落資本主義化過程

初探 
 學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應屆畢業生、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博士班（今年入學） 
 現職：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 總幹事（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 

 
摘要 

台灣原住民族之社會經濟結構從日治到現代經歷重大的轉變，在日本殖民政

府之前，台灣原住民族是維持著自給自足的生計經濟規模，偶有小規模的交換行

為，但並不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經濟行為。從明清到荷蘭及西班牙等殖民

政府並未能將其龐大殖民勢力長驅直入台灣原住民領域（除平埔族外），讓原住

民族依舊可以在各殖民勢力下維持傳統經濟模式。但從日本殖民政府大力開發台

灣以來，靠著強大的軍事力量及經濟力量，強迫打開台灣山地大門，以求掠奪台

灣山地資源，除此之外，更強迫台灣原住民採取定耕方式，打亂原住民原初的生

產方式。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在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後，依舊承襲了日本政府對

山地的政策，加速了山地資本主義化的速度。自此，原住民封閉的經濟結構被迫

轉換為必須要能適應資本主義經濟，這是部落整體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大面向來

看這是在資本主義擴張脈絡下產生，讓被強迫納入的原住民地區被邊緣化，但在

不同時期殖民政府的山地政策以及台灣整體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下，部落產生什

麼變化，原住民如何被邊緣化，這是本文欲探討的問題。 

 

農業自古以來是原住民最主要的生計經濟方式，要討論原住民經濟結構的轉

變必須從農業談起。當山地經濟被納入台灣整體經濟發展的一環後，山地農業對

原住民的意義開始被轉換。整體原住民農業經濟萎彌不振，導致大部分原住民必

須放棄農業耕種一途，毫無選擇的成為工業或服務業部門的勞動力被資本家剝削，

但山地經濟結構是如何被轉變，迫使勞動力流向工業部門，本研究設定宜蘭縣大

同鄉寒溪部落為研究場域，以部落農作物生產為軸線，來看作物轉作的過程中，

外在作用力與部落內部經濟結構變遷之間的關係，試圖勾勒出原住民部落資本主

義化之過程。 

 

 

3.陳慈慧——金針花變成不日花─以阿美族花蓮達蘭埠部落為例談

部落產業發展 

 現職：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應屆畢業生 
 

摘要 

農業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眾多原住民部落的重要生計手段。原住民傳統經濟

中，種作大部分是為了自足；但從日治時期開始，原住民部落逐漸被納入台灣整

體經濟結構，農業漸次轉變為生產農產品以換取貨幣維生的經濟模式。只是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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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台灣的產業發展過程中，農業日漸衰弱、農家所得低於非農家所得；另一方

面在現代國家體制與資本主義社會之中，農作物價格的漲跌主要是受到市場體系、

以及國家政策影響，不但非農家能夠左右，還有可能突然變動，造成農人生計極

大衝擊。於是，許多被納入這個體系中的原住民部落面對著經濟困境。 

達蘭埠部落位於花蓮縣富里鄉，是一個阿美族部落。住在那裡的眾多部落族

人都以種植金針為重要生計手段。1990 年代末期，因為金針二氧化硫含量過高

的媒體報導與渲染、以及大陸走私金針、WTO 的影響，金針的價格從過去曾有的

最高價一公斤 600 元，掉到一台斤 100 元，而嚴重影響部落族人的生計。面對這

樣的困難，2002 年，在當地教會的牧師帶領下族人們開始進行有機金針的產業

轉型。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們發展出「達蘭埠不日花」這樣的產品，於 2009，

成為台灣第一個取得國際 IMO 有機農產品加工認證的原住民團體；並且成立自主

的組織──「花蓮縣達蘭埠文化農業產業推廣協會」，而可以針對部落的需求進

行工作與申請經費；同時，也因為有機產業，一些青壯人口有了工作機會而回到

部落。 

本研究便是以達蘭埠為例子來探討部落產業如何可能。在經濟社會學的討論

裡，人們的經濟行為是「鑲嵌」在社會網絡之中；同時，不同社會群體有其不同

的「文化習性」，需要透過「文化轉譯」才能將既有網絡轉化為有用的網絡。本

研究將討論達蘭埠如何透過文化轉譯將更多部落族人納入產業轉型的團隊，並呈

現其社會網絡給予轉型非經濟性動力支持而使得達蘭埠能在資本主義社會與現

代國家體制所帶來的困境中做出成績。同時文末也將討論這樣的產業發展模式所

面對的挑戰。 

 

3. 徐肇尉 —— 社會實踐下鄉村空間──歷坵的小農復耕行動 
 現職：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小農復耕是在莫拉克風災後由台灣農村陣線與浩然基金會合作提出的社區

性產業重建計畫，並與位在台東縣金峰鄉歷坵部落的居民協同合作，以經濟支持

的方式進行友善環境的小農耕作以及經濟在地化的經濟轉型，同時修補鄉村社會

結構以及自然環境的危機。行動中部落居民與非當地的行動者經歷了多次協商與

討論，在強調地方知識與主體性的重要性下逐步地形成的共識。小農復耕除了形

成跨地域的協同關係，也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地重塑各種異質性的關聯，參與的農

民建立新的合作關係，嘗試不同的農耕方式，重新定義人與環境的關係，生產具

有地方性的商品，也在通路上找到了認同的消費者……。 

當前台灣鄉村在經濟與社會的變遷下處於持續變動的過程，鄉村在跨界關係

運作中不斷重構，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也更加地混雜。我將歷坵的小農復耕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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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不斷混成的空間過程，來探討跨地域與異質實體所構成鄉村形式，並專注於

社會實踐所展演的空間效果以及論述產生的關係權力。 

參與小農復耕的歷坵部落從此經歷一系列的去地域化與再地域化，居民、農

田、自然、商品與歷坵的意義，都在關係被不斷形塑下發生質變。儘管歷坵部落

的居民仍進行農業耕作的商品生產，但在小農復耕的行動下轉化原有的商品交換

關係，使歷坵部落展演出另一種更為人性的社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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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文化創意產業法：創意與品味的誕生 

 

發表人： 

1. 王柏偉 ——文創法與創造力 

 現職：德國 Witten/Herdecke 大學文化系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摘要 

 我們在文創法所給出的架構下，藉由 Dirk Baecker 的創造力理論、Vilém 

Flusser 的機具文化理論以及 Friedrich Kittler 的硬體理論這三個支柱，希望

指出文創法的執行單位如果企圖藉由對最終產品的量化、補貼與獎助來達成智慧

財產的形成，毋寧是較為困難且容易失敗的路徑，相對於此，我們認為政府應該

探索不同的程式形式並著力於建構硬體的豐富性。 

 

 

2. 胡育祥 —— 文化創意產業與新的模控網絡 
 現職：德國 Witten/Herdecke 大學文化反思學院博士生 
 

摘要 

文化創意產業作為一個總括概念，將原本隸屬不同脈絡的其他產業，諸如視

覺藝術與流行音樂，歸到同一個詞彙底下，也就是說，許許多多異質的文化符號，

透過各種政府與民間論述，均匯集為文化創意產業。本文將論證，這個新興名詞

所反映的社會結構與其說是經濟主宰文化藝術，倒不如說是經濟與文化藝術開始

互相融合。以往，經濟與藝術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但隨著網路成為社會主要媒介，

他們的界線開始慢慢模糊，也就是說，美醜的判斷不只發生在藝術之內，也開始

大量出現在經濟之內；支付與不支付不僅僅是經濟的區別，也逐漸成為藝術創作

與欣賞的重要區別。在這個背景下，擔心藝術喪失自主性、批評經濟主導審美感

受，也許沒有擊中社會結構的要害；主張經濟仍然自主、藝術仍然獨立的人，也

可能沒有掌握到社會結構已經改變的事實。如果結構耦合意味著兩個獨立的社會

領域以各自的運作結構為基礎而觀察對方，那麼在以網路為主要媒介的社會中，

這種結構耦合就不再是社會運作的重點。網路社會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模控網絡，

它由異質的區別相互銜接而成，藝術的首要區別與經濟的首要區別在這個網絡中

不再各據一角，封閉自己，而是相互結合，對同一個對象或不同的對象進行運算。

在這樣的結構中，只談經濟而不談藝術、談藝術而不談經濟，或是用藝術的方法

談經濟、用經濟的方法談藝術，也許都不具有引發進一步溝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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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逸淳—— 文化創意的（再）品味化：文創法及其社會意涵 

 現職：巴黎高等政治學院（IEP de Paris，Sciences Po）社會學博士候選

人 

 

摘要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訂定，目的無疑在於擴大所謂的「文化創意」的

市場，並促使之成為具規模的某種「產業」。然而，所謂「文化」並非先驗，「創

意」亦非自生；要把某種創新塑造成為文化的一部份，就必須在社會世界之中使

某些符號成為閱聽者的品味的一部份，亦即將新的事物「品味化」，或者將既有

的事物「再品味化」，使那些事物獲得人們的認可，並成為具備象徵資本的符號。

在這樣的脈絡下，本文的目的在於去探究，文創法在為主管機關想像中的「文化」

提供了機構性的資源的同時，也會帶來「文化」在諸多面向中的社會鬥爭，例如：

哪些事物有權獲得獎助？要如何使某個「文化」、「創新」獲得大眾的廣泛認可？

要教育那些主管機關想像中的「缺乏文化品味」的人，使他們具備「鑑賞力」，

並使他們願意為此而消費，需要的是一個使人「承認」，並使人「無知」的雙重

機制；這樣的雙重機制，除了能夠確保「作成某種文化」與「賦予某種事物價值」

之外，也中性化了這個雙重機制本身，並使其定義下的「文化匱乏者」自認匱乏，

而接受那些「有文化涵養的人」對於文化的定義。這個過程既非無涉政治，也非

無涉階級：要揭除文化的高牆，就必須先確立文化的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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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高等教育勞動者組工會的實踐：教育體制、知識生產與

教育改革 【圓桌論壇】 

 
主持人： 

何東洪(輔大心理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 

1. 傅大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2. 羅德水（全國教師工會） 

3.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4. 周平(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副教授) 

 
 

摘要 

 

    台灣高等教育的勞動者即將組成全國性的產業工會，其發起宣言說，當前高

等教育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愈來愈商品化、市場化，而知識生產則愈來愈庸

俗化，教育單位剝削其產業內的各類勞動者，將具有創造力的腦力勞動變成是庸

俗的論文量產，而因為依賴市場所造成的高學費政策，則強化了區域、族群與階

級的不平等。工會籌備會認為，在這種狀況下，高等教育同時又要面對少子化所

帶來的大量裁員衝擊，但未見相對的政策設計，卻只見教育官僚的無能，因此，

籌備會指出：唯有勞動者自己團結發聲，才能停止教育商品化與錯誤的評鑑政策，

也才能合理增加並公平分配教育資源，提升教學品質減緩少子化的衝擊，拯救高

等教育的沈淪。 

 

    雖然，這個發起文件指出了高等教育的許多荒謬現象，然則，這是否是唯一

的分析方式？又或者問，如何能夠從更多元的面向，來看待台灣高等教育錯綜複

雜的問題？本場次試圖從關連到知識生產的評鑑制度、公共知識份子角色、教師

的勞動認同、教育中的勞動歧視、以及對教育內容高度控制的國家角色…等等議

題，以不同角度重新思索當前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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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暴力機制的美學化－高雄、香港斯人斯地斯景 

 

發表人： 

1. 楊雅玲—— 消失的「高雄」 

 現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自 2012 年起，高雄地表將出現史上最密集的國際型公共建設。「國際競圖」

已經被視為高雄公共建設的顯學，為政者與跨國建築、規劃團隊聯手擘畫「提昇

港都邁向國際化」，企圖讓這個城市呈現跳「耀」式的發展。儘管都市設計與都

市更新引導、塑造了城市的變貌，卻通常與市民普遍關注的社區議題連結不起來，

擴大成長的想像也無形中摧毀了改造區域內的聚落地景。 

本文訪談三位年輕的紀錄片導演，他們在長期的拍攝高雄紅毛港聚落、五金

街聚落、中都磚窯工聚落的變遷乃至消失的過程中，「眼」（包括攝影機的視窗）

之所見，與官方宣傳的「高雄」的衝突與斷裂。儘管再現了美好的公園或一個個

工地圍籬上美好的願景宣傳掛布，這些漂亮的綠地景觀絕對是美學的暴力，同時

也是階級的暴力－因為勞工歷史性的紮根的社區，完全讓渡給一心想要興建豪宅

的開發商。 

 

2. 曾玉冰——從都市觀察到藝術創作：探討都市中的自然及城市建

設與文化霸權作為影像創作中思考的提問 
 現職：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商品設計系兼任講師 

 

摘要 

   一個城市的文化樣貌，似乎落跡於建築形態的樣貌上，然而近代文明的

演進便陷溺在人類自利行為的進化論裡。在都市裡，眼前所及皆為人工造景，身

為自然物的人類，卻處在偽自然化的造景世界裡，一切的衍生都是因由人類貪圖

自我理想虛構世界的實踐。在不斷建設與再造舉動下，以建設美好的未來景象的

種種口號，塑造正當理由進行逐一環境改造的行為，這樣的人為的建設卻違反自

然的本質，人類不斷擴張自豪的建設創舉卻違反自然生息，使改造後的地景樣貌

成為偽自然的城市。 

  在都市地貌的演變過程裡，進行著土地與自然、土地與權力、城市規劃的

霸權運作 都是將困惑身為居住者思考。處於這樣的城市居所，讓我產生城市文

明的不適症，都市開發中建設與迫害的地景變遷，著實是對記憶與土地情感的一

種損害。有基於此透過以藝術創作之名作為提問的發聲之徑。本文試圖透過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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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高雄都市改造進行中影像紀錄，轉化成影像創作的呈現，成為彰顯身為一個

在被動接受中成為一個變動中城市居民的徬徨與困惑，轉移到影像創作的靜默發

聲，在城市觀察之影像紀錄的檔案裡，透過影像創作形式，探討城市建設中的不

合理現象。透過觀察高雄地景變化之紀錄將作品分為：造景愛河系列、商品愛河

計畫、城市觀察進行式三個部份。探討城市中的自然以及從都市建設消長與文化

霸權思考作為影像創作內容的提問。 

 

3. 何嘉妍 —— 香港反抗發展主意作為霸權的社會運動──以石崗

菜園村為例 
 現職：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項士研究生候選人 
 

摘要  

石崗菜園村反迫遷運動可說是難得的有香港特色的「南北方匯合環境運動」。

類似的新界非原居民農村拆遷，過去幾十年的高速城市化下不斷發生，本來是不

大可能淚起如此大反彈的，頂多是由社工協助爭取更好的賠償和安置而已。可是，

現今的香港產生了嚴重問題：產業單一化、財富高度集中、一般人(尤其是年輕

人)看不到出路，連住的地方都很難找到，過去那種「發展就有前途」的社會共

識已受到嚴重衝擊，反而有不少人認定越按現時的模式發展越糟糕」。雖然石崗

菜園村的農業早已給摧殘得可有可無，但已能讓香港市民寄託對整體社會發展方

向的憤怒，最終激起了這場反基建的群眾運動，內容包括：質疑大陸主導對香港

的資本主義區域經濟分工、質疑公共財政資源分配、挑戰權力分佈傾斜的政治制

度、質疑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反對特區政府勾結原居民特權群體和對本地農業的

賤視等。 

一條負隅頑抗的衰落農村，居然令本地農業問題重新得到關注，「復興農村」

更成為部分年輕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夢想，確是整個反迫遷和反高鐵運動的意外收

穫。社會運動固有的意識形態和結構被懸擱，菜園村激起很多對發展模式的反省，

菜園村民 2010 年 2月決定重建新村，也為香港人揭起更多有關發展和生活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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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香港與澳門的治理性問題 

 

發表人： 

 

1.謝曉陽——「一國兩制」下的治理性危機──以香港為例 
 學歷：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經歷：曾任《亞洲週刊》編輯 

 現職：澳門大學傳播系兼任講師，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任講師。 

 著作簡目：  

1. Une technique du management qui continue-- une recherche sur le 
gouvernement colonial et le gouvernement post colonial de 
Hongkong »(Culture & Politics, 2007, France)； 

2.  A Biopolitical Given Space : Immigrants in Hong Kong Public Housing 
during last 50 years» (Biopolitics, Ethics, Sujectivation : Questions on 
Modernity, 2009, Taiwan) 。 

 

摘要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按《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主權將從英國移交中華人

民共和國。「聲明」還指出，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中國政府會確保其社會

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及民主制度可以

維持「五十年不變」。6「一國兩制」，為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的構思，被視作為

「偉大構想」。7然而，「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時，在管治上經常觸礁，究其原

因，是香港在回歸後、尤其是 2003 年以來，出現了一種新的「認同」，而這種「認

同」，讓北京始料未及。這種「認同」不僅包括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港人透過

對於「民主」、「自由」所建立的香港價值，這種新的「認同」所追求的價值，還

包括一個公義的社會，反對地產霸權、反財團壟斷、反官商勾結，這種新的價值，

甚至主張公民有權參與城市發展和規劃，反對一種香港人從七十年代開始信仰的

「發展觀」、一種資本主義模式──新自由主義。然而，這種新的「認同」，與「一

國兩制」中要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有所矛盾，也與大陸那種「具

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模式距離愈來愈遠。面對這種情況，北京必須調整其管

治模式，來面新的香港價值。 

 

                         
6 1984 年，中國大陸與英國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

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根據「聲明」：香港地區（即香港島、九龍及新界）是中國領土，英國

政府將於 1997 年 7 月 1 日把香港地區交還中國政府，中國政府於同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7 張賀福，「論『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理想意義」，《前綫》，199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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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劉世鼎 、史唯—— 澳門作為珠三角區域想像的一個節點 

 

劉世鼎 

 學歷：西敏寺大學傳播與媒體研究博士 

 現職：澳門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學術文章發表於《國際關係研究月刊》、《思想》、《新聞學研究》和《新

左評論》（New Left Review）。 

 

史唯 

 學歷：倫敦大學傳播與文化研究博士 

 經歷：曾擔任出版社編輯，以及北京、倫敦、和澳門的電視台製片人 

 現職：澳門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新自由主義的主體〉 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摘要 

99 年回歸後的澳門，所經歷的是一個權力精英所控制的脫殖民化運動、伴

隨著賭博業市場和企業文化快速擴張的新自由化過程。新的政權統治、新的經濟

運作模式、新的文化論述與機構，構成了治理這個人口稠密的後殖民城市主要策

略。主流經濟論述一方面將個體建構成可以自由選擇、自我管理及追求快樂的主

體，能夠自行承擔賭博業所帶來的風險。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人力素

質、競爭力和經濟效益，卻與澳門原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產生衝突，並且激發新

的關於本土文化與身份的民間論述和社會運動。為了回應過度依賴賭博經濟所造

成的社會矛盾和管理問題，中央和特區政府在過去幾年採取一套新的、去政治化

的區域化策略，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想像的場域，試圖將澳門打造成一個以休閑

旅遊為主的經濟體，以及能夠快速適應變化和挑戰、能夠積極與中國其他地區緊

密合作的城市主體。這個治理策略，既是經濟、也是政治和文化的，透過推動珠

三角地區的區域經濟整合、澳門的文化遺產以及文化創意產業來取得合法性。同

時，新的區域化論述也改變了澳門想像自我以及與他者的方式（如鄰近的香港、

台灣、日本）。 

 

 

報告內容： 

 

1，介紹澳門回歸後賭權開放的背景；描繪新的一套支配關係是如何展開的 

 

2，回歸頭十年的治理策略（1999-2009）；如何引進新自由主義 

 

3，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社會矛盾 

 

4，珠三角區域化和區域合作（2009-2012）作為新的治理策略；對澳門的主體建

構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對臨近的地區的想像）；以經濟利益來理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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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仇國平 —— 從國家與市場力量驅動角度，研究香港與澳門國民

身份的建立及演變 
 現職：澳門大學 

 

 

摘要 

 此文目的，在於比較香港與澳門國家身份的建立過程與挑戰。港澳兩地殖民

者，一直沒有建立國家身份認同，兩地人民對殖民者亦沒有歸屬感。在主權回歸

中國後，兩地人民對中國的認同有待提升，對於中國與港澳兩地、以及中國人民

與自己的差別保持強烈意識。兩地政府嘗試令市民加深對中國的認同，認同感能

否建立，取決於市民對本土認同的強烈。相對澳門人，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認同感

較為強烈，主因可追溯自殖民政府的有效管治、本地傳媒與普及文化的強勢。同

時，市場力量對兩地的國民身份認同起著不同的影響。在香港，基於工作及業務

發展所需，香港人對中國及中國人愈來愈接受。至於澳門，政府為促進文化旅遊

而推廣歷史文化遺產，令澳門本土身份認同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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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弱勢群體與其健康問題：衛促會觀點 

主持人： 

顏芳姿 （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國防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評論人： 

1.陳大衛 （遊民工作坊） 

2.呂建德 （中正社福系副教授） 

 

發表人： 

 

1.陳美霞——建構弱勢群體健康問題的論述：批判觀點 

 學歷：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社區衛生教育及行為博士 

 經歷：芝加哥大學社會服務行政學院衛生行政與政策研究所副教授、成功

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

究所教授 

 

摘要 

弱勢群體的產生，反映一個社會集體努力所得的經濟成長果實以及伴隨著這

個果實的社會權力的分配不平均、社會結構不合理，因此導致經濟地位與社會地

位的兩極化，在這兩極化的底層那一端，弱勢群體於焉產生。 

從一九六○年代末期至今，台灣的社會總財富幾乎未曾中斷的增長著，而台

灣的吉尼係數顯現，在一九六○至七○年代，這個由台灣大眾所共同創造出來的

社會財富，部分確實是由社會各個階層分享的，因此，當時社會的收入分配明顯

的漸趨平等，吉尼係數因而下降。但是這個成果並沒有永續維持，到一九八○年

代股市泡沫經濟、房市炒作推波助瀾之下，吉尼係數就開始上升。而在一九九○

年代，政府全面推動新自由主義、鬆綁、市場化、私有化政策之後，社會收入不

平等的問題更大幅惡化。進入廿一世紀後，急劇加大的貧富差距已然成為台灣極

為嚴峻的社會問題。於是，弱勢群體的人數就不斷的擴大中。此外，近十年來，

台灣物價指數不斷上漲，使得弱勢群體家庭經濟困頓的處境更如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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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地位的弱勢，也常常導致他們的健康也多處於弱勢。一

般而言，他們在身心健康狀態、疾病盛行率及死亡率、聽力及視力問題、常有的

疼痛問題、日常生活功能障礙的困難等等多類健康指標上，幾乎都比非弱勢群體

差很多。而弱勢群體的健康弱勢與他們的社會經濟弱勢是環環相扣的，形成一個

共生關係，導致弱勢群體難以突破的困境。 

當台灣弱勢群體的人數過去數年來不斷擴增的時候，同時也正是社會總財富

不斷增長、富豪人數以驚人速度增加的時候。這樣的社會制度下，富有來自貧窮、

貧窮來自富有。投入到提升台灣社會的公與義的進步團體，急需從弱勢群體的立

場、與弱勢群體共同建構一個批判的論述。 

 
2. 王實之——消解弱勢群體健康差距問題的理論與實踐：他山之石 

 學歷：University of Essex 博士  

 經歷：社團法人臺灣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後

研究員 

 現職：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社會弱勢群體無法與其他群體享受同樣的健康水平，是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

普遍現象，這些健康差距包括發病率、罹病率、死亡率、疾病負擔和其他健康的

問題。台灣社會的社會弱勢健康差距問題，已逐漸浮現並且開始受到重視；但許

多關鍵的問題仍然缺乏整體性且批判性的分析，例如：為什麼不同的群體承擔不

同的疾病率與死亡率？衛生/福利部門能夠如何更準確的找出造成這些不平等的

原因？什麼樣的衛生/福利的政策推動與體制的改革，才能解決造成健康差距的

根本原因？ 

歐美資本主義工業國家，面對這個問題已有數十年的經驗；舉例來說，美國

的種族—非裔、西班牙裔、亞裔與美洲原住民相較於白人—健康差距問題，一直

是倍受關注的議題。學術界和政府部門不斷探究各種造成健康差距之相關的因素，

舉凡種族、社經地位、性別、對醫療照護的可近性以及生理或行為等因素。此外，

基於這些調查和研究結果，政府與民間也嘗試能透過政策和制度改革策略，處理

促成健康差距的社會決定因素以及減低群體間健康差距的問題。因此，本文透過

回顧世界衛生組織、歐美各國之相關論述，比較分析弱勢群體健康差距問題的理

論與實踐，以期提供台灣社會參照。 

研究發現，那些造成健康不平等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因素大多在衛生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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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之外，因此改革運動需要一個整體性、跨部門的政策發展，且由熟悉區域、

國內和國家間健康公平議題和瞭解政經結構的人員來推動分析。這種跨部門的工

作需要從兩個面向：1.對問題現象的理解、2. 政策設計、執行和檢討，以及三個

層次的社會參與來投入：包含 1.大學和學術機構可以透過跨領域的教育和研究、

2. 政府部門的全面管理，以及 3.社會運動組織透過社區對話、培訓和技術支援、

發展組織和聯盟等方式，實施以社區為基礎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策略，處理弱勢群

體健康差距的問題。隨著全球化進程，化解弱勢群體健康差距的行動，已經發展

成為全球的、社會的和集體行動。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問題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的

成立就是一個重要的例證，它的成立使得這個議題的能見度大大提升，許多專家

與社會組織也因此集結，全球健康公平行動網絡（HealthGAEN）也應運而生。 

 
3. 陳奕曄/高瑋蘋——台灣弱勢群體及其健康問題文獻的批判及其

對實踐的意義 
 

陳奕曄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畢業 

 經歷：署立嘉南療養院研究助理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高瑋蘋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摘要 

國內弱勢群體及其健康問題的研究大多都使用國外研究的「貧窮」、「社經地

位」「物質與社會剝奪」、「社會排除」這幾個概念來進行分析，大部分的國內研

究都能清楚掌握這些概念，提出國內弱勢群體面臨的各種問題，但我們從這些研

究中發現，有四個發展趨勢值得進一步探討：1.大部分的研究多為弱勢次群群體

的研究，較少有對國內弱勢群體系統性的分析；2.國內研究在國外概念的使用過

程，較缺乏對這些概念的批判，而直接進行概念的操作化；3.操作化後的測量資

料主要人以國內現有資料庫的資料為主，較缺乏社會調查與對資料庫的批判；4.
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多半以客觀資料為主要分析資料，較缺乏以弱勢群體為主體的

研究。 

對弱勢群體及其健康問題進行系統且深刻的分析，將有助於呈顯弱勢群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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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臨的問題，並且依此制定出的政策目標，是能有效改善影響他們處境的社會

決定因素。本子題將對國內的研究進行初步的歸納與分析，提出目前有待反省的

四個發展趨勢，盼能與這類進步論述進行對話。 

 
4. 陳慈立，衛促會在弱勢健康問題的論述與實踐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經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研究助理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摘要 

弱勢群體的健康弱勢與社經地位的弱勢是共生關係，因此探討弱勢群體的健

康弱勢問題，就不能限縮在健康部門去著手規劃健康改善策略，而需要從弱勢群

體的立場、與弱勢群體共同建構一個批判的論述，更進一步去實踐它，並且翻轉

它。 

<衛促會>做為一個公共衛生改革的運動組織，面向弱勢群體健康問題的由

來已久，從早先的培訓規畫中納入愛滋病患的汙名化、原住民健康情形的政經分

析…等，到近期探討成功老化的重要性、原住民勞工工作安全健康的調查分析，

<衛促會>透過培訓的規劃、進行與後續的組織發展，建立起對弱勢群體健康問

題的論述，並發聲與付諸實踐。 

特別在實踐過程中，<衛促會>相當重視與弱勢群體的對話、互為主體的推

動方式。以推動原住民健康的「部落健康種籽計畫」為例，在進行培訓的時候，

<衛促會>將國家或學術單位的原住民健康狀況統計資料、學術界對原住民健康

問題的論述、以及<衛促會>如何思考原住民健康弱勢的根本原因，與前來參與

培訓的原住民做陳述與討論。這一方面是讓原住民本身瞭解外界是如何來分析、

詮釋原住民的健康問題；二來是透過對話，理解原住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健康弱

勢情形。 

在實踐上，則是與各族的原住民共同規劃一份問卷，透過原住民的親身參與，

減少因為語言、文字所造成的隔閡，並以原住民的生活現場、傳統文化為脈絡，

擬定適切其日常生活情形的調查問題。問卷定稿之後，則由原住民本身做為主要

行動者，進行田野的訪查與資料的收集，最後再由<衛促會>協助彙整與分析，

並且與原住民一起將這些結果透過記者會以及文字書寫等方式，向台灣社會發聲，

落實與原住民共同論述、集體實踐，為改變原住民健康弱勢的處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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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4 轉型與發展—在地食物系統的建構與實踐 

 

發表人： 

1. 金惠雯 —— 食物主權與生計發展—建構原住民在地食物系統可

能性初探 
 現職：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摘要 

  以小農型態為主的原住民部落產業，自 2002 年起開始出現了轉作有機農業

的趨勢，但卻一直在有機農業的產業縺中屬於弱勢的一環。主要原因在於當原住

民部落的有機農業進入市場競爭的範疇之後，反而會因為生產規模較小且運送成

本過高等因素，容易為市場所忽視或放棄。因此發展有機農業的部落為了追求產

量以及降低成本，便開始進行單一或少數品項的大量種植，且種植的品項皆以市

場需求為主，反而不易達到環境保育與生物多樣性的目標，使得有機農業成為另

一種高單價的經濟作物，更無法對於原住民部落文化的傳承有所貢獻。 

 用以對抗全球市場模式的「在地食物系統」，即是為了解決一連串關於經濟、

環境、農業地景、生態多樣性、弱勢族群的食物主權及傳統飲食文化傳承等問題

而產生的概念。因此本文將以作者實際參與的原住民部落有機農業營運經驗出發，

檢視目前的生產與行銷模式可能產生的問題，並以目前正在嘗試做在地食物品種

復育的望鄉部落為例，思考在原住民部落推動「在地食物系統」建構的可能性，

最後從發展的角度討論，在食物主權和生計發展之間可能產生的矛盾，是否在原

住民部落的傳統文化與社會運作中，找到擺脫資本主義運作的可能性。 

 

 

2. 陳玠廷 —— 另類食物系統還是主流產銷通路？從農夫市集的觀

察談起…… 
 現職：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相較於主流的食物產銷體系，另類食物系統被視為擔負著健康飲食、糧食安

全、永續發展及社會正義等責任。以近年來有機農業在台灣社會的普及為例，當

「有機農產品」逐漸成為市場中炙手可熱的「商品」時，「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

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等有機新制的制訂，除透由驗證標章的有無來認定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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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真偽，也合法化了對友善環境生產小農投入「有機農業」的排擠情事。為

解決該類農民所生產的農產品，台灣各地陸續自發性地成立「農夫市集」，成為

落實另類食物系統的具體實踐。 

 

    然而，「農夫市集」與另類食物系統兩者間的關連，在農糧署所宣稱將於台

灣各縣市輔導九處「有機農夫市集」的施政目標下，出現了概念討論上的矛盾與

衝突。作者嘗試從信任關係建立的角度，就當前台灣社會農夫市集的發展現況提

出討論。 

 

 

3. 鍾怡婷 —— 創造「客家菜」—從野食變為文化菜餚的「野蓮」 
 現職：台灣大學農業推廣所博士班 

 
摘要  

食物，在當代消費文化中，已不僅是維持人們基本生存的物品，食物還承載

著文化傳統與許多象徵的訊息。隨著消費文化的改變，飲食消費的模式與食物品

味偏好也經歷了劇烈變化，不僅食物類型增加、餐飲產業擴張，烹調口味也日趨

多樣。農村地區在消費文化的轉變與地方意識的強化之下，帶有族群與地方特色

的飲食類型快速地崛起與流行。「野蓮」，原是鄉村地區的野生植物，當地農村居

民只有在缺乏一般性蔬菜食物時，才會將野生植物變為餐桌上的食物。但是在鄉

村旅遊逐漸風行以及地方族群文化被強調的脈絡之中，地方烹調與族群食物在鄉

村旅遊中扮演日益關鍵的角色，而「野蓮」則在這樣的過程中，從野生植物轉變

成為商品化的菜餚。「野蓮」連結上了當地族群的形象與在地文化的象徵。在這

樣的轉變過程中，是什麼力量與機制使得原本平凡無奇的地方野菜變成了象徵地

方認同與文化傳統的地方食物？本文發現，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做為一種地方

特色食物的「野蓮」，成為社會文化力量運作的焦點，並取得了反映社會文化權

力關係的關鍵地位。文化中介者在其中扮演著轉化角色，將原本平常的、粗野的

天然物質，連接上文化價值與地方特色，最後使得人們以這樣一套被建構的文化

觀點認識鄉村社區，而鄉村社區則在此種轉化的力量當中，改變了生產型態與生

產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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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全球化下的台灣流行次文化主體轉譯：民俗活動與動漫

研究 

 
主持人： 
廖勇超  (臺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1. 廖勇超 —— 神遊電音－電音三太子、全球化、與文化政治 
 學歷：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博士 
 現職：臺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 

期刊論文: 

1. 〈流行／形天后瑪丹娜：全球化下的瑪丹娜身體再造〉。《中外文學》

38:4(2009.12): 169-210。   

2. 〈觸摸《花樣年華》：體感形式、觸感視覺、以及表面歷史〉。《中外文學》

35:2（2006.7）：85-110。  

3. 〈從頹敗之城到豐饒之都：淺談《攻殼機動隊》二部曲中亞洲城市影像的文

化轉譯/義〉。《中外文學》34:12（2006.5）：157-173。 

會議論文: 

1.  〈《嘜阿喜》/Mai A Hi 走透透:全球在地化下的臺灣西洋流行

音樂文化轉譯/義〉。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所舉辦之

「翻譯與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 年 9 月 26 日。 

2.  〈從增能輔助到重覆衝脫:談押井守科幻三部曲中的後人類倫理〉。發表於

元培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主辦之「2009 海峽兩岸管理創新與永續發展學術

研討會」。2009 年 6 月 11 日。  

3.  〈全球化下的瑪丹娜身體再造〉。發表於佛光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主辦之「全

球化與文化轉化/ 譯、文化身份」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2 月 19 日。 

 
 

摘要 
本計畫擬以當今流行文化中的電音三太子為文本剖析文化政治與國族論述

之間的共謀關係與切割可能。在當今全球化的潮流之下，新台灣主體意識的構成

開始有逐漸傾向於仰賴具備全球流行與傳統在地文化想像的趨勢。而電音三太子，

因其兼備台灣傳統宗教神聖性與全球流行次文化想像的特殊地位，往往成為當今

建構台灣國族論述所仰賴的最佳文化想像。然而，以國族論述打造台灣意識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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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往往有將此種雜種文化本質化、單面向化的傾向，試圖將其所具備的神聖性與

國族主義所強調的民族神聖性等同。在如此的脈絡下，電音三太子所具備的宗教

神聖性便被巧妙挪移成為建構本質主義式民族國家的文化符碼而為其所收編。相

較於上述「造神」論述，本計畫則提出電音三太子所具備的「出神」與「恍神」

可能，指出電音三太子在文化想像上具備了一種脫離國族論述箝制的「第三空間」，

一種暫時分心於國族神聖性的另類場域，能夠提供打造當今新台灣意識的另一種

文化想像與策略。 

 

 

2. 趙恬儀—— 從〈鋼之鍊金術師〉看西方鍊金思想的在地化 
 學歷：英國色薩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博士 

 現職：臺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 
 

期刊論文: 

1. Chao, Tien-yi. “Contemplation on the ‘World of My Own Creating’: Alchemical 
Discourses on Nature and Creation in The Blazing World”. 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7, Number 22 (Dec 2009), 57-76 [本期刊收錄於THCI
與MLA Directory of Periodicals &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NSC Project No: 
97-2410-H-002-204-MY2] 

2. Chao, Tien-yi.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mutable Gender in Margaret Cavendish’s 
Assaulted and Pursued Chastity”. In-between: Essays & Studies in Literary 
Criticism (special issue on early modern women’s writing), 2007 (實際出版日期：

2010年11月). (http://sites.google.com/site/inbetweeneslc/forthcoming) [本期刊收

錄於以下各期刊資料庫：Annual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BELL],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World Shakespeare 
Bibliography] 

3. Chao, Tien-yi. “‘My Ambition flies higher, as to Worth and Merit’: Margaret 
Cavendish’s Redefinition of Glory in A True Relation and Sociable Letters.”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umber 16 (December 2006), 83-102. [本期

刊收錄於THCI與MLA Directory of Periodicals &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趙恬儀，‘Teaching Literacy in a Multilingual Classroom: Early Year Experience’。
高照明主編，《應用語言學論文集》。文鶴出版社出版，2011年1月。 

2. 趙恬儀著，「性意識與文學」，《文學》，祁壽華、林建忠主編，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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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頁89-112。 
3. 博士論文：Chao, Tien-yi. ’Margaret’s ‘Extraordinary Women’: The Unity of 

Strength and Beau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mutable Gender in Writings 
by Margaret Cavendish.’ D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Sussex, 2006. 

 
摘要 

本論文探討西方古代鍊金思想與亞洲流行次文化的互動，選擇的文本為日本

荒川弘的動畫作品《鋼之鍊金術師》，研究的場域則是台灣的御宅界。 

對現代讀者來說，鍊金術是一門充滿神秘詭異色彩的古老學問，大致上是關

於求取點鐵成金和長生不老之藥的祕術，也可說是現代化學的先驅。直到現代，

鍊金術儼然成為奇幻文學與視覺文本當中相當重要的元素。而在動漫的領域之中，

《鋼之鍊金術師》人氣一直居高不下，當中許多鍊金符號與名詞，例如「人體鍊

成」、「等價交換」和「一為全，全為一」，早已是許多動漫迷耳熟能詳的常識。

然而有趣的是，雖然《鋼鍊》設定的世界基本上是模擬歐洲的歷史地理環境，但

實際上作品當中的鍊金概念與古代西方的鍊金術已經相去甚遠，甚至有的根本就

不存在。令人好奇的是，台灣動漫界的讀者觀眾，身處於中國道家五行的傳統之

中，他們會如何解讀《鋼鍊》當中的鍊金術與鍊金思想？還有他們從鋼鍊當中看

到的「古代西方」與「鍊金師」，究竟是什麼樣的面貌？而《鋼鍊》這樣的一部

作品，結合東(日、台)西(歐洲)的異文化，其在台灣御宅界又體現了什麼樣的流

行次文化精神？ 

有鑑於此，本論文將以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和巴赫汀（Bakhtin）等

人建構的互文性理論為主要視角，加上心理學家容格(C. G. Jung)的鍊金術研究，

分析《鋼鍊》當中西方鍊金思想的在地化，並觀察其如何在台灣御宅界創造出多

聲並陳、因地制宜的流行次文化主體。 
 

 

 

3. 林奇秀 —— 腐女的閱讀愉悅/逾越感：BL (Boys’ Love)女性讀

者閱讀經驗分析 

 學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哲學博士 

 現職：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 

期刊論文 

1. Huang, M.-H., & Lin, C.-S. (2011). A citation analysis of Western journals cited 
in Taiwan'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history research journals: From a 
research evalu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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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uang, M.-H., Lin, C.-S. & Chen, D.-Z. (2010).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unting Inflation in the Assessment of Research Impact at the Country Level.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35(s1), 29-33. [EI] 

3. Lin, C.-S., & Eschenfelder, K. R. (2010). Librarian-initiated publications 
discovery: How do digital depository librarians discover and select Web-base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for state digital depositori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7(3), 292-304. [SSCI] 

4. 林奇秀（2010）。中立式提問法：以意義建構理論為基礎的參考晤談技巧。

圖書與資訊學刊，2(1)，1-15。 
5. 林奇秀（2009）。美國數位寄存館員自發性的政府網路出版品蒐訪行動。圖

書資訊學刊，6(1/2)，83-109。 
6. 袁大鈺、林奇秀（2009）。資訊傳播科技與非正式學術傳播：社會取向的實

證研究回顧。圖書與資訊學刊，1(2)，52-77。 
7. Lin, C.-S., & Eschenfelder, K. R. (2008). Selection practices for Web-base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in state depository library programs: Comparing active 
and passive approach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5(1), 5-28. [SSCI] 

8. 林奇秀（2007）。紀錄連續體理論淺析。圖書資訊學刊，5(1/2)，107-137。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Lin, C.-S. (2007).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on the 

World Wide Web: A Genre Theory Inspired Investigatio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研討會論文 

1. 陳一帆、林奇秀（2011年5月）。從線下與線上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觀點探索

社會性標記行為。在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館主辦，圖書館

與資訊社會研討會，新北市。 
2. Huang, M.-H., & Lin, C.-S. (2010).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unting 

inflation in the assessment of national research productivity. In Proceedings of the 
ASIS&T 2010 Annual Meeting.  

3. Lin, C.-S. (2008). What kind(s) of tool is it? How do university faculty and 
stakeholders make sense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in university settings 
(research poster). In Proceedings of the ASIS&T 2008 Annual Meeting.  

4. Sin, S.-C., Eschenfelder, K. R., & Lin, C.-S. (2006).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librarians’ reception to the open access movement: A comparison of the 
professional library literatures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poster). In Proceedings of the ASIS&T 2006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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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in, C.-S. (2005). The power of selection: Comparing the selection practices for 
Web-base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in state depository library programs (research 
poster). In Proceedings of the ASIS&T 2005 Annual Meeting. 

 

摘要 

Boys’ Love（BL）在女性閱讀版圖的崛起是值得注意的現象。BL 這種文本

類型在日本及華文地區又稱「耽美」，簡言之即男男相戀的故事。對 BL 讀者而

言，它與同志文學不同，前者通常是由女性創作者專為女性閱聽者創作的作品（且

多數為異性戀女性，常稱「腐女」），對創作與閱聽雙方，BL 均是非關現實的純

幻想。在資訊流通快速的今日，BL 已是一種全球化的現象。 

從女性閱讀的角度來看，BL 的風靡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議題。為什麼女性讀

者覺得男男相戀的故事美好（如「耽美」之名所示）？讀者獲得的愉悅感是什麼？

基於哪些驅力閱讀或參與 BL 創作？再者，研究發現愉悅閱讀（如閱讀羅曼史或

從女性視角書寫的小說與傳記等）對女性建構自我認同與理解生命處境常有正向

助益，但 BL 的盛行卻不免令人好奇：BL 對女性讀者而言究竟是一種純粹逃避

現實的消遣，或者也具有形塑認同與體悟的能力？如果它有轉化的能力，那麼女

性如何透過男男相戀的故事來認識自我？為什麼是描寫男性主角的BL大受歡迎，

而不是描寫女性主角/女女戀情的 GL（Girls’ Love）？而多數 BL 讀者既屬為異

性戀女性，她們為何或如何透過這類純屬幻想的 BL 故事來獲得認同與理解呢？

她們在故事中汲取了什麼？ 

本研究以紮根理論、個案研究、實證現象學等質化取徑對 26 名台灣女性讀

者深度訪談，聚焦於描述與區辨其閱讀愉悅感，研究發現女性讀者確可透過故事

中愛戀雙方的關係互動來詮釋、反思、或抗拒現實生活的男女情愛關係及其女性

身份之特質與定位。 

 
4. 黃淨慧 —— 台灣《銀魂》耽美同人創作的浪漫與詼諧 

 學歷：英國約克大學英語文學博士 

 現職：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 

 期刊論文 

1. Hwang, Jing-Huey. “India and Britain: Elizabeth Hamilton’s Translation of the 
Letters of a Hindoo Rajah.” Wenshan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4.1 (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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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81-107. [THCI；MLA] 

2. Hwang, Jing-Huey. “Moncrieff’s Melodrama and British Representation of India.” 
Soochow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30 (March 2010): 19-38. 
[THCI] 

3. Hwang, Jing-Huey. “Orientalism in Pedagogy: Maria Edgeworth’s ‘Murad the 
Unlucky.’” Sun Yat-sen Journal of Humanities 28 (Jan. 2010): 91-103. [2010 NSC 
外文學門期刊優先推薦名單] 

4. Hwang, Jing-Huey. “Domestic Order and Imperial Surveillance in Bishop Heber’s 
Accounts of India” 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4 (Aug. 2009): 
25-40. [THCI] 

 
專書及專書論文 

博士論文：Hwang, Jing-Hue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maginary Oriental Traveller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York, 
2009. 

 

研討會論文 

1. Hwang, Jing-Huey. “George IV ‘The Prince of Pleasure,’” Icons and Iconoclasm, 
22-24 September 2010, Virginia, U.S. 

2. Hwang, Jing-Huey. “Black Dwarf and Radical Satire: Interrogating Britishness 
from the Margin,” Recycling Myths, Inventing Nations, 14-16 July 2010, Wales, 
U.K. 

3. Hwang, Jing-Huey. “The Mosaics of Life: Terry Tempest Williams’s Aesthetics of 
Fragmentation,” IAGC 2010 1st International Aksit Gokturk Conference: Visions 
of the Future Now and Then, 15-16 April 2010, Istanbul, Turkey. 

 
摘要 

日本的動漫文創產業雖然根基於日本的文化想像，然而隨著翻譯與跨媒體的

再創作，不但帶來莫大的商機，也讓各地域、族群、年齡層的讀者共享閱讀經驗，

啟發各自的想像。相較於「官方」發佈的周邊，「同人」為喜愛原著的讀者，在

非商業營利的前提，沿用原作的人物與設定而創作的圖畫或文字。近年來學界已

逐漸開始探索五花八門的同人文化，特別是角色扮演、扮裝秀（cosplay）等性/

別認同與表現的議題。雖然以男性角色之間曖昧或戀情為題材的文字作品，只是

諸多同人創作之一，但仍然受到許多愛好者熱切的支持，主動參與寫作、翻譯、

改寫及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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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漫畫家空知英秋目前連載於《周刊少年 JUMP》的暢銷作品《銀魂》，巧

妙的結合幕府末年時代劇壯闊的背景，加上現前動漫文化流行的元素，以萬事屋

一行三人打工解決案件為主軸，重新詮釋日本社會光怪陸離的各種現象。臺灣絕

大部分的《銀魂》耽美同人小說和漫畫著眼於萬事屋主人公坂田銀時、倒幕集團

及真選組成員之間的愛恨情仇。相較於其他耽美作品，因為《銀魂》本身惡搞的

特質，《銀魂》耽美同人創作即使是在轟轟烈烈的告白或情色橋段，也兼具吐槽

和自嘲的抽離，原作和衍生創作間形成複雜的互文指涉關係。由於《銀魂》鮮明

的日式幽默和地方性時事的指涉，在歐美國家受歡迎的程度不及有「東方」色彩

的《火影忍者》或《死神》，但在臺灣卻受到廣大支持。 

    本研究將分析臺灣《銀魂》耽美同人誌浪漫與詼諧的元素，探討流行文化和

衍生作品的轉譯與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