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研討會 

詳細議程 

 

第一天 9 月 22 日（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 

09:00-10:15 開幕暨會議主題演講               地點：世新大學管理學院 2樓國際會議廳 

 

開幕致詞：賴鼎銘 世新大學校長 

夏曉鵑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 

主題演講：公民社會的矛盾與衝突  

徐進鈺 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兼所長 

10:15-10:30 休息 

10:30-12:30 第一場 

場次 發表人 題目 

A1 

弱勢群體與其健康問題：概 

念、資料與社會實踐 

王實之  University of Essex 博

士 

社會弱勢的圖像與其理論概念的發展：國際歷史

剖析 

陳奕曄  成功大學公衛所 台灣社會弱勢的概念及其發展 

吳怡伶  University of Essex 社

會學博士 

台灣社會弱勢群體及其健康問題的樣貌分析 

施姵宇  長庚大學護理系 遊民從何而來及其公衛問題 

B1 

國家法律、藝術自由與人民

權利 

吳介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 

術學系助理教授 

憲法真的容得下藝術自由嗎？ 

王怡蘋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 

系助理教授 

言論自由與著作權之保護－以著作人格權為核

心 

洪淳琦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 

士 

誰來評斷藝術？--論公立展演場地之管理規則及

節目評議 

C1 

臺灣原住民主體經濟的實

踐與未來發展 

 

主持人：蔡政良 

 

蔡政良  台東大學公共文化事

務學系暨南島文化研究所教授 

東臺灣原住民族新微型合作式經濟芻議及其發

展的難題與挑戰 

吳明季  奇美原住民文物館館

長、奇美部落文化發

展協會總幹事 

建構原住民部落主體經濟，如何建構？從奇美部 

落案例初探原住民主體經濟的建構歷程 

金惠雯 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

進會秘書長 

參與、信任與合作：從「部落 e 購」案例初探原 

住民主體經濟的建構 

高志遠  社團法人花蓮縣原住

民公共事務促進會理

事長 

原住民傳統文化、創意與產業：從花蓮縣定目劇

「西達新編傳說」談起 

D1 

馴化與抵抗--高教危機下的

新工會主義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新工會主義：概念與實踐 

邱毓斌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

理教授 

工會主義抑或專業主義？高教工會的定位與戰

略 

何東洪  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

授 

造反有理：解構高教體制中的多 

重支配關係 

張國聖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 

理系副教授 

沒有退場機制的退場機制：高教發展下的勞動權

爭議 

翁裕峰  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 

社會研究中心 

非典僱用化的高教勞動：博士生的生涯轉換分析 

E1 

八年抗戰之後，樂生運動新

路與回顧 

 

林靖豪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學

士班 

黃仲玄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

士班 

作伙抓大蛇：青年樂生聯盟裂縫測量隊（大蛇隊）

作為對抗國家工程專業霸權的嘗試 

何欣潔  台大城鄉所碩士生 

林秀芃  台大法律系學士班 

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的樂生療養院 

蔡秉璁  台大電機系學士班 

黃淥    台大人類學系學士班 

巫宛蓉  輔大心理系碩士生 

從「拆遷」到「走山」─在代步車上看樂生保留

運動的八年的變與不變 



林秀芃  台大法律系學士班 

F1 

中國崛起之空心化？——

現實虧空與歷史重返 (1)  

 

1949 前後大陸與臺灣的歷

史經驗 

 
主持人：趙剛 東海大學教授 

 

回應人： 

甯應斌  中央大學教授 

延光錫  交通大學博士生 

彭明偉  交通大學助理教

授 

薩支山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

研究所副研究員 

50 年代初期新愛國主義宣傳與國家意識的形成 

何吉賢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文学评论》杂志社 

「新愛國主義運動」中的社會動員和國家認

同——一種有限度的民族主義 

李娜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台港澳文学与文化

研究室副研究员 

光復初期（1945－1949）的臺灣作家與新文學傳

統的中挫——以張文環、呂赫若為個案 

12: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30 第二場 

場次 發表人 題目 

A2 

菸害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以

及因應之道 

程樹德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 

生促進協會理事 

菸害的政治經濟學 

 

王實之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 

生促進協會理事 

「溫柔的殺死你～」媒體菸害的政治經濟分析 

陳美霞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 

生促進協會理事長 

菸害與健康不平等 

 

高瑋蘋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

生促進協會專員 

衛促會的在地菸害防制行動 

B2 

創意個什麼城市？－再也

回不去的「高雄」1 

楊雅玲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

助理教授 

「高雄性」－創意產業人士的城市經驗 

曾建勝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研究生 

我不要回去！-探討「高雄文創設計人才回流」

機制 

潘盈霜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研究生 

「原」來我沒創意？-探討高雄市原住民文創產

業發展的困境 

C2 

土地、村民與家園韌力 

寶山重建會、柳琬玲等 

 

官方推動觀光對在地生計人民之生存空間的衝

擊與矛盾：以高雄桃源區寶山村藤枝部落為例 

鄒族來吉自救會陳有福等 

 

鄒族來吉部落爭取到 152林班地作為重建安遷之

地後的回顧與前瞻 

（確認中） 廣東陸豐烏坎村事件的特殊性與普遍性 

香港八鄉菜園新村村民、菜園

村支援組陳彥楷等人 

香港八鄉菜園村抗爭的過程與意涵 

D2 

反轉社會抵抗的文化視

域：重看原住民教育實踐與

社區行動的意義 

林慧絢  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

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碩士博士

班助理教授 

原影再現：創造原住民兒童學習條件的教育實踐 

 

王應棠  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

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研

究碩博士班副教授 

文化翻譯、原住民文化傳承與小學民族文化教育

的初步思考 

 

廉兮  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

系多元文化教育碩士博士班助

理教授 

抵殖民教育行動－在原住民族教育中重看社區

行動的意義 

E2 

大馬旅台生的社會運動參

與與聯結 

陳洸銘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所

傅政翰  成功大學政治系碩士 

另一道時間線的進程——關於大馬旅台生的兩

次淨選集會 

劉華丹  台東大學研究所碩士 位元世界裡的集結到街頭上的集會 

張玉珊  元智大學中語所碩三 

湯炳超  元智大學中語所碩三 

難得一身好本領——旅台生性別運動的局限與

窘境 



F2 

中國崛起之空心化？——

現實虧空與歷史重返 (2) 

 中國革命中的主體問題 

 

主持人： 陳光興 交大社會

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回應人： 

黃琪椿  清華大學中文系 

講師 

胡清雅  交大社會與文化

研究所博士生 

張立本  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生 

何浩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

學所理論室助研 

倪煥之·陸萍·革命英雄——早期革命實踐與

主體的歷史構成 

程凱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

學研究所現代室副

研究員  

在對「組織」的再理解中，再認識「個人」 

李志毓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

學系講師 

從話語鬥爭到思想改造——中國革命中的

「小資產階級」認同與文藝  

15:30-16:00 休息 

16:00-18:00 場次三 

場次 發表人 題目 

A3 

「解構照顧市場化背後的

性別與族群關係」 

 

夏曉鵑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 

究所教授兼所長 
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再生產危機、非法性與

移民工女性 

陳正芬  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

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照顧責任框架下的外籍看護工之女性雇主與

外籍媳婦照顧者之因應對策 

王增勇、蔡昇倍、廖貽得、 

鄭君萍 
偏遠不該等於邊緣：長期照顧如何複製原漢

的不平等？ 

楊江瑛  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

盟工作者 
管制與遺棄：幼托整合後的原鄉照顧 

B3 

創意個什麼城市？－再也

回不去的「高雄」2 

楊雅玲  導演 

莊榮華  台南藝術大學音像

紀錄研究所研究生 

〈我愛中都 我愛高雄〉 紀錄長片放映 
 

周東森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研究生 

「同盟」地景？－一個不同視域的高雄史 

 

楊朝盛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研究生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堂綠廊道十年的興衰 

C3 

重建生計：原初豐裕社會與

團結經濟之可能 

鍾秀梅   成功大學副教授 生計勞作：「團結經濟」概念的提出與適用 

盧建銘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博

士候選人 

部落生活重建的「團結經濟」意涵 

陳永龍  台大建築與城鄉所 

博士 

拒絕出賣生活：持續傳統採獵耕作生活的幾個部

落 

D3 

社會運動對象、主體與方向

性的反思 

 

主持人：蔡培慧 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 助理教授 

 

與談人： 

詹順貴  元貞法律事務所 

律師 

邱花妹  中山大學社會學 

系助理教授 

林政佑  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博士班 

槍下留人的法律動員 

許仁碩  台灣大學法律系碩士

班 

台灣民主化後反集遊法制運動的拓展與困境 

江可捷  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博士班 

環境法治國的彼岸--中科三期的法律動員 

徐旭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班 

組織或去組織？中國農民抗爭的路徑選擇：與台

灣早期環境運動對比研究 

傅偉哲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 

際關係組 

國家、地方與小農：淺談大埔農民反圈地運動 

E3 

躊躇異林：情色公民的跌撞

十年 

【圓桌論壇】 

輿壇人：皮繩愉虐邦劇團 



F3 

跨世代學術對話 
1）斷裂的對話： 地方文化商品化與大學設計教育間之省思 

康瑋峮  新竹教育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評論人：蔡培慧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助理教授 

 

2）農業多功能性的實踐——行動者導向路徑與社會學習 

吳貞儀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王志弘   台大建築與城鄉發展研究所 教授 

18:00-20:00 晚會 

 

 

 

第二天 9 月 23日（星期日） 

 

09:30-10:00 報到 

10:00-12:00 場次四 

場次 發表人 題目 

A4 

市場化：台灣醫療危機的根

源 

主持人: 劉梅君  

衛促會常務理事、政治大學 

勞工所教授 

 

評論人： 

張晉芬  中央研究院社會

學研究所研究員 

錢建文  彰化基督教醫院 

兒科部部長 

陳美霞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

生促進協會理事長 

台灣醫療體系市場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沈朝賢  急診醫學專科醫師 急診室冬天：從醫療市場化的角度看急診過度壅

塞的現象 

劉亭均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

生研究所 

護士荒～荒什麼？淺談市場化背景脈絡下台灣

公立醫院護理人員勞動之變化 

余尚儒  嘉義基督教醫院戴德 

森紀念病房主治醫師 

揭露照顧服務市場化問題：以日本居家長照

COMSN 事件為例 

B4 

表演藝術，三位一體：藝文

團體所面對的國家、市場與

社會 

施惠文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

所碩士班 

政黨的文化偏好對藝文補助傾向之影響—以戲

劇類節目為例 

吳忻怡  中央大學通識中心專

案助理教授 

放眼全球，前進大陸？：台灣表演藝術團體的市

場策略探詢 

陳誼珊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

所碩士班 

藝文活動？社會運動？「紙風車 319 鄉村兒童藝

術工程」開啟的藝術公共性 

C4 

抵抗都市更新，或追求空間

正義？ 

 

王耀德  淡江大學建築研究碩 

士 

從士林文林苑案看都更亂象與「空間正義」 

黃子瑗  自由電影工作者 
 

都更、家變、國土滅—從文山區萬隆二小段都市

更新案看公私有財產的攪碎掠奪與家庭財產繼

承權之矛盾 

陳虹穎  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

聯盟 

新自由主義台灣：都市更新裡的房地產治理術、

市民抵抗的可能與侷限？ 

蔡敏真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源 

學所碩士 

新自由主義之下的抽象人權—從台北市華光社

區的未來與現在談起 

D4 

批判社工師法對社工教育

體系的扭曲與顛覆 

陶蕃瀛  靜宜青少年福利系副

教授兼系主任 

考試領航教學!核心課程火上加油? 

王增勇  政大社工所副教授 親愛的社工，我把錄取率提高到 44％！ 

王行    東吳社工系教授 
 

從東吳社工教學變革行動中反思「打分數」這檔

事 

郭志南 朝陽社工系畢業生 從朝陽到政大，從邊陲到核心：記述一位科

大社工/專業蟑螂的呢喃自語 

E4 『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得主發表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5:00 場次五 

A5 

草根改革運動團體組織工

作的困境與突破-從衛促會

經驗出發 

 

主持人：王實之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

所、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

理事 

【圓桌論壇】 

陳慈立  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卓淑惠  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陳奕曄  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評論人：蔡培慧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 

李易昆   蘆荻社區大學主任 

 

 

B5 

當國家衛生體制危害國民

健康 

蘇偉碩  精神科醫師 當你的國家不再保衛你的食物安全 

朱政騏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

所博士班 

不健康的菸害防治體系 

 

林深靖   研究員 當癮君子碰到偽君子 

C5 

重訪社會運動與主流政治

勢力的關聯和矛盾 

【圓桌論壇】 

陳政亮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林柏儀  倫敦大學 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劉侑學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生 

 

D5 

永續的水與原住民部落發

展 

 

賴清美長老  尖石鄉反興建水

庫自救聯盟   

新竹比麟水庫興建與組織過程 

阿布娪  南方部落重建聯盟總

召  

高雄那瑪夏越域引水工程與組織過程 

宋聖君  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

續發展協會總幹事  

宜蘭寒溪反侵佔爭水權 

E5 

當資訊成為一種力量，當小

眾遇上強權來自香港和大

陸的經驗 – 並誠邀台灣經

驗的分享與碰撞 

王潔瑩  香港浸會大學博士班 

 

「走出來，是因為這是我的城市」--- 以反高鐵

為個案，關於香港「八十後」年輕社會運動者身

份建構的原因探討 

盧善姿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

哲學碩士  

生活運動的身份工作--- 以菜園村生活館為例的

個案研究 

施德安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

哲學碩士 

廣州文化保育運動--- 身份認同的消解與重構 

劉冉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 

哲學碩士 

中國公益性小額貸款機構的艱難變革 

 馬驊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 

究中心研究員 
普通人的公益與政策改變 

 

15:00-15:30 休息 

 

15:30-17:00 
 

2012『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頒獎儀式 

 

碩士論文優等獎：宋聖君、陳馨傑 

碩士論文佳作獎：郭盈靖、張鈞凱 

 

 

『論壇』：規訓與突圍——從 LiveHouse、性別、媒體談起 

 

與談人: 何東洪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許雅斐 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教授、 

魏玓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何東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