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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 

 

會議日期：2012 年 9 月 22-23 日 

會議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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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個世紀風起雲湧的 1980 社運年代，「民間社會對抗威權國家」的說法

曾經是團結社運與改造國家的重要論述，將一切社會矛盾的源頭，都化約為針對

萬惡老 K 黨國體制最「俗又有力」的動員力量。但隨著李登輝執政後期台灣三

化（政治民主化、經濟財團化與社會本土化）的過程，社運團體也開始產生分化

與轉型，並且與民進黨主導的政治奪權行動，形成多重的結盟與衝突。在 2000

年民進黨政府上台後，透過收編與資源的重分配，特別是在族群議題的發酵動員

下，進一步加劇了社運團體的分化。 

於是，社運團體有的轉身變成遊說團體，有的整型當起承攬政府計畫的專業

組織，等而下之的更換裝為特定政黨的側翼助力，或者特定人士進階加冠的敲門

磚。過去簡單的社會對抗國家的論述，再也無法清晰描繪社運的差異。社會力量

的重組與內部的矛盾，具體成為 2000 年後台灣社會發展的新議題。這並不是有

些人美其名為多元社會，相反地，一種新的治理形態恰恰箝制了社會反抗的可能

性，而這不再由國家以粗暴的鎮壓來控制，而是藉由社運團體的衝突與對抗，來

消解統治危機，並建立新的統治集團。甚至於，特定團體也藉由不斷強化自身正

當性，擷取資源，壯大自己。 

這種社運團體的分化與對抗表現在各個社會領域，造成社運團體的隔閡與猜

忌，分化了團結，也瓦解了對抗權力集團與意識形態霸權支配的力量集結。佔據

不同政治光譜與利益位置上的社會團體越來越敵視彼此，缺乏互動的善意，甚至

訴諸國家機器來鎮壓異己，形成公民社會的嘲諷。在這樣的形勢下，尋求對話與

辯論空間，坦率面對差異，而非遮掩差異，進而尋求連結合作的可能，就成為公

民社會再造的重要行動課題。我們期待這次年會可以成為透過對話與激辯的平

台，激盪進步意識，並形成反抗保守力量統一戰線的可能。 

 

主辦單位：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協辦單位：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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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會議程 

（一）總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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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會場 A 會場 B 會場 C 會場 D 會場 E 會場 F 

 

 

第一場 

9/22（六） 

10:30-12:30 

A1 

弱勢群體與其健

康問題：概念、

資料與社會實踐 

 

 

（M406） 

B1 

國家法律、藝術

自由與人民權利 

 

 

 

（M310） 

C1 

臺灣原住民主體

經濟的實踐與未

來發展 

 

 

（M309） 

D1 

馴化與抵抗--高

教危機下的新工

會主義 

 

 

（M308） 

E1 

八年抗戰之後， 

樂生運動新路

與回顧 

 

 

（M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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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04） 

 

 

第二場 

9/22（六） 

13:30-15:30 

A2 

菸害的政治經濟

學分析以及因應

之道 

 

 

（M406） 

B2 

創意個什麼城

市？－再也回不

去的「高雄」1 

 

 

（M310） 

C2 

土地、村民與家園

韌力 

 

 

（M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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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08） 

E2 

大馬旅台生的

社會運動參與

與聯結 

 

 

（M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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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04） 

 

 

第三場 

9/22（六） 

16:00-18:00 

A3 

「解構照顧市場

化背後的性別與

族群關係」 

（M406） 

B3 

創意個什麼城

市？－再也回不

去的「高雄」2 

（M310） 

C3 

重建生計：原初豐

裕社會與團結經

濟之可能 

（M309） 

D3 

社會運動對象、

主體與方向性的

反思 

（M308） 

E3 

躊躇異林：情色

公民的跌撞十

年 

（M305） 

F3 

跨世代學術對話 

 

（M304） 

 

 

第四場 

9/23（日） 

10:00-12:00 

A4 

市場化：台灣醫

療危機的根源 

 

 

（M310） 

B4 

表演藝術，三位

一體：藝文團體

所面對的國家、 

市場與社會          

（M309） 

C4 

抵抗都市更新，或

追求空間正義？ 

 

（M308） 

D4 

批判社工師法對

社工教育體系的

扭曲與顛覆 

（M305） 

E4 

批判研究論文

獎得主發表 

 

 

（M304） 

 

 

 

 

第五場 

9/23（日） 

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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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10） 

B5 

當國家衛生體制

危害國民健康 

 

 

 

 

 

（M309） 

C5 

重訪社會運動與

主流政治勢力的

關聯和矛盾 

 

 

 

 

（M308） 

D5 

永續的水與原住

民部落發展 

 

 

 

 

 

（M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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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04） 

 

9/23（日）15:30-17:00                                  地點：世新大學管理學院 2樓 國際會議廳 

2012『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頒獎儀式 

碩士論文優等獎得主：宋聖君、陳馨傑        碩士論文佳作獎得主：郭盈靖、張鈞凱 

 

「論壇」：規訓與突圍——從 LiveHouse、性別、媒體談起   主持人：何東洪 

與談人：何東洪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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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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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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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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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的左右之辨：衝突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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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陳美霞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

進協會理事長 

回應人： 

王增勇  政治大學社工所

副教授 

郭盈靖  遊民行動聯盟召

集人 

王實之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 

生促進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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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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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傳統文化、創意與產業：從花蓮縣定目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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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公共事務促進會理

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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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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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秀芃  台大法律系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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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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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文學評論》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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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台港澳文學與文化

研究室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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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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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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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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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玉琴  寶山重建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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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琬玲   鄒族來吉自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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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詩偉 廣東陸豐烏坎村事件的特殊性與普遍性 

馮汝竹、陳倩玉、陳彥楷 香港

八鄉菜園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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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

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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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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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對「組織」的再理解中，再認識「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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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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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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大學台文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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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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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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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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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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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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霞  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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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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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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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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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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研究論文獎得主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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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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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健康的菸害防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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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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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演講：規訓與突圍——從 LiveHouse、性別、媒體談起 

 

主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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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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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公民社會的左右之辨：衝突與對話 

徐進鈺 

 

社運團體的多元化，需要對話與結盟。我的專業在於區域發展，

處理空間發展的議題，特別與土地開發所涵蓋的利益分配與環境資源

利用的問題。此外，作為台社的一份子，更關心批判社會議題，會觸

及與公共性的爭議。在這樣關懷下，我有一些初步觀察，在此提出，

希望藉此拋磚引玉，而非遽下定論。 

台灣在解嚴以前，1980年代有許多社運團體作為對抗國民黨黨國

合一的主體，同時與當時反對黨民進黨結盟，形成“民間社會＋民進

黨”vs“國家＋國民黨”的狀態。這個態勢掩飾了社運團體內部，以

及社運團體和反對黨之間差異與矛盾，中間或有路線的爭執，但在奪

權與同被壓迫的考量掩飾或忽略。這部份已經有許多關於民間社會的

討論，我就不再累述。我只想特別提出，在這過程中，特別在李登輝

政權時期，許多社運是與國家打造（nation building）是在某些層

次上結合，當黨國的支配無所不在時，這兩者合而為一並不構成社運

的明顯困擾（統獨只是社運內部偶而火花），本土化慢慢成為不可擋

的主流，隱含對抗壓迫與追求新的認同。這種某些顯著社運與國家打

造的結合，是理解之後發展的路徑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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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在 1990年代開始，有幾個現象開始湧現，這包括代議政

治的常態化、經濟政策的自由化與政府失能，以及社會階級快速分

化。這些發展也同時使得原本社運團體面臨開始轉化過去習以為常對

抗國家的位置的挑戰： 

 

首先，隨著政治上代議政治正常化、常態化與制度化，政治上參

與在 2000年政黨輪替達到頂點，新執政黨（民進黨）開始吸納各種

社運訴求，在政策上給於適度支持，對於之前被政治排除的一些群體

而言，選舉成為參與渠道，進而參與體制權利分配，對一部份團體而

言，這是改造社會的實現重要手段，在這過程中，必須折衝、妥協與

結盟，甚至貼近特定政治勢力，才能在政策上產生影響。個人或許會

在這過程中封官加爵，但重點是相信對國家滲透或甚至掌握，才能達

到社運的訴求。包括社運人士（或者社運友善人士）被招攬入閣，或

者在各種政府設立的基金會擔任要職。社運對於與過去盟友的關係，

成為在民進黨政權時期，社運團體內部的最大爭議。特別在選舉時，

這種與 DPP家族鄰近性總會在特定時間發酵。 

來自國家體制力量的吸納與支持，經常以制度化補助方式，將原

本社運團體（或者自主性社團）轉變成體制計畫的承接者，運動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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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政府計畫的員工，組織擴編，尋找並執行計畫成為團體日常運作

最重要的工作。美其名作為參與式民主的實踐者的 NGO，但卻弔詭成

為仰賴政府預算的非政府組織。這在許多社區為主的文史團體或組織

特別明顯。 

社運 NGO的發展造成意想不到的結果還在於成為國家體制的治理

側翼，進行國家不方便出面（避免政治打壓之名）或者迴避監督時，

在社會純化、利益分配或者權利行使上作為代言人的位置。 

 

其次，經濟政策的自由化與政府失能對社運團體帶來衝擊，這與

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化有關，大抵追溯到舊國民黨政權在一九九○年代

中期提出的「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儘管發展型干預式國家的遺緒

還保留，但無疑的，政商關係在這階段有了戲劇性轉變。基本上，從

一九八○年代中期以來台灣的政經結構產生很大危機，包括政治上接

班危機以及經濟上投資減弱、大陸經濟的磁吸等等挑戰，也就給予政

商集團一個新的資本積累的空間。與歐美經驗不同的是，台灣並沒有

經歷福利國家的發展模型，而是以黨國資本為主發展模式，因此，這

一波的新自由主義化得到包括地方派系以及反對黨，乃至學院中的經

濟學者的支持。從此私有化、自由化、公私部門伙伴關係（例如 BOT），

以及管制鬆綁等政策耳熟能詳，也經常被視為政策主流，往往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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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就招致批評為扭曲市場，換言之市場是先驗存在的，是最自然的

（儘管從來沒有真正純然自由放任市場出現過），而任何的國家干預

行動都將破壞這種市場的純潔。而這樣的計畫在民進黨執政後並沒有

減弱，反而更加強化，藉以建立新的政商關係。這在各種涉及到重分

配議題時，看到官方不但不捍衛公共政策執行者的角色，甚至不斷強

調政府無法執行滿足人民住的需求的能力，只有透過市場與私部門才

能完成，這種不斷弱化政府介入市場的角色，在 1990年代的經濟自

由化與政治上對抗瓦解黨國後，代之而起的“民間社會”，使得私人

資本崛起取得正當性，成為公共政策中公私合夥的主要論述，卻合理

化了政府的不作為。 

這種發展結果帶來的是原本由國家提供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大

量削減，包括運輸、公共衛生、金融服務以及教育支出都面臨私有化

而大幅滑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圖利為目的的商業活動。而在私人利益

考量下，偏遠地區的客運班次減少或取消、無利可圖的公共衛生被私

人醫院的醫療獲利所忽視、金融兼併集團化使得鄉間金融服務水準下

降造成金融排除的現象、而教育私有化迫使學費急速上升導致貧戶家

庭學子無力就學。這類政策執行下來具體的影響，就是原本在新興工

業化國家中相對社會與空間均衡發展的台灣，面臨社會極化

（polarization）、城鄉之間的差距擴大、公衛體系瓦解造成傳染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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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盛行，以及原本作為階級流動的主要機制的教育體系逐漸成為階級

鞏固的工具。更不要談所帶來的貪腐政商關係。而這一切並沒有隨著

兩次政黨輪替而改變。 

對於社運團體而言，一方面部份團體感受到私有化與 BOT制度對

於環境，特別與原住民部落相關環境的破壞，採取對抗發展的姿態。

另類發展的實驗？社區（在地）經濟與作為新自由主義強調企業主體

（entrepreneurial subject）的關係？如何處理與國家關係？或者

如何處理跨地理尺度的連結，例如全球化論述？ 

 

最後，社會階級分化成為許多社運新動力，這其中以私權的保障，

私權作為人權論述的一部份，成為運動訴求，並得到社會支持，小農

（大埔事件）、小地主（文林苑）成為運動的主體，面對國家與大資

本的壓迫。無論作為運動的階段，或者終極目標，都必須串聯公共的

討論。這是最大的挑戰。 

與此同時，公共的退縮。將公共＝黨國，對公共採取懷疑，輕者

漠視，甚至重者敵視。都市更新、徵收農地、公共電視。消費主權論，

consumer citizenship。 

不同運動的衝突，舉個例子：除了政治社會被土地資本滲透操弄

外，而形成政策傾斜與空間不正義外外，更大的矛盾（而且經常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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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討論的矛盾），是來自市民社會內部有（房）產與無（房）產之

間的矛盾。前一波的市民運動，尤其是社區認同與營造運動，在藍綠

政權的庇護支持下，快速蓬勃發展，這對於在過去快速工業化與都市

化的邊陲資本主義發展的台灣社會，長期忽略城市生活基礎設施以及

對於 所處地方的認同，具有一定進步的意義。然而，這樣的市民與

社區運動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權的基礎上，換言之，是透過房產的擁有

所形成的市民權，來建立社區與城市經營管理的權利。而這樣在過去

具有進步意義的社區運動，當面對無房產者的挑戰時，其保守與偽善

性格往往就暴露無遺。例如，小帝寶的爭議中，除了由市議員候選人

粗暴率眾反對，並以黃金與狗屎來對照帝寶與社宅外，而清楚看出其

惡行惡狀外；還有一種看似公共化的措詞在反對小帝寶的興建。這主

要是社區運動支持者提出，要求空總的土地要作為市民公共使用，例

如公園綠地或博物館等，而不應被特定社宅使用者私有化。這種看似

進步的論調，其實包裹著保守有產者的城市想像。事實上，在小帝寶

所在的大安區正是擁有台北市最大綠地公園（大安森林公園）與文教

設施，而證諸過去，往往綠地公園開發中，鄰近土地開發的地主與建

商是最大的獲利者！在台北的市中心，綠地與博物館樣樣不缺，缺的

就是能允許無產者能在城市生活、參與城市活動的住宅，將問題導向

社宅對抗公共使用，其實是沒有說出土地暴利的偽善。而這種偽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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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宅預定地鄰近社區集結抗議中清楚看到，反對者除了以“貧民

窟”意像來反對外，最經常使用的就是以社區之名，提出社區公共設

施（綠地、學校）的需求來抵制社宅的興建。這種存在市民社會中以

土地所有權有無建構的矛盾，將會是阻礙台灣城市成為進步城市的重

要路障。相較於包括巴西在內的許多國家所實踐的住民（非透過土地

的所有權取得投票權身分的市民，而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任何人）的城

市使用與參與權（right to the city），台灣城市社區運動還是在一

定意義上是反動的、需要被批判與改造。 

大的問題：強化建構所有權為主的公民權？公共（市民）參與的

弔詭，誰能參與？違建戶？三鶯部落？外勞？ 

 

國家的左右手，市民社會中的左右左右之辨，存在的鬥爭？ 

 

 

 

 

 

 

 

 

 

 

 

 

 

 



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 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17 

 

 

 

 

 

 

 

 

場次一 

9 月 22 

10:30-12:30 
 

 

 

 

 

 

 

 

 

 

 

 

 

 

 

 

 

 



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 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18 

A-1 弱勢群體與其健康問題：概念、資料與社會實踐 

相較於世界各國強烈關注健康不平等問題及弱勢群體健康問題，台灣公共衛

生實務界或學術界對弱勢群體健康問題及健康不平等問題的關注與研究則頗為

缺乏。綜觀國內相關研究，我們發現大部分對弱勢群體的研究都只能關注單一次

群體—，如失業者、殘障者、遊民、獨居老人等的問題，有關弱勢群體健康的研

究也有類似的問題。這些只針對單一次群體的研究當然無法全面的、完整的展現

國內弱勢群體的完整樣貌及他們的健康情形的，如此一來要依據這些研究進而制

定出合適的政策，恐怕是相當困難。全面性的對弱勢群體的健康進行系統的、實

證的社會關聯探討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因此，台灣公共衛生實務界及學術界迫切

需要對台灣弱勢群體的現況及健康問題作系統分析。 

 

主持人：陳美霞 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 

評論人：王增勇 政治大學社工所副教授 

郭盈靖 遊民行動聯盟召集人、台灣當代漂泊協會執委 

 

1. 王實之 ─ 社會弱勢的圖像與其理論概念的發展：國際歷史剖析 
──學歷：University of Essex 博士  

──經歷：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成大公衛所博士後研究員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 

(1) 吳怡伶、王實之，(已接受)，〈常民參與對醫療知識與衛生政策的貢獻： 

職業病認定與補償之爭議的歷史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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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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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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聚焦在「社會弱勢」、「弱勢者」概念與定義測量的發展過程，透過批判

地回顧國外社會學、社會福利相關理論的歷史發展，檢視相關理論概念在不同時

空、政經背景轉變，以思考建構當代台灣社會不平等議題的對策。其實，社會弱

勢的概念是相對於社會結構而定，而隨著不同時空下的社會結構，弱勢者的形貌

就不同。社會學從社會不均的角度出發，對整體情況進行概念性的分層，因而相

對應衍生出社會位置的定義與測量:包括「社會階級」(social class)、「社會地

位」(social status)、「社會經濟地位」 (social-economic status)等。社會

福利領域則有包括「貧窮」、「剝奪」、「社會排除」等概念的演進。此外，因為政

策制訂與福利輸送對象不同，社福學者主張弱勢不是固定的一群的同質團體，而

是社會變遷與社會結構轉型下，基本與次級需要無法獲得及時與適當滿足的人。

我們發現社會弱勢的概念與測量定義，受到國家社會福利體制即意識型態、全球

化、以及公共知識份子的介入等三種力量的影響而決定。 

 

2. 陳奕曄 ─ 台灣的社會弱勢及其健康樣貌初探 

──學歷： 成功大學公衛所 

──現職：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 專員 

摘要 

在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全球下，使得世界各國健康不平等情形問題日益嚴

重，台灣自然也無法避免。若國家在照顧或改善社會弱勢的健康上要能更有效的

規劃資源投入與擬定介入方法，對社會弱勢及其健康樣貌進行分析是必要的步

驟。此分析也必須先回答何謂台灣的社會弱勢，接著分析導致社會弱勢有不佳健

康結果的路徑或機制為何？ 

本研究將從國內社福政策、國內社福及健康研究領域中，整理、分析國內對

社會弱勢及其健康問題的概念與分析方法，並進一步嘗試使用國內健康資料庫來

進行台灣社會弱勢的健康樣貌進行初步分析，回答社會弱勢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健

康差距（罹病、心理狀態等）與影響健康差距的相關健康決定因素的分佈情形（如

居住環境的好壞、健康行為的好壞等）。 

經過初步分析，本研究除描繪出台灣社會弱勢的健康樣貌外，也發現社福領

域的分析概念是可補充現行健康領域對社會弱勢分析的不足，另外，若以收入、

職業、教育等指標來測量不同的社會弱勢情形，在健康結果的分佈以及影響健康

的決定因素的分佈上出現不盡相同的結果，這些不盡相同的結果代表著不同的社

會弱勢有著不同造成不良健康結果的機制與路徑，此結果可做為規劃衛生資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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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與擬定介入方法的重要參考。此外，本研究在分析過程中也發現，國內資料庫

的情形並無法完整回答社會弱勢及其健康情形，政府和研究者必須克服國內資料

庫的種種限制，才能提出有效舒緩國內健康不平等情形的政策。 

 

3. 施姵宇 ─ 遊民從何而來及其公衛問題 

──學歷：長庚大學護理系 

──經歷：台北榮民總醫院耳鼻喉科門診護士 

──現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在民國八零年代政府將遊民族群納入社會福利一環，揮別過去對於遊民取締

管理的方式，民 83年在各縣市陸續成立遊民輔導辦法，對於 2週以上流浪在外、

居無定所以及所得低於最低基本工資的人(1994，林萬億)，進行緊急性的收容安

置。自官方統計遊民人數也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從內政部社會司委託鄭麗珍在民

94年進行遊民成因的探討，可得知相較過去認為家庭解組是形成遊民最主要因

素，而現今是台灣產業結構改變而導致遊民形成為主。另外在許多文獻也說明第

一線社福人員與遊民接觸上的瓶頸，其一是社工對於遊民成因的認知與遊民本身

落差，其二是社工的養成教育而容易從個人層面為遊民申請福利。此外，儘管政

府早將遊民納為社會福利救助的族群，卻因殘補式福利而無法在實質上給予遊民

福利和協助；再者社會大眾對於遊民骯髒的形象，也型塑對於他們的嫌棄和厭惡

的態度，甚至在社會新聞可見一些人對他們施於暴力或攻擊。社會應該要讓邊緣

人回歸社會，現在卻仍存在許多不公義的景象。 

身為公共衛生的一員，我們將思考如何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關懷遊民，或是

目前遊民的處境會引起什麼公衛問題等等，在文獻回顧後留意遊民最大問題是：

收容和醫療，目前很多琢磨在收容的部分，甚至了解有機會進入收容的遊民，也

可能才有接觸醫療的機會，或是他們直接求助醫院(急診或門診)，公共衛生所強

調是健康，試想目前遊民在街頭流浪時，必須在遭遇危急或身體出現極不適症狀

才求助醫療，即便在接受治療後，對於慢性或重症疾病的後續追蹤是微乎其微，

可見他們已不在社會安全網絡的保障之下，遊民失去生存權益是目前首要關切，

面對流離失所的生活，健康的身心狀態漸漸耗盡，這也是我想進一步探索遊民健

康問題和使用醫療資源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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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國家法律、藝術自由與人民權利 

 

摘要 

 

藝術自由是一個文化社群與民主國家普遍的共識，做為一種言論和表達方

式，藝術自由應該受到憲法的保障。然而這個基本人權的保障在法律上的實踐，

國家機器還是有操作藝術定義和內容的可能性。而藝術自由也還有許多競爭的權

利，如人格權、隱私權和財產權等同屬憲法保障的權利。隨著社會中各個運作系

統越來越緊密的互涉關係，以及隨著民主社會對多元性的建構，保障藝術自由的

文化意涵和法律操作也日益複雜。本研究從國內外最近的案例出發，探討德國與

美國對於藝術表達之政策和法規，並以判例分析自由在個人、法規制度如何落實

言論與表達自由之保障。最後並評論藝術自由與其他言論與表達自由之不同處，

以及藝術自由的文化和法律目的關係。 

關鍵字：藝術自由、言論自由、藝術自主、表達自由、藝術法律  

 

1. 吳介祥 ─ 憲法真的容得下藝術自由嗎？ 
──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 

 

摘要 

藝術自由是一個文化社群與民主國家普遍的共識，做為一種言論和表達方

式，藝術自由應該受到憲法的保障。然而這個基本人權的保障在法律上的實踐，

國家機器還是有操作藝術定義和內容的可能性。而藝術自由也還有許多競爭的權

利，如人格權、隱私權和財產權等同屬憲法保障的權利。隨著社會中各個運作系

統越來越緊密的互涉關係，以及隨著民主社會對多元性的建構，保障藝術自由的

文化意涵和法律操作也日益複雜。本研究從國內外最近的案例出發，探討德國與

美國對於藝術表達之政策和法規，並以判例分析自由在個人、法規制度如何落實

言論與表達自由之保障。最後並評論藝術自由與其他言論與表達自由之不同處，

以及藝術自由的文化和法律目的關係。 

 

2. 王怡蘋 ─ 言論自由與著作權之保護──以著作人格權為核心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前年上演的電影「帝國毀滅」，內容在描述希特勒自殺前最後十二天，其中

希特勒投降前的片段，被網友配上字幕改編成「希特勒的 XBOX360被鎖機」、「帝

國毀滅 - 玩家被黑心農場陰」等搞笑影片，以及「希特勒聲援中華隊、搶救楊

淑君！1『事件第一天』」充滿支持與鼓勵的影片。又如 1997年美國藝術家 Thomas 

Forsythe創作 78幅攝影照片，系列名稱為“Food Chain Barbie”，攝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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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芭比娃娃以奇怪且多具有性色彩的姿勢呈現，例如“Malted Barbie”中裸

體芭比放置於麥芽機器中；或如“Fondue a la Barbie”將三顆芭比頭顱擺放於

起士鍋中，藉由這些攝影照片 Thomas Forsythe 批判芭比娃娃物化女性，並痛批

芭比娃娃塑造通俗的美麗神話，使社會將女性當成物品看待。此等行為係以他人

創作為基礎，藉由變更內容之方式，以達詼諧、諷刺等效果，本文以下統稱其為

「嘲諷性模仿」，惟究其內容可分為三大類，一是變更之內容即為嘲諷被利用之

著作，如藝術家 Thomas Forsythe 創作之“Food Chain Barbie”系列；二是變

更之內容係為嘲諷與被利用著作無關之其他事件，如政治、社會現象等；三則是

變更之內容純屬搞笑性質，並無嘲諷被利用之著作或其他事件。 

依據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上述行為不僅涉及該影片著作權人的改作權、公

開傳輸權等著作財產權，亦涉及同一性保持權之著作人格權。就著作財產權的部

分而言，是否能因符合合理使用原則而不成立侵權責任，值得深就；至於著作人

格權的部分，則因欠缺類似的規定而無法免除侵權責任。或有認為利用人本不應

任意更改他人著作內容，但若利用人變更他人著作內容之目的係為表達其思想意

見時，是否仍應全盤否認此等利用行為之合法性，實有疑問，此不僅因著作權法

第 1條明定其立法目的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及促進國家文

化發展，更因我國憲法第 11條保障言論自由：「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即出版

之自由。」因此，本文擬探討言論自由與同一性保持權之衝突，並嘗試尋找其平

衡點。 

 

3. 洪淳琦 ─ 誰來評斷藝術？──論公立展演場地之管理規則及節

目評議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 

 

摘要 

我國憲法第十一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保障人民表

現自我的權利。然而，藝術家的表現自由，卻常在申請展演場地時遇到限制。 

本文首先整理中正文化中心與全台直轄縣、市文化局主管的表演場地的法規

現況，發現可粗略分成三種態樣：一是強調「節目品質型」的管理規則，由主管

機關邀集學者專家組成節目品質評鑑審議委員會，積極要求一定藝術品質的藝術

作品，才能展出或演出，如兩廳院、小巨蛋的表演場所；二是各縣市共通的管理

規則類型，主要是禁止違法、違反公序良俗或其他會影響展演場地安全的藝術表

現；三是散見在各縣市場地管理規則中，深具家父長色彩的禁止類型：包含「違

反社會公益」、「違背國策」、「違反倫理道德」、「營利又缺乏社會教育意義」的藝

術表現，都在禁止之列。 

本文主張，關於第二類型各縣市共通的管理規則，「違反公序良俗」這個標

準範圍過廣，且大家寬鬆標準不一，即便大家標準相同，以多數標準壓抑少數人

意見表達的自由，亦有違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精神，應該刪除，只留存「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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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禁止態樣就已足夠。第三類各種深具家父長色彩的禁止類型，主管機關以內

部管理規則就排斥某些與政府觀點相違背的言論，沒有任何民意基礎，且受規範

的藝術家難以理解其內涵，違反法律保留及法律明確性原則，應全數刪除。 

至於以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強調「節目品質」的管理規則，我們仍需小心

看待。如同布爾迪厄所指出，藝術場域對外面臨政府的宰制，對內已掌握符號權

力的藝術家們亦可能宰制其他觀點的藝術家。本文主張審議委員會之組成應更具

多元性，甚至得包括還不被劃歸「專家」的圈外人，並主張管理規則應就審議委

員會的成員，限制任期並強制規定成員的流動，目前兩廳院的「品質管理規則」

已有嘗試的起點。我們唯有永遠回到受壓迫者的立場去思考，唯有藝術領域的階

級能有流動的機會，藝術才能找到一點自由的微光。 

 

 

C-1 臺灣原住民主體經濟的實踐與未來發展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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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台灣原住民族被迫捲入資本主義邏輯的市場經濟僅不過數十年的時間而已，在市

場自由競爭的經濟邏輯下，如同黃應貴指出的，台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已經發生

了根本性的改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從七十年代末期進一步發展成新自由

主義經濟以來，台灣原住民族的經濟發展似乎無力與主流社會齊頭發展，陷入困

境。面對這種困境，許多原住民族部落工作者都在思考台灣原住民族是否有可能

發展出一套有別於資本主義經濟邏輯的主體經濟，以回應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挑

戰？而這樣的主體經濟到底應該如何實踐，才能走出一條另類的原住民主體經濟

路線？ 

這個圓桌論壇邀請幾位引言人，包含學界與部落工作者，分別從幾個角度一

同分享親身實踐與反思上述課題。首先回顧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中社會經濟與

互惠交換的價值體系，可以如何運用現代科技、創意、行銷與經營手法的機制，

創造出一種「傳統價值；現代經營」的原住民部落新微型合作產業模式，以及這

樣的產業經濟模式可能面臨的地方政治結構問題。接著，不同的引言人將以親身

實踐的經歷，討論原住民主體經濟發展的現況、可能性與限制。包含了奇美部落

的部落營造過程中嘗試建立的主體經濟模式、透過網路科技，帶入「參與、信任

與合作」概念的主體經濟行銷模式、以及討論原住民文創產業實例所面臨的挑戰

與未來等議題。各引言人皆為原住民部落運動的實踐者，嘗試透過本圓桌論壇，

除了提供實踐的經驗之外，也指出了在實踐背後的反思歷程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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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今資本主義邏輯發展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壓制，要發展台灣原住民

的主體經濟，是一個艱難的任務，亦需要更多的反思、實踐、討論與回應來謀求

進一步的可能性。本圓桌論壇即在希望透過分享與討論，繼續尋找通往台灣原住

民族另類主體經濟的活路。 

 

1. 蔡政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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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大學公共文化事務學系暨南島文化研究所教授 

 

摘要 

東臺灣由於其地理位置以及人口分布與流動的特色，使得長期以來相較於台

灣西部在經濟發展上呈現較為「弱勢」的現象。近年來，國家認為東臺灣有著極

具觀光效益的自然環境以多元豐富的原住民族文化，開始積極地建構東臺灣的觀

光產業，並發展了許多的觀光規模經濟計畫。然而，這些為數眾多的觀光規模經

濟方案，遭受包含環保團體與在地原住民社群的激烈反抗，反抗的論述多集中在

環境生態與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概念上，顯然國家的東台灣發展方向與在地的想像

存在著相當大的落差。在面對環保議題上，有學者提出以「富有故事性、獨立性、

在地性和不可複製性」的新微型產業發展來取代，然而，該概念必須進一步深化

討論，才有機會面對此區域內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議題。東臺灣原住民族地區的

產業發展，除了「新微型」的概念外，還必須注入傳統原住民族社群的傳統價值，

以現代的經營手法與策略，營造部落型態的新微型合作產業，並據此開展多元的

原住民人才培育。 

部落型態的新微型合作產業除了一方面必須放在原住民族傳統價值的脈絡

與現代經營的策略下發展之外，另一方面也會面臨當代原住民部落政治結構的難

題，例如原漢混居的部落現況、不同法人團體（各種協會組織）之間以及政府資

源分配的競爭等問題，若要發展東臺灣原住民部落型態的新微型合作產業經濟，

首要的挑戰即是必須解決以上的各種政治結構難題才有機會，另類的原住民族主

體經濟才能有發展的空間。 

 

作者簡歷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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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紀錄片導演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學習發展課副理〈1999.06~2003.08〉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系兼任講師〈2004.09~2007.01〉 

台灣民族誌影像學會兼任常務監事〈2008~〉 

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2010.08~2011.01〉 

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策展人〈2011~〉 

 

著作簡目 

 

 (1996a) 電腦多媒體課程改善「行為失衡」青少年學業適應問題的可行性探討。 

台灣教育 546﹕46-54。（計惠卿為第二作者） 

 

 (1996b) 綿延不斷的卑南山﹕從教學科技的觀點看台東縣賓朗村卑南族的男子

傳統文化教育。 視聽教育雙月刊 38（1）﹕31-38。 

 

(2004) 阿美族簡介。 阿美族族群研究。線上資源，

http://www.dmtip.gov.tw/FileUpload/interaction/e_images/阿美族族群研

究.pdf。台東﹕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6a)  “Amis Hip Hop”: The Body Exhibitions of Contemporary Amis Youth in 

Taiwan. TsingHua Anthropological & Area Studies Paper Series 2. 

 

 (2006b) 戲謔與名聲﹕都蘭阿美族年齡組織的延續與變遷。刊於 國立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暑期田野實習報告 2002~2003，頁 277~306。新竹﹕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 

 

 (2007) Makapahay a calay（美麗之網）：當代都蘭阿美人的歌舞展現。民俗曲藝 

156: 31-83。(TSSCI) 

 

 (2008) 阿美族的都市生活與社會文化的持續與變遷﹕文獻資料的初步整理與

展望。刊於 寬容的人類學精神：劉斌雄先生紀念論文集，林美容，郭佩宜，

黃智慧 編輯，頁 273-306。（黃宣衛為第二作者）。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有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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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石堆中發芽的人類學家。台北：玉山社。 

 

 (2011)從都蘭到新幾內亞：一個阿美族高砂義勇隊員的戰場經歷與後代子孫重

返戰場的故事。台北：玉山社。 

 

 (出版中)‘Amis hip hop’: the bodily expressions of contemporary young Amis in 

Taiwan. In Ironie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East Asia. Robert Parkin and 

James Wilkerson eds,.Berghahn Books. 

 

 

2. 吳明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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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美原住民文物館館長、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總幹事 

 

摘要 

 

台灣原住民部落被迫捲入市場社會的建構過程，只有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而且幾

乎都是難以抗拒大社會生產模式的巨大變遷、消費模式的改變、伴隨著殖民者船

堅砲利與現代化教育，被迫捲入資本主義市場當中並遭逢劇烈變化，又因在快速

壓縮扭曲的過程中，部落族人難以擁有新興生產模式的工具或技術，因此大多流

於市場社會的底層。對原住民社會而言，市場現代性的建構並非易事，幾乎所有

的部落都是在無意識、完全沒有準備、也無法準備去面對與調適的狀態下，就經

歷快速而壓縮的市場化和商品化，結果幾乎全部出現「市場失靈」的問題，也就

是被市場經濟打得落花流水、無法反擊。 

但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日，文化創意產業高舉的年代，網路新科技的日漸

普及，許多原住民部落透過社區營造的方式，試圖為部落產業找出一條新出路。

在這個原住民部落試圖翻轉自身命運的文化產業建構過程中，會發生麼事情？這

些事情要如何去理解？傳統部落文化在這個建構過程中又扮演什麼角色？透過

奇美部落七年部落營造的歷程，試圖建構以奇美部落為主體性的經濟體過程，當

中發生了許多與資本主義邏輯矛盾衝突的現象，以及試圖在整個資本主義大環境

當中試圖殺出一條血路，這個過程奇美部落做了什麼努力？要如何理解過程中許

多令人困惑的現象？是本論文試圖要分析與探究的。 

 

經歷──紀錄片導演、NGO 社會運動工作者 

學歷──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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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惠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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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摘要 

面對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競爭，許多原住民產業採取了另類發展的路徑，運用社

區支持型農業與各種合作機制，希望能與消費者在信任基礎上建立永續發展的基

礎。然而，如何找到部落產業的主體性，建立屬於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一直是

關注原住民產業發展者的重點。 

本文從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所發展出的「部落 e 購」經驗出

發，討論另類行銷模式在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下的困境，並討論參與式保障系統

（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於台灣原住民產業運用的前景與問題，同時為

了落實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真正雙贏關係，運用合作經濟模式重構信任機制的可能

性。希望在生產、消費與分配的面向中，重新檢視原住民主體經濟的建構。 

 

作者簡歷 

學歷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士候選人 

 

經歷 

台灣立報原住民版編輯 

台灣社區重建協會執行長 

 

現職 

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著作簡目 

 

陳玠廷、金惠雯（2011），從消費到參與：以環境友善耕作參與式保障系統為例，

文化研究學會 2011 年會。台北：文化研究學會。 

金惠雯（2008），公平貿易下的社會企業─社區共同產銷網絡形成的可能性再探，

2008 生物產業推廣與傳播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

系。 

金惠雯、德布藍恩（2006），賦權、參與和發展─從原住民地區的創造偏鄉數位

機會中心輔導計畫談起，2006 年社區與人文對話國際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屏東：美和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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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惠雯、黃肇新（2003），社區經濟危機的在地抵抗策略！？─以 ACT 協力商場

為例，《休閒、文化與綠色資源論壇》論文集，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主辦。 

金惠雯（2001），編織．部落．夢：原住民婦女手工藝品生產的政治經濟分析，《實

踐與開創：新生代觀點災後重建實務研討會》論文集，p.205-227，全國災

後重建聯盟、台灣社區重建協會主辦。 

金惠雯（1999），如何進行部落組織工作，蔡培慧、蔡旻玠、金惠雯、尤瑪．達

陸等著，《原住民族部落工作資源手冊》，台灣原住民同舟協會編。 

 

 

D-1 馴化與抵抗──高教危機下的新工會主義 

1. 戴伯芬 ─ 新工會主義：概念與實踐 
──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摘要 

 

台灣的工會在過去威權主義的政府統治下，工會運動一直受到政府壓制。大

眾對於工會的印象受到主流媒體以及國營事業工會形象的影響，認為工會只是一

小群國營事業的工會派系鬥爭、提高工資與福利的手段，工會不僅不是社會進步

改革的力量，且背負著國營企業自肥的污名。本文提出新工會主義的看法，試圖

擺脫傳統工會主義的發展路線，回應外界對於高教工會的質疑，並梳理當前一些

爭議性高教政策與議題的歧見。 

本文從社會行動者角色出發，反思三個多月來高教工會組織與運動經驗，試

圖在當前紛擾的高教議題中，釐清不同立場與位置的爭論，一方面呈現外在的大

眾與學術界對於工會的誤解與批判，分析這些批判的來源與成因；另外一方面突

顯工會成員在組織與介入高教議題的差異與組織困境。藉由新工會主義的概念與

討論，希望創造高教改革者的對話場域，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開啟集體行動的可

能性，進而與高教政策展開論辯與對話。 

 

著作簡歷 

1.戴伯芬(2011) 亞洲四小龍公民社會組織的國際化網絡初探，城市學學刊，第

2卷第 1 期，頁 1-29。 

2.Tai, Po-fen (2010) Beyond ‘Social Polarisation’? A Test for Asian 

World Cities in Developmental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4(4), 743-761。 

3.戴伯芬,康雅婷(2007) 〈聚落保存與發展:新竹舊港里的個案調查與初步規

劃〉，《城市與設計學報》，28期，頁 205-232。 

4.戴伯芬(2007)〈無法執法與有法放任：台灣有線電視產業的制度論分析

(1983-1998)〉，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9卷第 3期，頁 16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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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ai, Po-fen (2006) Social Polarization: Comparing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Taipei, Urban Studies 43(10):1737-1756. 

 

2. 邱毓斌 ─ 工會主義抑或專業主義？高教工會的定位與戰略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解嚴以來，教師會組織開創了教師結社與爭取自主的可能性，但也引發大眾

對於教師會做為利益團體的質疑，同時陷入專業主義與工會主義的兩難。新成立

的高教工會，雖然已獲得團結權，但仍無罷教權(爭議權)，也難以建立集體協商。

高教工會除了必須面對教師組織發展的困境之外，大專教師對於階級的身份認同

低，組織意願更低，使得大專教師難以在高教議題上發揮專業影響力。工會主義

抑或專業主義？如何與既有的教師會、大專教師組織競爭與合作，開創高教工會

的運動路線？此為當前高教工會組織所需面對的問題，也關乎高教工會的發展與

定位。 

 

3. 張國聖 ─ 沒有退場機制的退場機制：高教發展下的勞動權爭議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副教授 

 

摘要 

    雖然總統以及教育部公開宣稱高等教育沒有退場機制，但是台灣私立大學正

面臨少子化的生員危機，也在高教競爭中開始系所整併以及大規模的教師裁員。 

在缺乏退場機制下，大學勞動者成為教育緊縮政策下的直接受害者，大學在增加

收益、減少勞資糾紛考量下，以績效為名，紛紛採取彈性化的僱傭方式，並建立

各式嚴格的汰換教師職員機制。本文從高教勞動權的角度出發，藉由個案分析的

方式，批判大學擴張政策下所造成教師勞動權受損問題，剖析台灣高教政策、法

規的制度以及執行面所造成的問題，透過評鑑制度、限制升等條款，如何規範與

結束高教勞動者的學術生涯。 

 

著作簡歷： 

1.張國聖，2007年 8月，〈國際海上保險制度及其立法之趨勢〉，《公共事務評論》，

第 8卷第 1期，高雄，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  

2.張國聖，2006年 12 月，〈海事優先權：我國海商法之規範及其對國際公約之

繼受〉，《通識研究集刊》，第十期，開南大學。  

3.張國聖，2006年 10 月，〈海上保險及其國際立法之趨勢〉，《引进與咨詢》，2006

年增刊，福建省科學技術協會，頁 429至 437。（中國核心期刊）  

4.張國聖，2006年 9 月，〈論析 2004年美國協會貨物保險條款〉，《保險實務與

制度》，第伍卷第二期，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頁 239至 307。  

5.張國聖，2005年 12月，〈「被遺忘的人類」還是「黃昏民族」？──從我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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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政策的發展看民族平等在現階段台灣社會之實踐〉，《通識研究集刊》，第八

期，開南管理學院編印，頁 89至 106。  

6.張國聖，2004年 12 月，〈「三差問題」對中國國家發展的挑戰〉，《通識研究集

刊》，第六期，頁 17至 30。  

7.張國聖，2004年 12 月，〈當代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發展的詮釋〉，《中國大陸研

究》，第四七卷第四期，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25至 50。（TSSCI）  

8.張國聖，2003年 12 月，〈現代人權的發展源流與意涵〉，《通識研究集刊》，第

四期，開南管理學院編印，頁 1至 17。  

9.張國聖，2002年 6 月，〈科技時代下的通識教育使命〉，《通識研究集刊》，第

一期，開南管理學院編印，頁 1至 16。  

 

4. 翁裕峰 ─ 非典僱用化的高教勞動：博士生的生涯轉換分析 
──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摘要 

    非兼僱用已是全球市場下的趨勢，本文分析從博士生涯的角度，分析高教非

典僱用的體制形成、運作與結果，透過博士後的非典僱用現況調查，描繪當前非

典僱用的僱用方式、應聘要求、勞動內容與勞動條件，揭露非典僱用體制的市場

特性，分析高教體制可能造成的影響，同時也藉由研究者反身性的個案分析，探

討個人如何回應非典僱用中的生涯困境，尋找生涯轉換的可能性。 

 

著作簡歷 

1. 翁裕峰，2009，"災害防救、健康人權與匱乏普遍存在的專門知識—八八風災

回顧"，台灣民主季刊，第六卷，第三期，頁 195-208。TSSCI (NSC 

97-2511-S-006 -012; NSC 98-2511-S-006-005) 

2. 翁裕峰，2008，"大學評鑑與勞力密集教育產業的關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七十期。TSSCI 

3. 翁裕峰，2007，"社會流行病學與轉譯技術的交叉點"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

五期，頁 271-286。 

4. 翁裕峰、尤素芬，2006，"緊急防疫與極端狀態下之市民不服從：以 SARS期

間和平醫院封院為例" 台灣政治學刊，第十卷，第二期，頁 149-208。TSSCI

（NSC-91-2811-H-029-002; NSC-93-2412-H-21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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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八年抗戰之後，樂生運動新路與回顧 

自 2005年樂生保留自救會正式成立開始，迄今已過八年時間經歷了激烈抗

爭、大規模遊行、反迫遷到近日的反走山，值得討論之面向甚多，本次擬以裂縫

測量小組、文化資產保存、自救會委員訪談之經驗出發，提出暫時性之紀錄與回

顧。 

召集團體：青年樂生聯盟 

 

1. 林靖豪／黃仲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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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靖豪 

──學歷：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學士班 

──現任：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學士班 

黃仲玄 

──學歷：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班 

──現任：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班 

摘要 

自 1970年代以來，在反抗國家以開發主義方針指導之下所進行的種種工程

建設時，台灣公民社會所使用的論述工具，除了在開發的經濟價值以及從文化、

環境等面向出發，質疑建設的必要性，但前述策略往往因為國家能夠藉由獨佔工

程專業的論述與位置，以工程不會傷害環境、文化等專業論述進行掩飾，而減低

了反對者的攻擊力道。我們將發現：透過產官學界的結盟和決策機制，並排除群

眾接觸、質疑「專業」的機會，國家建構了一套工程專業霸權作為遂行不正義開

發的掩飾。 

然而，當捷運新莊機廠在建設過程爆發了未預見的工程狀況的同時，也暴露

了這一霸權的運作危機：透過以草根方式自力監測捷運工程在樂生療養院新舊院

區所造成的種種龜裂現象，青年樂生聯盟的裂縫測量隊藉由超過一年的長時間定

期測量所累積的資料，有效地提供了重新將群眾與工程建設知識連結起來，對國

家所獨佔的專業論述及其掩飾之開發行為提出質疑的嘗試。當裂縫測量隊（大蛇

隊）的隊員在院區內積極測量裂縫的同時，不只進行了以草根知識為基礎的自力

救濟，捕捉大蛇（裂縫）的活動蹤跡；也迫使這條在國家權力運作下活動的大蛇

（工程專業霸權）無所遁形。 

 

2. 何欣潔／林秀芃 ─ 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的樂生療養院 
何欣潔 

──學歷：台大法律系畢、台大城鄉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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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芃 

──學歷：台大法律系學士班 

摘要 

自 199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雖已由戰後的快速發展進入成長趨緩期，以發

展為名對於古蹟與各式原有聚落紋理的破壞卻更形加劇，因此，發軔於 1970年

代的古蹟保存運動、而立法於 1980年代的舊版文化資產保存法早已無法解決當

時的文化資產保存的課題。在規範無法回應社會現實以及 1990年的國家文化政

策轉向風潮推動下，新文化資產保存法於 2005 年修正上路，當中加入暫定古蹟

等工具，以解決上階段國家政策干預能力不足而難以保護文化資產的窘境。 

 2005 年 12月 11 日，文建會將樂生療養院訂為新文資法首例暫定古蹟後，

「文化資產保存路線」一直都牽動著保留運動的節奏。包括於保存範圍的擴大、

工程共構方案的提出等重要轉折，莫不與 2005 年通過的新文化資產保存法息息

相關；2008 年為保有空間使用權而提出的「樂生活文化聚落」計畫、2009 年監

察院提出的糾正案、被認定為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等事件基本上也可繼續視為文

資保存路線的延續或變形。樂生保留運動被視為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也確實與新

文化資產保存法關係密切，但行動綱本卻與當初文化菁英推動立法理由迥異，實

於不同的行動邏輯中，轉化文化資產保存法為運動持續擁有與國家循法理爭辯的

依據，也與國家爭奪空間使用與定義的權力。 

 

3. 蔡秉璁／黃淥／巫宛蓉 ─ 從「拆遷」到「走山」──在代步車

上看樂生保留運動八年的變與不變 

蔡秉璁 

──學歷：台大電機系學士班 

黃淥 

──學歷：台大人類學系學士班 

巫宛蓉 

──學歷：政大哲學系畢 

──現任：輔大心理系碩士生 

摘要 

自 2005年起，樂生保留運動持續至今已近八年。這八年來，運動的訴求最

初為「反迫遷，定古蹟」，運動的主軸圍繞著院民居住人權及院舍文資價值，爭

取院民原地續住與包含王字型大樓第一進、貞德舍、中山堂等院舍之保留。在

2007年 5月 30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定案施工方案之後，2010年樂生院保留

區開始因為捷運工程向下開挖土坡而發生走山，樂生保留自救會與青年樂生聯盟

隨即提出「土方回填」等相關訴求，並且就工程問題持續與政府部門抗爭至今。 

關於樂生保留運動的學術研究並不缺乏，然而本文希望回到作為運動主體的

院民身上，本文將在著重於樂生保留自救會中的院民幹部們如何看待樂生保留運

動這八年來的變與不變，從樂生保留自救會成員的的視角出發，了解他們如何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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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下數點：幹部及其他院民之間的人際關係、院區地貌的改變、運動訴求的更

迭、學生成員的流動，乃至整體政治環境的改變。本文欲分析的重點為，對於擔

任自救會幹部的院民而言，2008年 12月 3日的貞德舍拆遷抗爭是否可以做為運

動的一個分水嶺，標誌了運動訴求的改變，也就是從「反迫遷，定古蹟」轉換到

工程安全問題。倘若此事件可被視為一個轉捩點，那麼它又如何與其他面向的改

變彼此牽動，同時對於自救會幹部而言運動是否因此存在著態度與認知上的斷裂

及轉折？又或者院民並不認定此事件不足以作為主要的轉捩點，那麼它是否可能

與其他事件並置為一系列連續的重大事件？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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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崛起的历史变动，不仅意味着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治理能力上的

巨大变化，这个变化还连带出中国社会多层面的结构破裂和力量重组，以及在重

组中对自身历史经验的再认识。 

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这一现实变局中赫赫在目的阶层贫富分化、主体道德溃

败、官僚体制腐化、社会异质化等等问题，启动何种资源来应对中国崛起中的社

会溃败，如何构想中国崛起后的国家再建设，知识界意见歧出。无论是渴望重启

平等、公义之社会主义传统的新左派，还是坚持自由、发展观的自由主义，抑或

是内涵不清的中国模式，都没能真正在中国历史实践的内在脉络之中来整理中国

社会一次次的结构性变动。脱历史化与脱中国化，始终钳制着我们对中国现状的

理解，以及对中国未来的构想。因此，若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现状的诸多

问题，我们便需历史化地重新整理中国革命实践的内在发动机制和生产机制，重

新整理这些内在机制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如何发动、如何打开局面、又如何产生困

局。 

其中，如何带动中国走出近现代以来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成为百年中无数

有志之士的梦想。在这些为梦想而努力实践的历史经验中，有挫败，有成功。中

国共产革命不仅蕴含着当下执政党的成功历史经验、不仅由于它对中国现当代社

会结构的巨大形塑力而备受关注，还由于它在带动中国走出历史困境中所获得的

巨大成就、以及随之又遭遇巨大挫折的复杂历史面向，而成为我们格外侧重的关

注对象。 

在这样的历史变局中，我们尤为关注主体的精神面貌、感觉结构、认知状况

在巨大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具体构成和剧烈变化。当下，一个崛起的中国内部，却

人心惶惶。在带动中国摆脱历史结构性困境的过程中，究竟如何处理主体与革命

诸环节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目前日益加剧的现实焦虑。如何重新焕发个体的精

神，如何让个体更积极地投入到历史改革之中，同时获得人生的充实感？如何让

崛起的中国不走向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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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此，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如何处理主体问题，就成为了我们的关

注核心。主体精神状况与中国革命的内在结构、生产机制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中国革命所塑造和召唤的主体，其具体历史形态如何？而这样的主体自我又如何

在新的历史变局中展开文化再造，便是我们此次小组议题的重要内容。我们不仅

讨论早期中国共产革命如何在历史基体中塑造主体，还讨论建国前后中，中国革

命是如何处理主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时期以来，主体如何展开文化再造。

另外，我们还会讨论 1949年前后爱国主义运动中，革命如何动员个体。作为对

照，我们还会讨论台湾在光复时期的特殊历史经验中，作为作家的主体如何来应

对和调整自身状况。希望通过多视角的历史化整理，为中国崛起的内在虚空化，

提供某种启发性的资源。 

 
1. 薩支山 ─ 50年代初期新愛國主義宣傳與國家意識的形成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在諸多有關 50年代初期（1949-1955）的回憶和敍述中，這一時期往往被描

述成充滿了希望和朝氣，即所謂的蜜月時期。這種近乎共同的感覺意味著在個人

與國家的關係中，個人是成功地被整合到國家中。在短短的幾年內，中共是如何

做到這一點的呢？ 

儘管有了“新愛國主義”的論述及普遍的思想教育，但要使之深入人心並培

育出國家意識，卻還需要一場以運動模式為載體的全方位的組織動員來完成，而

“抗美援朝”運動以其“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護和發展”“新民主主義社

會制度、國家制度”成為“新愛國主義”運動的最主要內容及載體。 

“仇美、鄙美、蔑美”的“三視”教育是抗美援朝運動初期宣傳教育工作中

最重要的內容，蓋由當時社會存在許多“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因此必須

堅決肅清。從國家意識建構的角度，也必須在二元對立的結構中確立一個對立面。 

將抗美援朝運動同經常工作、實際工作結合起來，一方面，是將抗美援朝的

愛國熱情深入和具體化，另方面則是具體的工作獲得動力、意義和提升。愛國公

約運動的推廣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某種意義上，這是個人和國家簽訂的

一種契約，個人以這種方式整合到國家中。只不過，在這裏國家是隱形的。形式

上這是自己對自己簽的契約，同時又可以監督別人並且也受別人的監督。這似乎

意味著國家不是個人的對立面，而是內化為自己。自己對自己的要求也就是國家

對自己的要求。這就是國家意識中的主人翁精神了。 

如果說抗美援朝運動中的“三視”教育，更多地是通過集會、遊行等大規模

群眾活動來完成的話，那麼“愛國公約”運動則正好相反，多以小範圍的醞釀討

論產生。這是一個有趣的對比。不過，它們要處理的卻是同樣的問題，即個人與

集體、國家的關係，個人如何通過這些運動而融入集體，產生國家意識。在我看

來，前者是一種被吸納的狀態，在集會、控訴、遊行等具有強烈磁場效應氛圍中，

個體很容易不由自主地被吸附進去。而後者，卻是以個體為主，在不斷的醞釀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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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集體、國家內化為自己的要求。二者在邏輯上屬遞進關係，共同確立自身

的國家意識。 

 

 

2. 何吉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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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文學評論》雜誌社 

 

摘要 

50 年代初期的“新愛國主義運動”是中共建國後進行社會整合的重要舉

措。在一個新政權剛剛建立，同時又面臨抗美援朝戰爭和“冷戰”國際格局塑形

的形勢，“新愛國主義運動”有多重的意涵和指向。一方面，它是一種社會動員

方式，以階級動員和國家組織的方式，將社會不同成員組織到新的國家整體中；

另一方面，“愛國”的另一面是“反美”，是要洗刷百年來受西方列強欺淩的歷

史，不僅要為出兵朝鮮進行抗美援朝提供整體的合法性，同時也要為新政權的外

交策略奠定國內的意識形態基礎。因此，“新愛國主義運動”可以看作是近代以

來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在中國的最後完成。由於階級話語的引入，又由於共產主義

運動的國際性質和冷戰結構的最初賦形，作為一種訴之新的國家認同的社會運

動，它又是一種有限度的民族主義。在新世紀以來隨著“中華民族崛起”“夢

想”逐漸成為朝野“共識”的背景下考察 50年代初期的這場全民性的社會動員

和教育運動，可以辨析“民族主義”思潮在當代中國的特殊發展脈絡，為批判性

地思考當代中國思想的發展提供歷史性的視野。 

 

3. 李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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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台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員 

 

摘要 

本文以張文環和呂赫若在日據末期的寫作和活動，特別是“決戰”時期兩人

對“本島知識階層道路”的反思，以及光復後兩人的命運分殊，來探討殖民地文

學者的“心靈秘史”，及兩條文學道路形成的歷史意涵。 

首先以張文環和呂赫若奉命參觀工廠、農場等戰時體制，撰寫的“決戰小

說”入手，以文本與現實、文學與行動對照，探究隱蔽于文本內的封緘之言。張

文環《在雲中》以慣用的女性敍述來言說國家意志，形成對後者微妙的顛覆。阿

秀的覺悟指向在素樸的山林環境中重建篤定的自我。這是張文環的鄉土烏托邦的

頑強訴說。而呂赫若的《風頭水尾》中惡劣的自然環境中人的苦鬥，疊合了他在

殖民地的艱困處境中，“以文學克服現實黑暗”的創作姿態。 

在此奉命“決戰小說”之前，張文環和呂赫若各自寫了近中篇規模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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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約而同對殖民地知識階層的道路進行回顧和反省。張文環在《土地的香味》中，

以留學歸來的清輝和家人為線索，敍述殖民地知識份子在兩次戰爭之間（“中日

事變到大東亞戰爭”）經驗轉折，以“面向現代的傳統”和桃花源式的農園，想

像“臺灣文化”和“知識階層”的出路。呂赫若的《清秋》作為有意要“明示本

島知識份子的動向”的小說，比起張文環對“現代青年”的“總決算”語帶嘲諷

實則自我包容，呂赫若的批判毋寧是嚴厲的。如果說張文環的清輝是在現代教育

與傳統出身之間成就一個進退失據的小知識份子，尋求“山上的農園”，以及與

舊文人這一“傳統”結合的思想出路；那麼呂赫若在揭示了這一新舊雜交小知識

份子的軟弱和偽善之後，連帶揭示了舊文人傳統與新時代以“功利”結合，因而

作為出路的不可能。這是呂赫若以文學“克服黑暗”之冷峻方式，超出了他在描

寫農村家族敗落時的冷峻。從這裏，顯露了他作為一個左翼知識份子指向自我的

時代批判意識。 

光復後，張文環停筆，先從政，繼而往復於銀行、酒店管理等商業職務上終

老；呂赫若則加入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行動並為之身死。張文環在短暫的從政之路

上，同他在決戰時期座談會上一樣，面對高壓的政權，竭力爭取“改善”與“進

步”的可能。而呂赫若戰爭末期對知識者的反省，亦為其光復後的抉擇埋下了線

索：這個個性激烈、始終以文學與現實纏鬥的作家，在無法拿筆的年代，選擇拿

槍。兩人光復後的命運，是殖民地克服黑暗的文學寫作之路的斷裂，但卻以非文

學的形式，繼續踐行了其文學道路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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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菸害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以及因應之道 

每當談到菸害議題時，難道只能直覺反應地責怪吸菸者個人的問題嗎？不！

衛促會不這麼想！我們要真正理解菸害的問題必須要跳脫這個框架，以全面性的

視野、深刻地分析菸害問題，搞懂每年拖垮國人健康的第一殺手。 

分析菸害問題我們必須要知道「吸菸不是個人的行為，乃是政經社會的產

物」。本論壇中，我們將從政治經濟學來分析菸草公司、媒體、銷售商、政府、

以及民間團體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透視菸草發展史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如何

密切相關，進一步破解菸商的詭計。接著展開對媒體菸害的政經分析，說明大眾

媒體、文化產業是如何將吸菸行為建構、型塑成為一個正面、愉快甚至健康的意

象，我們也分析菸商跨國資本與媒體資本的共生關係。我們又進一步從政治經濟

的方向來分析菸害所導致的健康不平等的問題，包括區域間的不平等、社經地位

不同群體間的不平等、行業間的不平等。世界衛生組織 WHO：「吸菸是導致健

康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而菸害防制是減輕健康不平等問題的最重要介入措施之

一」。這樣的論述正呼應著《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在草根社會的行動，我們

在培訓種籽師資時，教導他們如何嚴謹的分析菸害問題的根源，而種籽師資在社

區大學或社區進行民眾教育則是採取雙向理解、對話式的互動，我們在社區推動

活潑又具有創意的公衛小戲，我們期待經由這樣的行動，社區民眾終將長出自主

行動的力量，走出生根在地的菸害防制之道。 

主持人：程樹德 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 

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黃嵩立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1. 程樹德 ─ 菸害的政治經濟學 
──學歷：哈佛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博士 

──經歷：科學月刊總編輯、副理事長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 

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副教授 

──著作簡目： 

(1) 程樹德，文化累積後所產生的新現象。人是什麼：生命教育，高雄復文，

2010。 

(2) 程樹德，複製科技。帶醫師回家，文經社，2008。 

(3) 程樹德，人性與倫理。新品格教育：人性是什麼？五南，2008。 

(4) 古爾德著／程樹德譯，達爾文大震撼—課本學不到的生命史。天下文化

2009。 

(5) 古爾德著／程樹德譯，貓熊的大拇指。天下文化，1997。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kfuwen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cosmax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w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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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溫伯格‧瓦莫斯著／程樹德譯，基因叛變記:癌的分子生物學。遠哲科

學教育基金會出版，2000。 

摘要 

菸草使用有害健康，這是一項在二十世紀中葉就建立的事實，但由於菸草公

司圖利以及各國政府圖稅，竟皆無法大刀闊斧地掃除菸草。 

就以去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導(二零一一年五月，第三三九號)言之，它統計

出來，全球每年有六百萬人死於吸菸，全世界有十億吸菸者，而其中百分之八十

生活在低收入和中收入國家。 

若不積極對抗這個趨勢，到了二零三零年，估計死於菸害人數，全球每年可

達八百萬人，這所造成的病痛及悲哀，是難以估量的，也對公衛及醫療系統添上

重大負擔，甚至波及大量不吸菸之無辜者。 

據統計，高收入及中上收入國家中，對菸草製品的消費，正漸漸減少，但全

球總消費卻日益增加，增加之消費該是落在低收入國家之民眾，使其弱勢地位，

更形加強。 

但到底有何潛在原因，主導這窮人增加吸菸的趨勢呢？第一個原因，是菸草

公司利用帝國主義政府之霸權，以全球化之名，向各貧窮國家銷售菸製品，第二

個原因，是菸草公司利用各種手段促銷菸品，吸引人上癮，第三個原因，是各國

政府無決心對付菸害這一巨大公共衛生問題，第四原因是反菸團體勢力薄弱，無

法力挽狂瀾，當然還有其他諸原因，使菸害仍然巨大。 

 

2. 王實之 ─ 「溫柔的殺死你～」媒體菸害的政治經濟分析 
──學歷：University of Essex 博士  

──經歷：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成大公衛所博士後研究員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 

(1) 吳怡伶、王實之，(已接受)，〈常民參與對醫療知識與衛生政策的貢獻： 

職業病認定與補償之爭議的歷史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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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6%BA%AB%E4%BC%AF%E6%A0%BC%22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7%93%A6%E8%8E%AB%E6%96%AF%22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7%A8%8B%E6%A8%B9%E5%BE%B7+((%E7%94%9F%E7%89%A9%E5%AD%B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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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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透過對「媒體菸害」的政治經濟分析，說明吸菸行為如何透過大眾媒

體、文化產業被建構、型塑與連結到正面、愉快甚至健康的意象，以及菸商跨

國資本與媒體資本的共生關係。我們首先分析菸草業者所使用的促銷技巧包括

直接的廣告、促銷活動以及間接的贊助活動等方式，降低消費者對吸菸所造成

健康危害的警覺性。解析媒體如何重組編排截取俗民文化的片段，創造出具有

吸引力的大眾文化內容。透過媒體的政治經濟分析，我們檢視的菸品廣告發

展，包括進口菸商的周密行銷傳播活動與市場成長的關係。作為「意識型態工

業」的產製者，控制我們的世界觀與價值觀的現代媒體多屬私人財團，因此常受

到政治力與經濟環境的影響，傳遞特定價值給閱視聽人。我們探討菸品利潤與

其媒體投資的關係，以及這樣的商業利益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最後，我們將從

國家、倡議團體與民眾教育的角度探討媒體菸害的對抗策略。 

 

3. 陳美霞 ─ 菸害與健康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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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教授 

──著作簡目： 

(1) Chen, M.S. Book review: Textbook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Global 

Health in a Dynamic World, Global Public Health, 2012, in press. 

(2) 陳美霞，資本主義養成的、如何可能批判/改造資本主義？兼論公共衛

生批判知識分子的形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12，出版中。 

(3) 陳美霞，公共衛生體系醫療化與市場化的共生關係：一個歷史的考察，

「疾病與社會：台灣經歷 SARS風暴之醫學與人文反省」論文集，2012，

出版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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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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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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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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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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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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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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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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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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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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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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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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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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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台灣，菸害導致的健康不平等是多面向、多層次的。在成年人吸菸行為中，

（1）吸菸率區域不平等：過去十年中，吸菸率持續佔高位的五縣市（基隆市、

花蓮縣、台東縣、桃園縣、及台北縣/新北市）的吸菸率是吸菸率長期處低位的

台北市的兩倍左右；（2）教育程度不同群體間的不平等：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較會

吸菸、較多機會曝露於二手菸；（3）行業間的不平等：營造業、不動產業、及運

輸倉儲業員工吸菸率比其他行業高很多，如，2010 年，34.5%的營造業員工吸菸，

相對的，只有 3.1%的教育服務業員工吸菸。 

還有，造成吸菸者死亡最主要的疾病有四個：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肺癌、口腔癌、喉癌，而這些疾病死亡

率由吸菸導致的比例各為 90%、85%、92%、84%，利用這些科學研究結果，我

們算出因為菸害而導致的這四種疾病的死亡率，發現，（1）區域之間的不平等：

上述吸菸率高的五縣市因菸害造成的、上述四個疾病的死亡率，明顯比台北市

高，而且這個菸害健康不平等不僅巨大，甚至有些在惡化中，例如，運用健康不

平等的照妖鏡—多餘死亡指數來測量，我們發現台東縣因為菸害造成的 COPD

多餘死亡指數，與台北市相比，從 1971 年開始到 2010 年就長期維持在 51%到

66%之間，即，台東縣假如吸菸率與台北市一樣的話，台東縣民死於菸害相關的

COPD 的人中，51%到 66%是可以避免的。（2）社經地位不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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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及台灣的文獻顯示，低社經地位的弱勢群體死於 COPD、肺癌、口腔癌、及

喉癌的比率相對高很多。 

上述有關台灣吸菸及菸害死亡率的實證研究與西方的研究結果可以互相呼

應。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指出：吸菸是導致健康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而菸害防制

是減輕健康不平等問題的最重要介入措施之一。 

那麼，非成年人呢？台灣每年約有 2 萬人死於菸害，但是 2 萬條寶貴生命的

“死諫”並沒有給台灣年輕一代帶來警訊：台灣國中生吸菸率是 8%，而高中職五

專生的吸菸率則是 15%！我們進一步做實證分析，發現與上述成年人的情況雷同

的，青少年吸菸率有明顯的區域不平等，如，各縣市高中、高職與五專吸菸率中，

最高的台東縣是最低的台南市的 3 倍，而國中生則是 4 倍。而且，吸菸行為相關

因素也有明顯的社經地位群體之間的不平等，如父母教育程度比較低的家庭，無

菸環境的預防措施比較不好，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的家庭的青少年子女，較早開

始吸菸，成為習慣吸菸者的比率也較高。 

 

4. 高瑋蘋 ─ 衛促會的在地菸害防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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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員 

──著作簡目： 

(1) 台灣原住民結核病問題的形成──一個歷史的分析，2009，成大公衛所

碩士論文。 

(2) 結核病防治與原住民人權，2010，TAHR 報。 

 

摘要 

<衛促會>認為台灣菸害防制的根本策略應從教育紮根，建立民眾對菸商伎

倆、媒體廣告的終身免疫力。我們培訓專業公衛醫護人員成為菸害防制種籽師

資，以政經的視野讓種籽師資理解菸害問題的根源，對於菸的歷史發展有全面性

的認識，對於媒體菸害能夠分析，對此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進而走進社區，建

立起社會的拒菸氛圍。 

我們認為分析菸害問題時，若是缺乏這樣的全局觀點，恐怕會無法準確判

斷哪裡出了問題。到社大/社區的課堂，種籽師資與民眾建立起雙向的互動學習

方式，與吸菸者一起討論各種導致落入吸菸的情境，其他人可以如何避免等

等，開放式廣納各種群體的意見發表，可以讓學習與對話的內容避免落入一言

堂的貧瘠，更不會使菸害防制教育成為填鴨式的政令宣導場合。菸商不顧廣大

民眾的健康，更是我們要抵制的對象，我們與吸菸者並不是敵對的關係，而是與

他們同一陣線，共同對抗從社會結構而逼迫他們不得不吸菸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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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在地元素，發展公衛小戲，鼓勵社區裡的學童與成年人共同參與菸害防

制公衛小戲的創作與演出，建立起向下紮根的菸害防制教育。期盼學童可以從參

與過程中不僅學習菸害的相關知識及養成也培養他們對菸害的批判及分析，進

一步協助學童們從批判思維而形成拒菸、反菸的能動性。讓投身菸害防制小戲

的學童們能夠更有自信、以參與菸害防制工作為榮。 

我們將持續推動菸害防制種籽師資培訓、生根草根社會的社區民眾菸害防

制教育，以及辦理與大社會對話的民間公衛論壇。在每一次的行動當中，我們

期待民眾可以產生行為的改變，並且逐漸減少因知識不足及其他環境、結構性

因素所帶來的吸菸行為，逐步建立起臺灣社會共同參與菸害防制的行動與氛

圍。 

 

B-2 創意個什麼城市？－再也回不去的「高雄」1 

 

「（新）高雄市」成立於 2010年 12月 25日，由既有的「（舊）高雄市」（1924

年~2010 年）與「高雄縣」（1945年~2010年）合併而來。早在 2003年陳水扁總

統執政時期推出的「新十大建設」中，「高雄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以及「海洋

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已經躍然紙上。 

隨著五都改制、合併，高雄市的建設量暴衝。2011 年 10 月 25 日在交通部

舉辦的「港市合作‧共創雙贏─港市合作發展論壇」上，出席的高雄市長陳菊保

證，高雄市與港務局合作有成，除了完成首座臨海重劃區工程，同時也釋出南星

計畫 107 公頃土地，未來 3年內，高雄港舊港區將蛻變成為「亞洲新灣區」－包

括世貿會展中心、海洋文化與流行音樂中心、港埠旅運中心及高雄市立圖書館總

館等都將陸續成立，整體預算逾新台幣 110億元。一時之間，大家爭相走告，「高

雄市要轉型創意城市治理、發展創意經濟了」！ 

反觀原有被合併的「高雄縣」，原為農業縣，縣內老年人口中有許多過去是

從事農業生產，離農人口和高齡農民的逐漸增加，長期都是縣政的重點問題；加

上「高雄縣莫拉克風災重建區」的重建之路仍有諸多軟硬體內容尚待整。出席「高

雄縣市合併系列論壇」（2010年 7月）的學者專家们表示不能以既有的都會規劃

的架構來處理「（新）高雄市」（或稱高雄都），因為原有的「高雄縣」仍需以鄉

村為主體的規劃思考。 

本論壇將發表的論文分為兩個方向：檢討高雄市現有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制度

面，以及大規模建設下被犧牲的文化資產（並放映本論壇主持人楊雅玲製作的紀

錄片）；同時檢討縣市合併後，原高雄縣仍存在的農村規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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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雅玲 ─ 「高雄性」──創意產業人士的城市經驗 
──學歷：（日本）東海大學傳播媒體研究科碩士、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博士 

──經歷：京華文化傳播公司企編、中央電影公司電視製作部企編、大廣華

葛國際廣告公司文案、法波蘭傳播管理顧問公司專案經理、富視

有線電視公司節目部經理等 

──現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助

理教授（現任） 

──著作簡目： 

(1) 《美麗新視界？－臺灣都市公共空間中錄影監視系統之興起》（台灣大

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5） 

(2) “Rebecca on the street:The construction of a female street 

performer’s self-consciousness in Taiwan”，發表於 Women’s 

world 2005（首爾，2005） 

(3) 〈「音樂文化藝術社區」的社區認同形構－高雄市河堤社區案例研究〉

發表於 2006 年第六屆文化山海關研討會（雲林，2006） 

(4) 〈城市行銷與文化都市的建構－以東京為例〉發表於 2009台日韓人文

藝術領域人才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文化創意產業論壇（台北，2009），

並收錄於論壇出版論文集 

(5) “Tokyo Fever in Taiwan: The De-contextualized Interpretation of 

Tokyo”，發表於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Arts and Humanities 2010 

(ACAH）（大阪，2010） 

(6) 〈消失的「高雄」〉發表於 2011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籌組論壇「暴力

機制的美學化－高雄、香港斯人斯地斯景」（台北，2011） 

(7) 〈日本型創意城市論〉發表於 2011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創意產業研討

會（台中，2011） 

(8) 〈探討原民文化產業的數位創意加值策略與困境〉（本人為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潘盈霜）發表於第二屆原住民數位典藏研究論文發表會（台

北，2011） 

摘要 

高雄市似乎著了「文化創意產業」的魔，試圖將高雄市的城市轉型完全套入

「創意城市」的宣稱。高雄市政府祭出許多獎勵措施，要讓創意產業的專業者们

認同高雄或回流高雄，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行銷輔導、文創人才回流、 影視

發展與補助電影製作要點等。然而，高雄市原有勞工人口大約 64萬，高雄縣市

合併後，勞工人口已突破 130萬以上，高雄市失業率根據近年來的調查總是名列

全台灣前茅。 在「創意」與「失意」的城市發展現況下，本論文嘗試以質性訪

談的研究方法，探討創意產業人士的城市經驗，這些人士有的是高雄市人（仍定

居高雄或定居台北），有的不是高雄市人（定居高雄或因業務需求、婚姻狀況而

往來北高），對高雄市朝向「創意城市」的發展，或有期待，或者懷疑－希望研

究成果能夠找出「高雄市的獨特解讀」，在此先將其名之「高雄性」。質性訪談自

今年 3月已經著手進行了，初步的訪談經驗中顯示，創意產業人士認同的城市特

質，往往就是反映他們內在的某些需求，而非「創意城市」的發展公式可以收編

                         
本文為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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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曾建勝 ─ 我不要回去！──探討「高雄文創設計人才回流」機

制 
──現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研究生 

──職歷／經歷：和春文教基金會專案助理、和春技術學院推廣教育中心專

案助理、高雄市三信家商「電影欣賞社」社團老師、第十二屆台

灣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活動執行、2011高雄春天藝術節草地音樂

會──《很久沒有敬我了你》音樂劇活動執行、青輔會 100 年青

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東南亞新移民婦女紙藤工坊」行政助理、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街頭藝人文化資源調查專案》助理 

摘要 

創意產業，在澳洲、英國等國家政府大力的推動下，其經濟產值與獲利被誇

張化地報導。台灣於 2002 年提出「文化創意產業」，並將此新興產業列為國家重

點發展產業之一。繼而於 2010年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公部門獎勵與補

助文化創意產業的條例及相關計畫，紛紛地出爐。 

高雄市政府為發展文創產業，亦在同年(2010 年)5月推出「高雄文創設計人

才回流駐市(試辦)計畫」，藉此吸引具有合法稅籍登記之文創設計人才以個人工

作室型態回流高雄，期待透過文創設計者之駐市設點，創造文創實績，開拓兼具

文化與經濟雙重價值之文創市場。 

同時，高雄市政府結合中央與地方預算，投入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硬體建

設，如編列上百億預算投入興建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

心等大型文化設施。在這一波的建設熱潮中，看似高雄市文創產業軟硬體皆已

到位，然而研究者近半年來追蹤「高雄文創設計人才回流駐市(試辦)計畫」執行

現況，並嘗試與幾位文創設計人才進行初訪，發現他們對這個計畫並不熱中，甚

至表明「我回去做什麼？」。因此，研究者將持續針對這個計畫進行研究，希望

檢討此機制的現況與未來的改善之道。 

 

3. 潘盈霜 ─ 「原」來我沒創意？──探討高雄市原住民文創產業

發展的困境 

──現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研究生 

──職歷/經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助理、〈行政院新

聞局 101年度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案〉助理、 

──著作：〈探討原民文化產業的數位創意加值策略與困境〉（本人為第二作

者）發表於第二屆原住民數位典藏研究論文發表會（台北，2011） 

摘要 

行政院文化部為協助莫拉克災後重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鼓勵重建區原住

民部落產業的轉型，於 2010年 5月訂定「莫拉克風災重建區原住民文化創意產

業重建補助計畫」，透過部落工坊與教育訓練課程將有關人才培訓、工坊營運、

                         
 本文為論文發表。 
 本文為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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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生產、行銷、推廣、授權等相關工作事項作為培力計畫的要點；並以各類

補助項目來推動原住民文創產業的發展以提升產業的品質及獲利能力。 

同時，高雄市政府也投入許多的外部資源、經費與團隊，以利於資源整合與

扶植產業。並將族人創作而成的文創商品，由輔導團隊經行銷、包裝、設計以及

透過多元的行銷平台及原民市集作為銷售買賣的據點。尤其在縣市合併後，高雄

市政府更是以都市經濟發展為理念，驅使市場經濟的概念不斷的在原鄉地區發

酵，致使手工藝品蔚為一股潮流。各項的培力計畫更是納入許多師資與手工藝創

意研發課程，呈現更優質的原住民產品及多樣性的商品，朝往部落文化創意產業

永續發展的目標邁進。 

但是研究者參與高雄市莫拉克風災重建區原住民族部落的輔導成果會勘

時，發現部落社區、公部門與輔導單位在推廣與執行「原住民文創產業」的成果

有限，原住民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想像與認知不一，背後的經濟體系、知識

與文化系統上的斷裂，造成後續輔導作業難以推進的困境。因此，本研究將透

過持續的田野觀察與意見領袖的質性訪談，探討造成這個困境的原因，希望研

究成果可以提供未來公部門執行各項輔導與培力計畫的參考依據。 

 

4. 李艷卿 ─ 高雄市邊緣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個案研究─

─旗山區溪洲社區的再發現
 

──現職：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研究生 

──職歷／經歷：建築單體設計案：深圳布吉火車站、撫州火車站、石龍火

車站、惠州金海灣嘉華酒店、臨沂大學第 2生活區商業及留學生

公寓綜合體、廣西財經學院相思湖校區實驗大樓、海南五指山社

區 1~5 棟高層公寓、高要農信用社辦公大樓 

裝飾設計案：廣州市荔灣區昌華街西關大屋社區居民服務活動中

心裝飾設計、廣州市荔灣區昌華街西關大屋社區街巷整飾工程 

摘要 

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設施是農村社區公共服務的硬體體系，是政府開展公共管

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平臺。中國大陸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統籌城鄉發展的

背景下，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相對滯後，對農民生活品質、基層政府管理

和農村社會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特別是在建築物佈局和人口居住相對分散的城

市邊緣的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更是一大難題。 

研究者來自中國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目前是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

建築研究所的交換研究生。來到高雄的這一年，通過對臺灣高雄市邊緣農村社區

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問題展開研究，目前以縣市合併後的高雄市旗山區溪洲地區

做為研究的田野。除了希望對中國的城市邊緣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問題有

一定的參考借鑒意義之外，也藉此呼籲「農村不能偽都市化」的研究立場，因為

唯有建立完善的農村發展理論體系，才能發展完善的城鄉規劃體系框架。 

 

 

                         
本文為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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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土地、村民與家園韌力 

 

摘要 

這幾年在新自由主義潮流下，各層級政府、地產開發商、糧農跨國集團與投機資

本等，在全球各地對原本的農村或部落傳統領域做大舉的「土地掠奪」。這造成

了社區的瓦解、村民的流離、歷史的斷裂、地方生態的摧殘…… 

  剝奪村民賴以為生的土地的情況，在中、港、台三地也時有所聞。但與以往

不太一樣的是，村民不再只是痛苦、默默的「被驅離」或「被處理掉」；一些地

方的村民在面對土地流失，也開始與外界支持者合作，發揮新的韌力、開創新的

反制行動，在新的形勢中集體再造自己新家園。 

  本 panel邀約中、港、台四個村的居民與支持者，就村落土地流失、村民集

體應對、外界支持者的協力、圈地議題的提昇、再造自己家園等經歷來做報告、

分享與交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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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桃源區寶山村藤枝部落為例 

 

摘要 

寶山位於高雄藤枝林道上，海拔約 400-1200公尺，包含舊潭、寶山、二集

團、藤枝四個部落，為布農族人的領域；以藤枝部落為例，日本殖民統治將原本

散居各山頭的布農族人集中到馬里山流域 kaua Muku 部落 (其後裔 Aziman 

Ismahasan稱之為「六十年前的大愛一村」) ，二次大戰末期又強制族人遷徙到

那瑪夏去移墾；不幸發生瘟疫，倖存族人中部份逃回馬里山區居住；國民政府時

期，因為被劃歸國有地歸林務局管理，族人搬遷到現在的舊藤枝。林務局開始大

規模砍伐原始林，舊藤枝周邊林木被砍伐殆盡，開始地層滑動，不堪居住；民國

70左右，鄉公所提供一塊鄰近公有地，重建新藤枝部落。豈知同樣地層滑動，

房屋龜裂不堪使用，族人難以安居，流離四散各處。除了多數在六龜購屋、租屋

居住之外，部份族人分散到外縣市如高雄市、台南縣等，甚至有往北遷到桃園、

往南遷到屏東者。莫拉克風災後，主張原地重建的族人希望在鄰近的 Tau Tau(族

語：指涓涓水流之處)之地重建部落，兩年來苦於無法通過安全評估與地質分析。

如今高雄市政府建議部落接受於六龜新覓永久屋基地，族人陷入是否接受六龜永

久屋選項的長考。 

 

一、道路： 

如果部落是一顆心臟，對外的血管都沒有弄好，部落自己就很難呼吸。 

柯老師：「我們也沒有要求做到多好，可以過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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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開藤枝林道是為了伐木」(柯玉琴語，20120909)。民國 80出頭的藤

枝林道，還是石頭路，單向道的比小貨車更寬一點，公車可以走，小面積坍方都

可以簡易修復。後來是為了藤枝森林遊樂區，鋪成柏油路後大肆宣傳，(中部有

杉林，南部推藤枝) 民國 70幾年進去部落還要辦入山證，在花果山再進去一點

的檢查哨。 

目前正在修的橋樑有問題，寶山那個橋基是頁岩，尤其下方(接近花果山的)

那一個，橋基應往前延伸五公尺到十公尺有比較穩的岩層，且成 15度斜角，很

恐怖。 

藤枝林道目前只有通行到二集團，藤枝部落地基完全塌陷；在地人寧願自己

請挖土機把路封起來，不讓林務局進去開路。現在藤枝裡面還有零星住戶，以及

林務局一個工作站跟派出所；都依靠發電機。 

 

二、林務局 

林務局管理的社區關係很差，林務局的觀點：「如果沒有我們，你們就沒有

路」。但是部落族人的觀感：「林務局在開路的時候從來沒有尊重族人保留地的私

人產權，好像當作整個藤枝都是它們的」。結果是林務局開路沒有做好排水，常

常拖垮族人務農用的保留地。 

林務局跟我們的關係很差，但是大家又不敢得罪，因為很多人零工在林務局

(幾個人打掃跟砍草)，且過去觀光客的生意要靠他們。 

「如果不修路，不開園，就沒有客源」 

路不好，也影響茶的採收，2-6月是茶季、8-9月要砍草。 

柯老師：「林務局應當跟部落共管」 

 

三、部落的未來??? 

整個寶山接近 300 戶，搬到杉林大愛屋有 100多戶(藤枝 70幾戶，寶山 10

幾戶)，也有許多高雄、台南市區長期租屋者。莫拉克風災前就已經人口外流得

很厲害，尤其是寶山跟藤枝。很多族人就學工作的因素在六龜居住。二集團部落

則是莫拉克風災後，人口突然外移一半以上。 

整個寶山村，災後三年聯簡易自來水重建都沒有(屢次花錢都沒有時效)。基

礎安全設施闕如。 

1. 花果山部落：只剩下兩個散戶，其中一戶已經申請六龜永久屋基地，未來會

搬下去！ 

2. 寶山部落：近 100 戶涉及人口中，不到 10戶實際居住。 

寶山部落的階梯(基礎部落工程花了 3000多萬)那麼陡，難以使用。 

3. 二集團：有 20幾戶，且多數散居。 

地基崩裂，叫居民用一包水泥自己糊。 

4. 藤枝部落：已經形同政策滅村。遷兩次，都是國民政府強制，都選在不好的

地方，房子蓋得很差，導致人口都外流。八八之前賀伯與敏督利颱風後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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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公所有跟原民會提出藤枝部落遷建。 

 

四、學校 

學校是部落的心臟，寶山國小在六龜國小寄讀兩年半，一度面臨廢校危機。

一開始有寶山國小，寶山國小二集團分校，寶山國小六龜分班。當初藤枝很多人

搬下六龜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寶山國小藤枝分班取消。 

今年二月寶山國小才很不容易回到山上去。 

 

五、爭取原鄉安置離災不離村的努力： 

爭取三十八甲，但是安全評估一直不過，結果是高雄市政府提供一塊六龜的

地，打算興建 18戶永久屋。(用報導，以及文化季影音檔) 

 

20120422 寶山重建會長 Tama Halilu,長老的發言： 

「這邊跟在上位的以及坐在這邊要幫助我們的長官們，對於在 38甲蓋永久屋

這件事，我從不發言，(但今天我要打破沉默)但是我今天才發言，即使妳們說不，

我們還是要在 38甲那邊蓋房子，不管這件事會發展成怎麼樣，我們不是孩子，

知道下雨或是颱風的時候，不會待在那邊等水來淹；在這樣(颱風)的情況，我們

也知道，會撤退到比較安全的地方。 

  現在我們主要的工作，也就是就地安置(就地重建)，我們認為，為什麼你

們怎麼可以說我們的地以及聯外道路已經壞掉了，但平地人卻可以上來買地蓋房

子，尤其是那個 38甲地，怎麼可以蓋 100多坪的磚造豪宅，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們原住民呢? 

  如果你們是這樣壓抑我們這邊的居民，(那我可以告訴你們)那些取代我們

上來而在這邊蓋房子的人，將很難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下去。」 

 

0519 採訪 Tama Halilu： 

38 甲這塊地，從有記憶以來，一直都是我們 Takiscibanan 家族的傳統使用

地及傳統領域，從曾祖父開始算起，最少有六代。1話說我的曾祖父(Dahu 

Vilangan)，娶了現今高中區的南鄒女子，所以鄒族人便把分水嶺到藤枝牧草

(padan)到石洞溫泉在內的這塊土地，也就是現在稱為馬里山河流域，當作嫁妝

送給了我的曾祖父。而這件事情，也可以由我們的親家，萬山村的藍家

(Lavinahae)2，得到證實。而後，隨著其它氏族人陸續遷入，我們也樂於分享這

些土地。例如： 

1. Tama Singsing：他不僅帶來本族人，之後更召集了原屬於萬山魯凱族戴

家人，來此居住開墾。 

                         
1 這六代依序為：Dahu Vilangan → Halilu Timuku → Dahu Singsing → Halilu Pidhu’ai 

                → Dahu Langus → Halilu daing 
2 馬里山，其實也是附近族群萬山魯凱族的傳統領域，他們稱之 Valisa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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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akiscibanan：布農族本就是氏族集體行動的民族。所以當找到一塊適

合居住開墾的土地，當然也會呼朋引伴。 

3. 陳春和：因為其母親為萬山魯凱族人，便以姻親(Mavala)的這層關係，

分到土地。 

4. 陳正德之父：當時陳正德之父僅以兩瓶米酒與 Tama Singsing換得 6甲

大之土地。這塊地原本不僅為 Takiscibanan 家族的祖居地，更是當時

Dainii(二集團)的原址。 

5.林海樹之父：分得最多地。 

 

我們在地的布農族人很早就知道如何使用 38甲這塊地。因為我們世居高

山，所搭建的的傳統屋舍多為竹木搭建，蘆葦草為瓦，再加上泥土塗敷來鞏固或，

所以這 100年來每遇風雨或是地震，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跑到 38甲這塊地來

避難。因為這塊地從以前就是非常安穩，地基也非常堅固的一塊地。隨後國民政

府戰敗來台，把原本林木蔭鬱的 38甲原始林的樹木群砍伐殆盡，也不見這塊地

土石崩塌或地基下滑甚或移動的情況發生。 

  正因為我們世居此地，我們知道 38甲土地的狀況。38甲這塊地是安穩的。

除外，我們原住民布農族人更有山林求生的經驗及智慧，我們也不會盲目的笨到

失去判斷什麼是安全，什麼是不安全的。如果真是天崩地裂，情況危急，我們也

知道要撤退。所以，不管怎麼說，我們都堅持要留守家園！留守 38甲這塊地！ 

                                                                                                    

Tama Halilu 口述 

Tahai Istadaa 編譯 

 

結論：天災是有，其實傷害最大的是人禍。寶山村年輕中壯年都外流，留在

部落的都是老人居多，造成部落很難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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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歷經漫長等待，無數次的陳情說明，來吉部落終於爭取到 152林班地，作為重建

安遷之地。村長陳有福表示，三年來，族人的生活被停滯在無止盡的審查中非常

痛苦。三年以來，爭取安遷一五二林班地的戶數，從七十多戶，降為去年三月縣

府統計的 46戶；三年的等待，讓許多原本期望就近申請一五二安居的來吉族人，

轉而接受樂野基地（8 戶）與轆仔腳基地（22戶）；也讓許多堅持原地重建來吉

的長輩，誤以為縣府已經對一五二林班地有了不同意的定見，擔心影響到縣府對

於來吉本村的重建，而平添部落內部許多的紛擾。 

  五月的第二次聯席會議因為是聯席會議，專家學者總數達 14人，加上各公



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 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51 

務機關代表 34人，形成光出席者就達 48名的龐大會議。會議終於傳出不可思議

的好消息，152林班地可作為安遷基地！ 

  一五二林班地本是阿里山鄒族的傳統領域；今日的會議結論，創下阿里山鄉

唯一、也是全國唯一，把林班地變更為部落建築用地的莫拉克重建案例；也宣告

了，繼不久前已經完工的山美基地、正在趕工中的轆仔腳三期基地，與同樣正趕

工的樂野基地之外，阿里山鄉莫拉克風災鄒族受災戶的安遷基地規模與戶數，至

今始完全底定。 

  本文在這樣的抗爭成果上回顧並前瞻、希望能與其他地區的案例對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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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編者七一後感：行過四年七一，村民由堅持不遷不拆到自力建村，每一步都

不容易。沿路上各路英雄和巿民的支持，村民衷心感激，七一遊行看到每一個支

持的面孔，遊行人們一一接過村民派的涼果、涼茶、特刊、一同高叫口號，讓大

家充滿力量！亦希望藉著訴說今年我們遇到的困難和波折，重申政府對待非原居

民村的不公義，希望政府不要只對非原居民村落開刀，亦不要破壞社區後要社區

重新出錢出力自行建村！） 

2009 年，菜園村村民第一次參與七一遊行，高舉不遷不拆的橫額，幾年過

去，每年七一，村民都穿著一身綠衣講述自身所受的壓迫或支持其他新界受壓迫

的村落。今天，村民再度參與每年一度的全民發聲，希望感謝廣大巿民一直以來

的支持，以及告訴大家過去一年菜園村經歷的種種困難，在改進社會的路上同行。 

 

菜園新村 FAQ 

問題一：舊菜園村是否已完全拆卸？還可以去看嗎？ 

原菜園村受拆遷影響的部份，已於去年五月村民搬遷後全部拆毀，現在成為一大

片高鐵維修廠及救援站的工地。而菜園村北幾戶拆遷範圍外的住戶則繼續居於該

處，因高鐵工程的噪音、改路、更改巴士站等飽受困擾。 

 

問題二：你們開始建村了嗎？進度如何？ 

菜園新村建造工程至今仍未正式開始，由於政府行政程序緩慢、工程費昂貴、各

種複雜的技術問題，期望工程可於今年 9月左右開始，村民仍繼續居於港鐵建的

臨時屋內。 

 

問題三：是不是政府幫你們起村？錢和地也是政府出？ 

絕對不是！這是最多人對菜園村的誤解。根據政府政策，政府只需要幫受拆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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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民村搬村，今次菜園村村民是利用「農業復耕計劃」，申請重置家園及農地。

過程中舉凡買地、建屋、基礎建設及規劃等的費用都由村民全數負擔。 

 

問題四：在臨時屋的生活如何？你們現在還有耕種嗎？ 

臨時屋的生活不易過，生活空間比從前少，因建材關係，臨時屋既不隔熱，也不

保暖。過了一年，大熱天時屋內會熱得待不下去，冷天試過跌至零度，春夏還要

面對嚴重的潮濕問題。而這種組合屋住一年後，陸續出現漏水、壞門鎖、壞熱水

爐等問題，村民向港鐵爭取好幾次才得到一次維修服務。還要在臨時屋住好一段

日子，村民像從前一樣，靠著鄰舍之間互相關心幫助，渡過艱難時刻。村民在有

限空間裡繼續耕種，屋旁、樹林旁、水道邊都可以見到小塊小塊的菜園。鄰村的

居民向村民借出一塊不用的田地，村民亦前往耕種，並稱之為「老人田」。另外，

一些村民組成「農業先鋒隊」開始試行集體有機耕種的模 式，亦有新鮮蔬菜出

產。 

 

到底起一條村有幾難？ 

菜園新村重建家園計劃於 2010年 2月宣佈，一些熱心實踐參與式規劃的專

家組成「菜園村生態社區營造工作室」，與 47 戶村民共同籌建菜園新村。政府不

願意為往後受拆遷影響的非原居民開先例，拒絕承擔建村的責任，只在高鐵撥款

通過前，指村民可以「農業復耕計劃」間接集體搬村。政府卸責，建村路崎嶇難

行，尤其是各種基建的申請、設計及建造，都超出許多村民的能力範圍以外，使

建村的時間表一再延後。到底起一條村有幾難？罄竹難書，希望在此向各位概述。 

 

復耕牌──政府總是能找到方法刁難巿民 

政府的「農業復耕計劃」欠缺具體指引，批核準則模糊，高鐵撥款通過前沒

有說明申請條件，過後卻訂出苛刻要求，例如要村民交出多年前購買農用品的單

據證明農民身份，又求要每戶必須先擁有大面積的耕地才可申請。村民多次抗議

遊行，才能夠逼使政府於 2010年 9月承諾發牌。至今年 6月，村民已按政府指

示繳交了復耕牌的費用，但卻因為繁複的程序及文件往還，正式的復耕牌買地還

未發出。 

 

買地──即使找到合適的土地，願意付款，也未必買得到…… 

復耕牌只容許村民在農地上建屋，但是新界有大量農地被改成貨櫃場或者劏

車場，或被各大發展商囤積，等候機會起豪宅。幾經辛苦，村民找到了現時這片

農地：耕種的水土相對適宜，村民亦能留在熟悉的八鄉區。正當村民要購地時，

卻有不明勢力索取 500 萬路權費，政府聲稱私人買賣不便介入，另一邊廂落井下

石在舊菜園村開始收地迫遷。村民和巡守隊抗爭達半年，最終於 2011年初，鄉

議局聲稱有善長仁翁購入路權，才解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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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承建商──價錢與質素的角力 

村民和工作室的專家團隊於 2011年 5月邀請六十多間承建商報價，收到十

數個回覆，可惜建築物料價格上漲，超出村民的財政能力。經過多番商議，村民

唯有修改標書內容，盡量減省項目，並洽商更小型的承建商。村民最終於 2011

年 11月，以每戶一票的方式決定了承建商。 

 

食水及供電──不是打開水龍頭就有水那麼簡單 

水務署將菜園新村當作是大型私人地產發展項目，聲稱没有責任鋪設食水管

至菜園新村，要求村民自行處理。村民只有自行向不同的政府部門查詢及申請，

並自行安排建造方法。 

中電公司估算周邊地區的供電量後，建議以興建火牛房，鋪設地下電纜的方

式供電予菜園新村，村民接受這個提議。起初中電承諾負擔火牛房及相關基建的

施工及費用，但經人事調動後，中電卻向村民表示需要再行確認。 

 

排污──希望環保地處理污水也不容易 

現時的臨時排污系統由港鐵建造，但是一年來滲水問題嚴重，每星期要吸糞

兩至三次，村民難以負擔。更試過大雨過後，儲糞缸滿溢並翻側，污水橫流。村

民於 2012 年 1月自行檢測排污系統，並邀請記者前來見證，才能夠逼使港鐵作

出修補。 

此外，村民還需自行設計並建造永久的排污系統。村民和專家希望建造一個

較環保的排污系統，例如利用蠔殼過瀘污水，或者利用水生植物和循環系統潔淨

污水。但是環保系統造價較昂貴，亦超出政府慣例，未知能否取得批准，村民至

今仍未敲定採取甚麼排污方法。 

 

雨水渠──低漥地區必須處理的防浸措施 

新村與鄰近村落的交接處每逢雨季常有水浸，新村的排雨系統要設計好，才

能避免村內及鄰居地區受災。村民同時建議政府修建雨水渠，改善附近一帶的疏

水情況，政府最終於今年四月開展了工程，亦使新村建造工程必須順延三個月。 

 

耕寮──農具放哪裡？ 

新村規劃每戶都有種植的空間，並且靠近公共耕地，每個家庭都需要一個小

耕寮，放置農具。村民已經按程序向政府申請建耕寮，但是政府態度模棱兩可，

至今仍未批出許可。 

台灣及歐美等地早於六十年代實踐由下而上的參與式規劃，現在已是慣例，

菜園新村的建造卻是香港的第一次，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實在不應該由民間獨

力承擔。村民並不希望再有非原居民村落被無理逼遷，但政府亦應該訂立一視同

仁的安置政策，確保非原居民也可以在政策的支持下，實踐由下而上的搬村計

劃，維持原有的生活模式！ 



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 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54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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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學校教育在建構教育機制的社會正當性時，常以給予弱勢族群教育機會

均等為思考的起點 (例如：教育優先區與原住民資源中心設立等)，但對於其間

所隱含的文化不利思維卻缺乏批判與反省。 

本論壇以三位在台灣東部進行多元文化教育的大學工作者的位置，關注既有

原住民族教育改革論述與實踐，發現這些「善意的」教育政策與方案，往往以教

育資源分配與母語學習，做為社會正義及文化復振的表徵，反而忽視學校教育已

成為二次殖民的文化治理機構。三篇論文從各自涉入原住民族教育的經驗為基

礎，集體探討以原住民族教育作為社會抵抗與轉化所面對的文化工作挑戰與社會

踐行的可能。 

 

1. 林慧絢 ─ 原影再現：創造原住民兒童學習條件的教育實踐 

──現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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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台灣教育推崇中產階級核心家庭的價值，從「文化不利」的角度看待貧窮與

弱勢家庭孩童在課業學習上的低成就。在此支配框架下，宣稱以正義平等為訴求

的補救教育方案，企圖提昇弱勢族群兒童課業學習成就，幫助他們順利進入/融

入主流社會。這種教育主張往往缺乏對主流文化霸權的反思，失去對多元家庭與

社區生活型態如何影響兒童學習的貼近理解。本文以一個大學和一所太魯閣族原

住民小學，利用小學部份綜合活動與資訊課，所協作進行的攝影課程活動為例，

跨越「文化不利」的視框，以民族誌深描與詮釋的研究取徑，探究偏鄉原住民兒

童的學習經驗：思考原住民兒童是帶著什麼樣的學習條件參與課程？這些學習條

件和兒童的家庭照護與教養型態有什麼樣的關聯？學校教育可以如何轉變其根

本的教學型態，以將原住民兒童的學習條件換化為學習優勢？我從課程推動者的

角色，企圖從兒童的生活脈絡理解他們的學習現象，梳理他們如何在這個影像課

程裡進行學習？他們以什麼樣的方式，和課程所提供的教學安排互動？這個從結

構式轉變為生活化的影像課程創造了連結孩童家庭生活狀態的學習情境，這個連

結讓學生的家庭照護及教養型態成為學習優勢，而他們從成長經驗裡發展出來的

同儕協商能力也成為一種學習條件。此外，這群部落小朋友從集體成長歷史裡所

凝聚的群性，必須被指認出來，我們才有可能去觀察與辨識這個群性在部落原住

民兒童學習裡如何的運作。 

 

2. 王應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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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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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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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魯凱族好茶搬到瑪家農場[現名禮納里]後，2011 年 2 月初在寒假籌辦山林

小小學文化營，以及四月初清明節的舊好茶尋根之旅，引發了新生代的文化傳承

議題。原住民部落在社會文化快速變遷的趨勢下，族語流失嚴重，學生早已與母

語學習環境脫節。於是產生一種怪現象，就是雖然是進行文化傳承的課程，他們

學習的模式卻猶如學習外語和異文化一般。國家透過學校系統的課程設計，將主

流社會的語言文化與價值取向規定為普遍的學習內容，同時卻貶低、甚至排除了

少數族群語言文化的存在空間。這種文化的獨斷與任意取捨過程造成原住民文化

傳統一方面失去活生生的傳承環境，一方面即使在制式教育進行補救措施，也面

臨學習困難的問題。 

本文以文化翻譯的視角，從體認「母文化宛若異文化」的現實困境出發，思

考族群文化傳承課題與策略。一種權宜的策略是以主流社會的資源與語言紀錄與

整理各種族群文化資產（如我參與的「石板屋的營造」影像及圖文記錄研究），

再將這些語言與圖像化了的媒介配合族群內部通曉兩種文化的教師進行課程設

計與實作，也許會在學習過程中重新思考族群文化傳統在當代的新意義。另外，

族人自己用漢語書寫的民族誌小說也是一種有價值的教材，可以作為文化紀錄與

傳承的媒介。如將影像及圖文資料視為廣義的文本，則整個文本生產過程可視為

文化翻譯的實踐，是外來專業者與在地原住民對族群文化的一種「凸出重點的詮

釋」，是兩種文化之間的視域融合成果。最後，我進一步討論原住民文化傳統在

小學教育中納入族群文化課程規劃設計，提供小朋友親身體驗石板屋及其環境與

族群文化特質的機會的意義何在。 

 

3. 廉兮 ─ 抵殖民教育行動──在原住民族教育中重看社區行動的

意義 

──現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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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探討原住民族教育與當前學校教育之間的殖民關係與文化治理政治。當

殖民者已不是具體可見的對象，殖民文化與觀點實則隱藏在教育、社會、心理、

醫療工作，與執行各式各樣現代化工程的專業論述與實務工作中。本文試圖探討

的是這種隱微的、善意的，各種看似無害又零碎的文化治理方式：以維護強勢族

群的政治、經濟利益為出發點，建構少數民族為社會他者，製造虛擬的、不可見

的強勢族群作為政經中心，從而邊緣化與問題化少數民族的殖民教育。本文作者

希望透過討論學校教育與政治經濟剝削的殖民關係，進而思考抵殖民教育的可能

路徑。 

作者申論學校教育一方面以維護強勢族群的政治、經濟利益為出發點，製造

社會同質的想像，建構族群污名。另一方面以社會福利資源，整合中產階級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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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論述與教化，進行內在殖民/二次殖民。以致原住民兒童上學後，成為學校的

孩子，在內造主流社會建構的成功圖像中，回鄉之路反而日漸遙遠。作者建議去

學校（deschooling）的學習歷程，是抵殖民的原住民族教育再生成的開始。原

住民族教育應與社區生活結合、在家庭勞動分工中學習成為照顧者。以家園作為

抵抗殖民的空間，回復共有的、情感的、學習的、生活實踐的知識與態度的原住

民族教育，是抵殖民教育的內涵。作者建議，原住民族教育工作的挑戰是欲望的

逆轉；是貧窮生活的重看；是主體的生成；是人民在差異處境中的相互理解、連

結與反思的社會抵抗行動。 

 

E-2 大馬旅台生的社會運動參與與聯結 

大馬旅台生在台灣接受教育之外，在地生活，了解台灣的風土民情，離開故

鄉之後，反而轉身看到自己的國家。一方面也有機會看見海外的社會運動，甚至

有機會參與其中，當中包括同志議題、環境議題、土地徵收、居住正義、美國牛、

反對核能等等，在這個豐富、多元的台灣社會力量的展現，像是一面鏡子，讓我

們這群旅台生有機會回過頭去看看自己的國家發生的事情。開始關懷大馬各種社

會議題，從淨選盟 BERSIH2.0.3.0，反稀土，反對邊加蘭的 RAPID石油綜合計劃

等等。 

Bersih2.0Taiwan 透過網絡和臉書,集結了各台灣大學的旅台生一同聲援大

馬的淨選盟大遊行。另外，在個別的校園裡也少不了努力持續與大馬議題進行連

結，例如媒體自由，同志議題/性別自主議題等以生產論文或具體的社會行動，

讓“跨國界”社會運動能夠開始撒下種子。 

然而，大馬旅台生究竟能夠在海外扮演什麼角色，這個世代的旅台生參與大

馬的政治運動又帶給了我們怎樣的啟示？又呈現了哪些面貌哪些價值意義？ 

 

1. 陳洸銘 ─ 另一道時間線的進程──關於大馬旅台生的兩次淨選

集會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所 

 

摘要 

2011 年 7月 9日，在台學生應馬來西亞國内淨選集會而同時于臺北進行聲

援集會。出席人數介於三百至四百之間，以馬來西亞籍留台學生爲主。此次集會

的論述基礎直接取自淨選盟，目標設定在凝聚留台生，並企圖塑造國際圍觀的聲

勢。第二次的于台北的淨選聲援集會發生在 2012 年 4月 28日，雖然論述基本架

構相似，但嘗試建立多元論述，並從此拓展更多議題的可討論性，而這與參與者

與主辦成員之間能輕易的變化、替代有著密切的關係。 

留學生本就屬於高流動的群體，最快在接近四年内可完成一代的轉變。以

2008年全國大選的反對黨史前勝利為契機，啓發了後來大量的公民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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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便是處在這一背景之下。其次，新興媒體的發達以及在台學生有著更長

時間接觸網絡的便利，溝通的平臺得以產生。經驗與感受往往僅存于同國籍的留

學生之中，以致形成在同一的台灣空間内，出席者的兩次淨選聲援集會與參與本

地集遊活動于感受上存在著的明顯差異。 

當我與夥伴在 2011 年計劃籌辦集會時就處於如此的氛圍中，同時在實踐上

面對著我們缺乏組織集會經驗的難題、在台種種限制可能的擔憂，還有身處在台

的位置，就必須回應在台論述如何影響主要目標的馬來西亞，以及希望台灣的條

件能給予什麽樣的幫助等問題。 

主辦與參與者的身份在大部分時候脫離不了兩者大部分時候都屬於留學

生，因此絕大部分人都必須經驗離開、返國的一天。如何建立屬於自己的論述，

以及持久發展的方式，成爲接著必須面對的挑戰。 

 

2. 傅政翰 ─ 網路社會對馬來西亞政治社會的影響：以凈選盟事件

為例 

──成功大學政治系碩士 

 

摘要 

網路的崛起為馬來西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政治方面。2007 年始

的淨選盟（Bersih）系列遊行可以說是馬來西亞社運史上與最盛大的社會運動，

也是馬來西亞社運與網路連接的最成功的社運。該運動由多個非政府組織組成，

且在 2007 年成功透過社群網路的串聯方式號召 4萬人上街遊行，試圖要求政府

改革腐敗的選舉制度，最終遭警方暴力驅散。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 2008

年的馬來西亞全國大選，造就國陣政府執政以來首次失去將近一半的國會議席，

及 4個州政權，被視為馬來西亞的政治海嘯。其後淨選盟主辦單位也在 2011年

及 2012 年再次舉辦遊行集會，而筆者有幸成為 2012年凈選盟 3.0台南場次的主

辦人，深感網路的資訊及動員能力，也發現國陣政府過往的威權也隨著網路在國

內的普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便打算藉著討論這次的主辦經驗，進而探

討網路對馬來西亞政治社會的影響。 

 

3. 劉華丹 ─ 位元世界裡的集結到街頭上的集會 
──國立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所 

摘要 

在每一道時間線，每一條經緯度上存在著的媒體，都可被分為主流媒體和非

主流媒體。前者往往以高高在上的姿態，抹滅或扭曲非當權或非既得利益者的看

法和聲音。 

始於上世紀 30年代歐洲的非主流媒體，從電影、紀錄片、電視節目，乃至

今日的網路媒體，每每發生重大社會事件時，和主流媒體之間的對抗更突顯其差

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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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自 1998 年爆發烈火莫熄（Refromasi）社會運動開始，非主流媒

體逐漸萌芽，其中以網路媒體的發展最為顯著。14年後的今天，網路上的新聞

網站﹑影音網站及社交網站，儼然已成為一種在位元世界裡呈現的新想像共同

體，改變了人們傳統參與政治的形式。而當人們發現在這虛擬空間所進行的發

聲，傳播和論述無法改善現有的國家體制和權力結構，甚至被打壓和污名化之

際，他們迅速的將分散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者集結起來，相互號召

走上了街頭展示人民力量。 

馬來西亞近兩年的公民運動如淨選盟 2.0及 3.0，反萊納斯稀土廠，反對邊

加蘭的石化計劃等等，都成功寫下從虛擬網路動員成為改變社會實體力量的篇

章。 

 

4. 張玉珊─ 難得一身好本領──旅台生性別運動的局限與窘境 

張玉珊 

──元智大學中語所碩三 

摘要 

台灣的民主運動百花齊放，而這些運動也影響了在台就學的馬來西亞學生，

其中也少不了 90年代初期便在台灣大鳴大放的性/別運動。相對保守的馬來西

亞，台灣在性/別、同志運動的進展讓許多馬來西亞學生留下深刻印象，甚至積

極參與，如加入團體擔任義工，出席學術研討會等。在台灣留學期間，不少旅台

生在性/別的觀念上的受到衝擊，從中學習到各種性/別的知識。 

雖然旅台生在此學得一身好本領，但當他們面對馬來西亞國內的性/別運動

時卻出現無法大展拳腳的窘境。首先是受限於國內局勢與惡法，旅台生無法直接

套用其「台灣經驗」。再來則是留台生的文化背景、慣用語言與本地社運人士的

差異，無法將所學知識與國內性別運動順利結合。以性向自主（Sexuality 

Merdeka）3事件為例，旅台生雖然發起聯署4聲援，並得到台灣相關團體的支持，

然而性向自主成員對此一無所知，以致資源無法整合。 

旅台生的「台灣經驗」雖然非常豐富，然而在面對國內語言背景相異的社群，

以及極端保守的氛圍，如何在家鄉施展一身好本領就是旅台生未來的思考與挑

戰。因此本文除了分析旅台生經驗受限的情況，也試圖討論出新的方向，讓旅台

生以自身的經驗回饋國家。 

 

 

 

 

                         
3
 性向自主（Sexuality Merdeka）活動從 2008 年開始舉辦，剛開始時非常低調，因此活動不曾受

到政府任何單位的打壓，直到 2011 年邀請了淨選盟主席安美嘉（Ambiga）為該活動主持開幕，

才引起政府的關注，進而禁止該活動的舉辦。 
4
 聲援性向自主，抗議無理打壓──譴責馬來西亞政府漠視人權、打壓性向自主活動的聯合聲

明：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1119083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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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湯炳超─學得一身好本領——留台生性別運動的學習與實踐 

──元智大學中語所碩三 

摘要 

 

自 70 年代實施台灣僑教政策以來，不少馬來西亞學子透過此管道到台升

學。這數十年中，馬來西亞旅台學子和台灣人民一起經歷過戒嚴解嚴，也見證了

民主運動百花爭鳴的年代。其中不少參與了性別相關的活動，並學習到不少相關

知識。回國後的留台生，也努力地在自己的位置上爭取性別平等，筆者透過網路

訪問了幾位曾經留學台灣的夥伴，試圖讓大家理解留台生在性別運動的學習與實

踐。 

受訪的留台生裡頭多數是抵達台灣以後才對性別有進一步的認識，例如台北

處處可見的性別友善空間（如女書店）、校園內活躍的性別/同志社團，以及老師

開設性別相關的課程或介紹性別相關的理論，就此而言台灣的性別友善環境衝擊

了留台生的性別觀念，讓他們「學得一身好本領」。 

在學到性別相關理論之後，留台生嘗試學以致用。但馬來西亞的恐性/恐同

氛圍，實在不易推行相關的理念。但留台生通過職業上的方便（例如教職、記者），

以書寫、傳道授業的方式去推廣性別知識。他們也找到相同理念的朋友，成立社

團，甚至進入公部門為性別平等努力。 

當然，受訪者無法代表全部留台生，但由此可見台灣對馬來西亞留學生的影

響。但如何擴大影響，讓馬來西亞更多民眾去認識性別，是留台生接下來的挑戰。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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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何浩 ─ 倪煥之·陸萍·革命英雄──早期革命實踐與主體的歷史

構成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理論室助研 

 

摘要 

“人民調解”制度中的“調解”二字，使得它區別於司法制度中的“訴訟”；

而“人民”二字，則使得這種在中國革命歷史實踐中逐步發展起來的調解制度既

區別於中國傳統調解方式，也區別於西方近十幾年中發展起來的 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運動，以及日本、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司

法調解制度。那首先的問題除了應瞭解“調解”的歷史發展概況，更重要的是，

如何來理解這個“人民調解”中“人民”的特定歷史意涵？ 

脫歷史化是“人民調解”制度研究中存在的最重要問題，這直接影響到我們

對於“人民調解”中“人民”歷史內涵的把握，從而也會影響對“人民調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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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複雜性的把握。“人民調解”制度是中共革命在 1940-1950年代的歷史實踐中

逐漸發展出來的一種糾紛解決方式，它在不同歷史階段中有一個生髮演變的過

程。只有將“人民調解”制度放置到具體歷史條件以及歷史條件的變動之中，我

們才能準確把握這種糾紛解決方式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不同社會功能，以及它在

不同歷史時期構建出的不同社會結構關係，從而在“人民調解”制度的具體歷史

形態與社會結構因素的連帶關係中觀察它的思想含量和開放可能，避免立場先行

或抽象化的概念辨析，避免陷入為了抽象理論而徵用歷史材料的險境。 

本文以陸思禮和強世功的“人民調解”研究為例，分析了這種困境的具體形

態。陸思禮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中“調解”相對於國家政權的自主性，現在在新

中國社會中，已經被國家政治權力徹底穿透。因此，他全文一直側重考察的是新

中國社會中個人空間與強權政治之間對峙與侵消關係、中國傳統社會與新中國社

會在個人與國家關係上的此消彼長。可如果真如陸思禮所說，傳統調解方式必定

與中共調解方式對立，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中國革命既然與中國傳統如此勢

不兩立，那它如何能內在於中國社會的結構脈絡和感覺邏輯來做出調整和翻轉，

它對中國社會的重組又如何能取得成功？僅僅靠外來的共產主義思想就能對中

國社會內部產生的爭執糾紛做出調解與縫合嗎？ 

脫歷史化的問題在 2001年的一本關於“調解”制度的論文集中同樣表現得

比較充分。此論文集的編者把“人民調解”放置在“現代性”的構架中展開。不

過重要的是，編者如何來理解和界定這個“現代性”？他認為，現代中國的主要

問題是“國家政權如何伸入農村，或者說現代國家如何在傳統的鄉村社會中建立

起合法性並同時實現對傳統社會的改造。”中國近現代這一傳統向現代轉換的多

層次多面向歷史過程，被編者進一步壓縮和界定為一個“國家政權改造傳統社

會”的過程。 

的確，個人與政治強權、國家政權進入/改造鄉村社會的關係貌似非常清晰，

但在歷史實踐中，它們各自卻並非是作為確定之物發生關係的，而是彼此同在尚

未定型的歷史狀態中遭遇。“國家政權”“改造”“鄉村社會”，這是一個涉及

到非常多層次和層面的結構，在這個結構框架的邏輯推進中，並非平滑的順承，

而是存在多重轉換和斷裂，需要建立很多步驟來分析每一個環節。而這正是本文

一再強調“歷史化”的用意所在。通過這樣的歷史分析，通過建立中國近現代史

的深層結構性困境的視野，我們才能打開“人民調解”制度在歷史實踐中對於重

組中國社會的認識論和組織論內涵，才能闡釋“人民調解”這樣的歷史實踐對於

中共在重組社會展開國家建設時的社會學、法學和思想史意義。 

 

2. 程凱 ─ 在對「組織」的再理解中，再認識「個人」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室副研究員 

摘要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新青年面臨的首要問題一度是如何將自己造就成“現

代的個人”，以“個人”的提升、完善作為改造環境、改造社會的基礎與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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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傳統儒家從修身起步的政治理想主義有相通之處。但是，現代轉型面臨的另

一挑戰是如何造成現代的團體、組織，因此，像惲代英這樣的青年領袖逐漸意識

到在改造社會的集體事業中僅強調“個人修養”、“個人完善”的不足，從而提

出建立“合群的修養”、“團體的修養”加以平衡、救正。 

在之後數十年的共產革命實踐中，“個人”與“組織”、“團體”的關係成

為貫穿而糾結的問題。一方面，組織需要不斷調動青年的進取心、上進心，乃至

“英雄主義”意識作為革命的推動力；另一方面，組織又要通過“組織的修

養”、“群眾路線”來抑制個人主義和脫離現實的弊端。表面看，組織構成對個

人構成單方面的限制、壓抑，但實際上，“組織的修養”是另一種培養、提升個

體的方式，而且，革命組織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恰恰要通過知識青年自律、自

省的“個人修養”機制來達成，換句話說，“改造”某種程度上又是“自我修

養”的深化。問題在於，雖然實際上，許多革命者並不單純依賴組織成長，而是

借助了更深厚的傳統、現代資源來理解、加入革命，但革命組織不承認、排斥另

外的個體養成資源，從而使得革命喪失既能配合革命又能將革命相對化的價值參

照、批評空間。 

隨著 1949年建國，革命組織內部的“個人與組織”問題進一步擴大為更具

廣泛社會性的“個人與集體”問題。如何避免進步青年的“求進步”成為一種

“個人打算”，如何避免組織安排構成對個人“進取心”的壓制，曾在革命戰爭

年代行之有效的“群眾路線”被用來處理“群眾關係”問題時其適用性和不對

稱性又在哪里——這些都構成新的挑戰。不過，共同體層面的“個人與集體”問

題其實更還原了惲代英當初提出“合群的修養”時的初衷：即，如何在造成現代

的理想社會時既不壓抑個人又能將個人相對化，建立一種互助、共存的社會、生

活形態。這才構成所謂“社會主義實踐”的真實基礎。 

 

3. 李志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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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摘要 

“小資產階級”問題，是伴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始終的一個問題，它直接面對

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適應小農作生產者占人口絕大多數而工業無產階級相對

弱小的中國社會現實的問題，在實際的政治鬥爭中，既是一個“客觀性”的社會

階級概念，又被賦予了改造“主觀”世界，形成無產階級意識的文化批判功能，

在中國革命的話語結構中佔有重要地位。 

中國革命中有關“小資產階級”的論述複雜而豐富，在各個歷史時期，對於

“小資產階級”的討論，有著具體的歷史處境，面臨著相應的實際問題。因此我

們無法在觀念層面上討論小資產階級話語的流變，而必須的回到不同時期的歷史

場景當中，去整理和發掘，在某一個特定歷史狀況中，不同政治派別對於“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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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階級”概念的使用，及其所指稱的歷史力量和所要解決的理論與現實問題。 

從二十年代初醞釀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小資產階級問題就是共產國際和中

共領導人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國共分裂之後，共產黨和自命為無產階級的知識

份子，開始通過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強化“無產階級意識”，來建立“無

產階級”的政治主體性。這種對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批判，在 1928年以後繼續深

化，“小資產階級”概念開始從一個社會分析範疇，進入到了“意識批判”領

域。在文學和文藝的領域，也出現了建設無產階級文藝，批判個人主義和“小資

產階級文藝”的籲求。思想文藝領域中這種“無產階級意識”對“小資產階級意

識”的批判，具有兩個主要的精神內涵，一是對個人主義的批判，二是眼光向下，

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它要求革命的知識份子拋棄個人主義的生活樣式與文化藝

術，去除個人主義立場，投入社會主義。而這種由個人自由向階級自由、群體自

由轉變的訴求，對於參加革命的知識份子來說，並不是一種消極被動的行為，而

是知識份子自我反思、自我否定的一部分，是一次發生在知識份子靈魂深處的自

我改造。 

本文重點討論上世紀二十年代“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共的“小資產階級意

識”批判。對比國民黨“左派”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論”，揭示中共的“小資產

階級”概念從一個針對外部世界的階級分析概念，向一個針對內心世界的意識形

態批判概念轉化的過程。指出：僅有憤怒、苦悶和革命的訴求，並不能形成有組

織的社會力量，規章制度設計的完善，也不能代替主體自身的虔誠依附。這種虔

誠的獲得，靠的是主體自身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約束。中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批

判”，恰恰開啟了這樣一條主體自我反思、自我約束的道路，在政治中包含了主

體再造的內容。這一以“小資產階級意識批判”為手段的主體再造過程，在中共

的政治中持續存在，重新梳理這一歷史過程，對於我們今天重新思考如何煥發個

體的精神，讓個體更積極地投入到社會運動之中並獲得人生的充實感，都具有啟

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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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解構照顧市場化背後的性別與族群關係」 

 

家庭內的照顧被視為女人的天職，因此是婦女解放的重要戰場。在缺乏福利

國家的公共福利傳統下，台灣的照顧需求，無論是老人或是幼兒，都迅速地朝向

市場化發展，並且跨越國界朝向全球化照顧鏈發展。台灣社會正迅速邁入超高齡

社會的人口結構，照顧作為勞動力的再生產活動已經不再只是家戶內的「愛的無

酬勞動」，而成為社會制度必須集體面對的議題。我們看到國家矛盾卻又積極的

作為，一方面，在公共化照顧的動員下，國家積極推動長期照顧制度、幼托整合；

另一方面，家庭外勞的人數卻又不斷激增，成為台灣長期照顧的主力，但國家仍

堅稱外勞只是補充性人力。在照顧已然高度市場化的結構下，國家又試圖推動公

共化照顧政策，兩者之間的角力所形成的現象，使得照顧成為檢視台灣性別與族

群關係的重要視窗。這個論壇將從移民婦女與原住民族的角度切入，批判性地分

析台灣照顧體制的型構是如何鑲嵌在既有的性別與族群關係之中。 

 

1. 夏曉鵑 ─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再生產危機、非法性與移民工女性 

──現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摘要 

As globalization expands the scal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roductive labor 

has been restructured where migrant women from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cross the 

borders a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marriage migrants, and provide reproductive 

labor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renewal of productive labor in the more developed 

countries.  

Most research treats marriage migrants and women migrant workers as separate 

categories, rather than articulating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m in a broader 

framework. By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conditions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marriage migrants,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e formation and conditions of both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marriage migrants in Taiwan in the framework of reproductive crisis under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As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intensifies, the welfare state is in crisis and many 

services, such as community child-care centers, are relinquished.  States like Taiwan 

with a family tradition defining caring for elderly and young children as a family 

responsibility tend to play a minimal role in the provision of welfare. As the result of 

ever increasing costs of living and lack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welfare system, 

women in those core and semi-peripheral countries need to find cheaper surrogates to 

take care of household needs.  Therefore, policies of importing migrant dom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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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 are implemented to resolve the crisis of reproduction, which leads to the 

“restructuring of reproduction,” where women from the peripheral countries migrate 

to the core and semi-peripheral countries to take care of the household needs in the 

families of core and semi-peripheral countries.  

However, these policies of importing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serve only as 

“Band-Aid” solution and fertility rates in the core and semi-peripheral countries 

continue to drop. Moreover, while the middle class families can resort to hiring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or care work, the working class and peasants cannot afford 

to hire one for their frail family members.  Additionally, to continue the lineage still 

remains a strong belief in Taiwan and other East Asian cultures (such as in Taiwan, 

Hong Kong, South Korea and Japan), especially for working class and farming 

families. Consequently, working-class and peasant men in the core and 

semi-peripheral states follow the capital flight to the neighboring peripheral states in 

search of brides.   

When facing marriage migrants and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states take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Taiwan. While Taiwan government takes a “proactive” 

approach to start importing migrants, it took a very “reactive” approach to marriage 

migrants.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state intervention of “irregularity”, the state 

takes “reactive” approach to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while taking “proactive” 

approach to marriage migrants. The contradictions of state policies are the result of 

the national anxiety.  

The prevalence of migrant women performing reproduction labor in the 

household shatters the “sincere fiction” of “sacred” family, and consequently causes 

anxiety. The exclusionary and patriarchal tradition of incorporation in Taiwan creates 

a condition where the easiest way for foreigners to acquire Taiwanese citizenship is 

for women from the peripheral countries to marry Taiwanese men. These marriage 

migrants’ “lower-class” status, not only domestically but also globally, in turn creates 

national anxiety of losing Taiwan’s capability to compete in the global economy, as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intensifies. This national anxiety leads to two contrasting 

approaches of state intervention, both of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illegality 

of migrant women. On the one hand, state authorities are very reluctant to inspect the 

workplace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thought they are fully aware of the 

“irregularity” in the private homes of the employers. On the other hand, state 

authorities have little reservations to enter the private homes of marriage migrants for 

inspection because of suspicion of “irregularity.”  

 Though being aware that many migrant women become “illegal” as the result of 

ill-designed state policies and administrative mal-practices, the state still refuses to come up 

systematic way of legalizing these undocumented migrants. By maintaining the illeg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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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igrant women, the state benefits from lowering the costs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which is hoped to keep them survive in the intensifying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2. 陳正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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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老年照顧的研究焦點集中於兩大面向，一是要在哪裡接受照顧（where），

另一則是由誰來提供照顧（who）。檢視國內外文獻，居家由家庭成員提供照顧

可謂是照顧最普遍的模式，而該現象在亞洲強調儒家傳統的國家更為顯著。老

年父母在目前台灣父系「三代同堂」傳統觀念影響下，對成年兒子孝道責任的主

要期待為老病時與其同住，由兒子承擔照顧責任；但受限於傳統上性別角色分

工的框架，照顧責任實際上又轉嫁至同住的女性，特別是由媳婦這個「非子非

女」的外人承擔多數之照顧責任。檢視我國家庭照顧的現況，除了與日俱增的外

籍家庭監護工人數之外，外籍（包括大陸籍）配偶擔任照顧者的比例亦隨之成

長，這兩種外籍勞動力的介入已經儼然呈現台灣不同社會階級處理照顧勞務的

差異策略；家庭固然仍是老人獲得照顧的主要地點，但外籍看護與外籍配偶的

平行輸入，反映了台灣不同社會階層在因應家庭勞務市場化的不同處理方式；

處於社會階層上端者，透過進口家庭看護而將家庭勞務市場化；位在社會階層

下方的，則採取迎娶外籍配偶來維持既有的家庭勞務「太太化」。由上觀之，失

能老人的照顧仍普遍被視為是家庭責任或成年子女應負擔之義務，但承擔照顧

責任者如何執行照顧實際勞務的管道及方式，則有必要深入探討。本文將針對

這兩類照顧者，探討家庭成員決定照顧地點與照顧者之決定因素，特別是性別

及親屬關係（輩份、排序及關係）對決定誰是照顧者的影響，進而分析照顧工作

對家庭照顧者所帶來的壓力與負荷，特別是擔任家庭照顧的外籍配偶，以及聘

用外籍看護工的本籍照顧者的照顧負荷是否有所差異，以及其採取的因應策略

及獲得的社會支持。盡可能研議將現有被長期照顧體系排除或忽略的兩大類照

顧者需求納入現有長期照顧體系之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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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增勇 

──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蔡昇倍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廖貽得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鄭君萍 

──台北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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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長期照顧保險是馬英九 2008年競選總統的政見，長照體系因此刻正積極規

劃與推動，做為未來開辦保險的準備。但對位處偏鄉的原住民而言，長照保險的

開辦可能代表著「原鄉沒有服務，原住民卻要繳錢」、「接受服務越多，部落卻受

傷越深」的雙重傷害。問題的核心在於，現有長照服務的輸送流程反應的是漢人

都會觀點、以及專業主義至上的福利民營化管理體制。本文將逐步解析長照服務

流程，從開案、服務時數的評估、自付額的制訂、居家服務的委託招標、給付範

圍與標準、以及照顧服務員的培訓與給付方式，如何成為原住民與部落組織無法

參與的阻礙，使得長期照顧的推動無法讓「原住民照顧原住民」，而必須依賴「有

執照、有專業」的外人來提供服務的怪異現象。其結果是原住民無法成為照顧者

而只能是案主。更嚴重的後果是，部落所代表的集體照顧力量被制度性排除，原

住民傳統文化的集體照顧被漢人專業照顧模式所否定，透過長照服務的推動復振

原住民傳統集體照顧的文化，成為幻想。最後，我們將以宜蘭寒溪部落自主生成

的長期照顧服務模式作為對照，說明長照背後的文化邏輯必須被解構與檢視，才

能落實長照在部落紮根的願景。 

 

4. 楊江瑛 ─ 管制與遺棄：幼托整合後的原鄉照顧 

──現職：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工作者 

 

摘要 

幼托整合上路，啟動了公立托兒所關閉風潮。許多鄉公所順勢而為關掉了偏鄉僅

有的一兩家公立托兒所，教育部僅以國幼班因應，但是國幼班無法支應如此龐大

的照顧需求，結果是家庭托育照顧支持崩毀，也迫使偏鄉家庭必須因為孩子的照

顧問題與就業難兼顧而進一步出走，讓城鄉的不對稱的人口結構更加傾斜，這已

經是活生生發生的事實，對比國家因為少子化鼓勵生育的口號，顯得諷刺與虛

假。相對於平地偏鄉，原住民原鄉地區因為稍早的托育試驗計畫，站到了一個位

置，在幼托整合之際，能夠以社區互助的模式卡住照顧，但是在幼照法第十條「社

區互助式教保服務」的子法設立登記管理辦法修訂的過程中，我們也貼近的看見

整併之後部門對於照顧的理解想像與社區的差距，法的修訂不為了促進鼓勵公共

的照顧，而是為了將公共照顧透過複雜困難的機制逐步排除。本文希望透過此次

部落托育聯盟及部落托育班參與修訂法規的過程，初步討論國家機器與在地社群

的差距，在照顧逐步剝離，國家沒有對策且無能回應的情勢中，偏鄉照顧如何繼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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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創意個什麼城市？－再也回不去的「高雄」2 

1. 楊雅玲／莊榮華 ─ 〈我愛中都 我愛高雄〉紀錄長片放映 

楊雅玲 

──學歷：（日本）東海大學傳播媒體研究科碩士、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博士 

──經歷：京華文化傳播公司企編、中央電影公司電視製作部企編、大廣華

葛國際廣告公司文案、法波蘭傳播管理顧問公司專案經理、富視有線電

視公司節目部經理等 

──現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助

理教授（現任） 

──影像作品(紀錄片類別）： 

─文建會、漢笙文化傳播公司「智慧的薪傳」系列紀錄片總策劃 

─「基隆河的故事」（第一屆地方文化記錄優良影帶獎佳作）編導 

─公共電視「世紀女性、台灣第一（系列紀錄片）」〈閨秀畫家陳進篇〉編

劇 

─公共電視「台灣世紀回味（系列紀錄片）」〈台灣的女兒－女性造像〉編

劇 

─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

成果紀錄片」編劇 

─「高雄市工業史的拼圖：重返中都」紀錄片拍攝計畫榮獲「信義房屋

2010社區一家 行動計畫」築夢個人類楷模獎補助（執行中） 

 

莊榮華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 

──得獎紀錄： 

2008 巴尼達的子民獲洄瀾美展紀錄片類洄瀾獎(紀錄片首獎) 

2009 我們為水源而戰獲公視我們的島環境短片競賽首獎 

2009 公視公民新聞獎 

 

規    格：DV 

影片長度：72分 40秒 

語    言：國語、台語 

本片導演：楊雅玲、莊榮華 

 

內容簡述： 

申請 2010年「信義房屋 社區一家」行動計畫個人類補助。本片紀錄楊雅

玲號召青年學子，與新生代紀錄片導演莊榮華組成紀錄片團隊，著手拍攝中都唐

榮磚窯廠第二代與第三代磚窯工口述中都聚落發展史與磚窯產業史，並鼓勵磚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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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自行組織、運作中都百年信仰中心「開王殿」迫遷下的文化資產保存行動。因

「開王殿」位於高雄市新都市重劃後的公園預定地範圍內。 

 

2. 周東森 ─ 「同盟」地景？－一個不同視域的高雄史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研究生 

──職經歷： 

－2007年高雄城市文化輔導團專案助理。執行「96年度地方文化館推動

輔導暨各受補助計畫說明協商座談會議」、高雄城市文化館暨「文化生

活圈基礎調查」、「文化生活圈整合意見座談會」 

－2009年城市創意發展顧問公司專案助理－執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專案〈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網

站維運計畫〉 

－2009年福爾摩沙創意設計有限公司文案企劃人員 

－2010年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期刊編輯助理 

－2010年勞工戲劇種子人才培訓藝術行政 

－2010年信義房屋社區一家幸福行動計畫〈高雄工業史的拼圖－重返中

都 紀錄長片拍攝計劃〉製作助理 

－2011年高雄春天藝術節-草地音樂會《很久沒有敬我了你》活動執行 

－2011年青輔會 100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東南亞新移民婦女紙藤

工坊」行政助理 

－2011年「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 CF帶計畫」、「屏東四重溪溫泉觀光季

CF帶計畫」製作助理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助理 

－〈行政院新聞局 101年度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案〉助理 

摘要 

「同盟路」是高雄市一條重要的東西向主要道路，大部分路段沿著愛河行進。

「同盟路」沿岸見證了高雄市不同分期的市地重劃過程，如鼓山區龍子里重劃

區、民間自辦重劃區、第 42期及第 68期「中都市地重劃作業」等；也接受了愛

河中上游整治計畫的洗禮，如「愛河之心」、「光之塔」、「中都溼地公園」、「願景

橋」等設施。研究者於 2010年 5月間，進入中都唐榮磚窯廠磚窯工聚落的田野，

這些原始磚窯工住民或其第二代、第三代的子孫們面對都市重劃的迫遷，寧捨百

年聚落中家屋的崩塌，而急於爭取他們世代信仰中心「開王殿」的原址保存。研

究者在協助他們進行文化資產保存行動的同時，也觀察到「同盟」地景變遷的弔

詭－剷除高雄市歷史底層勞工的家屋，讓河岸對面的地產商得以操作「愛河第一

排」的地景商品。本文意圖將研究者兩年來的田野經驗進行總結，並發問如果以

不同於官方的視域來看，這是什麼樣的「同盟」地景呢？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4%9B%E6%B2%B3%E4%B9%8B%E5%BF%8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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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楊朝盛 ─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堂綠廊道十年的興衰 

──現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研究生 

──經歷：楊林園藝設計公司負責人  

台東知本宏宜飯店經理 

摘要 

原高雄縣大樹鄉除了鳳梨、荔枝、好水三寶之外，尚有豐富的人文史蹟。昔

日的鄉公所握有政策擬定與執行權限，推動「水果鄉、觀光城」的藍圖，受到很

大的矚目。2004年，鄉公所在位於交通節點的九曲堂規劃了綠廊道，企圖以廊

道來串聯大樹鄉的文化與觀光資源。高雄縣市合併後，大樹鄉變成「大樹區」，

在現行法規下，僅能扮演執行與維護的角色，喪失了規劃的發動地位。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觀光研究所目前針對「大樹鄉觀光規劃」進行調查研究中，研究者參與

了該團隊的調查工作，發現高雄縣市合併後，原有的「人、文、地、景、產」都

面臨如何銜接新的制度與新的市場行銷策略的問題，因而希望能夠發展本論文，

對前述問題提出觀察與建議。 

 

C-3 重建生計：原初豐裕社會與團結經濟之可能 

1.鍾秀梅 ─生計勞作：「團結經濟」概念的提出與適用 

──現職：成功大學台文所副教授 

 

摘要 

近年來生產與消費合作社、公平貿易、有機農民市集、另類貨幣、有機農場、

社區支持農業、土地信託、部落另類經濟等社會與經濟方案的提出，這是以「團

結」和「社會發展」做為主軸的經濟模式，可稱之為「團結經濟」或「社會經濟」。

這與往昔強調自由市場、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有所區別。 

自由市場全球化的生產模式在現實上已嚴重造成環境生態、社會發展和社會

關係的破壞或傾頹。「團結經濟」則意圖建立社會、經濟、文化、生態與社區合

作的可能性。套用 1937 年由 Felipe Alaiz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為了團結城市工人

與農村集體所提出的「團結經濟」概念，此概念從 1980年代起，在全世界廣泛

被運用與實踐，而成為「運動中的運動」。 

那麼，究竟要如何理解「團結經濟」的核心理念？如何將理念付諸於實踐？

「團結經濟」在台灣的踐行，如何回應主流資本主義的發展？其運動的突破與限

制為何？當不想完全貼入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就得走出不一樣的路；本論文將

探討「團結經濟」的概念和精神，並試圖以台灣的相近個案，來省思「團結經濟」

在台灣社會「另類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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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盧建銘 ─部落生活重建的「團結經濟」意涵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博士候選人 

 

摘要 

臺灣在經歷四百年左右的商業殖民歷程，到至今的全球化資本體系，在原住民地

區仍然保留了以部落為單位的小型社會體系。這些體系有些看似貧窮贏弱，有些

看似富足，但是若以部落主體來觀察，基於幾個重大的客觀因素，這些部落體系

在不可能封閉的全球資本體系下，卻仍然保有一定程度的保護機制和潛力，以維

持部落的家園生計。 

  這樣的保護機制和潛力來自於幾個重要的因素；第一是仍然維持著部落社會

與自然環境之間永續共生的基礎；這些基礎主要源於千年來對大自然的「生產取

用」、「低度維護經營」和「自然環境擬仿」等文化生活型態。第二是繼承於民族

文化的部落社會結構，所衍生出來的社會生產分配方式；特別是為了維持部落個

體和總體的富裕，讓原有的社會階層、團體和儀式行為，承載了集體生產和再分

配的功能。第三是多樣化且差異度大的部落經濟發展模式；是源於臺灣複雜而多

樣的自然條件、部落文化，以及各部落與外部社會不同程度的接觸與影響。 

  在全球化浪潮的沖刷之下，一方面如何組構不同層次的經濟防禦體系，一方

面建立以自然和小型社會文化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原住民部落家園生計維持體系

的研究會深具啟發。 

 

3. 陳永龍 ─拒絕出賣生活：持續傳統採獵耕作生活的幾個部落 

──現職：台大建築與城鄉所博士 

 

摘要 

台灣的原住民部落社會在日本殖民政權、國民政府與中華民國政權統治下，

透過不同時期的「集團移住」（遷村）政策，在「山地三大運動」（扶植授產、定

耕農業、山地人民生活改進）政策下，日常生活幾乎多已被主流社會和當代資本

主義的侵透，而不存在完全「自給自足」的部落社會。 

這種「山地平地化」的政策思維，即便在廿一世紀接連的環境災難的復育歷

程裡，一種排除「生態人」的山林生活保育帝國主義，仍以各種「讓山林休養生

息」的意識形態，持續要把原住民部落遷移下山。然而，不論受「地理孤絕」阻

隔的條件限制，或者原住民有意識地選擇「重建部落生計」生活，今日依然有不

少「部落」生活，是居民有意無意與資本主義市場保持距離，以期透過自身的勞

作與土地、自然互動，來建構自主生活的主體性。 

本文將以魯凱族「古茶布安（舊好茶）」、排灣族「達瓦蘭」等部落，在八八風災

兩村都遷移到「瑪家農場」（禮納里部落）後，都有族人回到老部落重修聯外路

徑、重新開墾傳統作物、持續採獵文化生活；並映照太魯閣族「砂卡礑」部落和

阿美族定居都會邊緣的「撒烏瓦知」部落等，藉以探知這些部落為何有不少居民



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 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72 

的生計勞作，「依然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而選擇採獵農耕的生計勞作，維繫一

種半自給自足的日常生活。 

 

D-3 社會運動對象、主體與方向性的反思 

 
在臺灣，1987年解嚴之後，威權國家不再是人們唯一對抗的對象。社會從

威權轉向民主的過程中，社會運動也在轉型；對抗的對象不再清楚，權力化為無

所不在的體制與結構。然而，不同運動界定不同的對象，而其所面對的體制究竟

是什麼？是具體的國家機器、制度或是價值上的衝突？ 
本工作坊設計三個層次的討論議題。首先，我們探究當代台灣社會運動中，

人們所面對的「體制」究竟為何？其次，社會運動又採用何種「策略」來面對那

些體制？反過來說，運動自身如何定義作為行為者的「主體」？在此之下，傳統

上被視為體制外的社會運動，在當代多元化的社會運動展現上又有何種變遷上的

意義？此一意義的變遷，又使得社會運動對社會本身產生了什麼影響？最後，我

們反思自己作為一個參與者／研究者在面對社會運動時的角色，透過這樣的反思

試圖進一步提出運動未來可能的思考方向。 

本工作坊將設計從不同領域的社會運動切入，內容涵括：廢死運動、反集遊

法運動、農民反圈地運動；此外，也納入中國廣東烏坎村事件，提供另一種文化

脈絡的觀點。形式上，首先由各發表人分享，再集中思考上述三個層次的問題，

最後由與談人回應，並且進入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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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政佑 ─ 槍下留人的法律動員 
──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班 

 

2. 許仁碩 ─台灣民主化後反集遊法制運動的拓展與困境 

──台灣大學法律系碩士班 

 

摘要 

台灣在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可說是踏入民主化的新時代。警察面對大眾

媒體的勃興、司法自主性的提高、保安警力配置的縮編、以及執政黨與在野黨的

位置互換，勢必無法再以威權時代的作為，來進行集會遊行的管制，但雖然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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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程度降低，並不代表台灣的集會遊行自由，獲得解放。本文擬爬梳台灣警

察在民主化後，在教育過程中的意識建構，以及實務上的集會遊行管制策略，描

繪出「鎮壓」與「服務」交織的多重管制策略面向；呈現出需要走上街頭的社會

運動，在此一新的管制體制之下，會遇到何種新的壓迫樣態。進而探討當社會運

動者面對相關壓迫時，至目前為止採取了那些反集遊法制的策略(如訴求修法、

提起訴訟等等)，其流變與成效又是如何？在釐清了至今為止的運動歷程後，回

到警方的策略與思維脈絡下，這些抵抗是否真的能造成實際的有效改變？是否有

難以突破的困境，或者是值得省思的盲點？ 

 

3. 江可捷 ─環境法治國的彼岸──中科三期的法律動員 

──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班 

 

摘要 

本文意在反思中科三期的法律動員，評價法律動員的限制，思考社會運動體

制內、外行動模式發展下的國家與人民關係，尋找未來發展的契機。回首過去六

年，反對中科三期興建的運動起於環評會議的參與，後續以行政機關為對象提起

訴訟。在體制內的法律動員的策略運用下，人民開始組織與行動。 

本文回顧中科三期法律動員的階段，指出成文法律在命名與運動建立階段的

功能。司法判決一開始導引整起事件朝向法治構框，但到後期，冗長的訴訟程序

無法引起關注。體制層面的運動成果需要更多的行動與資源支持。 

中科三期因為議題特性，背後代表著許多的價值衝突，高科技產業與反高科

技污染運動、政府主導的國家發展、環評過程的公民參與、環評法面對環境風險

的制度設計與實踐等等。隨著運動的發展與結盟，中科三期廠區的各種污染疑慮

伴著人民在環保署外的吶喊，成就法學者稱為「法治國危機」的行政機關回應。 

環境議題的複雜本質，加上要求國家（行政與司法機關）介入，反而生產了各種

戰線與意義。社會運動行動的力量能夠累積體制變革，促成更大的轉變；另一方

面集結農民、環保團體與律師，形成新的合作關係。然而，中科三期法律動員將

國家解構為行政、立法、司法等運動對象，最後，運動的目標究竟為何？或者最

後必須回歸運動主體的建立？ 

 

4. 徐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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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摘要 

當下中國農村面臨激烈的維權抗爭事件，官民關係持續緊張，在高度科層的

威權體制下，體制內化解農民抗爭的渠道，包括中央政策和信訪機制，已經不能

適應日益尖銳利益官民衝突，反而凸顯體制內的僵化、缺乏監督的弊端。在缺乏



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 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74 

體制內解決矛盾途徑的情景下，農民抗爭往往導致社會成本極大的流血衝突。去

年廣東烏坎村的農村抗爭，區別於以往大部份的抗爭，在其自治委員會的組織動

員下，有效地與政府談判，化解暴力衝突，並且贏得政府的支持。 

在中國的政治情景下，農民抗爭所面臨的是什麼樣的體制？政黨面臨日益加

劇的農民抗爭，不斷釋放出安撫的信號，願意在體制內與農民進行利益交換，而

反對在體制外的抗爭，因此運動者如何在體制內外進行有效的策略選擇？這是研

究的核心問題和關懷。 

 

5. 傅偉哲 ─國家、地方與小農：淺談大埔農民反圈地運動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摘要 

台灣自六〇年代以來，國家持續以經濟發展為名，進行著園區與特區的開

發，即使科技產業之產值影響力已經備受挑戰，地方上仍然積極的引進各種科學

園區開發，並在園區的開發過程中，透過土地徵收引發土地炒作與投機。然而，

國家官僚與地方常民本質上的文化差異，使得常民對於土地徵收的理解與國家計

劃的預設也有基本上的想像差異。在此之中，地方民意代表與政治領袖成為轉譯

國家計劃與地方常民語言的中介者，此一轉譯的空間則是他們的政治機會；他們

的角色使他們成為經濟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代理人。不過，面對土地徵收的小

農，其將土地視為一種生產工具的而非商品的本質，使主流意識形態與小農文

化，產生意識形態上的衝突。雖然農民地主接受了國家計劃的土地徵收，但其在

文化上，卻非未必全然服膺於主流的意識形態，展現在其對國家霸權的日常抵抗

模式上。大埔的農地徵收，不單單只是農地的消失，還是小農文化的消逝；不單

只是國家落實經濟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還是國家霸權文化對小農的文化宰制及

壓迫。本文最終指出，農民反圈地運動不單只是在具體制度上的抗爭與介入，還

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和鬥爭。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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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2004年皮繩愉虐邦作為代表 BDSM社群發聲的社運團體，首度因為 SM實踐活動

意外致死的「箱屍」事件引起的社會風波，而決定走上運動之路，期許自己能成

為一個可見的、運動的、發聲的 BDSM 社團，並且希望對於 BDSM 的愛好者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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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者，這裡能夠互相交流經驗，提供資訊、技術、法律、甚至醫藥等相關諮詢服務，

也舉辦讓廣大愉虐份子們都可以參與的活動。 

 

在這樣的現身脈絡之下，皮繩愉虐邦的成立所隱含的是想讓 BDSM 超越純粹私領域

中的情慾活動，進一步成就愉虐認同者「文化公民身分(cultural citizenship)」

的訴求。但在我們試圖透過各種社會展演與發聲策略開疆拓土的同時，國家機器在

面對諸如 BDSM 此種邊緣性文化，卻將之視為涉及「猥褻」、「妨礙風化」、甚至侵

害「兒少福利」的違法之舉，動輒使用各種方式加以壓制。 

 

因此，作為與其他性別邊緣一同處於受壓迫者陣線的皮繩愉虐邦，在推廣自身社群

文化的同時，也站在聲援其餘性邊緣身份的戰鬥位置，更是與常態香草性愛社會的

交談介面。在過往的 8 年中，我們除了社群活動的推廣之外，也投身各種聲援性別

邊援的運動與論述場域，從同志大遊行、反對刑法 235、反對兒少法 29 條、性交易

合法化，到最近的台鐵公共性事件，皮繩愉虐邦皆從種種與「主流」爭奪話語權的

嘗試中，獲取了尚稱豐沛的論述能量，與台灣性權/女權/同志論述之間也有十分親近

的關係。 

 

但相對於在論述上所獲取的進步，皮繩愉虐邦的公民身分實踐卻不斷受到來自大眾

媒體的挑戰。從 2006 年第一次「夜色繩豔」，到 2012 年第三次「夜色繩豔-風見蘭

喜」，以及中間無數次的大小採訪與策展，皮繩愉虐邦與大眾媒體經驗卻有「十年如

一日」之感受。當性公民權的論述已經從同性戀的合法性進展到對於年齡政治與兒

少情慾的討論時，多元情慾在社會中的討論卻仍然停滯在「色情/藝術」的劃界爭端，

以及陷囿於對於獵奇式媒體意象的對抗泥淖之中。究竟在這樣的漫漫十年經驗中，

皮繩愉虐邦對於一種「愉虐性公民身分」的實踐，還有怎麼樣的形式和可能？ 

 

F-3 跨世代學術對話 

1. 康瑋峮 ─斷裂的對話：地方文化商品化與大學設計教育間之省思 

──新竹教育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摘要 

文化創意產業已逐步成為世界新興的產業之一，相關專才的人力需求也大幅

增長，看見此需求的臺灣大專院校開始競相成立相關系所，設計系成為近幾年來

最熱門的科系之一。 

文化創意產業應以文化為基磐，創意為媒介，產業為成果，構成一個產業鏈。

但，該讓社會前進的「創意」力，卻在市場導向為主的潮流之下，隨著商品的成

型，地方文化的深刻內涵卻逐漸流失，造成地方文化空洞化問題。加上國內大學

設計教育中，帶領學生親身感受當地文化的機會稀少，學生所創作出來的文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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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無法真正反映文化特色，僅淪為天馬行空的想像。 

本研究以三則個案進行探討，以參與觀察法和訪談為研究方法，了解學生進

入地方現場並親身體驗當地文化後，對學生本身及作品有何影響。這一影響是否

是促使文化商品設計更加提升的元素。 

研究結果顯示，親臨現場的經驗加上地方居民的回饋意見，皆能促使學生在

設計作品時，更精準地掌握當地文化元素，減少文化誤解或符號誤用的程度，設

計出足以再現地方、豐富在地文化內涵的文化商品。本研究最後建議設計教育應

增加田野調查的學習比重，讓設計相關學系的學生學習掌握文化魂的能力，使設

計人才培育更符合社會發展需求。 

 

2. 吳貞儀 ─ 農業多功能性的實踐——行動者導向路徑與社會學習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博士生 

 

摘要 

農業多功能性為現今各國農業發展進程中的新典範，其核心概念是各種商品

與非商品的聯合生產成果，不僅強調生產的產出，且特別強調農業的非商品產

出。農業多功能性不只是一種理念，它已經具有理論基礎，並且成為許多國家的

農業政策主軸，一些國家都具體地實踐了農業多功能性，這些實踐多功能性的國

家基於各國歷史、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發展，各自提出不同的、且符合該

國需要的農業功能性。因此，本研究針對農業多功能性的範疇回顧，提出生產、

生態環境、農業文化(包含社會與文化)、環境教育、糧食安全為研究因子，依據

行動者導向分析路徑的基礎，以苗栗縣後龍鎮灣寶社區為研究場域，透過行動研

究方法進行農村工作坊的設計與實踐，試圖把農業多功能性的中心焦點放在農場

層級，特別是聚焦在多功能性農業實踐時的行動者學習過程上，將農業非商品產

出透過農村工作坊機制而內化，透過行動者們參與農村工作坊的社會學習過程

中，來實證行動者們(生產者、消費者)對於農業多元價值的認知差異。值得注意

的是，「農業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鑲嵌，可成為農村另類發展的模式，進而能

在農村層級實踐農業多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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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市場化：台灣醫療危機的根源 

近年來台灣醫療體系發生了許多問題，例如目前內、外、婦、兒科四大皆空，

急診壅塞，急診醫師出走，醫生護士的過勞，偏遠地區醫師荒，大小醫院護士荒，

出現血汗醫院、戰鬥陀螺等比喻，此外，醫病關係緊張，醫療訴訟頻繁，眼看台

灣醫療崩壞在即。過去令人稱道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備受抨擊，扭曲的醫療評鑑

制度也遭詬病，然而，問題恐怕不僅是表面如此。 

我們認為台灣醫療體系的問題，和日益嚴重的商品化和市場化息息相關，本

論壇將分析醫療市場化的邏輯和在台灣的發展。醫療市場化造成對臨床現場的衝

擊，尤其是急診。還有，護理勞動環境也受到醫療市場化的影響，最後，隨著社

會高齡化，照顧需求成為社會問題，可以預期照顧服務也會市場化，我們也將借

鏡日本，瞭解長期照顧市場化可能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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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陳美霞 ─ 台灣醫療體系市場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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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教授 

──著作簡目： 

(1) Chen, M.S. Book review: Textbook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Global 

Health in a Dynamic World, Global Public Health, 2012, in press. 

(2) 陳美霞，資本主義養成的、如何可能批判/改造資本主義？兼論公共衛

生批判知識分子的形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12，出版中。 

(3) 陳美霞，公共衛生體系醫療化與市場化的共生關係：一個歷史的考察，

「疾病與社會：台灣經歷 SARS風暴之醫學與人文反省」論文集，2012，

出版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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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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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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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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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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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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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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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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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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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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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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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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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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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市場化的醫療體系，這樣的體系過去幾十年來不斷的膨

脹，而“health care in crisis”的問題也在這幾十年中，成為最困擾美國的

問題之一。 

  與美國一樣的，台灣的醫療產業也是以極度商品化、市場化的邏輯運行的。

而市場化正是台灣醫療體系目前面臨的危機的根源。醫療機構將資本投入醫療市

場，主要目標是藉由醫療商品的提供以賺取利潤。依照一般資本運行的規律，醫

療機構在強大競爭壓力下，必然會使出渾身解數、以五花八門的奇招，招攬病人、

刺激創造醫療需求以賺取最大的利潤，進而不斷的積累、擴大資本。 

 

 而醫療商品與其他（如鞋子或電腦）商品不同的是：因與自己健康生死相關，

對醫療的需求必然比對其他商品的需求更迫切，且需求永遠無法滿足。如此條

件，為醫療資本提供一個絕佳的、可以無窮擴大的市場需求，造就了台灣醫療產

業的高利潤率，進而吸引了大量的醫療資本不斷的湧入。結果，過去數十年中，

台灣的醫療產業不斷的、快速的擴張。 

 

 這樣的邏輯運行下的醫療體系就導致種種問題或危機：（1）全民健保是醫

療體系的主要收入來源（台灣醫院的收入平均 80%以上來自全民健保），而不斷

擴張的醫療體系使得全民健保從開辦兩年後至今，不斷面臨虧損的問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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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必須力求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因為醫療體系是

一個勞力密集的產業，因此，醫療人員成為醫療管理者減低成本的重要渠道。增

加醫療人員的勞動強度、工作負荷及工作時間來增加收入；以縮減正職人員的福

利及職場健康保護、遇缺不補或改聘薪資及福利更低的約聘或兼職人員來降低成

本，成了醫療體系維持、增加利潤的重要方法。“六大皆空”及幾年來“護士荒”

“醫師過勞死”的問題根源即在此。（3）不斷市場化的體系吸引了大量資本的投

入，台灣因為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而開始面臨長期照護的大量需求，因應這樣的

局勢，國家必須規劃長照保險，大量資本也加緊投入長照體系，可以預測，因為

長照保險是建立在市場化、私有化的長照體系之上的，類似“健保虧損”的問題

將會在長照保險推行幾年之後出現“長照保險虧損”的問題。 

 

2. 沈朝賢 ─ 急診室冬天：從醫療市場化的角度看急診過度壅塞的

現象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 

急診醫學專科醫師 

──經歷：署立桃園醫院 骨  科 第一年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急診部 住院醫師 

嘉義長庚醫院 急診科 總住院醫師 

署立嘉義醫院 急診室 主治醫師 

──現職：行政院衛生署嘉義醫院 急診室主任 

──著作簡目： 

(1) 陳日昌主編、沈朝賢等, <<急診流程指引>>, 財團法人急重症醫療發展

基金會與社團法人台灣急診管理學會共同出版 

(2) 張志富、沈朝賢, 愷它命(Ketamine)濫用引起的腹痛, 家庭醫學與基層

醫療, 第二十六卷 第三期, p. 116-119 

(3) 王士豪主編、沈朝賢等, <<山野教室>>, 探索戶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4) 沈朝賢、劉俞琳等, Poster: 嘉義地區意識改變的病患接受到院前測試

的比率偏低, 2011 年緊急救護研討會, 2011.11.09 

(5) 沈朝賢、劉俞琳等, Poster: Increased health care demand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第二十屆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 2012.04.13 

 

摘要 

過去二、三十年來，醫療體系全面的市場化、商品化及私有化導致政府對公

立醫院的補助大幅減少，同一時期大量的私人資本投入醫療體系，公立醫院在自

負盈虧及市場競爭下，只能走向私立醫院的經營方式；或者節節敗退，最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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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存實亡的地步。 

以署立嘉義醫院為例，政府的補助款逐年減少，甚至一度委外經營，與私人

或財團醫院拚業績、搶市場，在這樣的環境下，署立嘉義醫院不再招聘公職護士，

大量改用約聘制護士，導致約聘護士比率逐年增加，甚至多於公職護士。然而約

聘護士的待遇福利方面都不及公職護士，在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之下，約聘護士的

流動率始終居高不下，這樣的情況在急重症單位更是明顯。大量的健康照護專業

人員的流失，造成仍堅守崗位的人必須承擔額外的工作份量，如此一來，勞動條

件更加惡化又造成另一波離職潮，如此惡性循環將導致醫療體系的崩解。過去幾

年來，健康照護專業人員的大量短缺，迫使醫院不得不關閉某一部份的急性病床

數(尤其是加護病房)，而急性病床的不足正是急診壅塞最重要的原因。 

醫療體系市場化的另一個問題是，醫院大型化。在市場競爭的賽場上，各醫

院無不積極擴展其市場規模以獲得最大的利益，加上目前的健保支付制度與醫院

評鑑掛勾，是以醫院產業不斷朝大型化發展。不論輕重症的醫療服務都集中於中

大型醫院，使得中大型醫院在提供輕症的醫療服務時會排擠重症方面的醫療，導

致醫療資源配置扭曲；而小型醫院凋零會使得分級醫療轉診制度無法落實，致使

醫療層級分工的功能無法發揮。因此層級愈高、急診量愈大的醫院，其急診留觀

的比率也較高。 

急診壅塞是一個醫療需求與資源兩者之間失衡的結果，代表的是醫療的可近

性被阻擋了，愈來愈多的病人滯留於急診，就是醫療崩壞的徵兆。 

 

3. 劉亭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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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畢) 

國立成功大學公衛所(在學)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公共 

 

摘要 

問起對護理人員有怎樣的印象，絕大多數的人都會說到諸如南丁格爾或是白

衣天使之類的詞語。接受護理教育的時候，也常被灌輸「犧牲自己照亮別人」的

觀念…有時候我會想，是否正因如此，護理人員才總是半聲不吭，甘於成為一群

醫療領域內沉默的多數，似乎都習慣於把所有微弱的聲音聚集在護士節當天一口

氣地宣洩出來，然後繼續一整年的安靜。這種情況造成了隱蔽的一角，資訊過少

使得我們逐漸地越發不能理解這塊領域內究竟出現了怎樣的問題。 

近十年來，獲領可執業之護理證照者，約莫只有五到六成投入相關職場。西

元 2007 年至 2009年衛生署報告各醫療院所之空缺率分別為 3.9%、5.6%，和

4.3%。西元 2009年底對 513家醫療院所進行調查，結果顯示 50.6%表示招募護

理人員「困難」，甚至 14.3%表示招募護理人員「非常困難」。上述三條資訊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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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我們可以推想：領有護理執照者沒有進入相關職場就業，並不是因為沒有

空缺，而是他們選擇離開這塊領域…人力不足，可是醫療院所依舊在運作。於是

我們這一兩年接觸到了一些嶄新的名詞，像是血汗醫院、戰鬥陀螺。這些只不過

是地表上的爛芽，我們更該去探討或瞭解的，是它那埋在土裡已經腐化的根。為

什麼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補助逐年減少？為什麼公立醫院也要開始自負盈虧？為

什麼絕大多數護理人員似乎都常識性地「適用」責任制？為什麼護理人員甚至有

時薪制？為什麼一堆醫院的年度目標都打上與錢有關的項目？這其中充斥著太

多的問號… 

護士荒，究竟是怎樣的荒，又是誰會慌呢？ 

 

4. 余尚儒 ─ 長期照顧服務市場化問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學歷：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士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 

安寧緩和醫學專科醫師 

針灸醫學專科醫師 

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在學) 

──經歷：馬偕紀念醫院骨科 住院醫師 

嘉義基督教醫院家醫科 住院醫師 

──現職：嘉義基督教醫院戴德森紀念病房 主治醫師 

──著作簡目： 

(1) 余尚儒 專文：日本國立療養所東京多磨全生園見學心得 台灣醫界 杏

林隨筆 2009 第 52卷，第 12期 

(2) 余尚儒 專文：「加答兒」—消失的醫學用語? 台灣醫界 杏林隨筆 2010 

第 53卷，第 4期../../../../../../../../Documents and 

Settings/XP/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My 

Documents/Downloads/2& 

(3) 余尚儒 專文：每個醫師心中都有那位病人。 安寧照顧基金會會訊 安

寧隨筆 2010.10.13 

(4) Yu SJ, Liu IT, Lin YC et al. Poster: Walk into community with 

stories — 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based medicine as medical 

education tool in remote area health promotion 「Flexner Report

百年回顧及展望」國際會議海報(最佳海報) 2010.10.25 

(5)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for rural 

community elderly in Taiwan  台灣某鄉村社區老人社會支持與健康

相關生活品質研究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第十屆第三次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口頭報告 

2011.06.05 

(6) Yu SJ, Chen TT  Poster: Geographic Variations in 

rehospitalization among hospice home care patients in Taiwan  第

九屆亞洲及太平洋區安寧療護大會 2011.07.15  

(7) Yu SJ, Liu IT, Lin YC et al.  Poster: Narrative medicine: An 

http://www.tma.tw/ltk/98521210.pdf
http://www.tma.tw/ltk/99530412.pdf
http://www.tma.tw/ltk/99530412.pdf
http://www.tma.tw/ltk/99530412.pdf
http://www.tma.tw/ltk/99530412.pdf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P/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My%20Documents/Downloads/2&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P/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My%20Documents/Downloads/2&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P/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My%20Documents/Downloads/2&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P/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My%20Documents/Download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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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 medical education in community medicine 第十九屆亞

洲及太平洋區家庭醫學大會 2012.05.26 

(8) Liao TW, Yu SJ, Chang WC et.  Poster : Health Status in Remote 

Areas under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 program in Taiwan 第十

九屆亞洲及太平洋區家庭醫學大會 2012.05.26 

(9) Yu SJ, Chen PJ  Poster: Aging Society And Energy Crisis, Is Cuban 

Primary Healthcare System A Model For Taiwan 第十九屆亞洲及太

平洋區家庭醫學大會 2012.05.26 

(10) 余尚儒 專文：從村上春樹「非現實夢想家」反省效率社會中的老人照

顧： 台灣老年學論壇 2011.08 

(11) 余尚儒 專文：社區長照安寧整合連續性照護─實現「老有所終、末有

所安」 ：台灣老年學論壇 2011.11 

(12) 余尚儒 書評: Mariola Espinosa: Epidemic Invasion(Chicago Pres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Duke University Press)  

 

摘要 

 

聞馬總統有意在第二任內開辦長照保險(民國 105年)，同一時間點各大報也

爭相論述高齡社會照顧問題，呼籲建立完整長照體系的急迫，首先是籌措長照財

源。然而，事實上目前國內長照服務供給短缺，許多照顧服務仰賴外勞和家庭照

顧者。針對服務供給問題，政府的態度是：有了穩定長照財源(即長照保險) 後，

社會上自然會出現長照服務資源。然而，政府的規劃裡所謂長照資源，事實上主

要就是指私人經營的長照機構，或是私人提供的居家服務，政府本身只有籌措財

源和管理的角色，因此，整個長照供給可說是市場機制在運作。到底長照服務供

給該如何來執行? 對社會全體是最有利？這個問題在國內一直欠缺討論。本研究

將回顧西方和日本的長照體系市場化問題，檢視台灣國內長照發展現況，和整理

長照市場化可能的問題。 

自二次大戰之後到福利國家興起，西方國家的長照體系幾十來仰賴公部門提

供服務，從英國自 80 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影響下，開始終止公部門提供服務，

長照幾乎由私人資本接管經營，長照私有化和市場化現象日益嚴重，私人長照集

團威脅地方政府補助的事件時有所聞。90年代開始，北歐國家例如瑞典，芬蘭

的某些城市，也導入公私雙軌的長照模式。德國也同樣受到新自由主義侵蝕，放

鬆老人照顧勞動市場的管制，非典型勞動，兼差性質和低薪勞動也不斷增加。  

亞洲鄰國日本的介護保險制度一直是台灣學習仿效對象，然而日本長照服務

供給體系市場化、私有化的問題在國內卻鮮少被討論，例如 COMSN醜聞事件。1998

在福岡成立的 Community Medical System and Network (簡稱 COMSN) ，2005

成為日本居家照顧最大的公司，該公司政商關係良好，卻在 2007爆發作假帳弊

案，無預警關閉 2081 家中的 1655家服務單位，造成 24000員工被解聘，65000

位與 COMSN 有合居家服務合約的老人被遺棄，造成日本社會對居家長照的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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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COMSN 醜聞在日本引起許多檢討，其中對照顧服務商品化，國家角色弱化，

政府放任長照供給市場化被認為是主要原因。 

台灣的照護服務早以是市場主導機制運作，新自由主義主張管制鬆綁和減少

國家角色，公共服務私有化和市場化情形只有越來越嚴重，不但服務提供不穩

定，遇到問題私人企業可能不負責，但國家角色又沒有辦法保障民眾，如此一來，

社會越弱勢階層越顯對其不利。普及的長期照顧不僅是籌措社會互助的財源（長

照保險）而已，長照供給市場化情況若沒有良好監督控制，放任私人資本以市場

機制運作，結果不僅是接受照顧者不安心（有保險無服務），長照勞動者被剝削

（血汗照服員），以及資源分配不均（城鄉差距拉大）種種問題，幾乎可以預見

和醫療體系市場化後果異曲同工。台灣社會恐怕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B-4 表演藝術，三位一體：藝文團體所面對的國家、市場

與社會 

 

在台北，每個月都有各式大大小小的表演團體公開演出，捷運站、馬路旁的

路燈，四處張貼懸掛著藝文演出訊息，乍看之下，這個都市的表演藝術生態環境

生意盎然，蓬勃發展。但實際上，這些藝術表演團體在光鮮亮麗的舞台之外，卻

時常須面對經費不足、經營困難的挑戰。 

為了維持生存，藝文團體需要尋求資源支持，目前我國藝文團體的經費來源

主要可分為兩類，一是國家藝文政策補助，二是市場票房收入。然而，無論倚重

的經費來自國家或是市場，其藝術自主性都可能因受到外部場域的偏好影響而有

所受限。因此，本次論壇企圖勾勒當前藝文團體所面對的國家與市場樣貌，討論

在此環境脈絡之下藝文團體可能遭遇的困境為何，並且指出藝文團體可能的回應

之道。 

在國家方面，將著重討論政黨作為影響政策結果的重要變項，分析不同執政

黨的文化偏好如何對藝文補助結果產生影響，藉以反省藝文補助資源分配的合理

性；在市場方面，將以台灣的表演藝術團體為行動者，探討其開拓大陸市場的過

程與後果，以及此一過程對創作者之「藝術」核心概念的可能影響；最後，將以

「紙風車 319 兒童藝術工程」這個藝文團體將目光轉向「社會」的案例，指出藝

文團體如何可能跳脫國家與市場主導的邏輯，發展出一條對藝文團體與公民社會

皆有助益的路徑，並開啟藝術公共性的另一種可能性。 

 
1. 施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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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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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國建國百年，政府舉辦系列慶祝活動，其中由文建會負責規劃之國慶晚會

邀請國內知名表演團體以音樂劇形式展現，企圖展現我國文化軟實力。然而這齣

音樂劇卻意外引爆藝文界長期以來對於文化政策的不滿聲浪，可看出表演團體對

於政府藉由資源補助對藝術造成干預的焦慮。而文建會主委先是透過投書報紙公

開為政府立場辯護，強調「在今日的民主環境，絕無可能由政治指導藝文創作。…

政府補助文化藝術團體，不干涉表演團隊的創作自由，也不考量其政黨立場」，

而後為此事件請辭下台。 

從上述的爭辯中可以看出官方與民間藝文界之間對於當前的文化政策是否

對藝術造成干預，明顯存在相互對立的看法，若官方所聲稱的「政府補助文化藝

術團體，不干涉表演團隊的創作自由，也不考量其政黨立場。」屬實，何以其所

聲稱之中立立場與民間藝文團體認知有如此劇烈落差，成為本研究的核心關懷問

題。 

若將文化補助政策視為國家資源分配的中介機制，那麼當討論政治如何對於

藝術造成影響時，除了必須關注政策制度本身之外，亦需要了解主導政策制度變

革以及實際運作過程的行動者—執政者之立場偏好所產生的影響。因此，本文以

「政黨」作為主要變項，企圖檢視不同執政黨的文化偏好是否對於藝文補助結果

產生影響，並細究其影響機制，藉以批判反省現今藝文補助政策分配邏輯的正當

性。 

 

2. 吳忻怡 ─放眼全球，前進大陸？：台灣表演藝術團體的市場策略

探詢 

──中央大學通識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摘要 

攸關表演藝術團體存續的經濟掙扎，一直以來總是在台灣不斷上演。單薄侷

促的表演藝術環境與票房，僅足夠讓為數有限的藝術團隊嶄露頭角，一些無預期

的意外，則讓原本脆弱的表演藝術市場，更形飄搖。 

近幾年，部分台灣表藝團體積極拓展大陸市場，期待在語言、文化互通的利

基之上，創造出經營的豐厚土壤。除了早就在大陸有相當知名度的「表演工作坊」

之外，根據報載：「2011 年一整年，屏風、果陀、台灣戲劇表演家等團隊積極前

往上海等大陸各城市演出，能見度極高」，也受到不少青睞。 

乍看之下，跨國界、跨區域的市場拓疆，似乎重啟了表演藝術團隊經營的活

水源頭，但繼 1988年「雲門舞集」第一次宣佈暫停演出二十四年之後，2012年

五月，成軍超過二十年的「優人神鼓」劇團宣佈未來三年將暫停創作、暫停自負

盈虧的演出，僅接受國內外付費邀演，以期渡過劇團所面臨的經營困境。在相關

的報導中，優人藝術總監劉若瑀表示：「劇團去年三月在大陸浙江普陀山的演出，

投入兩百萬人民幣製作，對方卻不願如約支付費用，一毛都沒拿到。」暗示劇團

當前的困境，一部分癥結來自前進大陸市場的失利。這個訊息顯示，中國市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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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表演藝術團體經營的萬靈丹，不同的制度環境、不同的市場邏輯、不同的

欣賞品味、乃至最終極的，對藝術的不同定義，都有可能讓這個預想中的豐美市

場，成為表演藝術工作者鎩羽而歸的傷心地。 

    究竟，在表演藝術市場全球化的結構限制下，在藝術創作不斷面臨全球化與

在地化的辯證過程中，台灣的表演藝術團隊是否有所謂的市場策略？如果有，是

什麼？這些策略可行嗎？這些策略與其藝術創作的初衷究竟是相互成就？還是

彼此消磨，讓創作者必須委曲求全？本文以「表演藝術團隊」為行動者，試圖探

究其開拓市場的策略與限制。同時也企圖發覺：在這些實踐策略的社會過程中，

表演藝術團體對其創作的中心理念與核心的藝術想像，是否同時產生了質變？而

這些變化，是否能幫助我們了解「藝術是什麼？」這樣的核心議題。 

 

3. 陳誼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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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摘要 

2006 年到 2011年間，紙風車文教基金會推動了「孩子的第一哩路──First 

mile Kid's smile【紙風車 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為台灣 319個鄉鎮的孩子

們演出了近四百場免費兒童劇。 

在藝文團體高度倚賴政府經費補助的台灣，紙風車 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並

不選擇售票或申請政府經費，而是提出「平衡城鄉差距」、「去政治化」的政治目

的、期望將大眾的熱情投向鄉村等理念，吸引認同活動價值的民眾一起參與。一

方面補足演出所需的人力與資金，一方面也在動員民眾的過程中開啟藝術公共性

的另一種可能。本文將「紙風車 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視為藝文團體將目光轉

向「社會」的一種嘗試，藝術公共性在這個行動中指涉的，不僅是藝文團體藉著

到鄉村巡演讓更廣泛的社會大眾享受到文化資源、參與藝文活動，更意味著「藝

術」成為開啟公共參與的媒介。 

本文將闡明將自己定位為文化運動、社會運動的「紙風車 319鄉村兒童藝術

工程」，如何藉由提出民眾認同的價值和以實際行動支持的方法，喚起地方與整

體社會的民眾參與，進而通過藝文活動的組織及演出，促成兩種不同層次的凝聚

與認同感。而這樣的嘗試，不僅打開藝文團體在現下社會的一條嶄新道路，也為

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多推進了一步。 

 

C-4 抵抗都市更新，或追求空間正義？ 

 

本場次，嘗試釐清對於都市更新的抵抗能意味著什麼。可稱為反都更嗎？或

者有別的可欲？而巍巍正當的「正義、社會正義、空間正義」如何有實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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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次的引言人，首先有本身遭遇都市更新威脅的苦主，且從過程中認識了其所

居住的社區中，各式各樣「居住身分」者的苦境；再者，是深度參與都市更新議

題的組織者，嘗試在受難者的遭遇中，釐辯政策之下的社會意涵、政治經濟意涵。 

 

我們嘗試理解都市更新替社區政治帶來的新挑戰，都市更新強拆如何包裹上了人

民之間互以所有權進行壓迫與抵制？以及由於無地處境而最早被扔出賽局的原

居民。都市更新議題有許多無可忽視的挑戰，挑起游移於支持/反對發展主義的

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關於集體與個體的動機與意志拉鋸，並將抵抗技藝的

討論，本論壇希冀透過直面資本主義下都市發展，重新回歸到與土地所有權、居

住權的基礎下，展開重新理解。 

 

1. 王耀德 ─ 從士林文林苑案看都更亂象與「空間正義」 

──淡江大學建築研究碩士 

──自由電影工作者 

 

摘要 

 

自士林王家-文林苑都更案強拆事件起，在雙北市因「都市更新」而僵著的

許多半毀社區地景與其背後的複雜都更故事，開始引發關注。對於整個家族產生

的劇變，強拆前、後大量的輿論與實質攻擊，做為空間專業相關從業人員、建築

系所學生，與「王家」成員三重身分交織下，感受相當複雜。 

 

本部分將重塑這個步入抗爭路途的歷程、轉折，我們不認為這個「士林王家

遭受強拆事件」下，應該以「中產階級」家庭守衛祖產的狀況來簡化更複雜的真

實。 

 

2. 陳虹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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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 

 

摘要 

 

都市更新所帶來新的社區政治挑戰，已無法簡單敷以社區營造、凝聚共識的

社區政治，公部門與建商的隔岸觀火、人民之間互以所有權進行壓迫與抵制，以

及因無地權處境而最早被扔出賽局的原居民，皆為此一都市更新的社區政治中，

無可忽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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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冀透過直面資本主義下都市發展，挑起游移於支持/反對發展主義的

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關於集體與個體的動機與意志拉鋸，並將抵抗技藝的

討論，重新回歸到與土地所有權、居住權的基礎下，展開重新理解。 

 

3. 蔡敏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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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源學所碩士 

 

摘要 

華光社區作為未來金融旗艦計畫，其空間生產過程，從構想生產、土地爭奪、

確立、跨中央到地方的工作分派、執行。其中地點的確立過程牽涉到對土地的爭

奪，一個大面積的公有土地，最後金管會構想塵埃落定，儘管全球遭遇金融海嘯，

當局仍堅持兩岸交流越趨頻繁與完善金融監理措施的理由，聲稱具有急迫性。新

自由主義的奪取式積累的重分配。在華光，國家便是利用大面積國有土地進行財

產轉移，從公有宿舍用地到上層人士用地，壓制公地使用的權利。 

儘管在現實中，銀行群聚於南京東路、信義計畫區 101大樓，金融特區計畫

做為政府的信心喊話、土地資本的手段，僅淪為炒地皮的計畫，周圍地區土地商

品化預期達到極致，華光社區作為金融特區的空名詞依舊鞏固。 

其次，我會再回來談到居民的能動，就主觀經驗探討國家如何被指涉與想

像，新自由主義使否確實地發生。華光社區的都市再發展計畫，法務部在回應居

民說詞上與實際作為上，一律採用舊習的宿舍處理方案來處理住戶問題，挑選可

用的法律來「依法行政」、「不當得利」，讓居住問題與金融計畫毫無關係，法務

部弔詭地已轉變為配合辦理的角色。居民展現能動的同時，卻又受到政治道德關

係的約束，再加上跨部會的旗艦計畫、不透明的政府資訊，即使陳情也打不到敵

人。位於台北市內的中央國有地，華光社區是當局可運用的土地資本，都市公民

權破碎而分離。 

 

 

D-4 批判社工師法對社工教育體系的扭曲與顛覆 

1. 陶蕃瀛 ─考試領航教學!核心課程火上加油？ 

──靜宜青少年福利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2. 王增勇 ─ 親愛的社工，我把錄取率提高到 44％！ 

──政大社工所副教授 

 

摘要 

1998 年社工師法通過，當時台灣社工界以歡欣鼓舞的心情慶祝，該法被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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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社工專業地位奠基之日，甚至將該法通過當日（4/2）被訂為「社工日」，

自此社工師法啟動社工專業體制全面改造工程。社工的專業認定，如同醫師、律

師、護理師，採取透過國家考試及格後發給證照的方式進行。這項證照制度在過

去十五年如同火車頭一般，對社工專業的教育與實務產生的內部殖民規訓效應，

以及助人專業間「唯恐自己落人於後」的外部擴散效應。社工，作為一個矢志協

助弱勢族群的助人專業，應該是最能貼近弱勢者生活世界，並團結弱勢者，成為

改變不正義社會結構的專業者。但是，這個「以案主利益為最大利益」的專業價

值已經失落在社工師法為核心所建構的證照專業主義。在社工師法通過的第十五

個年頭，我們作為社工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將從不同角度批判社工師法對社工專業

教育的扭曲與顛覆。我將分享參與 2012年社工師考試的出題與閱卷經驗，企圖

解構社工師考試的莊嚴性，並討論社工師考試如何可以從內部被顛覆與解構。 

 

3. 王行 ─ 從東吳社工教學變革行動中反思「打分數」這檔事 

──東吳社工系教授 

 

摘要 

本文透過書寫再現我為期兩學年在大學社會工作教育現場中，透過對“打分

數”之批判行動與反思，作為協助學生發展自主學習的實踐路徑。作者認為：從

知識論而言，學習本是屬於內涵性的價值意義，而教育體制以「分數」來評斷一

個人的學習效果，於是將內涵性的質轉而成為以外在的量，外延化的結果即是形

式取代了內容、片斷決定了整體、本質意義被外表現象所遮蔽。作為一位以發展

主體性的教育工作者，我無以迴避於“分數”的權力議題，而試圖在教學的過程

中與學生思索以“人”為主的“打分數”方法，在行動的過程中我對於“分數”

及其鎖衍生的政治經濟與倫理議題有更深入的省察。 

 

4. 郭志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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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陽社工系畢業生 

 

摘要 

這一份文本旨在呈現的是我二十三歲踏出家門，花了七年的時間，從一個不

知道社會工作是什麼的無知門外漢，立志成為社會工作專業菁英，為此一路由南

向北，從高雄到台中再到台北，一步一步從邊陲走向知識／權力核心的心路歷

程，或者是說……走到一半時發現自己精神分裂、存在異化的返身之作；文本的

問題起點由我自台中霧峰的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畢業，初來台北文山就讀國

立政治大學研究所的第一堂課，偶然因授課師長一句「你那間學校畢業的！怎麼

被教成這樣子！？」所連續引發的一連串自我懷疑說起；文本內容主要在於記錄

我在研究所的這四年中，是如何在內外衝突、夾擊的自我意識和社會情境，反覆



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 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90 

來回透過辨識自我慾望投射的自問自答，以及透過訪談、觀察和我同樣陷入類似

困境的社工夥伴，還有藉由分析社會工作師法考試資格的認定邏輯，揭露台灣社

會工作正致力謀求、渴望體現「某一種『專業』社工」的集體無意識後，衝破自

身的自我懷疑，企圖逐步重新詮釋和顛覆個人問題的歷程；最後，我通透了纏繞

於個人的自卑與懷疑，一方面其實是社會工作早期處境的延續與再現，是源自台

灣社會工作教育體制中優勢的「我群」建構「他者」的社會／歷史衝突所引發的

自我存在焦慮，另一方面則揭露了主宰我國社會工作的知識份子不但還未滌清美

式殖民的遺毒，背離了眾人昔日對於專業的期待，致使內部殖民急速成形的危險

徵兆。 

 

關鍵字：社會工作教育體制、社工師法、集體無意識、內部殖民 

 

E-4 批判研究論文獎得主發表 

碩士論文優等獎得主：宋聖君、陳馨傑 

碩士論文佳作獎得主：郭盈靖、張鈞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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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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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桌論壇】 

 

台灣公衛體系醫療化、醫療商品化、市場化的問題，終於導致台灣公衛體系

在面臨 SARS衝擊時全面潰盤，也使得台灣社會在一片反思公衛體系問題的聲浪

中，孕育出草根的公共衛生改革運動。<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以下簡稱<衛促

會>)做為一個由草根出發、由下往上推動台灣社會解放公衛知識進而改造公衛體

系的草根改革運動團體，透過批判教育進行群眾教育、組織工作。 

    九年來的論述與實踐過程中，<衛促會>體會到「改造外在客觀世界的時候，

同時也要改造行動者的內在主觀世界」的深意，組織者的侷限是在實踐中被反映

出來的。如果沒有實踐，就不會看見侷限，而看見侷限正是改變的開始。草根改

革運動團體組織工作的推動正是依附著組織者本身侷限的突破，剝除資本社會對

組織者的層層枷鎖與箝制，使其行動主體萌生，進而才有可能使得運動本身往前

邁進、向外擴展。 

    <衛促會>的組織工作者正也循著這樣的道路：實踐-看見侷限-突破侷限-修

正實踐，螺旋式的前進，或卡在半途中。是的，這証明侷限是真正存在的。舉例

來說： 

1. 組織者成長過程中受到資本社會對思想與行為無孔不入的滲透，如何看見進

而對抗之、剝除之？(例如對工時的看待、對批判與自我批判的看待等等) 

2. 組織者面對家庭的期待(穩定薪資、社會聲望、離家近等等)，如何與家人一

起在運動的路上前進？ 

3. 組織者面對組織對象的種種侷限，如何不受其影響，並且與之共同突破？ 

    組織工作的困境往往都是人的困境，因此一個運動本身以何種信念來處理人

的問題最為關鍵。<衛促會>嘗試以集體的力量來協助個人侷限的突破，以穩健組

織工作者自我信念與實踐，以個人侷限的突破來促成團隊的集體提升，這個步伐

前進得很緩慢，且異常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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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壇透過分析、分享<衛促會>組織工作的困境，進一步與兩個基進的草根

團體-台灣農村陣線、蘆荻社大，共同思索社運團體組織工作困境的共通性以及

可能突破的力量所在。 

主持人：王實之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 

評論人：蔡培慧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 

李易昆 蘆荻社區大學主任 

 

1. 陳奕曄 ─ 衛促會改革公衛體系的原因與方法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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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簡目：從社會控制的代理人到社會轉化的施為者？健康專業人員與

基層公務員參與「公衛教育在社大」的社會學分析，2006，成大公衛所

碩士論文。 

摘要 

台灣在數十年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影響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層面累

積出許許多多的問題，對台灣的公衛體系也不可避免的造成問題，諸如公衛體系

醫療化、醫療體系市場化/財團化等，這也正是我們見到食品安全缺乏保障、醫

病關係逐漸惡化、醫療保健支出年年增加、醫事人員過勞、護士荒等現象的根本

原因。 

衛促會理解長期在這樣的發展下，保護民眾健康的公衛體系早已被侵蝕、破

壞，於是我們在 2003 年 SARS肆虐台灣社會之時，也趁勢將這些問題一一揭露出

來。但我們也認為要改變公衛體系面臨的種種問題，僅揭露這些問題是遠遠不

足，還需要讓更多的知識份子和社區民眾共同認識、批判這些問題，並且能夠集

結台灣社會的智慧及力量來改變這些問題。 

衛促會思考到，若要讓更多的人能更深刻認識、並分析這些問題，需要建立

一個有別於主流社會、新的學習平台—即種籽師資培訓營、社大/社區教學等，

將這些問題及分析帶入更多知識份子和社區民眾對公衛知識學習的過程，嘗試改

變知識份子和社區民眾長期處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下所養成的世界觀。另外，為

了讓這個學習平台累積的智慧和力量可以集結，我們也嘗試透過各區的種籽師資

聯誼會、教學工作坊、領導人才培訓營、召開記者會、連結他其團體等方法，持

續累積改革公衛體系的能量。 

 

2. 卓淑惠 ─ 跌撞、求索與再生：公共衛生批判知識份子的形成 

──學歷：成功大學護理學系畢業、世新社發所(在學) 

──經歷：陽明大學環衛所研究助理、台大護理系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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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摘要 

歷時九年的公衛草根運動，在推動之初便理解到公共衛生批判知識份子的形

成，必然得從資本主義所養成的公共衛生知識份子去進行改造。因此，每年至少

兩次「粗耕式」的「種籽師資培訓」及 2009年開始推展「精耕式」的「領導人

才培訓」，則試圖建構對抗主流論述的批判論述，以改造行動者的主觀世界。 

衛促會的四位一線行動者不可避免的是台灣資本主義鬥爭史的產物，但同時

也較早並相對深刻經驗到自我主觀世界的改造進而成為批判知識份子及全職組

織者的歷程。我們在多年跌跌撞撞的實踐過程中，漸漸認識到自身被資本主義社

會潛移默化而型塑的意識型態、價值觀及工作方法，對其所要推動的公衛改革運

動是相當不利，包括(1)不自覺地陷入從未真正站在弱勢群眾立場的藍綠政治意

識型態；(2)在乎效率卻忽略行動意義與人的任務取向；(3)習慣單打獨鬥勝於團

體合作的個人主義；(4)把理想實踐切割成工作與生活的異化；(5)不願面對自身

侷限而採取防衛心態；(6)想要而非真正需要的物質慾望…等。 

發現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我們試圖透過集體、密集且細緻地討論，以

唯物辯證法的分析方式，建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團隊文化，希冀藉此拔除資本主

義在其血肉及意識中的毒瘤，重新建立行動者/組織者的主體性，發揮主觀能動

性，讓公衛運動能更穩健地推進。 

註：此處的描述為衛促會一線行動者(同時也是全職工作者)自身參與實踐的反思。 

 

3. 陳慈立 ─ 從公衛改革運動的參與者到積極行動者的阻礙及其突

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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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簡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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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成大公衛所碩士論文。 

 

摘要 

在嚴謹分析與深刻認識到台灣公衛體系廢功的背後黑手---資本社會鼓吹的

私有化、市場化---後，衛促會意識到，要掙脫資本社會對人類追求公平正義本

質的禁錮，不能單靠寥寥數人的覺醒與自我改造來達成，而需要發展更多的有志

之士成為積極的行動者，一層層往外擴展，方能眾志成城。 

然而，公衛改革運動的參與者本身，不可避免的，都是資本社會的產物，只

是每位參與者透過不同的機遇，或者是長期工作的感受、或者是學習過程的啟

蒙、或者是偶然接觸的論述，萌發對公衛體系醫療化、商品化現況的質疑與不滿，

進而受到衛促會「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理想的吸引，成為這個公衛改

革運動的參與者。 

我們(指一線行動者、全職工作者)在進一步組織、發展參與者成為積極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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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過程當中，觀察到若不協助參與者擺脫諸多資本社會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思

想、價值觀，那麼參與者就只能處在被動、消極的參與狀態，我們不僅感到組織

推展工作的窒礙難行，更因為參與者多半對資本社會問題的認識與分析不夠深

刻，很容易造成組織本身的內耗。因此，透過集體學習的氛圍建立，我們嘗試把

侷限參與者的幾個現實處境彙整起來進行分析學習，並思索如何運用集體力量進

行侷限的突破、協助參與者的蛻變產生。 

目前所看見的幾個重要情境如下：(1)資本社會對退休的想像與價值觀有礙

參與者發展其潛在能量，而自我設限，例如認為退休就應該要享清福，把舞台留

給年輕人去發揮就好；(2)對家庭關係相當重視的文化，可能使參與者難以跳脫

侷限自身的處境，而客觀分析之，例如家中 

有事情便會導致從運動中”神隱”；(3)資本社會無所不在的強勢，讓參與

者即便具有批判的視野與能力，但長久以往，很容易使參與者的鬥志消磨殆盡而

向現實妥協，形成自我拉扯的耗竭狀態：(4)參與者本身對批判教育的認識很有

侷限，導致解放公衛知識成為單向教育灌輸的白話文運動。 

收集問題的下一步是如何分析侷限，突破侷限。我們非常期待能夠透過這個

場次的對話，進而認識到其他組織工作者的策略與組織經驗分享，以豐厚彼此草

根運動的能量。 

註：此處的參與者指衛促會的理監事、聯誼會幹部、或者相對有積極性、理念性的種籽師資。 

 

 

B-5 當國家衛生體制危害國民健康 

 

嚴苛查禁和嚴刑峻罰往往反而助長黑幫走私販運者對毒品流通的掌控，孳生

一個隱匿化的盤剝食利集團。美國 1920年代的禁酒令就是鮮活的歷史教訓。目

前歐洲已有國家將大麻除罪化，其他國家也陸續在討論除罪化的議題。考量歐洲

社會文化，大麻常被視為節慶助興之物，吸食者眾，成癮者少。會讓人耽溺成癮

得並不僅是菸品或麻醉劑、興奮劑，生活中單純的電腦、消費…也可能讓人沉迷。

網路遊戲上癮者可能致命(台灣幾乎每年都有相關案例)，購物狂可能帶來家庭悲

劇，飲食癖可能帶來過度肥胖… 

    所謂「癮」，在英文是 addiction 或 dependence，即「耽溺」或「依賴」之

意。而當今關於毒物癖或上癮的研究，除了對於「吸食者」和「吸食物」的探討

之外，都不會忽略其實，都不會忽略「社會文化」的環節。可是，在台灣，「社

會文化」的環節卻普遍被忽略了….. 

 

1. 蘇偉碩 ─ 當你的國家不再保衛你的食物安全 

──精神科醫師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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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篇論文正式發表時，攙有瘦肉精的北美牛肉已經重回台灣市場，不同的

是，這次是以「安全無虞」的姿態「合法」上市。瘦肉精對人體健康有害的事實

沒有改變，改變的是國家機器的態度。從全面查緝銷燬到使用政府預算宣傳美國

所使用的瘦肉精無害，在短短的一年內演出有如川劇的變臉的正是必須依法保障

國民健康的「國家」。迫使依憲法第一條握有「主權」的你我必須面對這一個事

實：國家已經不再保衛國民健康時，誰來？ 

   為什麼國家必須保衛國民健康？這是一個好問題。也牽涉到整個國家理論

的基本問題，到底什麼是國家？最通俗的回答是：國家有四個要素，人民、土地、

政府、主權，國家既然由人民組成，所以必須保障國民健康。這個回答很直接，

但是沒有說明國家為什麼會「自動」的保障起國民健康。為什麼一個由一個領土

範圍內的人民構成，擁有政府的國家，會就將保衛人民健康當成國家的責任或義

務？看起來很難以這種類似自然發生論的方式論證證明「國家會保衛國民健康」。 

   另一種推論也許是像這樣的：國家原本沒有意思要保衛國民健康，但有一

些仁人志士提倡健康之國民乃是國力的基礎，國家為了自己的強大而出來保衛國

民健康。姑且稱之為「國力說」或者「國家利益說」，國家在這種觀點下成為一

個為了自己利益估算的主體。對於戰國狀態下的社會這也許說得通，但是國家如

果真如此說，也許更傾向於向他國掠奪有戰鬥能力的兵丁，這樣更符合所謂的經

濟理性，畢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實在難以符合一般國家增強國力的時程。 

   再一種推論也許說，國家是被動接受人民的要求而保衛國民健康。國民健

康在此說中成為一種普遍的需要與要求，在國家必須回應「眾意」的情形下，國

家如果不這麼做，將無法維持人民對國家的期待，統治者勢將被取代或者國家

已瓦解收場。這個推論讓人聽起來很舒服，國家成為一個提供公共服務的機

器，而且怕人民會厭棄它。然而同樣沒有說明一件事：國家究竟如何「知道」人

民要的是什麼？以及國家怎麼知道哪件事不做就會被推翻，而另外一些不會？ 

 

2. 朱政騏 ─ 不健康的菸害防治體系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 

 

摘要 

  台灣的菸害防制團體挾世衛組織（WHO）的菸草控制架構協議（FCTC）之威，

要求國內立法機關必須配合，否則可能有礙台灣加入世衛的願望。不過眾所皆

知，台灣之所以被世衛排除在外，主要是政治因素，而非其。況且 FCTC 雖然旨

在菸草控制（tobacco control），訴諸人類健康，但首先卻是替大菸商創造寡佔

的市場，為其排除新進的競爭者、小菸農合作社。再者，走私菸向來與進口菸價

的高低有直接的正比關係，菸價越高，走私菸也就越氾濫。《菸害防制法》在不

違背 FCTC 為大菸商護航的精神下，健康捐不向「牟利者」（菸商）課徵，轉而向

「使用者」（吸菸者）收費，且每兩年可以檢討調漲一次，當菸價越來越高，賣

私菸的小販又成為另一個代罪羔羊，而推動菸害防制的團體仍繼續道貌岸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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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為民。 

    另一方面，菸害防制團體的道貌岸然又成為可以自我證成的無上律令，在《菸

害防制法》的立法、乃至修法的過程中，何謂「菸害」可以不必有科學的、法律

的定義。現行《菸害防制法》第 15條的「禁菸場所」竟包括「經各級主管機關

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通工具」，於是我們看到無菸公園、無菸馬路、無菸廟宇、

無菸海灘等等，完全不必說明在露天環境下吸菸會造成什麼樣的二手菸、三手

菸、四手菸害，只要抬出「打造無菸環境」的理由，彷彿就充份而圓滿幾個大菸

商壟斷了市場，而主流的菸害防制團體(譬如董氏基金會)又幾乎壟斷了所有反菸

宣導地資源。這樣的國家-菸商-菸害防治團體層層相扣的關係，會不會太不健

康？ 

 

3. 林深靖 ─ 當癮君子碰到偽君子 

──研究員 

 

摘要 

教育部將 6月訂為「反毒宣導月」，總統、教育部長、影視明星頻頻現身活

動現場。董氏基金會也配合 5月 31日的「世界無菸日」，以「拒菸反毒」之名，

擴大宣導。菸品與毒品並舉，同時列入禁忌。6 月 5日的「世界環境日」，董氏

更與主婦聯盟舉辦記者會，將菸蒂定義為「劇毒垃圾」，宣示「一根菸蒂，就代

表一個消失的現行犯」。 

        如是宣導模式，基本上就是把癮君子(不管是毒癮或菸癮)定性，一方面

以引發其自身的「罪惡感」來驅迫其戒除毒品或菸品；另一方面也透過菸、毒的

連結，製造社會的「嫌惡感」，迫使菸品和毒品的使用者無地容身，從而壓抑其

吸食的機會和空間。 

  官方以及承攬最多政府採購服務案的董氏，每年花費大筆預算投入宣導，卻

往往只看到毒品、菸品以及被簡單視為罪犯的吸食者，而沒有真正在「社會文

化」的環節深入探討。「三角習題」未解，戒除成效自然有限。我們的青少年為

何如此鬱悶？為何那麼多人陷入耽溺、依賴的情境，喪失了自制的自由？馬總

統自承，他在 19 年前擔任法務部長時即積極推動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署聯手

反毒，詎料迄今並未改善，彷彿一場沒完沒了的戰爭。而根據教育部統計，藥

物濫用人數的校安通報，2008 年是 815 人，2011 年已增為 1810 人。短短 3 年之

間如此大幅度增長，可見主其事失能無功，董氏多年來以罪犯汙名對待上癮者

的的宣導方案，也未能奏效。台灣的拒菸反毒要見成效，恐怕對於吸食者、吸

食品以及社會文化之間的三角習題，還要再做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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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重訪社會運動與主流政治勢力的關聯和矛盾 

【圓桌論壇】 

1. 陳政亮 ─ 社會運動的政治轉化：勞工陣線、團結工聯與火盟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在台灣，從來不乏社會運動如何政治化的討論；不過，一般而言，這些討論

都比較從抽象的原則來談論問題，時常缺乏實際案例的經驗批判。這個令人遺憾

的缺漏，固然是因為實際案例中的人與事，可能都與討論者的現實利益、情感、

立場密切相關，「攤開來講」不見得對雙方都有好處，甚或只是徒增碰面時的尷

尬。除此之外，更深遠的因素，也許是因為台灣社運圈中缺乏批判交往的文化經

驗，總在抽象處使力，於現實面抽手，這種缺乏現實基礎的討論，令不同運動路

線之間辯論的層次與規模，顯得非常薄弱。 

因此，在抽象原則討論與現實運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落差：一方面，我們

從原則出發，說著社運與政治力量之間的規範；另一方面，我們對於自己如何面

對政治派系、人物的實際操作又諱莫高深。而此落差導致了不同社運之間的經驗

難以交流，甚至錯失團結壯大的機會；說得遠一些，也拖慢了台灣社會進步的腳

步。 

事實上，社運如何面對、如何形成政治力量，不單純是理論思辨的問題，

而是社運日常運作就必須面對的課題。例如：社會運動該如何面對政黨？或是

特定的立委？或是個別政治人物的基金會？該不該接受政治人物、派系、政

黨、基金會的金錢支助？能否參與這些單位邀請的活動？若他們主動提供幫

助，該不該接受？這些困難幾乎每天都不斷的呈現在社運面前。顯然，不是我

們主觀上希不希望面對，而是在運作上無法迴避。最重要的是，如何解決眼前

這些困難，完全依賴於我們自己的政治指向；缺乏清晰的政治方向，可能也是

導致上述落差的原因之一。而要討論社運的政治方向，必須要從歷史的現實出

發。 

 

2. 林柏儀 

──倫敦大學 Goldsmiths 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摘要 

社會運動和主流政治勢力的關係應該是什麼？社運團體的自我定位為何？本文

嘗試透過區分社運的政治目標，將其粗略劃分為「左翼社運」和「自由派社運」，

來進一步深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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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張對於左翼社運而言，儘管可能關注的議題不同，但因認為存有共同的敵

人—資本主義及其剝削積累的邏輯—，並有必要準備取而代之，是故傾向於和各

個維持資本主義的主流政治勢力相對立。而對各種自由派社運來說，基於目標在

於對特定議題在既有體制下改良，所以傾向和主流政治勢力保持策略性的合作關

係。這個對社運定位的差別，導致了兩者不同的政治關係。 

 

儘管有時自由派社運採取一種「不藍不綠」的策略，以獲取社會上的道德支持，

或主張「由下而上」、「發展公民社會」、「培力」，但其未必在根本政治價值上和

主流政治勢力有所區別，是另一種的「合作」關係。 

 

並且，回到現實，對於採取何種「社運觀」還沒有定論的社運團體而言，本文站

在發展左翼社運的立場，：一方面，團體所關心的議題和資本主義的關聯為何？

又和當前藍綠政治勢力的目標關聯為何？理想目標的實現，是否可能在現行資本

主義國家下實現？另一方面，儘管還未必得到「反藍反綠」、「反對資本主義」的

左翼社運共識，但在這之前，至少可以表明「拒絕藍綠」，例如公開聲明「不接

受藍綠政黨、公職、團體、政府，財團企業的贊助或與其正式合作」，作為團體

的自我定位。這至少是一個較為進步的自由派社運定位。 

 

 

3. 劉侑學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生 

 

D-5 永續的水與原住民部落發展 

 

摘要 

近年來氣候變遷、天災頻仍的台灣，將面臨水資源的議題，“水”將變成台灣

最具爭議性的資源，不論從環保、農業、生產、工業、民生，台灣社會是與水有

著緊密的關係，但是從前年的八八風災造成的災情，一直到桃園、新竹的水庫興

建案，再到花東的水力發電廠及海岸風景的 BOT 案，都與水跳脫不了關係，傳

統的水資源被國家機器未經通知則逕自搶走，留給在地的是不穩定的供水系統及

滿是沙石的河床。這些在地的議題面臨的是“開發”的現代性發展意識型態與在地

資源永續使用間的辯證，到底我們需要的是無止盡的開發帶來的“假經濟利益”或

是尊重地方及在地人的“永續發展利益”？而且在未來，現代性的開發仍舊會繼續

與在地爭奪水資源，以滿足財團與政府及相關既得利益者無窮盡的名為“積累”的

胃口！因此我們邀請與水議題相關的草根組織代表前來分享在地的經驗及議

題，並支持草根組織間的串連及在地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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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除了議題的討論與深化之外，我們也希望能夠邀請在地的草根運動組織

工作者來分享議題的推展及組織工作過程的經驗，不論是成功或失敗的案例，都

能夠讓我們透過經驗分享與討論，學習前人成功的經驗，也能記取失敗的教訓，

讓我們在組織工作的方法與經驗上更進一步，彼此給予刺激。 

 

 

1. 賴清美長老 ─ 新竹比麟水庫興建與組織過程 

──尖石鄉反興建水庫自救聯盟 

 

2. 阿布娪 ─ 高雄那瑪夏越域引水工程與組織過程 

──南方部落重建聯盟總召 

 

3. 宋聖君 ─ 宜蘭寒溪反侵佔爭水權 
──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總幹事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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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專題小組由來自香港和廣州的研究所學生組成，希望通過論文發表，以及

誠邀各位參與「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的學者進行圓桌自由討論（討論

主要圍繞本專題小組的四個關鍵字），帶來兩岸三地經驗的分享和借鑒。 

本次小組的論文發表者雖然來自學院的不同系別，但「公民社會」和「政治

/社會參與」是共同的關注點，大家關注的議題主要涵蓋中國大陸和香港在近年

來的公民社會參與事件，包括個人與社區的行動，發生在城市和鄉村的抗爭。中

國大陸，台灣，香港，三個華文地區，卻有著截然不同又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歷史

背景，政治文化以及社會民主發展進程。那麼，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帶

給三個地區的公民社會發展是更多的「異」，還是讓我們目睹「殊途同歸」呢？

這次的香港-大陸專題小組，除了分享中港兩地的經驗，更希望能得到來自台灣

學者的經驗分享和思想碰撞，期待迸發出的火花能帶給華文地區公民社會發展與

研究更多的啟發。 

 

背景綜述 

經歷一個多世紀殖民統治的香港，雖然沒有如中國大陸般的高壓環境，民主

腳步卻始終停滯不前，直到今天，香港的行政長官選舉依然是小圈子的遊戲。慶

幸的是，公民社會的發展一直未曾停止，以不同的方式向建制內的強權發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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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火紅的七零年代」，香港公民社會發出強而有力的聲音，各個社會團體的

力量帶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包括教師協會為教育人士爭取合理的權益，保釣行動

的發起，爭取中文成為合法語文的運動等等，都引起社會巨大的積極迴響。八九

北京民運期間，香港更加成為中國大陸以外華人社會最重要的支持力量。香港的

八零至九零年代，在 「中英聯合聲明」 簽署的大背景下，關於民主的論述和民

主回歸的訴求成為民間社會的主流聲音。但是一直以來，香港的政治文化奉行「規

矩與秩序」的「理性」傳統（2003年五十萬人遊行反對「保安條例二十三條」

被奉為和平理性的典範），遊行靜坐聯署以外的肢體抗爭被標籤為暴力與不理

智。2005 年在香港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韓國農民形式各異軟硬兼

施的肢體抗爭使香港市民耳目一新，用社運人士的話來說，「原來抗爭可以如此

有趣」。香港公民社會由此也彷如進入了新的階段，文化主導的運動訴求與各種

創意的公民抗命 (civil disobedience) 策略大量湧現，包括在社區運動中提倡

的「社區網絡人地情」，在保育運動中喊出「香港人集體回憶」的感情訴求，以

及近一兩年以來蓬勃發展的關注本土農業和鄉郊文化的社會運動。 

關於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曾經萌芽的的思想「百花齊放」和言論

「百家爭鳴」的中國大陸，卻經歷了一場震驚中外的一九八九血腥鎮壓民主運

動，中國大陸經歷了社會運動的沉寂期。同時，鄧小平政府大開國門，大量引入

外國資金，中國大陸經濟經歷前所未有的騰飛。九零年代的中國大陸，是城市的

高速發展，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長，鮮見大型社會運動，卻有知識分子默默撐起公

民社會的土壤，例如，經歷了八九民運的梁曉燕老師，大力發展「自然之友」，

在建制以外關注弱勢群體。踏入二千年，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似乎迎來了令人振

奮又迷思的「春天」，城市的高速發展遺留的一系列問題，在城鄉地區爆發，包

括上訪，土地抗爭，工人抗爭，城市文化保育等系列的維權行動和文化運動。在

遼闊的疆土的每個角落，每天上演草根民眾與強權的對壘。而網絡媒體的普及，

也給公民社會的發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近年來，以微博為主的各種社交網站更

成為了國民在缺乏言論自由的現實以外進行符號抗爭的空間，「草泥馬」等各種

網友創作就是在高壓政治下的一聲嗤笑。 

從宏觀的角度，今天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主要解決的是城鄉矛盾和區域發展

不平衡造成的利益抗衡。而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富裕社會，除了「民主」

作為多年以來一直的訴求，公民社會的行動似乎已經愈來愈多對於「另類生活方

式」的追求和對「人與自然」，「人與社區」關係的重新思考。從公民社會組織行

動的角度看，縱使中國大陸和香港有著迥然不同的社會條件，但值得我們關注的

是，運動組織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MO) 在社會行動中的角色慢

慢減弱，取而代之，蓬勃興起的是個體參與，或者是本著共同目標而形成的「集

體」(collectivity)。不同於過去的社會運動團體，這裡提到的「集體」，是由

每個有著政治覺醒和政治效能的「個體運動企業家」(individual entrepreneur) 

的有機集合，在這當中，信息培力 (empowerment) 成為強大的運動資源 

(resource)。行動者除了傳統的物質資源利用，充分利用符號的力量，用攝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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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做記錄，利用虛擬世界的空間建立起建制以外，主流媒體以外的公民輿論空

間，從而產生對社會的影響。 

以上簡略介紹的關於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公民社會發展背景，一方面，成為兩

地的公民社會發展在各自社會的限制，解釋了為何有某類型的運動未能發生。從

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為兩地社會的政治機會，從而解釋了為何某些社會行動會

出現。而在本次專題小組裡面，每位論文發表者都基於上述的社會背景，就具體

的案例或區域，進行深入詳細的分析和討論。 

組員論文綜述 

王潔瑩將研究目光投放在 2009-2011年在香港引起熱烈討論的「八十後，反

高鐵，護菜園」運動。香港公民社會從中見證了年輕一代行動者在政治舞台以主

要組織者身份的首次登場。研究中，這些多數在一九八零年代出生的年輕行動者

參與抗爭的原因將會被深入探討。宏觀角度看，年輕一代成長的「後回歸」歷史

時空塑造了這一代人特有的集體經歷和對香港社會深刻的反思。從個體的微觀視

角看，參與到這次「反高鐵」運動的年輕行動者表現出鮮明的個性，這些特徵造

就了他們獨特卻一直被社會忽略的面孔。作為反高鐵運動的延續，一班社會運動

活躍分子建立了「生活館」，通過日常的農務實踐，希望帶來個體甚至社會的改

變。盧善姿同學來到「生活館」中間，關注此中的身份工作過程，並試圖探索在

香港創造另類生活的可能性。同樣，關於年輕人的社會行動參與，施德安以經濟

最發達的南中國地區的省會城市 – 廣州，作為研究據點，研究近年來在當地發

生的一系列文化保育運動。處於中國大陸裡面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廣州年輕人

們透過互聯網及個人網絡加入運動，關注舊城改造和粵語傳承，思考著如何參與

一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發展。個體作為重要的社會參與單位，近年在各個地區的公

民社會都得到蓬勃的發展，馬驊的研究以 2011 年為時間框架，看到了這一年以

來「普通人的公益」所引發的一些不可思議的社會改變。一方面肯定了公民個體

在推動社會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中國大陸政策上的束縛，使得這類

個體積極行為未能長足發展。劉冉將深入探討有關中國大陸內陸地區農村的小額

貸款組織，田野調查分別在內蒙古和四川。調查發現農村小額貸款組織在中國大

陸體制的束縛之下，發展出了不同的在地策略作為應對。 

 

結語 

一直以來，香港和台灣社會經常被作為對比的對象，從政治經濟到社會文

化。而在公民社會發展和具體社會行動運作方面，香港的行動者更是與台灣的同

路人有密切的交流和合作。但明顯地，台灣的政黨政治和民主步伐將香港拋在了

後面望塵莫及。如何從台灣公民社會借鑒經驗，如何和台灣一起建立大中華地區

的民主社會，對於香港公民社會行動者和參與者有莫大的意義。而對於中國大

陸，令北京政府「又愛又恨」的台灣，其民主政治和公民政治參與更加具有「統

獨」論述以外的價值。以上，也說明了本次專題小組設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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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潔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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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浸會大學博士班 

 

摘要 

2009 年 11月，以「八十後 - 反高鐵，護菜園」為旗號的遊行，為反高鐵

運動掀開序幕。香港公民社會在這次運動中見證了年輕一代社運行動者在政治

舞台以主要組織者身份的首次登場。香港政府通過大眾媒體為年輕運動者定

性，稱之為「充滿怨氣」的一群。然而，用「八十後」的話語解釋，「走出來，

是因為這是我的城市」。 

本次研究通過深入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為主要研究方法，在新社會運動與身

份建構的理論框架下，試圖解答「八十後」為什麼要走出來參與反抗行動並在運

動中形成「八十後」身份認同的問題。從宏觀的歷史時空視角分析，出生於八零

年代的一代成長於「從殖民地到回歸」的歷史節點，社會變化奠定了身份認同的

背景框架。在香港的後工業時空裡，「八十後」是被消費主義購物商場餵養長大

的一代，而菜園村議題的出現，恰恰填補了「八十後」關於「另類可能性」的想

像空間。從微觀的個體層面看，參與運動的年輕人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年輕人一

樣，成長於網路的年代，從而培養了批判和多元的思維，而這些思維方式和香

港多年來的標準化教育又難免產生極大的衝撞。參與運動，正正是提供了一個

實踐公民作為個體參與社會的空間。 

 

2. 盧善姿 ─ 生活運動的身份工作──以菜園村生活館為例的個案

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 

 

摘要 

本研究關注以文化改變為目標的生活形態運動的身份建構過程。以往身份研

究主要集中於以政治為目的的傳統社會運動。由於生活形態運動的目標是文化改

變，主要手段是將運動的價值透過個人和群體的生活展示出來。故此，為補充社

會運動理論對生活形態運動描繪的不足，我提出生活形態運動的運動身份建構是

將運動價值實踐的一個過程。參加者透過的個人反省將抽象的價值具體化成演繹

和行動。具體來說， 運動身份的建立過程包括(1) 透過加入其他生活形態運動

的元素、(2) 按成員個人理解與其他運動區別出來，(3) 協調衝突的價值、(4) 參

加者需要結合運動和個人背景以個人化運動身份。本文研究菜園村生活館，探討

生活形態運動的運動身份建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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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德安 ─ 廣州文化保育運動──身份認同的消解與重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 

 

摘要 

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的拆遷和改造浪潮中，廣州的年輕人走了出來。他們走

進社區，嘗試保護他們所珍視的價值，反思另類的發展方式，推動著一股逆流。

年輕人們透過互聯網及個人網絡加入運動，並活躍在不同的群組裡，關注舊城改

造和粵語傳承，思考著如何參與一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發展。但是，整個保育運動

背後，除了是現代與傳統的衝突，也充滿著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衝突，運動組

織也要處理這個問題。本研究旨在探討廣州近年崛起的文化保育運動，以從宏觀

和微觀的因素來探索運動崛起的原因。研究亦會關注不同的社會運動社區如何透

過組織活動及媒體宣傳來整合參與者的個人身份認同，並建構運動的集體身份認

同，以及認同建構在運動過程中的演化。 

 

4. 劉冉 ─ 中國公益性小額貸款機構的艱難變革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 

 

摘要 

自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成立格萊氓銀行以來，小額信貸作爲一種新型

扶貧手段已發展出較爲成熟的運作模式。小額信貸于 90年代初期進入中國，在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和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等機構的聯合推動下獲

得早期發展，目前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既包括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和中國農村信用

社等國有銀行體系成員，也包括民間非政府組織和商業公司等，其服務對象主要

爲農村地區貧困人口。由于中國較爲特殊的社會與政策環境，小額信貸機構的發

展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有其獨特的軌迹。爲深入瞭解中國農村小額信貸機構的

生存環境、發展現狀並探索其前景，本研究以中國四川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的兩個

小額信貸項目爲主要考察對象，以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爲主要方法，進行了爲

期共三個月的調研。 

研究發現，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所形容的“差序格局”已不再適用于描

述本研究所觀察到的中國農村社區。正如 Giddens 所指出的，前現代和現代世界

中信任模式存在差异，中國農村原有的地域性信任結構在現代化轉型中也面臨斷

裂。本文試圖指出，中國小額信貸機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種種難以避免的制度

性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爲原有差序格局改變，來源于親緣、地緣和傳統的

信任結構解體，農村社會對于制度的依賴性提高；當制度不適應信任結構的轉

型，便産生了信任的斷裂。爲保證其良性發展，小額信貸機構應當及時調整其制

度設計，以適應信任結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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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馬驊 ─ 普通人的公益與政策改變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普通人的公益行动正成为重要的政策改变的途径，尤其在

2011年从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到“拇指妹”成功拦下广州光亮工程。都体

现出非政治的志愿性的公益行动能够被官民所共同接受，并对政府政策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本文一方面探讨了公益行动影响政策的各种模式和特征，另一方面也

指出目前发现的这些案例依赖于政治机会条件，并不具有可复制性。但即使这样，

公益行动却能培育普通人的公民性，进而为公益行动制度化地参与政策过程提供

持续的动力。 

【关键词】公益行动 公共政策 公民参与 民生政治 

 

 

主題演講 規訓與突圍──從 LiveHouse、性別、媒體談起 

主持人：何東洪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主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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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何東洪 ──地下社會 LiveHouse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2012 年 7月，臺灣的獨立音樂圈掀起一波不算小的風暴，開業近 16年，位

於臺北南區「文教」區的師大路上的 Live house 「地下社會」，因為所在的師

大商圈的居民「自救會」近一年來對於師大商圈的商店的舉發與強硬驅趕的風暴

下，成為驅趕對象。地下社會發起的「live house 要正名」運動，從 400 多人

參與立法院記者會，到 200多人圍堵文化部長龍應台，以及 7月 15日公告歇業

當天樂團從下午到淩晨接力免費演唱，並在當晚于師大公園聚集 2、3百人的守

夜。（地下社會雖於 2012 年 8月 15號複業，但問題與抗爭將持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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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波的抗議，算是臺灣獨立音樂場景發展史中最受社會大眾及媒體關注的

事件之一。因此對於這個事件的討論，將有助於我們理解與觸及臺灣青年音樂文

化中的幾個重要議題。 

隨著揭開這個事件的始末，我將跟大家分享以下幾個議題： 

 

1. 小型表演場所（100 人以下）對於青年文化/獨立音樂文化的意義。 

2. 獨立音樂/搖滾樂文化之于政府的文化創意產業「吹捧」的意識型態關係與現

實處境。 

3. 青年的獨立音樂文化作為一個集體的社群，何以在臺灣社會中與都市中產階

級的文化/社區產生矛盾與衝突？有無共處的可能性？ 

------------------------------------------------------------------- 

以下附文為地社歇業──復業過程裡我寫的一篇短雜文 

《不要高興，也不要錯愕，請理解！》 

寫於 2012年 8月 16日 

昨日從龍應台 7/19 答應的延後行程來地社到凌晨 2點，大概是這些年我在

一天內待在地社時間最久的一次了！年過不惑，邁向知天命之年，身心有些吃力。 

來到地社的朋友，有人錯愕，有人高興，或者如 FB上的留言：復業不知是

好還是壞消息，其實這種矛盾的心情過去一個月內，從沒離開過我的身體，讓我

的睡眠品質 持續地降低。地社的 16年，不是經營團隊朋友創造的奇蹟，它是這

個社會的音樂與獨立文化慢慢長出來的環境下，一群人（音樂人與樂迷）堅持某

種理念而以地社 為生活/實作基地的產物。但歇業的事件，同時也是這個社會經

過解嚴、KMT不再是一黨獨大的惡魔黨，進入兩黨政治、到現在資本與政治力量

攜手毫不掩飾的雙 頭巨獸的演變下的折射。折射到地社所在的都市空間，成了

社區與社群的矛盾！ 

錯愕的朋友的心情我大概知道為何，高興的朋友的肢體也讓我感受了某種身

心共振的珍貴。 

「事件」不會自動地、客觀地出現，也不會單是人們主觀或是憑意志可以造就。

如果事件是揭露/引爆這個社會中壓迫或宰制關係益進多重糾結、趨於平淡的時

刻，那這時正是我們感受何謂政治的契機（這不正是法國晚進思潮中的政治/真

理/事件論述的實例嗎？）。 

正因如此，地社的歇業到復業才令人有高興/錯愕的雙面感受。LH的正名與

地社的營業，理智分析上是結構的通例與個案關係，但現實上是相互關連的。LH

正名的 提出，不就是要讓被框架住的音樂文化有所移動，而且創造可能性條件，

也便於更多人可以投入這個行業嗎？地社的抵抗，以及保有這個基地，不就是創

造可能改變 的必要（雖不是充分）條件嗎？ 



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 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107 

錯愕的朋友，擔心我們因此被「摸頭」，運動在地社復業中嘎然而止。他們

的心情，是過去一個多月的高昂，卻帶悲傷的身體記憶，無法再次混合著高興的

情緒，我非常能夠體會，但請不要擔心，我們，至少我，不會因此被「摸頭」。 

反過來說，高興的朋友應該理解錯愕的人的擔憂。文化若是軟實力，它的鬥

爭卻只能靠硬道理。LH 的正名，有人說我們是想從土狗變貴賓狗，從此把我們

與其他被這 個社會主流價值所污名和「戒嚴」般的法規所箝制的行業切割開來。

我只能說，謝謝這樣的提醒！但現實的運動遠遠不是這樣的提醒所能及的。LH

的正名，是順著 這個事件展開我們對於音樂與文化接合的生活方式的「應然」

與「實然」雙重鬥爭。因此，法律的鬥爭，不是如有人說的，是「順法鬥爭」而

與「體制外」的鬥爭對 立。當這個社會業已融合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網路;當國

家的力量不是衰弱，而是增強時，體制的內外界線，或是政治/經濟/文化的分野，

只能是腦袋分析工具， 況且這種分析工具也可能不再有效。 

法的鬥爭，如青年馬克思所言： 

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的

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

活關 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 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

會’，而對於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不同於現在的用法，指的從封建社會裡長出資本主義發

展「所需」的資產階級社會。先不論台灣在 80年代使用市民社會概念時的爭議，

或者是大 家現在非常熟悉的公民社會/公民團體。放在現在的師大商圈爭議與諸

多的都市景觀/更新/文化空間的爭奪脈絡下看，LH正名的意義，或/也是地社的

事件裡， 法的鬥爭，便不是「順不順法」的問題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怎麼

說物質關係的總和的質地呢？LH與樂團文化在此事件中，何以是社群與社區肯

認上產生了矛 盾，而它們可以調和嗎？若不能，會如何？若可以，那協商、對

話的機制為何？ 

瞎說一堆，只是為了讓糾結的思緒有出口，才有清晰的一天。 

但現實上，上述種種之外，還是要面對日常的惱人鳥事。就在我們整理地社

準備開業之際，北市衛生局稽查小姐來訪，說日前有人檢舉地社內有人在非營業

時間內吸 煙，要他們在 6-8點之間來稽查，看是否違反煙害防制法。見鬼！我

們昨天才開業，是誰開業前在地社吸煙的！我這個月來經常情緒一上就發火，所

以讓這位小姐 嚇著。後心情平靜下來，聽她說，我也趁機說了地社事件的事，

業務稽查就平靜結束。你說嘛，誰會作這樣的檢舉呢？日後這種事難道會停止

嗎？ 

真的，真的還有一大段路等著我們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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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許雅斐──兒少保護與再生產：性少數的「最後解決方案」？ 

   ──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教授 

                               

 

最後解決方案（英文 Final Solution，德文 Die Endlösung）是第二次大戰

期間德國納粹所執行的猶太種族滅絕計畫。在 1930年代開始的一連串逮捕、囚

禁行動後，1942年 1月 20日，一群納粹軍官在柏林舉行的王湖會議(英文 Wannsee 

Conference，德文 Wannseekonferenz)中討論了如何處理「猶太問題的最後解決

方案」並做成了決議。從種族差異到集體迫害，「最後解決方案」代表的是最殘

暴、最具毀滅性的政治屠殺。本文則試圖運用此概念探討台灣主流兒少保護運動

如何「再生產」（reproduction）出一種（類似維護神聖亞利安血統的）「種族狂

熱」與性少數懲處計畫。 

 

第二屆台社學會年會曾以「批判知識份子的再生產機制」作為閉幕式。其中

朱元鴻的部分（以下簡稱朱文）已刊登在第 87 期的《台社季刊》左異聲響。朱

文回溯了「再生產」一詞在馬克斯理論中的基本意涵，其後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也套用在國家菁英的延續，而台灣本地則經常將此概念視為「某種觀

念、理念、價值或者是文化的傳承」。（朱元鴻，2012：348）但朱文所要強調的

是，再生產本身其實也是一套結構性的、限制的機制，代表著不只是某個類別的

人的再造，某些特定差異（包括階級或其他的）也同時被生產出來。（朱元鴻，

2012：349）換句話說，「再生產」意味著一股持續建造的力量，具有催化特定群

體與作為的社會動能，但也可能潛藏著未被探知的隔離作用，從而導致極端排他

的、將自身理念神聖化的盲目狂熱。 

 

就概念應用的層次而言，朱文提出的是對台社學會成員的警示與期許，而本

文則企圖藉其再生產概念分析台灣晚近（1995-2012）性少數罪罰化的問題；朱

文的特點在於以思考層次的批判挑明「神聖使命」的險惡之處，本文則藉此闡述

2010-2011 年間的邵燕玲法官事件，如何被兒少保護團體以「群眾運動壓迫修法」

的方式，發展成「解決」性少數的刑事政策。因此，本文特別著重於「再」生產

所額外夾帶的道德箝制作用。尤其是白玫瑰運動的抗爭及最高法院決議所引發的

違憲爭議，不但蓄意擴充性道德立法的政治地盤，也凸顯刑法（第 227條）所要

保護的並非未成年少女，而是一夫一妻異性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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