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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 

會議日期：2013年 10月 5-6日(六、日) 

 會議地點：世新大學 管理學院大樓 

 

 

一、緣起 

自現代性開始以來，除了啟動此一過程的西方世界之外，其餘受到影響而被

迫改變的地區，所辛苦因應打造出來的不管是混雜現代性、多種現代性、或是另

類現代性，不變的特徵之一都是與傳統相當程度的斷裂：舊有的、在地的知識體

系被棄之如敝屣或至少擱置於一旁，而西方的理論框架則是不假思索地被奉為圭

臬。 

反映在具體的知識狀況上，便是西方的理論框架優位地凌駕於一切之上，若

不是對在地現實視而不見，就是只有興趣將之吸納以作為印證自身真理的素材，

因而也還不是真正有興趣看見在地現實。 於是，服膺這套知識體系並認真操作

的在地研究者淪為第一世界的在地通譯或是承包代工，而原本應該從在地現實經

驗出發的在地知識建構便蕩然無存了。我們因此荒謬地熟知西方理論，卻對周遭

的世界非常陌生。尤有甚者，西方的優位理論框架及知識經驗更凝固為衡量改變

在地現實的規範性價值標準，以致我們往往是在對於在地現實缺乏認知與掌握的

狀況下，冒然且一廂情願地想要將之改變成我們「理想」（也就是西方）的模樣，

以致於削足適履或窒礙難行的狀況，比比皆是。說我們目前的許多困境正源自於

這樣異化錯置的知識狀況，應該不算誇張。 

這次的年會的主題，希望能夠開啟對於這種困境的深切反思，透過擺脫西方

知識框架的優位規範，回到在地知識真正應該發源的「民間」，並且在加以直面

以及真正返顧過去歷史軌跡的努力中，打造真正的在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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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0:15 開幕暨會議 2樓國際會議廳

場次A 場次B 場次C 場次D 場次E 場次F 場次G

第一場 A1 B1 C1 D1 E1 F1 G1

10/5（六）

10:30-12:30

漂泊一代：當代中

國青年身分認同

看見助人體制中

的權力運作：建

制民族誌作為社

會權力分析路徑

「被發明」的臺

灣知識傳統

重讀「台灣文

化」月刋 ：回眸

一個思潮若彗星

雨的年代（上）

遭遇全球化、資

本化的中國農村

全民健保的永續

之道

台灣人權實踐的

軌跡與圖像

M304 M310 M404 M405 M412 M406 2樓國際會議廳

第二場 A2 B2 C2 D2 E2 F2 G2

10/5（六）

13:30-15:30

 返鄉路遙遙?——

知識青年蹲點歷程

之反思

台灣愛滋政策的

實務觀察與在地

批判：從政策結

構與工作實務出

發

反學術霸凌——

事件與行動

重讀「台灣文

化」月刋：回眸

一個思潮若彗星

雨的年代（下）

生產交換與社會

連結

多角度透析醫療

市場化——國際

比較

台灣人民左翼運

動的歷程、頓挫

，與超克：20世

紀以來的運動者

及其思想

M304 M310 M404 M405 M412 M406 2樓國際會議廳

第三場 A3 B3 C3 D3 E3 F3

10/5（六）

16:00-18:00

從客觀的知識論述

來批判與省思行動

者在參與社會運動

的當下，本有的社

會運動知識之結構

理路有世代的差異

嗎?

從左翼（國際主

義）觀點思索台

灣

本土實踐 跨國游離， 新自

由主義， 與在地

性/別政治

從「部落家園生

計」到「地域性

經濟」

如何培養對抗資

本主義社會的工

作者及團隊—衛

促會經驗

M304 M310 M404 M405 M412 M406

18:00-20:00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晚會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1樓大廳

第四場 A4 B4 C4 D4 E4 F4

10/6（日）

10:00-12:00

馬來西亞選舉「異

見」
從失聲的邊陲處

逆寫台灣的社會

工作教育

 2013年批判與實

踐碩博論文獎得

獎論文發表

(10:00-12:30)

當代大陸影像文

化專題

金磚上的遺民：

華光社區反迫遷

之實踐與反思 （

上）社會運動與

社會救助

多角度透析醫療

市場化-臺灣分析

M303 M305 M308 M309 M310 M406

第五場 A5 B5 C5 D5 E5 F5

10/6（日）

13:00-15:00

跨越水泥地的聲音

與光影 香港社運、

社區、藝術、空間

的交合與反思

從病人到人的主

體化歷程：台灣

會所運動十年的

回顧

在地／知識的批

判思考

「創意城市」抑

或「創傷城

市」？城市妝點

與清除的政治藝

術

金磚上的遺民：

華光社區反迫遷

之實踐與反思

(下)運動中的權

利、意識與論述

原住民菸害問題

的政治經濟學分

析

M303 M305 M308 M309 M310 M406

10/6（日） 　　　2013『批判與實踐』碩博士論文獎頒獎典禮                                       2樓國際會議廳

           博士論文得獎人：邱家宜、施聖文

15:30-17:00            碩士論文得獎人：

           優等獎：郭志南、 廖彥豪、劉若凡                 佳作獎：謝竹雯、莊日昇

         『閉幕論壇』主題：學術與實踐：跨界反思
 主持人：王增勇 (政治大學社工所副教授）

          1）   公衛改革—陳美霞（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成功大學公衛所特聘教授）

          2）年青世代—林柏儀 （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3）思想體系—張立本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

主題演講 :人民民主20年後的尋思：反公民、反進步、反台灣的知識路   主講人：卡維波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主持人：夏曉鵑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

開幕致詞：賴鼎銘 （世新大學校長）

二、大會議程 

（一）總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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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詳細議程 

第一天 10月 5日 （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 

09:00-10:15 開幕暨會議主題演講 
 致開幕詞：賴鼎銘教授 世新大學校長 
 主持人：  夏曉鵑教授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 
 主題演講：人民民主 20 年後的尋思：反公民、反進步、 

          反台灣的知識路   
主講人：  卡維波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10:15-10:30 休息 

10:30-12:30 場次一 
場次 發表人 題目 
A1 

漂泊一代：當代中國

青年身分認同 

王昱娟 西安外國語大

學、中國言文學

院講師 

歸去來：「返鄉青年」三十年 

王翔  上海大學文學院

博士生 
以「漂泊」為視角看中國當代青年主

體 
石岸書 北京大學中國語

言文學系碩士研

究生 

「青年」的平庸——历史视野中的青

年问题 

李雲  上海大學中文系

講師 
無處安放的青春——漂泊狀態中的求

學邊緣群體 
B1 

看見助人體制中的權

力運作：建制民族誌

作為社會權力分析路

徑 

廖珮如 屏東科技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助理

教授 
唐文慧 中山大學社會學

系、通識教育中

心教授 

失落的婚姻：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

畫中消失的男性主體經驗   

范家榮 東華大學課程系

多元文化教育博

士 

愧與味：評鑑制度下老人養護機構的

體察 

王增勇 政治大學社工所

副教授 
陳淑芬 現代婦女基金會

個案服務組組長 

我聽不懂你的恐懼：不被看見的家庭

暴力 

 羅詩雲 政治大學台灣文 台灣近代知識建構的起點：192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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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被發明」的台灣知

識傳統 

主持人：呂焜霖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

究所博士生 

學研究所博士生 《臺灣青年》的翻譯篇章與思想轉譯   
顧恒湛 政治大學台灣史

研究所博士生 
主體缺席的書寫─戰後初期「山胞論

述」之歷史初探（1945~1955） 
蘇維新 政治大學台灣史

研究所碩士生 
國族敘事「傳統」的延續、強化與再

發明：戒嚴時期台灣知識菁英對「中

華民族論」的書寫為中心－

（1949-1987） 
劉韋佐 政治大學台灣文

學研究所碩士 
傳統秩序的眷戀──《孽子》的含蓄

與倫理痕跡 
D1 

重讀「台灣文化」月

刋：回眸一個思潮若

彗星雨的年代（上） 

主持人：舒詩偉  
青芽兒永續教學中心 
 
評論人：曾健民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會長 

丘延亮 中研院民族所副

研究員 
1945-1948 「台灣文化」月刊生滅的

特殊時空構造 
 
 

黃文源 成功大學台灣文

學系博士生 
台灣知識份子參與左翼運動的迴路

〈1920-1950〉——以醫生階級作為論

述的對象 
 
 

鍾秀梅 成功大學台灣文

學系副教授 
《台灣文化》月刋中現代小說創作與

文藝理論 
E1 

遭遇全球化、資本化

的中國農村 

主持人：黃瑜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

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徐文路  
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助

理教授 

陳義媛 香港理工大學應

用社會科學系博

士生 

商品關係社會化：資本積累的地方社

會基礎——以水稻生產為例 
 

胡靖   華南師範大學經

濟與管理學院教

授 

「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導致了中國農

村的制度性乾旱與洪水 
 

黃瑜   香港中文大學人

類學系助理教授 
多勞未必多得？——論中國對蝦養殖

業的風險及合作社模式的探索 

F1 

全民健保的永續之道 

主持人：劉梅君  
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

會常務理事、政大勞

工所教授 
 
評論人：呂建德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

陳美霞 社團法人臺灣公

共衛生促進協會

理事長 

全民健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唐菁華 社團法人臺灣公

共衛生促進協會

監事 

健保改革的公共衛生意涵安在？! 論
人計酬新制的可能性? 
 

劉秀枝 社團法人臺灣公 
共衛生促進協會 
監事 

無聲多數的再現——全民健保的社區

民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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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副教授 
涂醒哲 前衛生署署

長 

G1 

台灣人權實踐的軌跡

與圖像 

 
主持人：陳瑤華 
東吳大學哲學系 

王曉丹 政治大學法律系 法律現代性的斷裂與延續 
 

龔維正 華梵大學哲學系 吼伊係！台灣贊成與廢除死刑的道德

論證之檢視 
黃嵩立 陽明大學公衛系 變動中經濟與社會權利：權力分配與

衝突 
陳俊宏 東吳大學政治系 「國際人權在地化」：國際人權規範的

在地實踐: 一個關於人權行動主義的

考察 
 

梁奮程 中央大學哲研所 
高毓智 輔仁大學哲研所 
莊惟任 東吳大學哲研所 
陳瑤華 東吳大學哲學系 

台灣人權論述的跨文化性——以台灣

議會請願運動為例 

12:30-13:30 午餐 

13:30-15:30 場次二 

A2 

返鄉路遙遙?──知

識青年蹲點歷程之反

思 

 

召集人: 夏曉鵑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

究所教授兼所長 

吳明季 花蓮奇美部落文

化發展協會總幹

事 

跨界與紮根、自我與他者──反思我

的奇美部落工作經驗 

邱靜慧 高雄美濃愛鄉協 
進會總幹事 

返鄉與自我組織之路 

方喜恩 宜蘭縣崗給原住

民永續發展協會

執行總書記 

彼此回饋、無限獲得──寒溪小農互

助合作經驗分享 

吳佳玲 宜蘭小田田，田 
間管理員 

我的歸農路 

B2 

台灣愛滋政策的實務

觀察與在地批判：從

政策結構與工作實務

出發 

圓桌論壇： 
1. 治理「性／病」：台灣愛滋防治的性治理 
與談人：李佳霖 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思想高潮發起人 
2. 被指標綁架的愛滋防治：失能的國家公共衛生 
與談人：陳馨傑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 
3. 做與不做的雙重困境：未成年愛滋個管師的實務經驗述說 
與談人：范順淵 台灣愛滋病護理學會個案管理師 
4. 受歧視，申訴行不行？！：一個愛滋工作者對於愛滋感染者

工作權益受損申訴案件的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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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張正學 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社會工作員 
5. 台灣青少年感染者在愛滋個案管理計畫下的主體、人脈關係

與經驗 
與談人：陳奕村 澳洲國立大學醫學院博士生 

C2 

反學術霸淩──事件

與行動 

 

主持人：許雅斐、 
陳竹上 

圓桌論壇： 
1. 研究計畫送審後的多重傷害 
與談人：許雅斐 南華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2. 國科會研究案補助—是權利還是恩惠？ 
與談人：陳竹上 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3. 教育部為私校六年條款背書後遭法院撤銷事件 
與談人：曹瑞泰 前開南大學公管系副教授 

D2 

重讀「台灣文化」月

刋：回眸一個思潮若

彗星雨的年代（下） 

主持人：舒詩偉  
青芽兒永續教學中心

主持人 
 
評論人：曾健民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會長 

許芳庭 成功大學台灣文

學系博士生 
「台灣文化」月刊與日本大正民主/教
養年代及大陸三零年代 
 

王維碩 成功大學台灣文

學系博士生 
台灣文化協進會與戰後初期的歌謠採

集工作：以《台灣文化》月刊中的徵

求歌謠詞曲啟事為觀察線索 
 

李淑君 國科會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博

士後研究員 

「台灣文化」月刊與左翼藝術——黃

榮燦與五 〇年代左 

E2 

生產交換與社會連結 
鍾怡婷 交換的社會鑲嵌——稻米生產消費關

係的重建 
 

陳玠廷 台灣大學生物產

業傳播暨發展學

系博士候選人 

從草根實踐到綠色消費：臺灣有機農

業發展的前世今生 

蔡培慧 世新大學社會發

展研究所助理教

授 

小農交換的社會基礎 

F2 

多角度透析醫療市場

化──國際比較 

主持人：林孝信  
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評論人：吳永毅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政

陳美霞 社團法人臺灣公

共衛生促進協會

理事長 

橫掃世界的醫療市場化 

陳怡君 台灣大學衛生政 
策與管理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健康服務市場化的政府角色——臺灣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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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研究員、 
呂建德 中正大學社 
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莊淑惠 陽明大學公共衛

生研究所博士 

 
從醫學美容的發展分析台灣醫療市場

化 
歐陽薇 英國愛丁堡大學

法學博士 
對中國新醫改的歷史思考 

G2 

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的

歷程、頓挫，與超克：

20世紀以來的運動者

及其思想 

主持人：王乃雯 
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

所博士班 

許育嘉 台灣大學中文系

兼任助理教授 
「蘋果的消息：當代台灣左翼運動的

困局」 
評論人：趙剛  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邱士傑 台灣大學歷史學

研究所博士生 
「戰後台灣社會性質論：以陳映真為

線索的考察」 
評論人：延光錫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張鈞凱 台灣大學政治學

碩士 
「民主」內涵與實踐的再認識：以林

書揚與「新民主論壇」為思考契機 
評論人：林峻煒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15:30-16:00 休息 

16:00-18:00 場次三 

A3 

從客觀的知識論述來

批判與省思行動者在

參與社會運動的當下

本有的社會運動知識

之結構理路，有世代

的差異嗎? 

圓桌論壇：  
1. 差異——一個馬國社運新人所見 
陳泓凱 大馬青年社成員、《大馬青年》期刊記者 
2. 行動——一個日本學人之所思 
木曾惠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3. 思考——一個台灣基督徒的學運實踐 
鍾俞如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志工與華光學生小組成員 

B3 

從左翼（國際主義）

觀點思索台灣 

林柏儀 英國倫敦大學

Goldsmiths 學院

社會學博士生 

左翼國際主義是什麼？兼論對台灣的

可能啟示 

陳柏謙 英國倫敦大學

Queen Mary 學院

商管系博士生 

民族主義還是國際主義？找尋列寧民

族主義/國際主義觀的當代意義 

胡清雅 交通大學社會與

文化研究所博士

生 

冷戰／內戰結構下的知識狀況：批判

公民社會論 

C3 

本土實踐 
李慧英 中央黨校社會學

教授 
本土化的行動研究：推動性別平等的

政策宣導 
梁軍   河南社區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 
悄然而深刻的變革 

董琳   河南社區教育研

究中心副主任 
草根的力量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研討會 

10 
 

 
楊靜   中華女子學院社 

會工作研究中心

主任 
林玲玲 北京朝陽區近鄰

社會 

 
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村改居社區工作探

索 

D3 

跨國遊離，新自由主

義，與在地性／別政

治 

白瑞梅 中央大學英美文

學系教授 
被棄捨的結局：性與創新的文化敘述    

胡郁盈 高雄醫學大學性

別研究所助理教

授 

「現代女人」：論當代台灣女同志認同

型構中國家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交織 

洪淩   世新大學性別研

究所助理教授 
惡搞﹒敢曝﹒非真實：論酷兒在地知

識蔓延與實踐攻略 
E3 

圓桌論壇：從「部落

家園生計」到「地域

性經濟」：重讀原住 

民地區以自主經濟為

前提的社會運動 

圓桌論壇： 

與談者： 
SINCI MAYAW 欣契．馬耀／張進財（撒烏瓦知部落頭目、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牧師） 
盧建銘 中原大學景觀建築系兼任講師、撒烏瓦知部落顧問 
官大偉 政治大學民族系助理教授 
羅素玫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陳永龍 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助理教授 
丘延亮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F3 

如何培養對抗資本主

義社會的工作者及團

隊—衛促會經驗 

主持人：顧玉玲  
台灣公共衛生促進會

理事、社運工作者 
 
評論人：黃德北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

究所教授 
夏林清 輔大心理系

教授 

圓桌論壇： 

子題 1：台灣草根公衛改革運動——一場人類社會自我保護運動

的崛起 
子題 2：建立改造人的團隊理念及文化 (去資本主義化) 
子題 3：如何將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團隊理念及文化拓展出去? 
 
報告人：卓淑惠、陳慈立、高瑋蘋、陳奕曄 

18:00-20:00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晚會     一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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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10月 6日 （星期日） 

09:30-10:00 報到 
10:00-12:00 場次四 

F3 

馬來西亞選舉「異見」 
湯炳超 元智大學中國語

文學系碩士班 
馬來西亞政治與 LGBT 

官世峰 政治大學政治學

系碩士生 
誰對誰的選舉？——馬來西亞第十三

屆全國大選之觀察紀事 
傅政瀚 成功大學政治系 馬來西亞選舉及政治背後的操盤手：

金錢政治 
王慧儀 世新大學社會發

展研究所 
馬來西亞選舉與移工 

B4 

從失聲的邊陲處逆寫

台灣的社會工作教育 

鄭慈瑩、石純宜 政治大

學社會工作研究

所研究生 

混血社工的美麗與哀愁 

郭志南 朝陽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畢業生 
你知道……從朝陽到政大有多遠 

張秀玉 靜宜大學社會工

作與青少年福利

系副教授 

乘願再來～大學教師對教學的實踐與

反思 

魏希聖 台北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副教授 
大學教師在社會工作教育中存在／不

存在的意義 
C4 

「2013年批判與實踐

碩博士論文獎」論文

發表 

10:00-12:30 

上半場 上午 10:00-11:30     博士論文獎 
邱家宜 世新大學傳播研

究所 
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

比較研究-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

虛白 
施聖文 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 
劃界的政治：山地治理下的傳統領

域，1895-2005 
碩士論文特優獎 

廖彥豪 台灣大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 
台灣戰後空間治理危機的歷史根源：

重探農地與市地改革 (1945-1954) 

劉若凡 台灣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 
運動中的另類學校：學校變革的組織

分析 
下半場 下午 11:45-12:30     碩士論文佳作獎  
謝竹雯 台灣大學人類學

系 
為和平而奮闘：沖繩反軍事基地社會

運動及其國族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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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日昇 台東大學南島文

化研究所 
實質平等之追求與困境——從兩則判

決來看原運後法制實踐 
郭志南 政治大學社會工

作研究所 
從一位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說起：逆

寫社會工作專業帝國 
D4 

當代大陸影像文化專

題 

韋小波 浙江傳媒學院電

視藝術學院講師 
“崇高”的歷史諭示——中國主流商

業電影意識形態話語的邏輯基點 
佐藤賢 日本首都大學東

京助理教授 
中國獨立紀錄片如何獨立 

高初   獨立學者、策展

人、編輯 
當代中國視野的中國當代攝影 

楊弋樞 南京大學文學院

戲劇影視藝術系

副教授 

獨立電影的焦慮：由大陸民間影像論

壇的兩次論爭談起 

E4 

金磚上的遺民：華光

社區反迫遷之實踐與

反思 （上）社會運動

與社會救助 

圓桌論壇： 

1. 寫華光社區 2012 年 11 月前後 
蔡敏真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所碩士、華光學生小組成員 
2. 運動分析 
徐亦甫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華光學生小組成員 
3. 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 
董昱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華光學生小組成員 

F4 

多角度透析醫療市場

化——台灣分析 

評論人： 
林萬億 台灣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暨研究所

專任教授 
張志華 醫勞盟理事

長、新光醫院急診室

主治醫師 

陳美霞 社團法人臺灣公

共衛生促進協會

理事長 

台灣醫療體系市場化的政經分析 

楊舒雁 成功大學公共衛

生研究所碩士班 
台灣醫療體系市場化的政經分析 

沈朝賢 嘉義長庚醫院急

診科主治醫師 
醫療市場化與醫師勞動過程異化 

余尚儒 嘉義六福聯合診

所主治醫師 
台灣市場導向長期照護體系的形成：

歷史的考察與分析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場次五 

A5 

跨越水泥地的聲音與

光影 香港社運、社

區、藝術、空間的交

合與反思 

王潔瑩 香港浸會大學傳

理學院博士候選

人 

影像介入空間運動——以香港電影節

為案例 

彭梽樃 香港中文大學社

會學系哲學碩士

生 

讓音樂化爲一種批判與覺醒-香港的

音樂與社會運動結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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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妙賢 香港中文大學社

會學系 
以藝術打破藝術的隔閡——以[活化

廳]為個案研究 
施德安 香港中文大學社

會學哲學碩士 
在歷史與民間參與中，重構本土的文

化身份認同——以灣仔民間保育為例 
B5 

從病人到人的主體化

歷程：台灣會所運動

十年的回顧 

 

主持人：王增勇  
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

究所副教授  

郭姵妤 台北慈芳關懷中 
心前工作者、美

國紐約會所領袖

人才培訓計畫成

員 

在文化交界處：美國紐約活泉之家與

台灣會所發展的平行參看 

呂又慧 陽明大學衛生福 
利研究所博士候

選人 
梁瓊宜 伊甸活泉之家主

任與活泉之家 

蛻變——會所工作者之主體生成歷程 

戴雅君 蜂巢社區復健中

心主任 
林修雯 蜂巢公益合作社

社長 

重返自身——從會所方法理解到社區

精神實踐 

C5 

在地／知識的批判思

考 

陳幼唐 交通大學社會與 
文化研究所碩士

生 

在地／知識的前世今生：中研院三研

所發展史之制度分析 

李妍潔 交通大學社會與 
文化研究所碩士

生 

「在地」說了什麼？試論蘇花高爭議

中的「在地」論述 

洪梓源 交通大學社會與 
文化研究所碩士

生 

台灣宗教復興情境中的民間宗教 

D5 

「創意城市」抑或「創

傷城市」？城市妝點

與清除的政治藝術 

 

主持人：陳虹穎  
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

研究員、台大城鄉所

博士生 

戴瑜慧 美國南伊利諾大 
學大眾傳媒與媒

體藝術研究所博

士候選人 

以文創為名的都市暴力：花博、設計

之都與都市貧民 

陳馥瑋 紐約州立大學水 
牛城分校社會系

博士班 

在地人說「艋舺」：在地敘事的衝突、

修整與再生 

黃慧瑜 台北藝術大學藝

術跨領域研究所 
都市更新的文化治理術 

E5 

圓桌論壇：金磚上的

楊宜靜 台灣大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碩士

行動與政策中的法與法意識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研討會 

14 
 

遺民：華光社區反迫

遷之實踐與反思 

(下) 運動中的權利、 

意識與論述 

班、華光學生小

組成員 
黃舒楣 華盛頓大學建成 

環境學院博士華

光學生小組成員 

迫害／破壞：華光抗爭運動中談歷史

聚落論述的機會和限制 

張立本 台灣大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博士

班、華光學生小

組成員 

權利的微觀史學考察 

F5 

原住民菸害問題的政

治經濟學分析 

主持人：陳美霞  
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

會理事長、成大公衛

所特聘教授 

陳慈立 社團法人臺灣公 
共衛生促進協會

秘書長 

菸的商品化及其政經分析 

陳美霞 台灣公共衛生促 
進協會理事長、

成大公衛所特聘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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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菸如何影響原住民的生活 

15:00-15:30 休息 

15:30-17:00 
2013『批判與實踐碩

博士論文獎』頒獎典

禮          

博士論文得獎人：邱家宜、施聖文 
碩士論文得獎人： 
優等獎：郭志南、廖彥豪、劉若凡 
佳作獎：謝竹雯、莊日昇    

『閉幕論壇』   
主題：學術與實踐：

跨界反思 
 
主持人：王增勇  
政治大學社工所副教

授 

1. 公衛改革 
陳美霞 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成大公衛所特聘教授 
2. 年青世代 
林柏儀 英國倫敦大學 Goldsmiths 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3.  思想體系 
張立本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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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漂泊一代：當代中國青年身分認同 

中國大陸在 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經歷與過去截然不同的現代化進程。資

本與國家的合力創造出各種推力與拉力，一方面使人在城市與體制間快速移動，

並被迫與過去、家鄉割離；另一方面則任憑意識形態在知識領域上造成分化，甚

至造成身分認同危機。個體在此中彷佛被不斷拋甩出歷史，不僅失去言說的能

力，更在碎片化的社會中無法辨認自身，或者說，進入一種“漂泊”狀態。 

然而“漂泊”作為一個概念，並非單單描述改革開放後的世代狀態；它也是

一種視角，呈現被國家或市場等主流敘述排斥在外的“例外”人群；“漂泊”更

是一種曖昧空間，存在於各種力量的夾縫中，安置那些“無處可去”的人群。更

重要的是，“漂泊”也意味著一種主動的、抵抗的姿態，不斷與周遭環境進行辯

證，並拒絕輕易被收編，並召喚出立足于不同生存經驗上，內化著各種理想的青

年主體。 

本組以“漂泊”為主軸，企圖呈現一代人所面臨的處境與選擇；透過城鄉移

動、教育體制與知識領域的現象，探討新一代在面對身體、精神、知識的曖昧與

飄移時，所遭遇的困境以及 “漂泊”的能動性。此外，當全球化與現代性皆為

兩岸共同問題時，能透過展現大陸的今日狀況，與臺灣新一代的知識界互為參

照，激發更多闡釋與介入社會的方法。 

 

1. 王昱娟 ─ 歸去來：“返鄉青年”三十年 

──學歷：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經濟管理系 經濟學士 

西北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文學碩士 

上海大學 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文化研究方向） 

──現職：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院 講師 

──著作簡目： 

(1) 《日常生活史與身份認同——小說<葉落長安>的一種文化研究分析》《時

代文學》2010年 12期（國際標準刊號 ISSN 1005-4677） 

(2) 《青春無叛逆——從<最小說>看當下青少年心理特徵》《當代作家評論》

2011年第 1期（國際標準刊號 ISSN 1002-1809） 

(3) 《祛積極贊同之魅——重評<豔陽天>》《小說評論》2011年第 2 期（國

際標準刊號 ISSN 1004-2164） 

(4) 《誰的“長安”？》《中國圖書評論》2011年第 2期（國際標準刊號 ISSN 

1002-235X） 

(5) 《無處歸抑或不想歸？——從<土門>到<高興>的“鄉土”變遷》《青年

文學家》2010年第 19期（國際標準刊號 ISSN1002-2139） 

摘要 

三十年前的 1980年代對當代中國大陸來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隨著

“文革”結束以及“改革開放”的鋪展，自 1950年代始的“城鄉二元分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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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似乎開始破冰，然而與前三十年不同的是，當時的年輕人流動的路徑已經開

始呈現出單一的方向——如果說“知識青年下鄉”是一場人為的政治運動，那麼

隨著知青返程以及城市外來務工市場的開放，更多的年輕人則選擇從鄉村湧入城

市。這開啟了後三十年都市化歷程的“進城”運動，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還是文學藝術領域都產生了重要作用。應該說，除了返城知青外，1980年

代更多的是“離鄉青年”，而這也造就了當代中國的“漂泊一代”。 

本文討論的重點恰恰在生於 1970年代末至 1990年代初的一批侵染在“離

鄉”與“漂泊”氛圍中的“一代人”，儘管他們之間也有千差萬別的代際差異，

但這一批人在上述兩個關鍵字的主動與被動的選擇中，具有共通的時代特性。具

體而言就是這種“漂泊”感已不是某個“學子”、“打工者”以及“商務人士”

的特殊感受，或許已成為近二十年的一個時代通感：隨著種種“化”的實現（現

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等），人們的生活也被異化了。正是在這種契機之下，“返

鄉青年”以小眾的姿態進入大眾視野，儘管一般意義上的返鄉青年特指返回“鄉

村”的知識青年，本文卻更願意將此概念擴大，以十分具體的不同年代青年的故

事來建立一種新的敘述，以期重新界定“返鄉青年”，將這一代人對於“鄉”所

建立身份認同的歷程呈現出來。 

 

2. 王翔 ─ 以“漂泊”為視角看中國當代青年主體 

──最高學歷：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現職：博士生 

──著作簡目： 

(1) 〈現代中國流行音樂地圖——80年代〉。論文發表于《中日研究生論壇》

（2011.12.3）。地點：上海大學。 

(2) 〈自我拷問的歷史敘述〉。論文發表於《歷史敘述與文學敘述》研討會

（2012.6.9-10）。地點：香港嶺南大學。收於《人間思想》2012年第 2

期。 

(3) “The Crises of Socialism in China and the Rock'n' Roll in the 

1980s: Cui Jian as an example.” 論文將發表於 IMPS 2012—The 3rd 

Inter-Asia Popular Music Studies Conference (《第三屆亞際流行

音樂研究雙年會》2010.7.13.-15)。地點：臺灣國立師範大學 

(4) 《夜雪——漂泊的一代》。灕江出版社，2012。 

(5) 《寂靜之聲——一個漂泊者的詩歌與思想筆記》。灕江出版社，2012。 

 

摘要 

 “漂泊一代”要討論的，是大陸改革所生產的主體。這樣的主體形成了怎樣

的一代人。改革催生了大面積的人口流動。這樣的流動被資本的邏輯牽引。在這

樣的面向上，這樣的流動可以放在中國式的市場經濟裡面來看待，其中與自由主

義全球化共用一個資本的邏輯。因此也可以放在現代性裡產生的“流動性”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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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分析。而“漂泊”與“流動”的不同之處，是在於“漂泊”之前有一個穩定的

時空，有一個把主體穩定住，有歸宿和方向感的時空，相較於改革時期，生產出

社會主義新人的革命時期可以被看做是這樣一種時空。漂泊產生於共和國轉折這

個脈絡裡，一方面聯繫著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結束，一方面聯繫著改革開放時期

的開始。漂泊的主體在這個脈絡裡產生，形成了中國當代青年主體。 

改革時期，“經濟建設”成為了塑造漂泊主體的一種主流力量。這裡需要區

分兩種漂泊。一種是社會主義理想隨著這個時期遭到挫敗後，被資本邏輯和現代

性體驗所生產的漂泊主體。一種是社會主義理想挫敗後，理想分散，內化在了個

體身上。從中產生了懷著不同理想的漂泊主體。 

漂泊一代所要喚起的，正是這樣一種在各自的生存經驗裡，懷著各自不同的

理想的主體，並且試圖讓這樣的主體被看見，以充實被資本邏輯所掏空的主體。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期，做這樣一種分析，也試圖讓被資本邏輯所抑制住的主

體，在“漂泊”這樣一種有共同感的經驗裡，喚起立足於自身主體經驗的理想，

以開拓出更多的可能性。同時，中國大陸在經濟建設的脈絡裡，有一種整體要上

升的渴望。經濟上升的後面，是文化和理想的召喚。“中國夢”的產生，也是在

這樣的脈絡裡。“漂泊一代”試圖自下而上的，召喚出在各種生存經驗裡有著不

同理想的主體，以勾畫這一代青年的主體形象。 

3. 石岸書 ─ “青年”的平庸——歷史視野中的青年問題 

──現職：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 2011級碩士研究生 

──學歷：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 

海南大學對外漢語專業 

海南大學園林專業 

──著作簡目： 

(1) 石岸書：《論爭、啟蒙與現代性》，《天涯》（海南省作家協會主辦），2013

年第 3期 

(2) 石岸書：《網路文學的現實主義欲求》，《網路文學評論》（廣東作家協會

主辦），第三輯，2012年 9月出版 

(3) 石岸書：《補充敘事與冗餘快感的生產》，《網路文學評論》，第二輯，2012

年 5月出版。 

(4)石岸書：《悽愴的田園牧歌——簡析〈邊城〉》，《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

讀》第二版，林志浩、王慶生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5月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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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歷史的視野理解中國當代青年的認同危機之根源。晚清以降，“青

年”便被置於文化與政治的交織互動的視野中看待，陳獨秀、毛澤東就是如此。

陳獨秀總是在文化-政治的綜合視野中，想像和創生新的文化主體性與政治主體

性，並定位這種雙重主體性的載體；這種定位由在變動的歷史形勢中的政治判斷

所導引。“新青年”由此誕生。毛澤東則結合“先鋒隊”理論與“新青年”傳

統：一方面將列寧主義的“先鋒隊”話語挪用來闡釋“革命青年”，形塑青年傳

統，要求青年接受先鋒政黨的領導和改造，這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思想根

源之一；另一方面繼承“新青年”傳統，將“青年”的傳統想像賦予年輕的政

黨，使政黨得以汲取革命的合法性，但潛藏著“先鋒青年”批判喪失先鋒性的政

黨的悖論，這也是“紅衛兵”批判政黨的思想根源之一。正是在這種文化-政治

的綜合視野中所建構的青年傳統，賦予青年以身份認同。這種文化-政治的綜合

視野既導源于林毓生所闡釋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思維路徑，也依賴

於歷史主體在變動的歷史形勢中進行能動的政治判斷，唯有如此，才使特定的

“青年”登上歷史舞臺。1989事件後，時代的“大轉型”使得文化-政治視野日

益萎縮，“青年”所內涵的文化-政治象徵開始消散，“青年”不再意味著一種

文化-政治身份，而只是一種社會-經濟身份，“青年”走向平庸，產生認同危機。

這一危機同時意味著，“大轉型”之後，如何想像和創生新的、內在於體制之中

的批判性力量？ 

今天，中國大陸的知識青年熱衷於談論“左右”，這一現象是理解中國當代

知識青年的入口。20世紀以來，中國曾面臨兩個關鍵的歷史時刻，一是五四時

代，二是後文革時代的初期，在這些歷史時刻總是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向

何處去？而知識青年也總是通過將自身置於時代的特定知識場域及其所限定的

意識形態氛圍，得以有效地把握這一問題，形塑身份認同，爭取歷史性存在。在

五四時代，知識場域與意識形態氛圍是由“啟蒙與救亡”話語所形塑，在後文革

時代初期，則是由“改革與革命”話語所形塑。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來，

隨著改革共識的逐漸破裂，“中國向何處去”再次成為問題，這使得 1990年代

後期以來形成的“左右”話語，成為主導性的話語形式，十余年間有力地形塑了

中國的知識場域與意識形態氛圍，這是當代知識青年談論“左右”的前提。然

而，熱衷“左右”的當代知識青年，與“左右”的知識場域的關係如何？在“歷

史終結”的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知識青年還能否借助“左右”的話語，將自身從

新自由主義的幻覺中解放出來，形塑自身的身份認同，進而獲得歷史性？本文不

是從實證的角度討論當代知識青年的左右分歧，而是從知識場域的內部去嘗試理

解，面對中國問題的迫切性與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現實，當代知識青年經由對“左

右”知識譜系的選擇，將自身納入知識場域與意識形態氛圍的努力，以及由此建

構身份認同、爭取歷史性存在的方式、意義及其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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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雲 ─ 無處安放的青春──漂泊狀態中的求學邊緣群體 

──學歷：中國人民大學（導師：程光煒教授） 

──學位：博士 

──現職：上海中文系大學講師 

──著作簡目： 

(1) 《革命故事的激化 < 革命故事會>(1967-1978)的意識形態性》，《上海

文化》2011年第 2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

文學研究》2011年第 6期轉載。 

(2) 《文革後當代文學史寫作的發生——從幾個會議說起》，《中國現代文學

研究叢刊》2011年第 6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現代、

當代文學研究》2011年第 11期轉載。 

(3) 《1980年代的“年代學”：當代文學研究的擴展》，《文藝爭鳴》2011

年第 18期。 

(4) 《對“當代文學”的不同理解——1979年前後文藝界的分歧》，《海南

師範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 2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

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12年第 2期轉載。 

(5)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的女性形象建構》，《文藝爭鳴》2012年 12月

12日。 

摘要 

擬討論的物件：“漂泊狀態中的求學邊緣群體”指的是希望通過國家統一的

碩士、博士招生考試進入到大學繼續深造的青年群體，但因為考試失敗他們被排

除在校園之外，為改變自身境遇或在學術中尋求安身立命，他們聚集在各個著名

高校周邊的廉價出租房和地下室繼續準備考試，直到最終被學院接納或者絕望離

開。 

擬討論的問題：1.求學邊緣群體的存在在當代並不是一直就有的現象，1998

年大學生由國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基本取消，1999年高校開始擴招，畢業生數量

急劇增多，就業壓力逐年增大，越來越多的青年自願或者不自願地選擇考研或者

考博，實際都是被迫承擔教育產業化惡果的“被拋棄者”；2.由於經濟困頓、居

無定所這種毫無保障的漂泊狀態，他們接近於類似打工者一類的“可憐的人”，

即都處於一個不被社會認可的位置，因此常常被視作非法居留者和不安定因素，

但教育背景又決定了他們與通常的“底層”有很大的差異，亦導致他們在主體認

同和身份歸屬上的困惑；3.無論是否實現再次進入校園的既定目標，該群體最終

都會結束“例外”狀態的漂泊開始新的生活，儘管這段“青春的苦難歷險”在大

多數文學敘述和影像資料中都被浪漫化為一種完結篇的“成長儀式”，但諸如就

業難買房難的現實問題卻在他們的人生中才剛剛展開，使他們在物質和精神上繼

續處於“無根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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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返鄉路遙遙?──知識青年蹲點歷程之反思 

召集人：夏曉鵑 

與談人：吳明季(花蓮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總幹事)： 

邱靜慧(高雄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 

方喜恩(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吳佳玲(宜蘭小田田，田間管理員) 

  

論壇內容摘要： 

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知識青年試圖回到農村、部落，希望以蹲點的方式，

或從事基層組織工作，或體驗農民勞動與日常生活。有些人選擇了自己的故鄉，

有些則是因緣際會來到他鄉。「向民間學習」，往往是這些年輕人的初衷，但「民

間」是什麼？如何學習？又學習了什麼呢？本論壇將邀請四位來自不同組織的青

年，分享與分析他們決心返鄉的經驗，包括：為何返鄉？如何返鄉？遇見了哪些

困難與支持？…等等。 

 
1.吳明季 ─ 跨界與紮根、自我與他者──反思我的奇美部落工作  

經驗 
──現職：花蓮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總幹事 

 

2.吳佳玲 ─ 我的歸農路 

 ──現職：宜蘭小田田，田間管理員 

 

3.邱靜慧 ─ 返鄉與自我組織之路 

──現職：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 

 

分享大綱 

一、 返鄉歷程： 

1. 美濃後生會（1997~2000）與「美濃反水庫運動」 

2. 旗美社大（2001~2009）的「農村是一所學校」 

3. 美濃愛鄉（2010~）重新組織之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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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蹲點思考： 

1. 歷史是資產還是包袱 

2. 鄉村知識份子的挑戰 

3. 後水庫時代美濃另類發展的難題 

 

4. 方喜恩 ─ 彼此回饋、無限獲得(Sba’yox1)──寒溪部落小農互

助合作之經驗分享 
──現職：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 執行總書記） 

 
摘要 

臺灣原住民－泰雅族，在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進入之前，有著不同於以市場

經濟立基的財產觀念以及部落交換經濟之運作方式，透過交換的制度，讓部落對

內、外都能滿足其生活所需，但經歷過日本殖民與國民黨對臺灣的統治，破壞部

落的財產制度，並讓部落慢慢適應市場經濟之運作，貨幣及商品侵蝕部落內部舊

有緊密的社會網絡。2010年宜蘭縣大同鄉寒溪部落的無毒農園計劃開始進行是

希望能夠透過農友間農作物的交換，來重新恢復部落內緊密的網絡，我們也希望

能夠走出不同傳統制度的方法，但在這兩年間，我們也注意到經驗及策略上的侷

限，期待未來能夠修正方法上的問題，繼續朝向建立一個完善的部落經濟與緊密

的社會網絡的目標。 

 

 

 

 

 

 

 

                                                      
1
 Sba’yox即這種交換時間的互助制度(Sba’yox)就是現今所謂的 「換工」或「換日」，過去

泰雅人若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防衛和互相交換勞力，便不能從事生產，藉由相互交換勞力

和共同生產的過程形塑道德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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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從客觀的知識論述來批判與省思行動者在參與社會運動

的當下，本有的社會運動知識之結構理路，有世代的差

異嗎? 

【圓桌論壇】 

我們是一群自動自發來參與這些年幾次相關社運活動(樂生運動、華光運

動、反核活動…)所結識的學子，得知 2013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將於十月份

舉辦「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的活動，因此也希望藉由自身

參與社運活動的現場實踐，來反思 貴學會所設定的「談論「世代」之相關議題」

這樣一個內容，進而覺察自身存在的意謂。 

誠如 貴學會所設定的思考路徑「用世代作為群體行動的代稱，總是隱含著

對於「青春」或是「青年」在時間上的某種永恆化。到底「青春」與世代有什麼

關連呢？而世代間的對比是煙霧彈，瀰漫的煙消遮掩了更為重要的議題？還是世

代間的差異正是問題所在？而我們為何在乎世代之間的差異或是承接問題呢？

又到底，到底是世代之間出問題呢？還是談論世代才是問題呢？」 

我們希望所呈現的方式是採取「圓桌論壇」，並經由我們幾位學子的自身覺

察來回應所謂「世代間的差異」並做一對話與論證。 

因此我們所設定的論述主軸為「從客觀的知識論述來批判與省思行動者在參

與社會運動的當下，本有的社會運動知識之結構理路，有世代的差異嗎?」進而，

我們也將從中提出三篇小論文來回應之。 

 

1. 陳泓凱 ─ 差異──一個馬國社運新人所見 

摘要 

「自 2011年 5月起，逐漸讓社會運動滲入日常生活之中。直到 2012年 9月離

馬到台北求學以前，經歷了淨選盟集會 2.0、3.0被警察與鎮暴部隊追著發催淚

彈、化學水炮的日子，到州警察總部施壓放人時跟 Light Strike Force進行遠

距離的拉鋸，辦反公害集會看著警察默許執政黨流氓前來推擠、毆打築人牆保護

群眾的戰友和自己，林林總總的大小集會、講座中假扮記者的腦殘政治部警

員…… 

因此對於台灣的開放、民主、自由，馬國人特別是華裔，我們抱著一股相當

強烈的羨慕和憧憬，切望有朝一日，能夠像台灣一樣：走上街頭示威，有警察幫

忙開路、維持秩序；能夠有不腐敗，能夠接受批評，一切以民為先的政府；人們

的政治意識、公民意識高漲；言論自由開放…… 

帶我進入運動圈的朋友在我前來台灣以前，曾囑咐我說，到台灣以後，要多

多參與社會運動，把台灣的經驗、抗爭方式、發展想像等等，帶回馬國。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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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覺得，一個民主進步的國家，理應如此，台灣是我們學習、模仿，甚至複製到

對象。 

到達台灣數月，對台灣社會運動稍有淺薄的接觸，事情正如我們所想像的一

樣。反核運動、秋鬥、同志遊行、反媒體壟斷等等，一個又一個民主的嘉年華在

凱道上演。警察盡忠職守地維持秩序，抗爭場合一片和睦融融，甚至還真附有相

當的娛樂性質。可是，然後呢？在一場又一場的「抗爭」以後，人們獲得了什麼？ 

台灣政府以柔軟的身段，與高明的公關手法，再加上社會上與抗爭群眾不相

符的聲音的反制，事情往往就以「大家的聲音我們都聽到了」、「我們會依法行

政」等等推搪的藉口輕輕化解。事情終究沒有解決，而群眾間意見的一致性，亦

鮮少能夠透過這些抗爭活動，獲得突破性的進展。 

這些經歷令我不禁思索，台灣這套模式，真的可行嗎？」 

 

2. 木曾惠 ─ 行動──一個日本學人之所思 

摘要 

「大一時在大學參與過兩個月的學生自治會，但自治會與其他大學之間的派系

鬥爭過度嚴重，且成員沒有性別學或女性主義的概念，因此決定離開。開始唸大

學之後參與在補習班認識的國文老師辦的讀書會。成員不只是大學生，也有高中

老師，大學兼任講師等。 

每個月定期看有關當代思想的書，接觸歷史／性別／社會學等看法。除此之

外，參加大學外的另外一個讀書會，與關西地區的研究生們討論資本主義等問題。 

由於關注階級與貧困的問題，因此於奈良和東京行動者「素人之亂」成員一

起辦放映會與遊行。因為唸歷史系的關係，畢業論文的題目為日本與德國之戰後

責任比較，探討慰安婦與戰後處理等議題。 

工作時就開始關注勞工權益的問題，因此參與京都等關西地區年輕人組的工

會。行動內容為陪受害者去公司辦公室與老闆進行勞資談判，辦五一勞動節遊行

等。2010年 8月來台灣之後開始接觸台灣社運圈，盡量參加幾次反核遊行，同

志大遊行，樂生院，工運團體辦的遊行，大學社團辦的活動等。 

由於特別關注原住民與性別議題，拜訪各地原住民部落，獨自看相關的書籍

與紀錄片，另去參加幾次南洋台灣姊妹會辦的讀書會。儘管因為語言的隔閡，但

是卻依舊萌生了許多的想像與諸多可能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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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鍾俞如 ─ 思考──一個台灣基督徒的學運實踐 

摘要 

「自從 2012年參與台灣基督徒學生運動(TSCM)營隊後，認識基督徒的社會責

任，察覺基督徒不該只是在教會裡追逐信仰，而是在各個社會上的角落，實踐信

仰，因此，我逐漸從網路世界踏入真實社會，接觸周遭正在發生的社會議題，儘

管熟悉或不熟悉議題，我仍然可以真真實實地感受到我是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 

當我越深入接觸，越去衝撞這個現有體制時，我觀察到普遍的「基督徒」是

對社會上所發生的事物冷感，又或者說其實是整個台灣的氛圍已經瀰漫著對個人

的功利追求，人們的努力所要獲得的結果是必須符合經濟的最大效益。這讓我重

複想起，耶穌說過「要與哀傷的人一同哀傷」，並且看見需要。當我在這個草根

性強烈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裡，因為世代的遷移，人們普遍過著安逸的生活，對

於信仰的渴求，卻只淪為在禮拜天坐禮拜，平常參與聚會，大部分基督徒對於社

會議題幾乎是避之不談，又或者認為沒必要談，談了也沒用。 

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中即提到要認同台灣這塊土地並且去關心，更可以看到

的是，從前的信仰前輩是如何在社會議題、在台灣的土地上的耕耘，但現在，基

督徒的社會責任，在年輕一輩的心裡，似乎已不是這麼重要，是什麼樣的環境讓

這份美好的信仰變了質?或是在台基督教的歷史變遷即是台灣社會歷史的縮影，

從基督徒對社會的參與的歷史下，可以顯示台灣的社會變遷與在台基督徒息息相

關? 

作為基督徒，學習耶穌的樣式，是何等美好的信仰告白，但在社會變遷中，

人們不斷扭曲耶穌的教訓，追求自我的造就，但我們卻忘了，耶穌在的地方往往

是那最讓人看不起，與那最需要被看見的地方，身為民主過後的基督徒，願意背

負這社會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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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馬來西亞選舉「異見」 

馬來西亞剛經歷第十三屆大選，出乎意料的台灣媒體和網絡群眾居然對遠在

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政治會有興趣。身為在台灣唸書的馬來西亞人，對此現象感到

既高興又擔憂。因為，有不少台灣媒體和網絡群眾對馬來西亞政治發表片面、錯

誤的資訊；同時馬來西亞國內也因（推翻國陣）「大局為重」的思維，容不下其

他的「異見」。因此，身在台灣 唸書的馬來西亞人，同時具備兩個「在地」身份

（馬來西亞和台灣），藉由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自主 panel 為馬來西亞政治發

聲，避免再有任何錯誤的資訊出現在台灣媒體，同時也向國內發出不一樣的聲音。 

 

1. 湯炳超（明越） ─ 馬來西亞政治與 LGBT 

──系級：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參與團體：元智大學性/別元素讀書會、小 YG行動聯盟、大馬青年 

摘要 

馬來西亞在人權，特別是性別人權的維護上素來名聲不佳，這幾年更是一步

步倒退。政府與保守團體以矯正社會風氣為由，屢屢侵犯性別多元族群的權益，

如打壓「性向自主」活動、推出辨識同性戀的指南、舉辦巡迴講座等。政客們透

過打壓 LGBT，以獲得保守選民的支持。 

2008年起民間反風熾烈，加上各種公民集結如淨選盟集會帶來的效應，使

得國陣採取各種措施以保住其政權。他們打壓公民集會、公然污名化 LGBT，目

的是為了攻擊政敵及公民運動。在今年的第十三屆大選，國陣更是在競選文宣上

攻擊其對手民聯「鼓勵同性戀」，將 LGBT作為攻擊的武器。 

雖然這兩年的公民運動風起雲湧，但相關的場合還是鮮見 LGBT族群的聲

音。一來是支持公民運動者不一定對 LGBT友善，二來性別相關團體也自我設限，

避免 LGBT議題與公民議題掛鉤。在選戰中，性別相關團體也沒有公開回應國陣

文宣的指控。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是「大局為重」的思維。在許多公民運動中，

「打倒國陣」似乎成了終極目標，彷彿民聯上台後就能解決眼前的問題。為了順

利打倒國陣這個「大魔王」，許多議題被擱置無法深入討論，使得弱勢族群的權

益更被邊緣化。 

成熟的公民社會應是可以聽見多元的聲音，如果我們讓 LGBT持續在社會議

題上噤聲，不利於馬來西亞打造所謂的「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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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官世峰 ─ 誰對誰的選舉？——馬來西亞第十三屆全國大選之觀

察紀事 

 
──系級：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參與團體：大馬青年 

摘要 

2013年馬來西亞第十三屆全國大選未能造就首次政黨輪替，但之於大馬政

治民主化進程卻任重道遠。執政聯盟「國陣」繼 2008年後，面臨更大一波政治

大海嘯，反風遍及城鎮地區，國陣甚至以低於五成的得票率落後在野聯盟「民

聯」，僅憑著選區劃分不均的多數議席執政。 

除了朝野兩大陣線的交鋒和動員，本屆大選值得關注的還有民眾在這場選舉

的參與度，以及社運界、媒體界、學術界等的表態和行動更為此次選舉添加了不

少變數。 

民聯在第十三屆全國大選一改過去的競選模式，委派黨中央級領袖攻打執政

黨強區，增添選戰的可觀性和黨領袖之間的正面對決。本文以柔佛州國會選區居

鑾作為研究場域，為其中一個城鎮大海嘯的選區，亦為在野聯盟中央領袖對壘執

政聯盟副部長級人馬的對壘，為全國媒體的焦點選區之一。 

本文是以參與觀察法，透過參與政黨競選團隊，以及競選活動，從行動層面

觀察這場選舉。此外，本文也運用文獻分析法，以文宣品、剪報、講稿等等，分

析這場選舉的競選過程當中的政治論述和脈絡。 

藉由論述和行動層面的觀察，本文試圖釐清本屆大選對於馬來西亞民主化過

程的定位和意義所在，如何為日後推動民主化立基。 

 

3. 傅政瀚 ─ 馬來西亞選舉及政治背後的操盤手：金錢政治 

──系級：成功大學政治系 

──參與團體：大馬青年 

摘要 

從西方過往的經驗可以發現，持有大量金源的強勢候選人往往較其他弱勢候

選人來得有機會勝出，因為弱勢候選人在缺乏金源能力下無法進行有效的政治宣

傳，有者甚至連參選的抵押金也沒辦法繳交，如反對黨的弱勢候選人便必須靠四

處籌款方能勉強應付參選所需的抵押金而執政黨卻有能力揮霍上億資本做廣告

宣傳。因此，擁有強大金錢來源的候選人往往較弱勢候選人更容易贏得選舉。 

在 2013年的馬來西亞選舉中，除了出現以富商劉特佐為首的“一馬俱樂

部”在檳州公開為國陣買票的行為，同時也有富商吳春來為了倒林冠英而公開買

票，然而執法單位卻未曾對兩人的買票行為作出任何行動。 

金錢政治包含的除了露骨的買票外，還包含了貪污賄賂、政黨的募款、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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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朋黨政治及黨內的金錢派系等 2。國內薄弱的法律規範使得金錢政治在馬

來西亞政治史中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無論是國家選舉或黨內選舉，都會隱隱

約約看見金錢政治的身影，而金錢政治的出現往往影響著選舉的結果。 

馬來西亞是世界上少數允許政黨持有產業的國家之一，而這些政黨操控的往

往是在政治中佔決定性位子的產業如媒體產業。這使得執政黨與反對黨在競爭上

處於不對等的狀態，此外黨產的出現也影響了政黨在執政時的中立性，使得某些

政黨產業受到政府的額外扶持及關注，進而出現貪腐濫權的現象，嚴重損害民眾

對於政治的信心。 

另外，國陣政府的長期執政使其取得極大的行政便利，導致企業為了生存而

向其靠攏形成朋黨企業。這些產業在除了獲得大量政府計劃及工程，部分大型企

業更壟斷國內產業，如賽莫達在建築、能源、礦產產業的壟斷，張曉卿在華文媒

體及伐木業的獨霸等。作為回報，這些產業必須對執政黨提供一定程度的協助及

金源。同時，商業入侵政治圈在馬來西亞已不是秘密，單是國陣最大政黨，巫統

而言，其代表便有超過一半是商人，且絕大多數與這些朋黨有關。 

由於馬來西亞的金錢政治涉及範圍甚廣，無法一一細談，而筆者認為政黨企

業及朋黨政治乃馬來西亞金錢政治的源頭，因此將集中討論兩者對於馬來西亞政

治的形成及對現狀的影響，並試圖探討其可能的解決方針。 

 

4. 王慧儀 ─ 馬來西亞選舉與移工 

──系級：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參與團體：Association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 in Taiwan, TCPC 

摘要 

馬來西亞大選前的民間運動，包括乾淨選舉聯盟運動，綠色環保運動，以顏

色來比喻就是黃綠運動。3黃色運動我認為是都市中產階級運動，而綠色運動則

相對是地方性以地方組織為首的運動。從最近的民間運動來看，有不少領導運動

的領袖，或組織者最後選擇從政路線，希望從政策面或利用國家機器來解決社會

矛盾問題。例如，萬繞高壓電纜的顏貝倪，以及萊納斯（LYNAS）的黃德，都在

組織環保運動之後，進而出來成為大選候選人。 

那麼，值得討論的是，大馬社會變革的可能是否真的只有從政和選舉這一條

路？以威權體制下的遊戲規則，社運須付出很大的代價。轉向走都市運動，拉中

產階級的中間選民，要如何去教育他們？中產階級的中間選民往往是最保守，最

                                                      
2
 參考 E.T Gomez , “Monetizing Politics: Financing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Malay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46,5(2012)pp. 1370–1397，及 Yik Koon Teh, “Money politics 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4 May 2007. 

3
 乾淨選舉聯盟運動以黃色為代表，而綠色環保運動則以綠色為代表，故稱之為黃綠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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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自身利益的，甚至是被剝削或剝削弱勢的族群。在國陣的國族主義一個大馬

論述，以及民聯的跨域種族藩籬的論述下，外籍勞工在選舉期間成為種族主義幽

靈的受害者。除了實際的剝削之外，民聯在為了不流失中產階級，怕得罪中小企

業選票，以及政治選擇上，排除了對外籍勞工的關懷。最好的例子就是是競選宣

言完全不提同工同酬。我認為，民聯在「誰是公民」這個部分是沒有思考清楚的，

如果說是客觀環境產生的結果，那麼結果就是犧牲了外籍勞工，讓外籍勞工在這

過程當中被仇視和歧視。 

另一方面，國陣對外籍勞工的粗暴，是放任自由市場對他們的剝削。國陣的

外籍勞工政策，是不斷變動的，態度不一致。這個變動是以當時利益為考量，所

以不難解釋，為何有時有針對外籍勞工的大逮捕行動；有時卻又大發居留權或身

份證。還有最值得討論的是，巫統對於印尼在一種文化及血緣相近下是否有族群

認同？至於是否利用他們來投票，我認為這一點還可進一步討論。 

另外，在第十三屆選舉裡，可以看到的是大馬選民對公民想像的狹隘。外籍

勞工就是非公民，即使是有身份證還是應被質疑。加上網民對外籍勞工的無知，

甚至可以將臨時居留證誤以為是身份證來對外籍勞工加以抨擊。當投票這個舉動

變成一種全民運動，在民聯和國陣的口號下：馬來西亞的「馬來人，印度人，華

人要團結，為了大馬更好的未來」，原住民和外籍勞工或移民都不見了，成為了

「他者」，甚至還想辦法要阻擾投票。「他者」在選舉馬上成為了頭號敵人， 群

眾卻無視問題的根源，這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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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跨越水泥地的聲音與光影──香港社運、社區、藝術、

空間的交合與反思 

是次小組論文發表主要圍繞近十年在香港社會發生過的社會議題，以三種維

度──社運、社區、藝術作出分析並闡述當中的互動關係，四位論文發表者皆長

期關注香港各種的社會議題及社會運動，涵蓋性別、藝術、社區凝造、本土身份、

基層等等，作者們亦多往返中港台進行研究，對於兩岸三地的社會狀況都十分關

注。近年香港的社會／社區運動越趨頻繁及多元化，並且越來越多年青人參與到

當中，他們漸漸從以往單向的抗爭式社運模式，轉向一種跨領域的文化、論述抗

爭，並以此對抗政府機器，同時亦為香港社會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躍動。由

日常生活中的大型遊行抗爭，至保衛家園反發展反遷拆運動、再到各個香港小社

區堂中的文化藝術活，當青年人與新抗爭文化結合後，似乎為香港的社運發展出

一種新的魅力，令大眾巿民「易於理解、易於消化」我們身邊的社會、政治議題，

繼續再由社區的巿民著手賦權，為他們帶來一種新的政治動員力量。 

以往只著重經濟繁榮與發展論述，早被回歸後一連串關於本土生活模式的社

運所打破，繼而是一連串形形式式的社會參與、社會抗爭、提倡本地生活運動等

的出現，很多的新香港社會運動都與香港人身份、土地運用、本地生活模式及對

於公共空間的使用有所關連。是次討論小組集中於四種不同的運動媒介——影

像、聲音、藝術創作／作品及建築物作為分析的領域，透過研究者的深入訪談、

（參與式）觀察及歴史性分析，呈現公民社會當中不同領域的社會運動發展以及

當中的論述與日常實踐，並希望透過是次討論，嘗試歸納出一種「香港模式」的

社會運動生態與策略。 

 

關鍵詞：社運電影、音樂與社會、社區藝術、社區保育、香港意識、香港人身份 

 

背景綜述 

經歴過三個行政長官的更替，普羅巿民對於特區政府的管治評價越來越差，

而香港社會運動亦越趨頻繁。據香港警方統計數字，2012年香港的遊行集會次

數達 1930次，平均每日有 5.29個遊行集會，較 2011年多四分之一 4，故在國際

媒體上有「示威之都」的稱號。國際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於 2011年時更以「明

年是特別令人興奮的一年，因老繼續萬向全面民主，集會滿戲劇、歌曲、舞蹈等

活動」而把香港評選為 2012年十大最佳旅遊城巿，可見香港的遊行、集會、示

威等活動何其豐富。 

但同時香港對於遊行集會的自由亦不斷收窄，同時對於言論自由的打壓及政

治檢控越見嚴重。最近有一位見習律師因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的義務工作，而

                                                      
4
 根據香港警務處處長於 2013 年 1月 29日出席香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時所公佈的數字。可

參閱香港立法會 CB(2)546/12-13(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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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警方以「低調通輯」為名，追朔其一次所參與被警方定性為「非法」的集會而

被捕 5。但香港巿民對於政治參與的熱誠反而有增無減，因著政府的無理與蠻橫，

從而喚醒更多人去關注身邊的政治。 

如Lonely Planet所言，現時香港的遊行集會較之以往最大的分別在於「快

樂抗爭」及多元主義對於社會運動的影響。舊式的香港社會運動多以上街呼喊示

威，抬一式大型的示威裝置，交請願信等等，示威的組織往往由團體主導，包括

政黨、工會、社運團體等。但現時香港的大型遊行集會，卻把參與的型式回歸與

參與者，他們各自按需要及欲表達的議題，透過歌曲 6、角色扮演、舞蹈、裝置

藝術等等去表達各自的訴求。基於時代的轉移，自 03年七月一日 50萬人的大遊

行後，社會上不同種類的社會運動百花綻放，在各種各樣的社運模式與年青人政

治參與的交織下，在各種領域上都見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參與，小至平民百姓

所身處的社區的對抗大型連鎖店的霸權活動、中至一個地域的「反被規劃運動」、

大至政治、平權運動的爭取，都見都新型社會運動的創意與活力。 

組員論文綜述 

故是次的研究在大方向上將「社運」與「藝術」兩者結合，並以不同的論述

及論述，呈現各個領域中獨特的文化生態以及作為一種本地運動的反思。王潔瑩

的研究以一個十年史的方式作為分析的維度，把香港社運圈中舉足輕重的盛

事——香港社運電影節與普羅大眾的賦權運動放在一起，透過十年以來電影節的

的形式及內容，以及對於社會、空間的衝擊及反饋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並嘗試為

其成效作出一個總結並為影像空間運動提出新的可能。彭梽樃的研究則從聲音的

角度出發，文字是一種非常厲害的「武器」，它可以作為利刃去與政府機器作出

抵抗，而當文字與聲音結合化為音樂，則可令當權者尷尬得無地自容外，進而成

為一種呼醒大眾關注的方式。彭梽樃透過數個本地音樂人、音樂團體的創作及公

眾參與，以音樂社會學的角度進行探索，以呈現音樂與社會之間的張力與活力，

並嘗試為音樂介入社會提出新的理論可能。黃妙賢則從藝術團體及公民社會視角

出化，探討本土藝術與社區結合並作為賦權過程的一種嘗試。本土藝團五花八

門，而她所選擇的「活化廳」其特別之處在於它一直遊走於政府與基層社區之間，

一方面積極參與到社會、政治當中，另一方面卻一直被受打壓，但卻屹立不倒，

在香港社會這光怪陸離的社會當中極具研究參考價值。最後施德安則以社區規劃

及建築的保育作為總結，並以一種較為宏觀及組織性的探索為整個討論小組作出

總結，並且以一個香港社運界少用的概念重新詮釋身份的概念，並將其置放於社

會及香港文化之中，以突顯其交纏的複雜性與多元互動的關係下所賦予香港社會

的全新活力。 

                                                      
5
 可參閱 http://hk.news.yahoo.com/陳玉峰鬧市被捕-警-低調處理-去年 1月通緝-陳玉峰-出

入境自如-211431158.html 

6
 除了社會歌曲以外，很多時他們會自行改編流行歌曲，甚至呼自製樂器邊遊行邊與友人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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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近數年間，關於香港的本土現像的論述可謂眾聲喧嘩，「城邦論」、「自治論」、

「本土論」、「移民論」、「三權合作論」、「蝗蟲論」（亦稱中港矛盾論）等等多不

勝數，但在學術界及社運界當中，各個領域及論述模式似乎難以融合，而是次小

組的究研旨趣，則希望突破此無形藩籬，為香港的社會運動注入新的論述元素，

呈現出多元結合的可能性，並以多元並駕作為公民社會與機器與霸權抗爭的新形

式與方向，同時嘗試突破各種牢固的領域劃分，嘗試把各種跨領域的賦權實踐作

為一種時下香港社會運動的範例與思考。 

 

1. 王潔瑩 ─ 影像介入空間的運動──以「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

為案例 

 
──學歷：2008-2009 文學碩士 - 香港中文大學 

2009-2011 哲學碩士(傳播) – 香港浸會大學 

2011至今 博士候選人(傳播) – 香港浸會大學 

──著作簡目： 

(1) Jieying WANG (2010). “Beyond Information: The Socio-cultural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9(2), 243-2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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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於 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3) Jieying WANG. “The Role of Mass Media in a Social Movement – 

A Case Study of the Anti-Express Rail Link Movement in 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 Rou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as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elbourne: 12-13, April, 2012. 

(4) Jieying WANG. “The Identity of Marginality and Locality: A Study 

of Spatial Practice and the Local Culture of Indie Bands in 

Cant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Portugal: 18-22, July, 2010. 

(5) Alice Lee & Jieying WANG. “The Making of Generation Y by the Press: 

A Study on Youth, Citizenship and New Activ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Portugal: 18-22, July, 2010. 

摘要 

本次研究將會以歷經十年的香港社會運勳電影節（以下簡稱社運電影節）為

案例，介紹其發展歷程，並分析其作為非主流藝術形式，如何介入社區，回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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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改變大眾對影像的想像和理解。過去十年的發展，從一個想「帶動專上學生

關心社會」的理念雛型到建立獨特的運作模式與路向，從音樂介入煩囂的旺角街

頭奪回公共空間，到今天以影像帶觀眾回到運動現場，甚至創造運動現場，社運

電影逐漸節成為香港及台灣地區小有名氣的藝術節目。 

 社運電影節的運作形式及活動形式有異於主流電影節的市場運作及播

放模式。影片的主題和內容的選取，電影節的籌備運作，電影的播放場地及放映

形式，社運電影節貫徹其社會運動的定位。透過展示有別於主流媒體中的題材，

例如世界各地的抗爭運動紀錄片，資本社會的意識欺詐，香港在地的基層社區生

活，等等，社運電影節展示出，影像不止是娛樂用途，而人與影像的關係也不只

局限於到戲院消費。影像觀賞者可以見證在世者的生活經驗與抗爭，從而思考生

活，思考個體之於社會的角色，從而拓闊對於社會行動的想像。電影節的放映場

地極少在舒適的戲院，除了部分設在大專院校，更多的放映是選擇在基層組織的

辦公/活動場所、街道的公共空間等等。除了將影像帶給更多元化的觀眾群，社

運電影節希望帶給觀眾「回到運動現場」的第一身感受與深入的討論（例如在街

道播放在地社區抗爭的紀錄片）。同時也相信，在公共領域中放映，只要街坊與

參與者能互相協調、合作，不需要管理者的介入，便可共同經營一個平民劇場，

共享一個屬於「我們」的空間。正如社會學家 Manuel Castells指出，空間不是

生活的裝載體，空間就是生活，空間就是歷史，因為空間就是人的活動的組成。 

 誠然，空間不是死的，空間就是生活和歷史。在 2012年，社運電影節

遭受了十年以來最嚴厲的驅趕和打壓，無論是當天播放的影片，還是在現場遭受

的暴力對待，都正正彰顯了強權和弱勢的對抗張力。社運電影節在香港匯豐銀行

總部地下的公眾空間（假日菲律賓移工的慣常聚集地點）放映關於資本主義貪婪

性的影片，但在放映過程中遭到匯豐保安的暴力驅趕，造成多名電影節人員受

傷。匯豐則聲稱私人物業不容侵犯，並在事件發生之後向法庭申請禁止令。而香

港大眾媒體則「統一口徑」將事件「誤報」為「佔領中環人士」重返佔領。本次

事件，在一個公眾空間活生生上演了財團強勢和主流媒體作為高高在上權力的一

方，如何將權力操控，壓制小眾的聲音和力量。有電影學者，如 Anne Friedberg

指出，在多媒體世界的到來似乎預示了「影院」(cinema)的終結。但筆者認為，

社運電影節以影像介入社區空間，在在地闡釋著，影院/影像不止於商業，影院

存在於不同空間，也流動在你我的生活中。 

 

 

2. 彭梽樃 ─ 讓音樂化為一種批判與覺醒──香港的音樂與社會運

動的結合探究 

 
──學歷：2009﹣2012  社會學學士 — 香港中文大學 

2012﹣現在  社會學哲學碩士 — 香港中文大學 

──著作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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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天驕，杜博強，施德安，黃妙賢，彭梽樃，劉冉，黎淑蓉。2011。文

化身份建構：廣州青年文化保育現狀調查。論文發表於 2011年南風窗

調研中國香港中文大學調研發佈會上。 

(2) 彭梽樃，黃妙賢，黃欣怡，馮佩珊。2012。沙漠中的綠洲—本土藝術團

體推動公民社會個案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群研究計劃。 

(3) 彭梽樃，黃妙賢，羅乃智，霍揚揚。2012。定居過客—香港少數族裔生

活狀況調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群研究計劃。 

摘要 

在香港的社會脈絡當中，音樂一直是一種奢華或頹廢的玩意——奢華的地方

在於學習音樂，不論中西器樂、流行音樂、歌唱等等，都被視為非草根階層能有

足夠經濟資本學習的閒暇活動；「頹廢」之處在於在香港的資本巿場主導下，強

調音樂只能淪為一種雅緻的興趣，一般家庭不會鼓勵孩主把音樂作為終身的志

向，故在香港有「玩音樂等乞食 7」的坊間俚語存在。 

然而，隨著香港公民社會的轉型，互聯網多媒體傳播的興起與普及，以及八

十後新世代對於生活、政治、美學、社區關係等的重新思索，音樂在香港社會中

被重新賦予了新的意義與角色。是次的研究，主要探討在當今社會脈絡當中，音

樂的本質與意義如何重新被闡釋與詮釋，以及香港新社會運動如何突破一種具階

級性的音樂傳統，轉移成為一種抗拒資本主義社會及政府機器的一種特殊工具與

載體。 

本文先會概括地呈現現時香港公民社會中的音樂活動與過程，包括作品與受

眾之間的互動、傳播方法等，繼而把研究焦點集中於置放在創作者／創作團體對

於音樂創作的理念與社會議題的理解，以作他們對於利用音樂作為批判工具、賦

權工具的一種思索。 

 

關鍵字：音樂社會學、香港音樂、獨立音樂、社運音樂、音樂學習、新社會運動 

 

3. 黃妙賢 ─ 以藝術打破藝術的隔閡──以「活化廳」為個案研究  

──學歷：2010-現在 社會學學士 — 香港中文大學 

──著作簡目： 

(1) 李天驕，杜博強，施德安，黃妙賢，彭梽樃，劉冉，黎淑蓉。2011。文

化身份建構：廣州青年文化保育現狀調查。論文發表於 2011年南風窗

調研中國香港中文大學調研發佈會上。 

(2) 彭梽樃，黃妙賢，黃欣怡，馮佩珊。2012。沙漠中的綠洲—本土藝術團

體推動公民社會個案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群研究計劃。 

                                                      
7
 乞食，意即行乞。這句說話的具體意思是靠音樂是絕不足夠維持生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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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彭梽樃，黃妙賢，羅乃智，霍揚揚。2012。定居過客—香港少數族裔生

活狀況調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群研究計劃。 

摘要 

在香港這個只著重經濟發展的社會。藝術，不是被當作成高價的炫耀性消費

品，就是被視為中產階級的文化表現。對一般大眾，特別是基層來說，深奧莫名，

遙不可及。但其實藝術擁有著不同的社會角色，更隨著不同的新社會運動興起，

以藝術介入社會成為了一種可能性。 

 

本研究旨在探討藝術與社區的連結，以打破高雅藝術與資本主義及文化資本的連

繫，重新探討藝術的元素和意義，帶出及實踐反抗和賦權，並把社區元素結合藝

術，呈現藝術在地化。本文將以紮根於香港舊區油麻地的藝術團體「活化廳」為

個案研究，透過深入訪談、參與式觀察和文本分析等質性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討

活化廳如何於龍蛇混雜的社區中展開一個「實驗平台」，把藝術於主流社會的定

義打破，透過結合居民生活特色及街坊參與，逐步建立具在社區特色的藝術和空

間，更進一步建立一種社區的認同和社區事務之參與，以建立培養公民素質。 

 

4. 施德安 ─ 在歷史與民間參與中，重構本土的文化身分認同──

以灣仔民間保育為例 

 
──學歷：2007﹣2010  社會學學士 — 香港中文大學 

2010﹣2012  社會學哲學碩士 — 香港中文大學 

──著作簡目： 

(1) 李天驕，杜博強，施德安，黃妙賢，彭梽樃，劉冉，黎淑蓉。2011。文

化身份建構：廣州青年文化保育現狀調查。論文發表於 2011年南風窗

調研中國香港中文大學調研發佈會上。 

(2) 施德安，「廣州文化保育運動：身份認同的消解與重構，論文發表於 2012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摘要 

本文旨在回顧近年香港的本土保育運動，並嘗試視之為一個在歷史與民間參

與中，重構本土文化身分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過程來分析。不少學者在

分析城市運動時常會以後物質主義的形成來解釋文化保育在城市運動裡出現的

原因，但香港在政權移交後對自我身份認同的追求也是促成保育運動一種重要的

因素。本文會以為灣仔的民間保育運動作為切入點，並集中討論聖雅各福群會的

藍屋保育運動與歷史、文化身分的聯繫。本文的分析架構是：九七後，民間的不

同力量為了抗衡一種由政府從上而下的發展模式及論述，透過在社區中探索歷

史，並實際參與社區內由下而上的保育，來重構一種屬於本土的文化身分認同。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研討會 

35 
 

B-1 看見助人體制中的權力運作：建制民族誌作為社會權力

分析路徑 

主持人：王增勇 政大社工所副教授 

台灣學界對 Dorothy Smith的認識大多止於她早期批評傳統社會學是排除女

人經驗的「男學」，卻對她後續發展的建制民族誌並不了解。Smith 認為女人的

真實經驗在強調客觀中立的實證科學典範下，被立基於男人經驗的抽象理論所重

組與篩選，進而被消音或扭曲，形成在傳統社會學中無法呈現女人經驗的現象。

當 Smith認定現有學術知識生產方式複製既有性別不平等權力關係，她要如何另

闢途徑，生產以女人為主體、真正為女人服務的知識？在這樣的提問下，Smith

發展出建制民族誌，早期 Smith（1987）稱之為「女性的社會學」（sociology for 

women） ，近年則改稱「人民的社會學」（sociology for people）（Smith, 2005）。

從命名，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建制民族誌是要為權力邊緣者發聲，要提供弱勢者

重新認識自己與世界的研究方法，是要生產有助於改變社會不平等關係的知識。

建制民族誌是少數將學術知識生產與政治倡議相互結合的研究方法。社會工作專

業處於社會結構的矛盾中，一方面，社工員要扮演社會控制的角色；另一方面，

同時卻在專業倫理上被要求以案主的利益為先。因此，有自覺能力的社工員在日

常工作經驗中時常體會到認知的斷裂，掙扎在組織的規定與案主的需求之間。此

一專業掙扎是普遍存在社工員的日常經驗中，也正是建制民族誌關切的研究重

點，使得在學術中普遍被學術忽略的實務經驗，得以透過學術研究加以整合進入

社工知識的創造。其次，建制民族誌雖然是以女性經驗為出發，但也同時適用於

一切被排除在權力之外的人們，因為建制民族誌是為弱勢者發展的研究法。社會

工作與其他學科不同處在於社會工作的專業認知與價值明確地以社會正義與社

會改革為目標，社會工作的服務對象多是社會中的弱勢團體，與建制民族誌關懷

弱勢的出發點一致。這次論壇我們檢視家暴服務與老人照顧機構等助人體制中被

邊緣化的經驗背後的權力建構，藉以向台灣批判學界介紹建制民族誌作為批判典

範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1. 廖珮如／唐文慧 ─ 失落的婚姻：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中消 

失的男性主體經驗 
廖珮如 

──學歷：University of Leeds, U.K. Gender Studies PhD 

University of Leeds, U.K. Gender Studies MA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學士 

──經歷：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 唐文慧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專案教師 

──現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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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簡目： 

(1) 陳予修、廖珮如（2013）「乘著信仰的翅膀—吳慈恩牧師專訪」，於《婦

研縱橫》第 98期南部婦運史專刊，pp. 10-13 

(2) 陳予修、廖珮如（2013）「婚姻暴力防治達人—黃志中醫師專訪：積極

參與婦女保護業務的一名男性醫師」，於《婦研縱橫》第 98期南部婦運

史專刊，pp.14-19 

(3) 吳冠儀、廖珮如（2013）「基層婦女工作者—林美瑢」，於《婦研縱橫》

第 98期南部婦運史專刊，pp.28-33 

(4) LIAO, P. (2012) The mediating role of mediatised religious 

contents: An example of Buddhist institutional use of prime-time 

drama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9(1), pp. 37-51 

(5) LIAO, P. (Jan. 2013) Religion in the media age: a case study of 

Da Ai Dramas from the Tzu Chi Organization. In: Experiencing 

Globalization: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ontexts. London: Anthem 

Press, pp. 153-180. 

唐文慧 

──學歷：哈佛大學社會學系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碩士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 學士 

──現職：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著作簡目： 

(1) Tang, Wen-hui Anna, 2012, Constructing and Practicing Feminist 

Pedagogy in Taiwan by Field Study of the Twenty-Five Ladies 

Tomb.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SSCI, Impact Factor 1.030, ranked 

10/35) 

(2) Cecilia I. C. Lin, Wen-hui Tang and Feng-Yang Kuo, 2012, “Mommy 

Wants to Learn the Computer”: How Middle-Aged and Elderly Women 

in Taiwan Learn ICT through Social Support,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62(1) 73–90.(SSCI, Impact Factor: 0.556, ranked 

117/184) 

(3) Lee, Anru and Wen-hui Anna Tang, 2011, From the “Twenty-five 

Ladies’Tomb” to a “Memorial Park for Women Laborers”– 

Gender,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Taiwan’s Urban 

Renewal,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考古人類學刊》

75:37-70. 

(4) 唐文慧、王宏仁，2011，從「夫枷」到「國枷」：結構交織困境下的受

暴越南婚移婦女，台灣社會學， 21：157-197。(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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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文慧、張婷菀，2011，積極性社會救助方案與福利烙印，社區發展季

刊，135期，頁 379-398。 

摘要 

《家庭暴力防治法》上路已十餘載，加害人處遇計畫、被害人處遇計畫等相關

配套措施更仰賴警政、社政、醫療人員齊心戮力方能成就婦女人身安全的保護業

務。然而，我們卻從田野經驗中發現，女性被害人易於被害人處遇計畫中逃脫、

男性相對人在加害人輔導團體裡易產生抗拒情緒，因此本文試圖以「建制民族誌」

（Insitutional Ethnography）的概念來探討「以文本為媒介」的家庭暴力加害

人處遇計畫中消失的男性主體經驗，以了解加害人處遇計畫與男性主體經驗斷裂

之處。當一夜或一段時間的夫妻衝突成為「家庭暴力案件」時，被害人與相對人

的主體性便進入一個「以文本為基礎的建制化過程」。《家庭暴力防治法》賦予的

公權力遂介入其中，相關行政流程則仰賴文本及表格作為跨部門、跨地域溝通的

管道與手段，夫妻衝突遂轉化為表格上的客觀陳述，引發夫妻衝突的婚姻主體經

驗簡化為表格上的字句陳述、數字量測等，人與人的面對面溝通變得零碎，取而

代之的是各式表格文件以作為部門間溝通的依據，相關處遇計畫便據種種客觀文

本、表格進行鑑定、輔導處置。我們試圖找出文本如何媒介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

計畫中、文本如何形成統治關係，並且試圖繪製家庭暴力防治體制中各行政單位

的權力地圖，這將有助於我們了解田野中男性相對人的經驗為何成為體制中「消

失的聲音」。 

 

2. 范家榮 ─ 愧與味：評鑑制度下老人養護機構的體察 

──現職：東華大學課程系多元文化教育博士 

──經歷：內東區老人之家輔導員、社工員 

──著作簡目： 

(1) 范家榮 (2012) 看見機構為家治理下的美感：老人養護機構社工與老人 

  的相遇，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博士論 

文，未出版。 

(2) 范家榮(2011) 評鑑不能移：老人養護機構評鑑下的經營與身體治理， 

2011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 

(3) 范家榮 (2001) 跨文化助人工作者之經驗分析──以慈濟委員訪視原 

住民照顧戶之經驗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 

(4) 范家榮(2009) 老人養護機構之代間藝術方案分析—從青年與老人之主 

觀經驗出發。「雙十年華、百年議題—困境下的台灣社會工作新能量」 

研討會，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5) 范家榮(2009) 凝視遊走：從旅行回觀工作與研究之敘說。根源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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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研究十週年──2009年文化研究會議，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

會。 

(6) 范家榮(2009)從多元文化觀分析老人機構之代間學習內涵與發展。台北

縣 2009中日高齡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縣政府教育局主辦。 

摘要 

老人機構存在著建制的過程，其中有著評鑑制度、有著醫療體系、有著公務

科層制度等等交錯生成。而如今我進入了這樣的一個建制當中，我受建制所影

響，只是不能認清是怎麼回事罷了。透過對權力關係的分析，我漸漸理清作用在

老人與我身上的無語狀態。可是，建制民族誌提醒我要有一個立場反思分析是什

麼樣的外在權力關係運作與形塑老人生活。建制民族誌者亦觀看個人主述經驗位

處的立足點（stand point），相信個人主觀經驗同時寄生在制度的構造裡、鑲嵌

在統治關係裡，實際參與者無法輕易辨識權力運作，而藉著立足點的被紀錄與探

究，研究者被賦予發展超越在地經驗所能理解的任務，形成「理解制度的能力

（organizational literacy）」（Campbell & Gregor, 2004）。 

建制民族誌要做的就是指出並命名這樣的權力模式，以作為弱勢者的政治行

動基礎，選擇老人作為立足點展開研究，是因考量即是其往往是權力關係中聲音

被埋沒的弱勢者。而將立足點放在老人身上，這樣的位移對我而言並不容易，因

為我期待放在老人身上的立足點，常因我是工作者的角色而將自身的部分又再放

大，而忽略了老人。雖然也覺得自身位在邊緣處境，常會想著就落入自身的邊緣

敘事中，但我凝視無語的那邊，坐在輪椅上的老人背影時，才又再次回到老人的

立足點上，這是我的研究過程提醒自己的另外一種研究方法。 

就具體的分析事件而言，我如何分析統治關係？我思索著「評鑑制度」作為

國家統治機構的重要手段，而其間便展現了統治關係，從評鑑制度中發展制度是

如何再生產權力關係，透過評鑑指標與表單的設計，將機構工作流程與老人生活

框架在統治關係之中，機構運應而生不同的作法來呼應評鑑指標。再者，就建制

民族誌對立足點的強調，提醒自身要站穩在老人的立足點上書寫評鑑制度所造成

的影響與衝突。這兩點是建制民族誌對我研究上重要的啟發。 

 

3. 王增勇／陳淑芬 ─ 我聽不懂你的恐懼：不被看見的家庭暴力 

王增勇 

──學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碩士，1988-1990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工作博士，1994-1998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相關專業服務經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總編輯 

行政院長期照護保險推動小組第一屆委員 

台灣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第七、八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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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第一、二、三屆副董事長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理事 

台灣露德協會理事長 

──著作簡目： 

(1) 王增勇（2014）福利造家?國家對家庭照顧實踐的規訓。於黃應貴（主

編）什麼是家？。台北：巨流。 

(2) 王增勇（2013/3）長期照顧在原鄉實施的檢討。社區發展季刊，141：

284-294。 

(3) Wang, Frank T.Y. & Yu-Hui Lu (2013/6). Chinese Cultural Variation 

on the Clubhouse Model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f-Help and Self-Ca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f-Help & 

Self-Care, 7(2), 167-192. 

(4) Frank T. Y. Wang, Masaya Shimmei, Yoshiko Yamada and Machiko Osawa 

(2013). Struggling for recognition: working carers of older 

people in Japan and Taiwan. In Teppo Kröger and Sue Yeandle (eds.) 

Combining Paid Work and Family Care: Policies and Experiences in 

Nordic, Liberal and East Asian Welfare States. London: Policy 

Press. 

(5) 王增勇、梁莉芳、許甘霖、唐文慧、徐畢卿、陳伯偉、陳志軒（譯）（2012）

為弱勢者畫權力地圖：建制民族誌入門。台北：群學出版社。 Campbell, 

M. & F. Gregor (2004). Mapping social relations: A primer in do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Walnut Creek: Alta Mira Press. 

摘要 

第一線家暴社工員每天工作接到大量家暴通報案件，為了將有限的工作時間

有效分配，社工員發展出一套案件分類體系，以決定投入時間的長短。其中有一

種個案被社工員視為應該早早結案的「走精的個案」、「怪案」，我們邀請一線社

工員從這些個案切入，發現這類被視為不值得服務的個案其實是長期受到加害人

在生活細節上嚴密控制的受害者，但因為沒有明顯的肢體暴力與致命的立即危

險，因此無法被家暴體系「看見」而獲得幫助。我們由這些個案檢視家暴體系的

暴力論述中「致命危險」是如何將這些個案加以排除，並質疑家暴體系以法律流

程為依歸的建構邏輯使得社工員在體制中失去其「陪伴」與「培力」案主的專業

特性，反而加深弱勢案主的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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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台灣愛滋政策的實務觀察與在地批判：從政策結構與工

作實務出發 

【圓桌論壇】 

隨著愛滋感染者案例出現於台灣社會，藉「規範性行為，降低新增愛滋感染

者」則成為愛滋政策主要思維；但這種思維卻為性治理運作提供合理化理由，讓

愛滋防治轉為對性少數（特別是男同志或性工作者）的控制與壓迫。奠基於此種

性治理邏輯的愛滋政策除對性少數帶來影響，亦可能連累相關實務工作者，甚至

進一步讓愛滋感染者處在被政策與結構歧視與夾殺的環境。因此本論壇希望藉結

合西方理論框架與愛滋實務工作者傷痕累累的經驗與觀察，從政策結構與工作實

務兩個面向，針對愛滋政策，對話交流及提出屬於在地的本土批判與建言。 

主持人：鍾道詮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1. 李佳霖 ─ 治理「性／病」：台灣愛滋防治的性治理 

──現職：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經歷：1. 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主辦愛滋愛滋亮晶晶系列講座「什麼？你

BB！？」講者之一 

2. 為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性政治—解放愛滋」網頁撰寫立

場聲明，見 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margin/aids/index2.htm。 

──著作簡目： 

(1) 李佳霖，2012，〈擁護羞恥：愛滋防治的公共性羞恥問題〉，《應用倫理

評論》第五十三期，頁 109-129。 

(2) 李佳霖，2012，〈知/不知羞恥：擁抱公共性羞恥的愛滋運動與酷兒親密

性〉，發表於文化研究學會主辦的「2012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蕪土吾

民」，台北：台灣大學。 

(3) 李佳霖，2011，〈捐血的社會契約化與公民身分〉，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

STS小組主辦的「第二屆科技與社會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新竹：清華

大學。 

(4) 李佳霖，2011，〈還我一個不健康的身體：論健康之癮與愉悅/踰越之

善〉，發表於文化研究學會主辦的「2011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嘿山寨‧

慮消費：生態、科技與文化政治」，台北：真理大學。 

(5) 李佳霖，2010，〈Globalizing AIDS and the MSM Body: The Study of 

AIDS Polici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發表於愛滋感染者權益促

進會主辦的「第一屆愛滋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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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台灣官方愛滋防治」為分析主軸，透過爬梳相關的政策法律（相關

愛滋防治條例、捐血政策）、範圍定義（必須接受愛滋病毒篩檢者之範圍、性行

為風險程度之定義）、防治技藝（接觸者追蹤管理）、衛教宣導（安全性行為 ABC

準則）等面向，切入探討其「性治理」的佈署與運作。本文進行勾勒性治理圖像

的第一步，始於歷史化且問題化愛滋被當作一種「性病」在台灣社會脈絡中的過

渡形成與意涵，以點出愛滋「病」的多重性與特殊性。透過此歷史化的過程，本

文企圖重新提問並思索：一、在愛滋防治的論述與實踐中，為何「治理人們的性」

是重要的工作？二、讓人們的性行為變得「更安全」代表何種防治思維和風險計

算？本文將指出，這些問題不但有助於鬆動「愛滋防治」與「性治理」兩者之間

的內在必然性，同時也暴露出愛滋被理解為具有獨特性的「性傳染病」的社會建

構與文化環境。透過這兩個提問，以及追溯官方愛滋防治工作實際的發展軌跡，

本文將檢視、分析性治理運作──主要分為「查禁慾望」與「行為引導」兩股力

道──的邏輯準則和內在矛盾，最後帶出治理活動中的「性的溢出物」，可以提

供給愛滋防治正典的另類思路及其重要性。 

 

2. 陳馨傑 ─ 被指標綁架的愛滋防治：失能的國家公共衛生 

──現職：基層社工 

──學歷：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 

──經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愛滋病及性病防治計畫】專任助理 

──著作簡目：陳馨傑(2011)。男同志 HIV感染者的帶病生涯與自我照顧。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摘要 

本文探討｢中央防疫考評指標｣如何框架及侷限公部門的愛滋防治工作，以致

於地方衛生單位盲目追求指標分數而無力回應在地的公共衛生問題。標準化的工

具理性防疫模式不僅未考量到人類行為的隱微複雜性，也忽略了疾病傳播的社會

文化脈絡，僵化的防疫系統一味因循既有作法，既耗費資源又使防疫成效不彰。

工具教條式的衛教宣導預設一群缺乏知識、亟待教育的對象，為了增加篩檢量而

鋪天蓋地運用各種誘因亦使得篩檢流於形式，種種將人民弱智化的作為使人民喪

失公衛行動的主體性；在台北市強推｢同志健康服務中心｣為辦活動而辦活動，亦

與市民生活的現況脫節。現行愛滋防治政策一再標示出特定高危險群而加以問題

化，卻未真正發展出貼近在地社群生活文化的防疫策略，顯示官僚系統欠缺文化

識能，國家介入與主導的公共衛生系統侷限了發展多元防疫策略的可能性，也無

益於培養公民自發性解決問題的草根行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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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順淵 ─ 做與不做的雙重困境：未成年愛滋個管師的實務經驗

述說 

 
──現職：社團法人台灣愛滋病護理學會個案管理師 

──學歷：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學士 

──經歷：桃園縣政府衛生局個案管理師 

 

摘要 

個案管理為一種社會工作服務方法，強調運用社區資源來滿足案主需求，例

如生理與心理的情況、及關注案主所處環境。自 2006年開始，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先於愛滋病指定醫院建立個案管理制度，欲加強案主對疾病的認識與接受程

度、正向健康行為、及降低疾病之擴散等。2012年，則轉向公共衛生端（地方

衛生局）建立未成年個案管理制度，藉由個案管理師來維繫案主生活品質與建立

疾病知識系統。 

研究者為一位公衛端的未成年個管師，在實務經驗中發現衛生主管機關一部

分向個管師建立諸多的「數據指標」，像是性接觸者、篩檢比率、配偶告知率、

就醫比率等，並未談及對感染者所帶來之後續影響與挑戰；另一部分則透過醫

療、法律、公衛追蹤等規範，控制和監視愛滋感染者的個人生活、社會生活，導

致感染者的生活權益受到侵犯與損害。於是，當個管師被置放在衛生主管機關與

感染者間的位置時，經常出現許多矛盾與價值兩難。不過，如此的兩難經驗卻又

鮮少被提及。 

因此，本文首先描繪衛生主管機關對未成年愛滋個案管理所建立的工作指

標，與愛滋感染者生活品質需求間的差異；接著處理當前述兩者間遇到衝突時，

個案管理師扮演的角色、及可能採取的因應「策略」；進而回頭檢視與批判未成

年愛滋個管師此政策的不足與限制。 

 

4.張正學 ─ 受歧視，申訴行不行？！：一個愛滋工作者對於愛滋感

染者工作權益受損申訴案件的觀察紀錄 

 
──現職：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社會工作員 

──學歷：玄奘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畢業 

──經歷：台灣預防醫學學會-希望工作坊社會工作員 

 

摘要 

因在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擔任社工一職，許多感染者告訴我，我成為了他

們許多事件發生時，唯一可以被信賴的聆聽者，因感染者隱私極為重要且敏感；

從聆聽到陪同爭取權益，在一步一步協助的過程中，更需要謹慎對待。感染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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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揭露而被迫離開職場，甚至無法再進入職場的案例，著實令我難以忘記。 

感染者工作權益受損來自不同面向環環相扣導致的結果。2008年「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感染者權益保障辦法」公告施行後，感染者在職場上所遭受的對待，得以

透過公部門的調查與偕同專家的集體討論，決議是否屬於「歧視」；過去隱而未

見的歧視，因「申訴制度」出現，得以一一浮現，成為愛滋歧視獲得法律承認的

關鍵里程碑。 

本文將從三個面向切入，檢視感染者工作權益受損申訴規定與政策落實間的

距離：第一，感染者工作權益如何被侵害（例如雇主藉著勞工健康檢查的名義中

讓感染者被迫現身）；第二，受申訴的雇主如何回應與「合理化」拒絕感染者有

工作權益的作為（例如以維護其他員工與顧客的安全為由）；第三，政府部門受

理申訴案件後，調查過程與會議結果處理方法。 

透過陪同感染者參與申訴歷程的種種觀察，檢視與揭開台灣社會對待愛滋感

染者的真實樣貌；希望讓感染者處境，受到關注，也為這群用肉身試驗體制的朋

友，表以最大敬意。 

 

5. 陳奕村 ─台灣青少年感染者在愛滋個案管理計畫下的主體、人

脈關係與經驗 

 
──現職：澳洲國立大學醫學院博士班候選人 

──學歷：澳洲國立大學公共衛生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解剖學暨細胞生物研究所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學士 

──著作簡目： 

(1) Chiung-Mei Chen, Chih-Hsin Lin, Hsueh-Fen Juan, Fen-Ju Hu, 

Ya-Chin Hsiao, Hsin-Yi Chang, Chih-Ying Chao, I-Cheng Chen, 

Li-Ching Lee, Tsu-Wei Wang, Ya-Tang Chen, Yi-Tsun Chen, Guey-Jen 

Lee-Chen, and Yih-Ru Wu. (2011) “ATP13A2 variability in 

Taiwanese Parkinson’s disease” Am J Med Genet Part B. 

(2) Kai-Ren Luo, Chi-Chao Chao, Yi-Tsun Chen, Cho-Min Huang, Naomi 

Chu-Chiao Yang, Hung-Wei Kan, Siang-Heng Wang, Wei-Shiung Yang, 

& Sung-Tsang Hsieh (2011) “Quantitation of Sudomotor 

Innervation in Skin Biopsies of Patients With Diabetic 

Neuropathy” J Neuropathol Exp Neurol. 70 (10): 930-938. 

(3) 陳奕村（2007）以 VIP之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定量評估自主神經病變之汗

腺神經支配（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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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佔去青少年日常生活大半時間的家庭或學校無法成為排除青少年愛滋感

染者因疾病而生之困惑、焦慮、恐慌的場域時，青少年感染者該向誰說？該如何

請求援助？誰要聽他說？誰要如何伸出援手？全國醫療卡、定期回診以及愛滋個

案管理計畫的介入提供了解套，使青少年感染者的生命得以藉由免費藥物及健康

諮詢的定期提供而延續，生活所面臨的困境也能在個案管理師的轉介下得到協

助。然而，只要仰賴生物醫學及公共衛生所提供的資源及協助，青少年愛滋感染

者就能活得好、過得健康嗎？透過生物醫學及公共衛生的詮釋與介入，愛滋不再

是一個死刑宣判，它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當愛滋進入生命並與之和諧共生時，

影響生活的到底是疾病本身，還是生物醫學及公共衛生的愛滋介入論述？身上痛

楚因醫藥而得以消除，但因介入措施所剝奪的社會經驗，例如：愛滋免役使青少

年感染者被迫失去體會變成男人的歷程，卻是生物醫學及公共衛生所無法給予並

彌補。本文將藉由觀察並訪談愛滋個案管理計畫底下的青少年感染者，敘說青少

年感染者在生物醫學及公共衛生介入論述影響下的生活處境，進而分析並討論生

物醫學及公共衛生成為愛滋事業獨佔霸權之荒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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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從左翼（國際主義）觀點思索台灣 

長期以來，藍綠右翼政治勢力分食台灣，統獨國族認同差異分化並馴化了種

種反對力量，儘管資本主義的危機以全球為範圍日益加深，社會不滿卻不容易轉

化為政治出路。在這當下，左翼理論，特別是其中的國際主義傳統，能否給予什

麼樣的啟示？ 

本場次包含三篇論文，分別側重左翼國際主義的理論分析、古典馬克思主義

對民族主義的分析和批判、以及當代台灣冷戰／內戰結構下的知識狀況，如何制

約了台灣開展國際主義的視野。三篇論文都試圖將左翼理論思潮與在地思想發展

相互參照、貫穿。 

本場次的目標不只在於從事理論介紹，而是有意將左翼思想介入到台灣社會

當中，特別針對當代台灣（左翼與社運）主要面臨的統獨矛盾與論述困境，嘗試

思索出路。 

 

1. 林柏儀 ─ 左翼國際主義是什麼？兼論對台灣的可能啟示 

──現職：英國倫敦大學 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摘要 

社會主義理論中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思想，對於當代台灣

能有什麼樣的啟發和意義？ 

鑒於台灣長期以來對社會主義理論討論的不足與缺乏，本文預定將分為兩個

部分。第一部分為對社會主義理論中的國際主義傳統（簡稱為左翼國際主義）進

行介紹，以補相關理論在台灣被理解的不足。第二部分則是嘗試以該理論來思索

對台灣左翼運動、社會運動的啟示，特別側重以左翼國際主義來超越統獨認同分

裂的可能。 

本文對於左翼國際主義的介紹與分析，預計將以馬克思、列寧與托洛斯基的

理論思想為中心，包括四個面向：(1)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2)

社會主義革命推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必要；(3)資本的國際流動與向後進國家

輸入的趨勢；(4)革命後朝向社會主義過渡階段與「國家消亡」理論。本文說明

這四面向如何構成了左翼國際主義的理論支柱，並且解釋了左翼超越民族主義與

一國社會主義的必要。 

進一步地，為了澄清理論內涵，本文將左翼國際主義與可能被相混淆的兩個

概念：(1)道德規範取向的國際團結，和(2)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進行

區分和辨明，藉此說明：左翼國際主義以國際為範圍來思考革命運動的要求，不

只是道德性或規範性的，而更是基於資本主義下的政治經濟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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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柏謙 ─ 民族主義還是國際主義？找尋列寧民族主義/國際主

義觀的當代意義 

──現職：英國倫敦大學 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 

 

摘要 

古典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列寧與羅莎盧森堡等)對於民族主義或民族

問題之態度，常遭到當代研究民族(主義)學者的批評與質疑，認為傳統左翼並未

給予民族主義與民族問題足夠的關注與分析。《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作者

Benedict Anderson甚至認為，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問題構成了支配二十世紀的兩

個重要思潮；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共同挫敗。 

然而，筆者希望透過這篇重訪列寧在二十世紀初期對民族主義；以及一向被

視為古典左翼意欲以之取代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的著作與文字，重回約莫百年前

民族問題/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進程的對話。返回歷史脈絡下重新回答：是否古

典馬克思主義對民族主義抱持著一視同仁的抗拒以及敵視態度？古典馬克思主

義對民族問題與民族主義的論述出發點與核心關懷為何？古典馬克思主義在此

一出發點所展開的具體分析以及體現在真實歷史的實踐又是如何？ 

在對所謂「中國崛起」的事實夾雜著想像的巨大陰影(抑或微醺興奮)下，即

便我們先不進入台灣境內看似統/獨意識形態幾近無法調和的巨大分歧，是否涉

及真正的不同的民族主義或民族問題，抑或僅是冷戰結構下分斷體制所造成的後

果。一種類民族主義或民族問題的幽靈，時刻真實且強韌地影響著台灣社會運動

乃至於泛左翼智識界的行動進程，甚至進一步先行地決定了敵我關係。對此，本

文寫作動機則希望視為筆者個人試圖思索，在古典左翼的思想資源上，找回一種

本質迥異於偏狹民族主義/地方主義/優勢民族沙文主義的國際主義進路的初步

嘗試。 

 

3. 胡清雅 ─ 冷戰／內戰結構下的知識狀況：批判公民社會論 

──現職：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1980年代中期民間哲學引入台灣，以「民間社會」作為單位抵抗國民黨「黨

國」體制，1980年代末期民進黨成立，統合民間社會進入以選舉作為形式的民

主代議政治，戰後三十多年發展模式所累積的各種社會矛盾，以及因應社會矛盾

而噴發的民眾抗爭，於是被收攏到政黨政治框架中。民間社會作為公民社會的雛

形，為所謂「民主化」敘事背書，此過程重合了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化。 

1980年代末期冷戰形式瓦解、社會主義歷史終結論，成為台灣民主化的外

部結構因素。二十多年後的今日，美國重返東亞，中美兩大強權在經濟、政治、

軍事上的對峙，鞏固、延續、更新了東亞區域的冷戰構造，並激化區域戰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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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台灣知識界引起效應：統獨爭議再次浮上檯面，而美國對台政策的不確定性

成為背景，一種台灣民主化模式作為準則的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連結，乘著政黨統

合論，再度登上政治舞台。 

1980年代末期，一群知識分子為了批判民間社會、反對政黨統合、為「不

統不獨、不藍不綠」的社運路線提供論述資源，進而提出「人民民主」論。本文

試圖整理 1980年代至今的民間社會－公民社會論述的發展與變異，討論當時作

為批判資源之一的「人民民主」論的功能與侷限，並試著重新舉出「冷戰／內戰」

雙戰構造的分析架構，對於當前局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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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從失聲的邊陲處逆寫台灣的社會工作教育 

1997 年的社工師立法，許諾了台灣社工人一個邁入「專業」之林的美好未

來。然而，苦盼了十多年，社工人期待的美好的未來仍未到來，但社工師的立法

建制卻是隨著時空的流逝，一步步將將產（實務）、官（政府）、學（學界、社會

工作教育）三方緊緊的相互扣綁，結果就是形成一種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身處其中

互相壓迫，彼此卻又無處可逃的規訓體制。為此，我們嘗試聚集了幾位擁有多重

身份的「異類」，希望能夠發出些有別於以往的另類聲響，藉此尋覓和累積突破

規訓體制的能量：鄭慈瑩與石純宜將以社會系／非本科系轉考社工所的經驗，分

享她們必需要克服眾多困難，最終才能成為一名符合專業體制要求的社工；郭志

南以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求學經驗出發，旨在呈現存在於社會工作教育體制間，

人們視而不見的階級衝突／壓迫；張秀玉與魏希聖則是透過教學者的立場，分享

自身同時曾於技職體系與高教體系任教的教學經驗反思。 

 

1. 鄭慈瑩／石純宜 ─混血社工的美麗與哀愁 

──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本文旨在敘述兩位作者從不同科系轉換跑道就讀社會工作研究所，其「混血」

身份所經歷之衝突與困境。首先，作者希望透過本文讓讀者了解非本科系生在目

前社會工作教育制度下，無論在面試、社工知識涉獵或實習，皆面臨「是否有資

格成為一位真正的社工？」的考驗。再者，於 105年將改制的社工師應考資格使

得社工教育跟隨異動，迫使非本科系生開始思考究竟是為了成為社會工作者而就

讀社工所，抑或是為了應考證照而念社工所。最後，作者期待社會工作教育體制

能看見社工領域之多元性，教育目的應是協助非本科系生發揮自我特色，而非塑

造成同一種樣子。 

 

2. 郭志南 ─ 你知道……從朝陽到政大有多遠嗎？ 

──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畢業生 

摘要 

本文旨在忠實記錄一位勞動家庭出身的獨生子由五專電子科投入社會工作

後，對於自己從朝陽科技大學畢業到政治大學就讀研究所所見所聞之返身探究，

以及研究所畢業後返回朝陽科技大學發表碩士論文成果時，卻又意外覺察到社工

大老們不斷企圖迴避、掩飾高教與技職體系對立衝突之回覆態度。是故，我藉此

大膽推論掌握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建制權力的知識份子，極有可能仍深陷主體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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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歷史主體內外交互多重宰制之殖民危機，亦根本無力引領眾人實踐台灣社會工

作的本土化。 

3. 張秀玉 ─ 乘願再來～大學教師對教學的實踐與反思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青少年福利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從作者對於教師與教學的想像出發，藉由自身在不同形態大學教學實踐 

過程的整理，對應社會工作對人的基本態度與價值，反思大學教師在教學上的角

色。本文主要目的不在呈現身為一位大學教師的標準或完美形象，因為教學本身

就是藝術的展現，每位教師因著生命、學習與教學等不同歷程，而形塑成自身的

教學形象與策略。在這過程中，作者反思後覺察，大學教師對於教學實踐的方式

與成果，不是因為有著多麼高深的教學技巧，而是回歸到對待人最基本概態度之

實踐信念。 

 

4. 魏希聖 ─ 大學教師在社會工作教育中存在/不存在的意義 

──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摘要 

    國內外大學在當代面臨諸多挑戰。以台灣現況而言，少子化、院校數量激增

和政府預算緊縮等因素加劇了許多大學的財務和招生壓力。各校因應這些困境的

策略，由於彼此特性差異而呈現不盡相同的樣貌。作為校內教學研究單位，社會

工作相關系所亦受到高等教育趨勢的衝擊。同時，大學社工系所是目前台灣社會

工作專業教育與認證的重要一環，和實務業界有緊密的相依關係。最後，學生、

基層社工員和案主等群體的意見日益重要。本文從一位大學社工系教師的經驗與

觀察出發，思考在這些外部和內部動力的作用下，教師如何自我定位及回應各方

期待，進而提出對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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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從病人到人的主體化歷程：台灣會所運動十年的回顧 

會所運動（clubhouse movement）源自於六零年代美國精神醫療體系的去機

構化政策下，大批精障者離開機構後回到社區後由精障者與專業助人者在紐約所

共同發展的運動。此一服務模式自 1980年代開始擴散到全球，目前已有超過 300

家會所。會所的核心信念在於將精障者的「病患」客體位置轉化為作為「人」的

主體性，病人改稱為「會員」，醫病關係也轉變為伙伴關係，關注焦點從「疾病」

轉為「優點」，服務也從單一的醫療轉為多元的支持。台灣會所模式自 2004年成

立以來，為高度醫療化的精神照顧體系帶來新的可能，開啟了一場西方服務模式

與台灣在地文化之間的辯證與對話。我們將邀請其中主要的會所推動者與研究者

分享與反思他們的實踐經驗。在美國接受會所領袖人才培訓計畫十個月的郭姵妤

將對比美國紐約活泉之家與台灣會所的經驗，對台灣會所未來的發展條件進行分

析。推動台灣第一家會所的真福之家主任梁瓊宜將與工作者針對會所內的「專業

工作人員」角色進行反思，探討工作者與精障者之間主客體辯證過程中所經歷的

矛盾與衝突。台灣第一所被認證的會所，慈芳關懷中心，前主任戴雅君與林修雯

從政府委辦方案的結構下摸索會所工作方法，到返回自身作為一個精神社區工作

實踐者，思考以生活在社區的精神障礙者為主體，如何再繼續發展兼顧生存與主

體性的可能。 

主持人：王增勇 政大社工所副教授 

──學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碩士，1988-1990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工作博士，1994-1998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相關專業服務經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總編輯 

行政院長期照護保險推動小組第一屆委員 

台灣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第七、八屆理事長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第一、二、三屆副董事長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理事 

台灣露德協會理事長 

──著作簡目： 

(1) 王增勇（2014）福利造家?國家對家庭照顧實踐的規訓。於黃應貴（主

編）什麼是家？。台北：巨流。 

(2) 王增勇（2013/3）長期照顧在原鄉實施的檢討。社區發展季刊，141：

284-294。 

(3) Wang, Frank T.Y. & Yu-Hui Lu (2013/6). Chinese Cultural Variation 

on the Clubhouse Model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f-Help and Self-Ca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f-Help & 

Self-Care, 7(2), 167-192. 

(4) Frank T. Y. Wang, Masaya Shimmei, Yoshiko Yamada and Machiko Os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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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Struggling for recognition: working carers of older 

people in Japan and Taiwan. In Teppo Kröger and Sue Yeandle (eds.) 

Combining Paid Work and Family Care: Policies and Experiences in 

Nordic, Liberal and East Asian Welfare States. London: Policy 

Press. 

(5) 王增勇、梁莉芳、許甘霖、唐文慧、徐畢卿、陳伯偉、陳志軒（譯）（2012）

為弱勢者畫權力地圖：建制民族誌入門。台北：群學出版社。 Campbell, 

M. & F. Gregor (2004). Mapping social relations: A primer in do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Walnut Creek: Alta Mira Press. 

 

1. 郭姵妤 ─ 在文化交界處：美國紐約活泉之家與台灣會所發展的

平行參看 

 
──現職：台北慈芳關懷中心前工作者 

美國紐約會所領袖人才培訓計畫成員 

──學歷：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士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碩士 

──經歷：新北市慈芳關懷中心 

清新坊長青關懷中心 

勤發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現職：活泉之家領導人才培訓計畫 

──著作簡目： 

(1) 郭姵妤 (2011) 實踐者主體生成與轉化： 同志、會所社工與家庭關係

的交織連動。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台北。 

(2) Kuo Pei-yu, Lin Hsiu-wen (2006) The Challenges of Starting a 

Clubhouse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in Asian Clubhouse 

Conference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Clubhouse in Asia, Seoul.   

(3) Lee hsu-hui, Lin Hsiu-wen, Dai Ya-jiun, Kuo Pei-yu, Hu Jiu-ming 

(2006) The Creativity and Energy of Social Workers: Starting with 

“Cih-fang Family Day”. Paper presented in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in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Hong Kong.  

(4) 郭姵妤 (2010) 阿珠上班去 – 個案管理思維中消失的「人」。發表於

質性研究工作坊─「IE建制民族誌」的理論與應用實例。國立中山大

學社會學系。高雄。 

摘要 

從 2004年第一間會所開始運作至今，會所模式在台灣的發展已經近十年，

然而會所模式帶給台灣心理衛生社區復健的影響，卻遠超過十年。本論文將企圖

分析探討發源於 65年前美國紐約會所模式，在社會工作專業、精神醫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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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與社區復健的歷史發展脈絡中，到底對台灣社會的作用動力及意涵是什麼，

而非僅著眼在「社會服務」的思考框架下。此重返回台灣在地社會脈絡的批判性

檢視，需要實務工作者在行動中的辨識與反思，而非將會所視為由西方世界引進

的方案，直接去脈絡地移植進台灣社會發展過程的斷面。 

同時，作者將以「文化中介人」(Culture Broker)的角度，切面描繪分析中

介於其中以身心承載文化交換的具體經驗與失語狀態。反思於會所模式發源地紐

約活泉之家參與九個月的訓練，以及在台灣會所工作的經驗，在相關專業論述東

方與西方的文化交界處，開展出可以平行參看對照的空間。在強調主體性及全人

發展的會所模式中，在健康保險、精神照顧資源分配與新管理主義的擠壓夾殺之

下，會所的生存處境更是艱困，本論文希望藉此思考台灣會所未來下一個十年的

樣態會是什麼，需要耕耘的條件又該如何累積。 

 

2. 呂又慧／梁瓊宜 ─ 蛻變——會所工作者之主體生成歷程 

呂又慧 

──學歷：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東吳大學社工研究所 1995年畢 

台大社會系社會工作組 1990年畢 

──經歷：2001--今，台灣長老教會台灣神學院教會與社會系專任講師 

1994—1999，台北市北投婦女中心、文山婦女中心外聘督導 

勵馨基金會「蒲公英中心」副主任 

勵馨基金會「少女希望網絡」部門主任 

勵馨基金會中途之家社工員 

──證照：1997/12—1998/1，通過第一屆社工師考試認證 

社工師證書字號：內中社字第 0910070905號 

──著作簡目： 

(1) Wang, Frank T.Y. & Yu-Hui Lu (2013/6). Chinese Cultural Variation 

on the Clubhouse Model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f-Help and Self-Ca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f-Help & 

Self-Care, 7(2), 167-192. 

(2) 呂又慧、戴雅君(2011)，「社區精神復健的另類服務：以北縣慈芳關懷

中心的「會所模式」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36 ，224--240。 

(3) 呂又慧、王增勇(2010）記錄一段被遺忘的歷史：以宗教體系畢業生之

考試權及就業困境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29，281-294。 

(4) 王增勇、呂又慧(2009) 往水深處划去：從陳怡吟的書寫看社工的靈性

修養。生命教育研究，1卷 1期，55-82。（2009/06） 

(5) 呂又慧(2005)，「未成年女性性工作者關懷事工－以勵馨基金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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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牧養與事奉：2002華人婦女神學會議報告集。香港：香港婦女基

督徒協會,46--57。 

梁瓊宜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學士 

──經歷：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職訓就輔中心(現更名維恩望人力

資源中心)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台北市私立活泉之家 

──現職：伊甸活泉之家主任 

摘要 

台灣社會對於精神障礙者的服務提供，在醫療化觀點的脈絡下，往往依循「醫

病關係」的思維，進行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角色設定：「專業者」協助「非專業

者」。這樣看重以「專業角色」處理病理症狀與問題解決的觀點，承襲了傳統醫

療論述的助人學科思維，它同時指涉了服務知識認同的生產與權力關係。 

一直以來「專業」承載著社會大眾的期待，「專業」相對地也被社會大眾賦

予了解釋與解決問題的權力。專業關係中，工作者與服務對象間微妙的權力關

係，影響了兩造主體的生成。「專業」精算著評估與分析問題，在「以最小成本

『產出』最大效益」的魅影纏繞下，為組織追求服務績效與效率，往往成為專業

工作者不得不然的目標。 

然而在服務精障者的會所，工作者卻需要將「肩並肩」工作、參與/發言/

空間使用平等、尊重會員自願性等概念，落實於會所的日常生活操作。「專業工

作者」與「精障者」在這樣的空間結構中，身份、角色與關係已經重新被定義。

面對「專業」知識長期被工具化地使用，機構體制、文化價值、社會與政策環境

及排山倒海而來的西方助人理念與技術，不停歇地夾擊著會所工作者的主體生

成。 

主體必須在關係中生成，唯有彼此間能互為主體時，個別的主體性才得以展

現。在伊甸活泉之家工作的我們，在日常生活的矛盾與衝突關係中辨認自己和會

員，深刻體會到：必須先反身回觀，解構原來帶在各自身上的價值與想法－面對

當「專業」遇見〝人〞時，出現在自己身上的不安與衝突，爾後回到人的關係裡

重新思辯與看清，才能找到一條能讓〝人〞安然通行的路徑。我們嘗試在關係中，

尋找自己的主體，進而生發力量推近彼此。 

這篇文章將嘗試整理過去九年，身為工作者的我們，面對自己「專業」工作

者位置的糾葛與愛恨情仇，及一路由遮蔽到敞明的生命變形記事。這樣的經驗是

為了參照分享，不是建立標準。期望梳理我們集體「蛻變」的歷程，對於台灣會

所知識在地建構的地景面貌，描繪一頁清晰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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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戴雅君／林修雯 ─ 重返自身——從會所方法理解到社區精神實

踐 

戴雅君 

──學歷：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 

──現職：蜂巢社區復健中心主任 

新北市社會局委託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辦理新北市慈芳關懷中

心督導 

──經歷：台北縣社會局委託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辦理台北縣慈芳庇護工場

就服員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社工員 

新北市社會局委託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辦理新北市慈芳關懷中

心主任 

新北市衛生局委託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辦理精神病社區關懷照

顧計畫督導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第二、三、四屆理事 

──著作簡目： 

(1) 戴雅君 (1994) 打破那一面無形的牆。發表於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

會─「敘說、行動之後心理衛生社會工作之破牆發表會」。台大景福館

會議廳。台北。 

(2) 呂又慧、戴雅君、王增勇 (2011) 精障者的社區異想人生-以北縣慈芳

關懷中心的「會所模式」為例。發表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促

進社會凝聚~社會工作專業的新視野研討會」。台鐵大樓演藝廳。台北。 

(3) 呂又慧、戴雅君 (2011) 社區精神復健的另類服務：以新北市慈芳關懷

中心的「會所模式」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36，308-330。與談人： 戴

雅君（蜂巢社區復健中心主任）、林修雯（蜂巢公益合作社社長） 

林修雯 

──學歷：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雙修心理學系學士 

──現職：蜂巢公益合作社社長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清新坊長青關懷中心督導 

──經歷：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清新坊長青關懷中心主任 

國軍北投醫院社工師 

新北市慈芳關懷中心社工員 

──著作簡目： 

(1) 林修雯(2009)在會所遇見精神障礙者─一個社工的轉向。陽明大學衛生

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 

(2) Kuo Pei-yu, Lin Hsiu-wen (2006) The Challenges of Starting a 

Clubhouse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in Asian Club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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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Clubhouse in Asia, Seoul. 

(3) Lee hsu-hui, Lin Hsiu-wen, Dai Ya-jiun, Kuo Pei-yu, Hu Jiu-ming 

(2006) The Creativity and Energy of Social Workers: Starting with 

“Cih-fang Family Day”. Paper presented in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in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Hong Kong. 

(4) 林修雯 (2010) 在會所遇見精神障礙者─一個社工的轉向。發表於台灣

行動研究學會─「敘說與行動探究論文發表會」。國立中央大學。桃園。 

(5) 林修雯、郭姵妤、黃慧文、陳藝丰、彭彙育(2011)清新坊的轉向與改變

─回看社區性的實踐與融合。發表於台灣行動研究學會─「敘說與行動

探究研討會暨家庭經驗工作坊」。國立東華大學。花蓮。 

摘要 

2005年新北市慈芳關懷中心在新北市政府的方案補助下成立以會所模式為

經營概念的社會福利中心，企圖在社政的資源下發展適合社區精神障礙者的服務

模式。作為精神醫療領域社會工作者的我們在其中透過會所模式的精神，找到有

別於醫療的語言、眼光與對待。初期，工作者摸索於理解會所準則，積極於發展

工作方法，努力於如何讓中心的運作更能名符其實。然而透過這樣的摸索與反

思，回到工作者深刻感受的經驗是如何能更貼近精神障礙者，看懂那些來自生命

脈絡特殊性的刻痕，理解精神障礙者之所以以此樣貌呈現的複雜與糾結。 

因此，會所模式不再只是工作方法的理解，更是一種精神的實踐。因著這些

深刻的經驗，來自慈芳關懷中心的工作者，如今企圖跳脫方案補助的框架，在社

區經營與編織精神障礙者的社群關係，從常民生活的協作中發展彼此的可能，思

考如何兼顧發展主體與生存的條件下，更緊密的共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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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被發明」的臺灣知識傳統 

根據霍布斯邦等人的說法，所謂的「傳統」皆是歷史某個階段的「被發明」。

而概念、知識的傳播實為從另一場域建制、複製、再現於另一場域的「在地」過

程，此過程不論是外在的強加施予，還是本土的引介挪用，都涉及層層交織的權

力互動與碰撞，「傳統」可以是在地的尊嚴與表徵，也可能是反動的力量與說辭，

承此，各場域中知識的在地或在地的知識如何在歷史進程、脈絡中形構，實乃探

討知識傳統的一大課題。形塑臺灣在地的文化認同之前，必然先釐清每一階段知

識建構的進路與光譜，方能一脫既往大敘事的話語暴力，刻劃更為貼近現場的歷

史記憶與日常生活圖景。 

有鑑於此，本 panel四篇論文即主要藉由臺灣戰前雜誌、戰後國民政府報刊

與作家小說文本等各式材料，脈絡式地討論戰前迄今各項知識生產與論述形構的

過程。首先，透過 1920 年代創立的《臺灣青年》雜誌，呈現臺灣近代知識份子

知識論建構過程中，其思想資源的引用、翻譯、挪用策略，討論如何選擇、詮釋

及傳播外來思潮等問題；其次，考察 1950 年代以來國民政府對原住民的政策與

論述宣傳之相關媒體報導與文本，拼湊戰後國民黨「山胞論述」與政治權力技術

相互輝映下所發展出的宰制關係；再者，以近代中國國族敘事的關鍵詞－－「中

華民族」的詞彙演變為核心，考察其於戒嚴時期如何被書寫、晚清「傳統」的國

族敘事與戰後政治情勢的互動關係，及官方、民間菁英在此詞彙、此套國族敘事

產製過程中的角色；最後，挖掘 1980 年代的臺灣同志文本《孽子》中，華人傳

統儒教（Confucian）倫理所影響的痕跡。將會發現，即便是書寫邊緣群體的文

本，仍顯現了向主流文化意識與體制靠攏的現象，於小說所再現的其實是臺灣社

會文化之於傳統秩序的深層眷戀。希冀從本 panel論文所含攝的論述生產空間之

討論路徑，進入重層複雜的臺灣歷史現場，釐清各歷史階段的話語操作與論述生

產之內涵，重拾別於官方大敘事的思考方式與文化價值觀。 

 

1. 羅詩雲 ─ 臺灣近代知識建構的起點：1920年前後《臺灣青年》

的翻譯篇章與思想轉譯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現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助理 

──著作簡目: 

(1) 羅詩雲，2011年 9月，〈日治時期普羅文學的跨界互文：論葉山嘉樹〈淫

賣婦〉與琅石生〈闇〉及其文本中譯〉，《廣譯》第 5 期，頁 165-198。  

(2) 羅詩雲，2011年10月，〈晉身帝國的焦慮--從森鷗外的《航西日記》及

《徂征日記》之征旅文字出發〉，《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3期，頁69-93。

（THCI Core）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研討會 

57 
 

(3) 羅詩雲，2012年3月23-25日，〈東/西洋文明論述的交鋒──論一九二四

年辜鴻銘的臺灣訪問及其文壇議論〉，「第五屆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

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日

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澳洲墨爾本蒙納士大學語言、文

化、語言學分學院中文系主辦。 

摘要 

1920 年前後的亞洲處於歷經極大轉折後重新出發的階段。1919 年韓國爆發

三一獨立運動，中國興起了五四運動浪潮，日本則從西伯利亞撤兵，國內成立日

本勞動黨。臺灣進入了以同化政策為統治方針的文官總督統治時期。此間，國際

上也發生民族問題，即美國排斥日裔移民一事。臺灣留日學生受到上述事件與思

潮的影響，尤其自由民主與民族自決思想，便於二○年代興起以民族意識為本位

的近代政治運動，1920 年 7 月更在東京創刊第一份屬於臺灣人的言論媒體──

《臺灣青年》。《臺灣青年》不只是思想啟蒙的載體，更牽涉至殖民地臺灣知識份

子對於近代知識的建構，包括其本身與西方、日本的接觸經驗，與來自中國的影

響和作為日本殖民地的關係，所呈現的重層之知識建構進路。 

概念、知識的傳播實為從另一場域建制、複製、再現於另一場域的「在地」

過程。因此，臺日雙方於《臺灣青年》版面的對話或對譯，都可視為一種論述的

「間隙」（in-between）協商空間。承上，本文將分析此刊三類翻譯性質的篇章：

一、作者、譯者同一人的自我翻譯；二、《臺灣青年》原刊篇章的翻譯；三譯自

日本書刊或演說文之篇章。並據此考察出臺日之間思想資源上的引用、翻譯、挪

用策略，及篇章譯介的語藝（rhetorical criticism）歷程，即譯者如何經由語

言符號聯結特定議題，轉換至動員公眾的共識經過。透過《臺灣青年》，本文欲

解決的是一九二○年代譯者的能動性，如何展現於選擇、詮釋及傳播外來思潮之

上的問題。 

關鍵字：《臺灣青年》啟蒙 留學生 翻譯 語藝批評 

 

2. 顧恒湛 ─ 主體缺席的書寫——戰後初期「山胞論述」之歷史初

探（1945~1955） 

 
──學歷：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社會人類學碩士 

──經歷：自由時報、中央通訊社記者、編譯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著作簡目： 

(1) 顧恒湛，2012，〈山地行政、黨務組織與保防肅奸─戰後初期國民黨政

權隊原住民社會的滲透（1945-1955）〉，發表於台灣歷史學會主辦，

「2012全國研究生歷史論文發表會」， 2012年6月2日。 

(2) 顧恒湛，2012，〈綏靖、監視與滲透─戰後初期台灣山地治安體制的初

步歷史考察（1945-1952）〉，發表於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中央研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E5%8B%9E%E5%8B%95%E9%BB%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E5%8B%9E%E5%8B%95%E9%BB%A8&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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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日本一橋大學大學

院言語社會研究科主辦，「2013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

年3月21日。 

摘要 

台灣學術界研究戰後原住民議題的論著，焦點與取徑通常將原住民放在一個

政治、經濟與文化上處於弱勢結構的角度，強調國民黨政權透過政治、經濟與武

力的優勢對台灣原住民社會進行剝削與宰制。然而，卻忽略了統治者各種的文化

闡釋、表述、再現等修辭策略之「文化作用」所帶來的支配與宰制。 

本文首先回溯 1945年終戰前後國民政府的接收計畫，在對台灣原住民認識

不多及相對陌生的情況下，僅能以既有在中國大陸發展出的民族論論述（五族共

和、宗族說），將台灣原住民視為少數民族，定位為中華民族之下宗族的一支。

1947年更進一步否定原住民菁英「台灣族」的族名倡議，為了符合其民族論論

述，象徵暴力式的命名為「山地同胞」。 

1949年底國民黨政權撤守台灣，台灣形成冷戰結構下的前線國家，原住民社

會也被捲入反共、愛國、現代化的意識形態鬥爭之中，1950年起國民黨政權針

對原住民展開一連串的政策與論述宣傳，從相關媒體報導與文本中可歸納出幾項

特色，包括強化同源同宗的民族論述、展現差異與施政成果的論述、順民與效忠

的戲碼等，而這些塑造山地從「落後到進步」、「野蠻到開化」的修辭與宣傳，

不僅將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灌注到「山胞」身上，也讓國民黨政權扭轉了國共鬥爭

的失敗者形象，進一步強化其現代中國的正朔形象。透過本文初步的歷史考察，

約略可以拼湊出戰後國民黨「山胞論述」與政治權力技術相互輝映下所發展出的

宰制關係。 

關鍵字：修辭策略、中華民族、台灣族、山地同胞、反共愛國、山胞論述 

 

3. 蘇維新 ─ 國族敘事「傳統」的延續與強化、斷裂與再發明：戒

嚴時期官方、民間對「中華民族」的書寫與詮釋為中心——

（1949-1987）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教育學輔修 學士，2007/9-2011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碩士，2011-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雷震研究中心兼任助理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寫作中心輔導員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兼任助理 

中研院近史所兼任助理 

──著作簡目： 

(1) <1980年代黨外雜誌中的蔣家人形象>，台北：雷震研究中心，2012/11 

(2) <從中央日報的醫藥廣告看 1950年代台北市的城市生活與醫藥文化>，

台北：全國歷史學研究生研討會，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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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二八事件地區差異性人事成因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全國跨領域

大學生 工作坊，2010.5 

摘要 

根據 Eric Hobsbawm等人的說法，所謂的「傳統」都是歷史進程某個階段的

「被發明」。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後，由晚清梁啓超、孫文等人創造、使用的

「中華民族」此詞彙，正式成為官方國族敘事的核心。1945 年台灣被中國納入

管轄後，亦開始被灌輸以此套具有短暫「傳統」的國族敘事。過往對「中華民族」

之研究，多半集中於晚清至 1949年期間此詞彙的形成與應用，對 1949年後此詞

彙的發展討論較少。承此，本文欲考察的部分，是「中華民族」此中國國族敘事

的核心詞彙，在戒嚴時期國家威權體制的思想控制下，如何被學術界、文化界的

知識精英所討論？他們選擇哪方面的議題？運用哪些學術途徑（Approach）、學

科方法論（Methodology）去討論？與形成於晚清，而 1911-1949被制度化的「傳

統」有何差異？結論有兩項：第一，本文研究結果發現，戒嚴時期臺灣的國族敘

事，具有延續、強化與再發明「傳統」的三種特性。這也證明民族主義學術觀點，

在論證邏輯上，乃依照現實政治需求，或以新理論來改變敘事手法，或以新編入

的過去來改變整個敘事結構。但舊有敘事手法和結構的延續，也證明民族敘事一

但使得某些早期形成的「敘事傳統」制度化，這些已被固化的傳統，變動性幾乎

微乎其微。第二，不能完全否定「民族主義學術觀點」的價值，應納入時代背景

做考量，並試圖思考其於學術史脈絡發展下的意義。吾人也應對歷史、乃至社會

科學理論發展提出更多元的立場，而非假自由民主之名，否認其餘意識型態下其

它學術觀點之價值。 

關鍵詞：國族敘事、中華民族、「傳統」 

 

4. 劉韋佐 ─ 傳統秩序的眷戀──《孽子》的含蓄與倫理痕跡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著作簡目： 

(1) 2009.08 〈同志詩的閱讀與陰性書寫策略──以陳克華、鯨向海、孫梓

評為例〉，《臺灣詩學學刊》第 13期，頁 209-238 

(3) 2010.12 “Emergence of FATHER Figure: Representation and 

Resistance of Ethics Puissance in Tsai Ming-Liang's The River and 

Cheng Hsueh's The Devil's Daughter” Taiwan Studies Postgraduate 

Symposium 2010: The State of the Field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摘要 

本文旨在挖掘臺灣同志文本中，受到華人傳統儒教倫理所影響、建構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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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因本文主張，即便連具有挑戰主流體制之力道的同志文本，仍可能因作者已

被傳統儒教的意識形態、以及主流異性戀之思維所影響。在其所創作的（被主流

歧視的）同性戀小說當中，所傳達的意識形態卻是服膺於主流異性戀的思想框架。 

《孽子》這本在九○年代有著可觀銷售量及讀者市場的同志小說，其被接受

的程度與文本傳遞的書寫氛圍有著相應的關係。能夠被多數人廣為接納與閱讀，

本文認為，是因為小說的敘事著重在「倫理情感」以及「家空間之追尋」兩個層

面上，而這樣的敘事層面正好符合台灣此一儒教社會所重視的道德情感。《孽子》

雖為同志小說，但並不著重在同性情慾與認同上的描繪，小說更不斷強調孽子們

對「家」之本質、且純粹的一種渴望，其敘事的視角及觀點並未與異性戀父系準

則有所違背或質疑。 

是以《孽子》意不在顛覆原有的主流價值觀，卻是在維護、並流露對既有秩

序的眷戀。後續評論者的交鋒更試圖拿掉某些具酷兒性格、運動基進的論述標籤

以契合《孽子》作者的意識形態。透過這樣的觀察，《孽子》的含蓄，以及對既

有（且為異性戀服務的）秩序系統之臣服，我們將可發現，華人傳統儒教的意識

形態對文本、對作者、對整個社會文化之建構是多麼的深刻並處處可見。 

關鍵字：孽子、儒教倫理、傳統、同志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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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反學術霸淩—事件與行動 

主持人：許雅斐、陳竹上 

歷史上來自西方的學術規範，如今在台灣的學術界與高教界，生長成如何的

在地形貌？是該重返民間，傾聽底層學者聲音，面對社會真實需求的時候了。我

們雖不足以比擬洪仲丘，但階級與黑箱，卻是學術界與軍隊的共通點，這種文化

特質，若搭配外部政經環境與歷史脈絡的親和，將演化為發生霸凌的溫床。 

 

為了在形式與程序上降低人際因素的左右，學術界發展所謂雙盲(雙向匿名)

審查規範，以免如洪仲丘事件般基於私人恩怨而關禁閉的情形毫無節制地發生。

然而以科學發展為名、每年耗費人民數百億的國科會，卻自其初審階段起即將申

請人曝光讓審查人知悉，在臺灣各領域狹小的學術社群下，人情考量被赤裸裸地

放任；反之，不論審查意見如何不堪甚至違法侵權，申請人永遠無法知悉審查人

為誰。如此行之有年的單盲制度，搭配高度競爭與高額利益，申請人一方面要指

望審查人的學養與風範，一方面也要有遭受霸凌的心理準備。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三條對於霸凌之定義為：「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

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

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拒，

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本論壇的

與談人將證實這些事情不斷地發生在自己及周遭同仁身上。例如許雅斐教授的經

驗： 

 

2013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審查結果在七月發佈，上網看過審查意見後我

驚呆了。初審委員 2的意見不到 500字，其中超過百分之六十卻與我的（兩件）

研究計畫內容一模一樣！是我審查了我自己所寫的研究計畫，然後審查結果

「未通過」嗎？這太玄了吧！初審委員 2的作為著實帶給我多重傷害：1.他侵

害了我的著作權，2. 他藉著我的研究創新否定我的研究能力，3. 國科會及審

查者要我親自展讀並接受此結果（研究計畫被抄襲且未通過）？這不是學術審

查，而是人權侵害！ 

 

更值得恐懼的是：在申請教師陳竹上因不服審查理由及結果而提出行政訴訟

的司法案件中，國科會聘請理律律師，共同極力主張大學教師非研究計畫之補助

對象，無資格提出行政救濟，必須由學校提出。此等主張竟獲得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之採納而以當事人不適格為理由駁回原告之訴。本案一旦確定，將宣告大學教

師在國科會計畫申請上不論如何遭到霸凌，都必須忍耐而無權行政救濟，國科會

將成為排除學術審查異議的至高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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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無法理解的是：這套單盲審查制度竟如國王的新衣般被高舉，許多大學

教師特別是年輕一輩的學者，因拿不到國科會計畫而持續遭到五花八門的二度霸

凌，包括在缺乏研究資源及功績而未順利升等的情形下，遭到學校以教師法第十

四條第十三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而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此等對教師的不利處分依法雖須經由教育部核定，但教

育部向來也樂於配合；曹瑞泰老師為此對教育部提起行政訴訟，法院第一審判決

教育部敗訴。 

 

人民與政府訴訟的過程雖充滿磨難，但我們並不希望以勝敗的心境看待這一

切，重要的是臺灣的學術與高等教育界將何去何從？更值得被信賴的規範是否有

機會誕生？我們如果不行動，它會向上提生還是向下沉淪？在歷史的脈絡中，下

一代將如何評價我們面對學術霸凌的態度與方式？ 

 

1. 許雅斐 ─ 研究計畫送審後的多重傷害 
──現職：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2. 陳竹上─國科會研究案補助—是權利還是恩惠？ 

──現職：高雄師範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3. 曹瑞泰─教育部為私校六年條款背書後遭法院撤銷事件 

──現職：前開南大學公管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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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本土實踐 

這一組的文章摘要，由一群在大陸致力於探討本土實踐知識的人所撰寫。

2007—2009年，由楊靜老師組織，建立了一個農村社會工作學習網路，梁軍、董

玲、鄭冰、謝福正（除李慧英老師外）都參與其中，目的是分享、總結和提煉本

土的農村工作經驗和知識。迄今，這些人仍舊紮根於基層，致力於解決在地的實

際問題，探索本土的實踐知識。我們組織成一個團隊申請參與此次會議，是被此

次會議的主題所吸引，在分享自己的實踐經驗之餘，期望能夠學習臺灣的經驗，

在大陸也努力開闢出一條立足於本土的實踐經驗的知識解殖的實踐和學術路徑。 

 

1. 李慧英 ─行动研究式性别平等政策倡导—探索治理出生性别比失

衡治本之策 

 
──經歷：中央黨校社會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婦女發展綱要）評估組專家 

中國婦女研究會副秘書長 

全國關愛女孩行動領導小組辦公室專家組副組長 

──著作簡目：《公共政策與社會性別》等 

摘要 

2008年以來，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採用行動研究的方法，進行性別平等的

政策宣導，對於公共政策產生了積極的推動。4年前，婦女研究中心在國家人口計

生委立項：在 11個重點省推進性別平等培訓，與政府開展了合作。我們首先組建

了來自全國的性別專家作為課題組，她們來自不同的民間組織，如河南社區教育

研究中心，天津師範大學性別與發展研究中心等。其中有長期紮根草根的行動推

動者、也有善於深入淺出講明道理的培訓者，還有深厚文化功底的性別研究者。 

課題組交叉開展兩方面工作：一方面在問題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行動推動，從

出生性別比失衡入手，抓住生男偏好的觀念，探究背後的性別結構——制度與文

化因素。從村規民約的民間法切入，與當地村民以及政府部門合作，探索民俗變

革和分配規則調整的路徑和方法，在試點地區修訂村規民約，將性別不平等的潛

規則轉變為性別平等的顯規則，實現了多年以來一直回避的性別平等難點問題的

突破； 

另一方面，課題組對於行動過程進行記錄和研究，與行動推動的各種力量反

復切磋，最終形成行動基礎上的操作指南，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宣傳光碟。並將行

動研究成果作為政策宣導的依據，2010年策劃並組織了 12個政府部委的高層論

壇。高層論壇的成效明顯，國家人口計生委非常認可試點經驗，在 16個省的試點

縣進行推廣；黑龍江婦聯在全省推廣修訂村規民約的經驗，得到地方政府部門的

支持以及村民的參與，2012年 8月，全國婦聯、民政部和農業部召開維護婦女土

地權益的交流會，將修訂村規民約作為解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重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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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軍 ─ 悄然而深刻的變革——修訂村規民約的社區實踐 

 

作者梁軍，女，1945年出生，196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一直在中

學、大學擔任歷史教師。1985年起任河南省婦女幹部學校教師，進入婦女/性別研

究和教育領域。曾在全國二十多個省的機關院校、科研單位、工廠、農村等，舉

辦有關性別問題的專題講座 2000餘場，直接聽眾達數十萬人。 

2000年退休後，創辦民間機構“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擔任該中心主任，

主持有關性別平等與社區發展項目與課題，如：“貧困地區婦女發展研究”、“農

村草根組織網路建設”、“農村社區愛滋病防治綜合干預”、“家庭暴力社區干

預”、“農村多樣化養老模式探索”、“出生性別比失衡治本之路探索”等。 

有關著作：《女子與家政》、《女性成功的奧秘》，《悄然而深刻的變革》（主編）、

《糾正男孩偏好讀本》、《登封探索之路》（非正式出版）、《讓晚年充滿陽光——寫

給農村老年人》等。 

 

摘要 

上世紀 80年代初，中國的出生性別比超出正常值並呈持續攀升態勢，2008

年達到高峰（120.56），近幾年雖有所下降，但仍在 118的危險高位運行。政府相

關部門採取了“一手硬”（打擊、罰款）“一手軟”（獎勵、扶助）多項措施，

但始終未有大的成效。 

2008年 1月，“中央黨校性別平等政策宣導課題組”承接“探索出生性別比

失衡治本之策”課題，通過深入的社區調研，認識到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根源來自

民眾（特別是農民）強烈的“男孩偏好”，而“男孩偏好”則是“複合父權制”

的產物。 

家庭父權制——為了“傳宗接代”和“養兒防老”，一定要生男孩，體現了

家庭父權制的核心價值； 

集體父權制——村規民約以男性為中心進行“身份認定”和“資源配置”，

為男孩偏好提供了制度保障； 

國家父權制——相關的政策和措施表現出對家庭父權制和集體父權制的默許

和認同。 

2009年始，課題組選擇中原地區的若干村莊為試點，以推動民俗變革和修訂

村規民約為切入點，推進農村社區的社會性別平等，向盤根錯節、勢力強大的“複

合父權制”發起挑戰。 

整個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多種“社區動員”手法，如“千名女孩媽媽秧歌

舞”、“女娶男婚禮”、“純女戶”老人葬禮，以及農民大合唱、繪製“村規民

約壁畫”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修訂村規民約工作也進展順利。 

課題組勢單力薄，只有五六個人，且屬“老、弱、病、殘、女”，能夠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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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成績，得益於不斷地從本土知識和經驗中汲取力量。這些本土知識和經驗

既包括中原地區深厚的歷史和文化，也包括飽受詬病“社會主義遺產”（如集體

主義精神）。 

 

３. 董琳 ─ 草根的力量—周山村婦女手工藝品開發協會的發展歷程 

 

作者：董琳，女，1960 年出生，1983年畢業于鄭州大學政治系，同年到河南

省婦女幹部學校任教，副教授，兼任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1987年起開始婦女/性別研究教育工作，先後擔任《婦女心理學》、《婦女社會

學》、《女性教育》課程，並應邀到省內外大中院校、工礦企業和農村講學，為社

會各界婦女群體舉辦專題講座。是河南省社區教育研究中心的創辦人之一，參與

了中心承擔的所有項目：“農村社區愛滋病防治綜合干預”、“河南農村多樣化

養老模式探索”、“修訂村規民約、推進性別平等”等。 

獨立或與他人合著的書籍有《青春永駐》、《走過花季》、《農民健康百寶箱》、

《女領導幹部培訓教材》、《鄉村故事：說說咱的村規民約》等，並有多篇論文發

表。 

 

摘要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廣大農村經歷了一個“去組織化”階段，土地包產

到戶，農民各自為政，若有誰再談“組織起來”，就會被視作洪水猛獸。 

然而，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自 2000年開始實施各類農村項目時，卻發現農

民對於重新組織起來的嚮往。我們曾經根據農民（特別是農村婦女）的需求，推

動建立了若干個草根組織（指紮根農村社區、民眾自願參與、組織形式靈活、具

有自助互助性質的基層組織），如“農家樂文化協會”（文化組織）、“紅絲帶協

會”（HIV感染者自助組織）、婦女手工藝品開發協會（農村婦女經濟合作組織），

以及一些老年組織（爺爺奶奶合唱隊、鄉村老年學堂等）。 

這些組織在以下幾個方面發揮了作用，使農民群眾表現出參與組織的高度熱

情： 

‧使弱勢群體形成合力，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 

‧促進弱勢群體互助合作，依靠集體的力量解決問題； 

‧提升弱勢群體的自尊、自信，及對社區的歸屬感； 

‧為弱勢群體參與社區事務提供載體，改善她/他們在社區中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登封市周山村“婦女手工藝品開發協會”，該組織自

2004年成立至今，不僅通過手工藝品製作增加了婦女的經濟收入，改善了她們家

庭地位，更明顯的是她們“人”的變化。這些原來在村子裡默默無聞的婦女，變

得越來越獨立、開朗、大膽，積極參與村莊事務，通過不斷的努力，把“男女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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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自由”、“男女共擔家務”、“反對家庭暴力”等條款寫進了村規民約，使周

山村成為全國第一個制定了體現性別平等《村規民約》的村莊，並帶動了全國性

的“修訂村規民約、推進性別平等”變革。 

 

4. 楊靜／林玲玲 ─社區關係重建和生活意義重塑—行動研究在村改

居社區工作的運用 

 
楊靜 

女，1966年出生。中華女子學院社會工作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哲學博士，

中華女子學院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朝陽區近鄰社會服務中心機構理事

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性別視角的婦女問題、婦女社會工作、農村社會工作；目前

在進行流動人口的和農民上樓新村的社區工作的實踐和探索。並致力於推動行動

研究在社會工作教育和實務領域內的應用。 

獨著和編著的書有：《政治理想與現實衝突——女領導幹部生命故事研究》，

《行動路上——變遷與發展中的社區工作探索》，《在地人形——本土農村社區組

織工作探索》。 

林玲玲 

──現職：北京朝陽區近鄰社會服務中心 工作人員 

 

摘要 

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制定了到 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再翻兩番（以 2000年為

基準）的中長期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城市化水準要達到 55%。2013年李克強總理

在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 。據初步測

算，北京市未來將在中心城、中心城週邊以及 11個遠郊新城規劃範圍內列入 900

多個行政村，約 85萬農民將轉成市民。 

自 2003年以來，朝陽區孫河鄉 15個行政村的 9個村陸續拆遷，農民上樓，

逐漸形成 2萬人居住的農改居新社區——康營社區。2009年，康營社區正式組建

第一個社區居委會，在康營社區實行城市居委會的管理模式。 

由於村改居，居委會的成員絕大多數由原來拆遷村的村幹部組建而成。他們

缺乏城市居委會工作的經驗。因此，在朝陽區農委的引薦下，北京朝陽區近鄰社

會服務中心 進駐該社區，協助剛成立的第一個康營社區居委會開展工作。 

本文通過北京某村改居社區工作案例,來展現地區發展模式以及行動研究方

法應用于社區意識形成和生活意義重塑的過程。通過建立社區學苑，以社區教育

為核心，以開設的系列課程作為聯絡、建立和深化群眾關係的手段，達到居民社

區意識形成和重塑生活意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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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鄭冰／謝福正 ─ 對一個內生型農村社區組織的回看與展──山

西省永濟市農民協會和蒲韓社區的建立與發展 

鄭冰，謝福正 

──西運城永濟蒲韓社區農民合作社的創辦人 

 

蒲韓鄉村社區簡介 

蒲韓鄉村社區有兩個鄉鎮 43個村，其中有行政村 24個，自然村 19個，耕地

面積有 8萬畝左右，東靠中條山，山坡可耕地占全社區 10%，西臨黃河灘，黃河灘

可耕種土地占全社區的 50%，責任田占全社區的 40%，社區一年春、秋溫度在 15

℃至 20℃，夏季最高溫度在 38℃至 40℃，冬季最低氣溫在-8℃至 5℃。社區土壤

比較肥沃，可栽種的農作物比較豐富，有柿樹、蘋果、桃、山楂、櫻桃、杏、核

桃等果樹，還有小麥、玉米、棉花及香椿、花椒等各種蔬菜，社區交通便利，同

蒲鐵路，高速公路及省道縱穿南北。 

1998年元月，寨子村的謝福政、鄭冰夫婦兩人在村西黃河灘創辦了以農資銷

售為業務的“寨子科技中心”，同時，也給農民提供每季度一次的免費農業技術

服務。2001年 7月又以寨子村為起點發起了婦女跳舞娛樂活動，並在兩年中影響

到周圍 43個村婦女的參與，後來在永濟市婦聯的指導下，自發活動由最初的“婦

女俱樂部”改換叫“婦女文化活動中心”再換叫“婦女協會”。2003年，男村民

也積極參與到各項文化活動中，名稱也就過渡到“農民協會”並在永濟市政府和

蒲州鎮政府的支持下，2004年 6月在永濟市民政局正式註冊成立了“蒲州鎮農民

協會”。之後兩年協會圍繞寨子村周圍的 43個村，開展文化娛樂、環境衛生治理、

以及組建起各個生產性經濟合作組織。這期間政府的支持，社會的關注，實踐中

的經驗與教訓收穫頗多。2006年，新農村建設和 2007年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出

臺，令我們興奮之餘多了更多的冷靜和長期慢發展的思路。2008年經過一年的討

論，重新確定了蒲韓鄉村社區未來十年的聯合發展規劃。 

蒲韓鄉村社區聯合發展規劃，是圍繞社區公共需求和專業經濟合作兩條主線

提供服務，根據社區內現有資源和實際狀況，確立多個獨立項目實施互助探索。

走出了一條不依靠政府和外力，也沒有依靠專業和專家，鄉村的事情鄉村辦的農

村發展道路。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研討會 

68 
 

C-4   2013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批判與實踐碩博士論文獎」

得獎名單及得獎理由 

博士論文獎 

  得獎人：邱家宜  
畢業系所：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 
得獎作品：戰後初期（1945-1960）台灣報人類型比較研究 

─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 
指導教授：賴鼎銘                

 
得獎理由： 

 
論文引用政治經濟學路徑的文化研究大家 Raymond Williams 的重要概念

「感知結構」，通過批判的視野，提出新的角度詮釋 1945-1960 年間的台

灣報業，實屬不易。作者選取四位年歲相去僅五歲（1895-1901），屬於

相同世代但成長背景及職業生涯不同的四位報人（吳濁流、李萬居、雷

震、曾虛白）逐次檢視，從中梳理四人的政治與文化認同的當代意義，

對於媒體改革的實踐與連結，具有深刻的啟發。 
                                                                                                                                                                                                                                                                                              
 
得獎人：施聖文  
畢業系所：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得獎作品：劃界的政治：山地治理下的傳統領域，1895-2005  
指導教授：黃金麟 
得獎理由： 

 
論文源自於作者長期對原住民土地問題的關心，題目本身直指台灣原住

民族在追求自治的困境，從部落地，的當代事件，回溯原住民被殖民的

歷史脈絡，重新解讀與詮釋部落地圖的行動意涵，並對原住民運動提出

建言。具有高度的社會實踐與社會關懷。題目本身十分具有野心，以歷

史社會學的方式處理長達 110 年的百年歷史，挑戰度極高，但作者卻能

廣泛蒐集各種資料，旁徵博引地發展其極具原創性的見解，堪稱難得的

高品質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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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優等獎 

得獎人：郭志南 
畢業系所：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得獎作品：從一位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說起：逆寫社會工作專業帝國 
指導教授：王增勇                
得獎理由： 
 

從個人生命史出發，但不侷限於個人經驗，而是能融合其他有類似經

驗的社會工作者，並與相關文獻進行對話，相當有力的批判與反省台

灣的社會工作教育及相關體制發展，並對於此等體制發展所依附之論

述與意識建構有深刻的書寫及呈現，全文深沉、誠懇而不流於匠氣，

所處位置之視野足夠，是批判性論述中頗具格局之作。                                                                                                                                                                                                                                                    
得獎人：廖彥豪 
畢業系所：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得獎作品：臺灣戰後空間治理危機的歷史根源：重探農地與市地改革 

(1945-1954) 
指導教授：瞿宛文、王鴻楷               
得獎理由： 
 

運用第一手文獻資料，對於戰後土地資本的作用，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

出發，讓第一手資料交互辯證，撞擊官方既成觀點；並透過重建歷史敘

事以澄清農地改革與市地改革的政策過程，對於國家如何受到土地資本

的制約，提出了具有歷史脈絡的「城鄉土地雙軌制度」的觀點與長期以

來土地改革的國家主義觀點對話，並直接挑戰了行動者競合的農地資源

再配的觀點，為台灣的土地改革研究注入了活水。如此能利用多數學者

所忽視的歷史檔案去探討台灣土地資本與國家親密性關係，從而對當前

土地開發問題提供省思的參照，具有原創性的貢獻。 
                                                                                                                                                                                                                                                                                      

得獎人：劉若凡 
畢業系所：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得獎作品：運動中的另類學校：學校變革的組織分析 
指導教授：林國明 

 
得獎理由： 

 
這是一本兼具理論與田野深度的優秀論文。透過作者熱心慧眼的深入分

析，讀者得以一窺全人中學二十年來的辦學軌跡，實為學生、教師以及

部份家長，以自己的生命與價值觀為代價所進行的一場驚心動魄的集體

教育實驗，並且隨著人、組織與社會環境的互動不斷進行自我反省與變

革。在理論上，本文在處理教育機構與國家社會之間關係，以及教育機

構內部的師生關係、學生互動等等，亦處處呈現出人所未見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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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佳作獎 

得獎人：謝竹雯 
畢業系所：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得獎作品：為和平而奮闘：沖繩反軍事基地社會運動及其國族意涵 
指導教授：林開世 

 
得獎理由： 

 
本論文細緻地呈現介紹了此間常遭忽略的我們的鄰居琉球的現代歷史

處境、以及當代琉球反戰運動的背景與現況，讀來獲益良多且充滿啓

發，為了解沖繩的特殊狀況提供了很不錯的批判性分析起點，尤其在當

下以大國較勁為關注核心的東亞地緣政治理解、乃至此衝突在各有關地

區内部所引發的右派興起氛圍中，更具重要的批判分析潛能。 

 
得獎人：莊日昇 
畢業系所：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 
得獎作品：實質平等之追求與困境—從兩則判決來看原運後法制實踐 
指導教授：蔡志偉 

 
得獎理由： 

 
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由兩個判例入手，反思台灣自 1980 年代原住民

運動後之立法成果，因執法者未能具備不同族群人觀之同理，導致司法

程序不斷發生文化霸凌的不幸，批判地分析隱藏在法律背後的主流意識

與國家強權如何將原住民的傳統習慣排除在法律之外，從而造成實質的

不平等。作者在研究中重新認知自身的原住民身份，剖析現代國家執法

過程中不自覺的強勢欺壓，從而導引出原住民部落群體的抗爭意識，無

論在學術研究或社會實踐的層面，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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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在地／知識的批判思考 

近年來，一向為西方理論所宰制的台灣學界紛紛以不同方式反省這樣的知識

取徑，其中最擲地有聲的乃奉本土之名、著重「在地經驗」的知識實踐。強調由

真實生活中提煉的知識，更能解釋這塊土地上的現實。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也

不斷反思：學術工作者的「在地知識」是否會成為另一種霸權，而壓抑了真正屬

於「在地」的聲音？更甚者，Foucault揭示了知識即為權力，而權力造就了真實

──這或許是任何關心「在地」的知識分子所必須面對的永恆提問：「在地」本

身是否就是一種想像？ 

本論壇聚焦於台灣社會「在地知識」的建構過程，試圖透過不同研究取徑指

出「在地知識」的生成是如何地受到制度的影響、權力的介入，西方理論的影響。

因而「在地知識」不能等同於自土壤中生成、自然發展的知識。透過研究者權力

的言說，「在地」自學院論述化為社會實踐的依歸，因而成為了現實。我們試圖

指出「在地知識」的危險性：並非「在地」生成「在地論述」，而是「在地論述」

型塑了「在地」的想像；知識並非解構社會，而是造成在地／非在地的永恆對立。

同時，本論壇亦企圖指出學院外不同知識實踐的可能性，藉此回答「在地知識」

如何而可能。 

主持人：陳良哲 交大社文所博士班 

評論人：李威宜 清大人類所教授 

 

1. 陳幼唐 ─在地／知識的前世今生：中研院三研所發展史之制度分

析 

──經歷：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畢業 

──現職：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相較於「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一詞在西方學術脈絡的意義與引起

的各種方法論、認識論上的反思，「在地」或曰「本土（local）」與知識的關係

在戰後台灣的脈絡中完全是政治化的。隨著威權體制的逐漸鬆綁，表面上台灣學

術界在戰後經過近半個世紀，突然「發現」到長久以來缺乏「在地知識」的「事

實」。實際卻是台灣七〇年代對在地知識的欲求反映的是一波新的國族主義的興

起，而非純粹學術發展導致的結果。一個毫不令人意外的事實是：國家與知識在

台灣戰後的發展脈絡中向來是緊密互動的。政治意識型態的改變往往伴隨著學院

知識興趣上的轉向。因此，任何號稱「自然的」學術發展史便成為相當可疑的了。

新的知識的興起意味著舊有知識受到挑戰，以台灣「在地知識」的興起為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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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伴隨著不被當下政治環境所接受的——亦即「非在地」的——「知識」的衰

亡，三民主義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本文聚焦在台灣「在地知識」所具有的建構性，以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為

例，透過檢視中研院三研所的發展及轉型過程，試圖以制度觀點指出台灣學術發

展具有的種種問題——並非既有知識建制、發展為學術單位，而是制度化造就了

「學術」。三民主義已然凋零，制度化卻不曾消失，這意味著現今以「在地」為

名的諸種知識同樣需詳加檢視。 

 

2. 李妍潔 ─ 「在地」說了什麼？試論蘇花高爭議中的「在地」論述 

──經歷：國立東華大學外文系畢業 

──現職：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在過去關於「蘇花高」的眾多爭議之中，「在地人」與「外地人」的浮現，

時常是檯面上主要的爭辯之一，背後所暗示的是「外地人總是阻擋在地人想要發

展的願望」。而類似的情況，在近年來台灣各處的重大開發中，也明顯可見。 

若「在地性」作為一種生活感知，那麼真實生活在當地的「在地人」便是一

切事物的直接遭逢與承受者，如此一來，似乎就很難去質疑以「在地人」為基礎

的論述之正當性。然而，花東地區幾經多次移民，不管是在日治時期的計畫性移

民、在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因水災而到東部落腳定居的移民，或者是晚近一波波生

活風格式的移民，「在地人」的定義十分分歧，也難以追究。也就是說，在企圖

分辨出誰是「在地人」之外，或許可以討論的是──在爭議中，「在地人」與「外

地人」是在什麼樣的論述中被指認出來？而隨著事件的發展，這些難以界定的「在

地」與「外地」發生了什麼轉變？以及，這些「在地」的內涵指涉的是什麼？ 

 

3. 洪梓源 ─ 臺灣宗教復興情境中的民間宗教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畢業 

──現職：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臺灣至80年代開始，隨著社會經濟情勢的改變，宗教活動也開始在臺灣熱絡

起來。在臺灣學界，當時有人稱之為「宗教復興」、「宗教復振」等等，而同時，

也有許多學者注意到也是在那個時期開始有所謂的新興宗教的團體與相關運動蓬

勃起來。 

然而宗教相關的研究，一直以來並沒有明確的指出80年代以來，台灣的民間

宗教和新興宗教的差異性為何，彷彿關於不同型態的宗教的描述與界定都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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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接受，也因此無法釐清民間宗教的民間所指為何？新興宗教的新興意義又在

哪裡？ 

因此本文試圖從80年代開始所謂的宗教復興的角度，來觀察民間宗教在其中

扮演的角色，透過幾個宗教團體與活動的觀察，來探究究竟民間宗教是否有參與

到所謂的復興的情境，而民間宗教又和新興宗教有何差異，並藉此來檢視民間宗

教的「民間性格」究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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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重讀「台灣文化」月刋：回眸一個思潮若彗星雨的年代

（上） 

本研討擬重訪一個被抹去的輝煌文化狂年代──1945日本投降到 1948年間

被閹割和遺忘的人物及歷史。 

今日流行的庸俗、淺薄說法，認為台灣自來即缺乏「左翼」思潮的傳承，我

們漸學習到那是大謬不然的：「左翼」思潮在日殖以還即不絕如縷、浮潛涓湧─

─只是後來被白色恐怖試圖加以閹割和截斷罷了！ 

但是，「思想是槍斃不了的」！文化與思想的傳承可以是多層面、立體、曲

折和沈潛不露的！ 

1968年即突顯的新生成「台灣本土左派」也不是空穴來風、全無來由，它

除了是社會不公不義的必然，也多少是千絲萬縷石壁間隙中滲下的、左派正義及

人性資養所保育的萌生物──換言之，可說是 1948年即被禁絕的《台灣文化》

之隔代遺傳產物。我們倡議回頭去看看那個時代，考究它所處的意理、文脈，以

及天翻地覆變局下吾人今日完全無法想像的種種；並將它視之為研究台灣文化的

有血有肉文本。 

揆諸歷史、1943年蔣氏夫婦的國際外交出擊，成功簽定了開羅宣言，為抗

日聯合戰線帶來極大的衝擊，也為知識界對抗日勝利後的新中國帶來激越的渴望

與想像。其中不少知日派及左傾文士，他們遂也紛紛為一個殖民後台灣的前途與

願景投身奮志，開始為他日光復的重建思考。固然其中不乏國土－國族的投射與

依附者，但學者、進步教育家與文藝先進，則多以斯土斯民之回到同胞懷抱而欣

喜，也為區隔了半世紀的同文同種島民之能否順利轉化為吾土吾民的未知進程，

感到焦慮及躊躇。 

他們為共和現身，為抗日效命的經驗與歷史，這些「進步的」、不同程度的

同情於左翼的，思想領袖當然是除了收復國土之外，更胸懷了把回歸的台灣建設

成嶄新的理想國之希望與主張。他們這樣的初衷，以今日視之可謂是初啟了一個

後殖民社會的重建與想像：即在復舊之餘，必須容許想像；在一統的政治體制下

容許增添歧異的文化因子；在自身拔除積重的陳套的同時，更無畏於在台灣的特

殊條件下，大膽進行各種實驗。 

日本投降，這一干民間復振的情愫與思考，究竟也難免依附官僚機構及體制

之中。勝利後不久，它們遂乘了民族情感的浪潮，一波波來到台灣。 

儘管如此、1948年後，來台的思想領袖逃亡的逃亡、被殺的被殺；緊接著

的大肅清，戒嚴，白色恐怖、冷血屠殺凡三、四十年，它似乎一時有效地切斷了

吾人的文化臍帶，以及埋葬了任何形式的進步思想或左翼傾向。這個大板塊的人

造斷層可說是以千萬血肉之軀，在槍彈的射殺下仆倒，產生日以繼夜的震撼裂解

出來的。 

在 1949戒嚴到 1987解嚴的 38年中，韓戰爆發、全球東西陣營對壘及全球

性冷戰的變局，使得台灣社會淪入了數十年的黑洞；倘非如此，今日的台灣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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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這個樣子。不是暴力殘忍地試圖截斷、消滅掉 1948前的台灣之種種文物、

景觀及所有一切思想承載物，加上與對岸人民五十年歷史性經驗的疏離與斷裂，

台灣文化的發展，可如何的豐厚結實、進步與多彩；當非吾人眼前目見的光景！

我們今天在文化斷裂、失棲，政治庸俗、失所的處境中緬懷一個彗星乍現即逝的

光芒年代，以及回顧半世紀的死寂與苦悶，似已印證了牢獄不徵示敗北，身滅竟

也不是一個結束……也鑒證了思想承載者的肉身之逝去並未將思想帶走──為

這個事實見證的是史實、是文本，是言說，也是先行者們的歷身與行事──而他

們作為真實的個人，在史境及其不堪中輾轉，凡腳步所及之處必難免留下痕跡，

而我人則需要訓練自己的眼力和聽力，才能見著、聽到他們內裡的情感流動、思

想旨向，與夫政治態度及實存抉擇。 

在這方面，被掩埋半世紀的《台灣文化》，不但是面鏡子，更是開向時光隧

道的門戶，討論是試將我們的鞋抹脫掉，用我們赤裸的雙足重履那埋藏了千萬不

熄的體溫的大地。 

主持人：舒詩偉 青芽兒永續教學中心主持人 

評論人：曾健民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牙醫師 

 

1. 丘延亮 ─ 1945-1948 「台灣文化」月刊生滅的特殊時空構造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摘要 

今日流行的庸俗、淺薄說法，認為台灣自來即缺乏「左翼」思潮的傳承，其

實大謬不然：「左翼」思潮在日殖時代雖被打壓，猶生生不息；光復到戒嚴的短

短四年中，更是蓬勃開展、勢不可禦……只是後來被白色恐怖試圖加以閹割和截

斷罷了！ 

迄今研究所得不完全統計，一九四六年夏天台灣已有八十種左右的報紙雜

誌。予人深刻印象者多為民間所辦；除《台灣評論》、《人民導報》外，承擔了

文化重建職能的就是《台灣文化》月刋。月刋同仁以他們為共和現身，為抗日效

命的經驗與歷史，這些「進步的」、不同程度的同情於左翼的思想領袖，當然是

除了收復國土之外，更胸懷了把回歸的台灣建設成嶄新的理想國之希望與主張。

他們這樣的初衷，以今日視之可謂是初啟了一個後殖民社會的重建與想像：即在

復舊之餘，必須容許想像；在一統的政治體制下容許增添歧異的文化因子；在自

身拔除積重的陳套的同時，更無畏於在台灣的特殊條件下，大膽進行各種實驗。 

在 1949戒嚴到 1987解嚴的 38年中，吾人可以理解倘非韓戰爆發、全球東

西陣營對壘及全球性冷戰的變局，使得台灣社會淪入了數十年的文化沙漠，今日

的台灣絕對不是這個樣子。更進一步說，倘不是暴力殘忍地試圖截斷、消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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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前的台灣之種種文物、景觀及所有一切思想承載物、若當年熱火之種種不

滅，今日台灣文化的發展當非吾人眼前目見的光景！ 

 

2. 黃文源 ─ 台灣知識份子參與左翼運動的迴路〈1920-1950〉—以

醫生階級作為論述的對象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擬以從日治時期開始接受現代醫事教育的醫生做為研究對象，探討接受

殖民地現代教育的醫生在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的交互對應下，從 20-50

年代如何透過轉換運動模式來從事社會運動。 

 

    研究樣本在時間的劃分上分為四期：第一期從 1920年代「台灣文化協會」

（以下簡稱「文協」）創立到 1937年「皇民化運動」。這時期的台灣醫生大多小

時受過漢文教育，即使在積極介入非武裝抗日團體的過程中試圖以輸入現代文明

開啟民智來達到抗日的目的，但濃厚的民族主義依然是這時期抗日的主軸。而隨

著左翼思潮的傳入抗日團體逐漸產生質變--左右派分裂，最後在日本政府發動大

檢舉下使得抗日團體勢力衰微，不得不在「皇民化運動」的箝制中轉換抵抗模式。

第二期從 1937年「皇民化運動」到 1945年日本戰敗。這時期的台灣醫生多接受

完全的日式教育而體認到現代智識的重要，因此文明取代民族成為抗日主軸，但

在日本政府因戰爭需求成立的「皇民奉公會」幾乎囊括各階層的團體下，加上

20年代抗日失敗的經驗，故體悟到必須轉換抗日的模式才能生存，也就是藉由

地方選舉和扮演地方頭人的角色來爭取台人的各項權利。第三期從 1945年日本

戰敗投降到 1947年「二二八事件」。短短 2 年不到的時間，這批台灣醫生從政治

精英淪為政治清算的對象，「二二八事件」讓這批人認清國民黨政府的本質，從

希望到失望轉而絕望，所以「二二八事件」直接促成從日治以來一直在共黨陣營

中缺席的醫生走向激烈的革命行列。第四期從 1947年「二二八事件」到 1950

年代初期的大規模掃紅。這時期受制於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

「台工委」）本身發展的矛盾—內部之間的鬥爭、組織的薄弱，及韓戰中國共產

黨（以下簡稱「中共」）大敗、美軍協防台灣讓國民黨有喘息的機會下，發起大

規模的掃紅，共黨組織曝露武裝革命未起即已經被破壞，一牽涉到共黨組織的醫

生不是被捕就是槍殺，徹底搗毀醫生階級抵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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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鍾秀梅 ─ 《台灣文化》月刋中現代小說創作與文藝理論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副教授 

 

摘要 

《台灣文化》月刋有多篇現代小說創造，這些小說的創作者江流、楊守愚、張

冬芳、呂赫若、丘平田、丙生、麥芳嫻、麥笳等人作品，涉及了台灣一九三十、

四十年代的台灣社會的變化，這些作品內容如何反應當時時代的氛圍？如何分

析？另外，《台灣文化》月刋刊載多篇關於「真文藝、假文藝」與中國文學藝術

理論問題的探討，本篇試圖探討這些文藝理論形式的爭辯，有無影響這些小說的

創作，這些小說的歷史價值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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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重讀「台灣文化」月刋：回眸一個思潮若彗星雨的年代

（下） 

主持人：舒詩偉 青芽兒永續教學中心主持人 

評論人：曾健民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牙醫師 

 

1. 許芳庭 ─ 「台灣文化」月刊與日本大正民主/教養年代及大陸叁

零年代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 

1945年，台灣結束 50年的日本統治，回到中國版圖，兩岸的各項交流蓬勃

發展，在各方面激盪出許多火花，改變了當時的台灣，許多遺緒到現在仍作用在

台灣社會。但因為二二八事件、國共對立及遷台後的戒嚴統治，使得這段歷史面

貌模糊或遭受誤解，許多地方皆有待釐清。 

本文主要聚焦於知識分子的議題，眾所周知，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引進西式

近代教育，造就了一批不同於以往的新知識分子。本文想探究的是在戰後政權交

替時，這批知識分子如何看待、對應時代的變遷？當大批中國知識分子渡海來台

時，不同教育背景養成的他們，其交會又激盪出什麼樣的可能性與衝突？這樣的

交會又如何影響他們對自身、彼此及環境的認知？曾有中國經驗的台灣知識分子

在這樣的交會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這些都是本文試圖釐清的問題。 

戰後初期出版的《台灣文化》，提供一個平台，讓兩岸知識分子得以發表意見及

彼此交流，因此本文擬以《台灣文化》為中心，佐以當時報刊雜誌及時人回憶錄，

對上述提問作一初步解答。 

 

2.王維碩 ─ 台灣文化協進會與戰後初期的歌謠採集工作──以《台

灣文化》月刊中的徵求歌謠詞曲啟事為觀察線索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 

民間歌謠之採集，做為一種反映／媒介在地民眾集體情感的有效途徑，在戰

前戰後，由各個認同位置上知識份子集結而成的文化運動中，都被賦予相當程度

之重要性。歌謠文本詮釋典律的形塑，往往與運動進程中漸次開展出之認同想像

互為參照，既為當下行動的情感觸媒，亦沈澱而成繼起者得以追索、借鑑的文化

印記。戰後初期，集結了台灣、中國大陸兩地文化工作者，以協助政府推行中國

化文化政策為使命，並相當程度標舉左翼色彩的台灣文化協進會，曾以《台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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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月刊為平台，計畫「長期徵求本省歌謠詞曲」。雖然，其徵集、編撰工作不

久即因政治波動而停擺，卻仍在該刊物中留下些許採集成果與詮釋論述。循此線

索，本文試圖對台灣文化協進會活動脈絡下的歌謠採集工作狀況加以挖掘，並特

別關注其論述運作和當時既成的詮釋典律及認同想像之間所形成的互動關係。 

 

3. 李淑君 ─ 「台灣文化」月刊與左翼藝術──黃榮燦與五 〇年代

左翼藝術觀點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本文將針對黃榮燦與《台灣文化》的左翼藝術觀點進行討論。投注在寫實與

左翼版畫創作的黃榮燦引介大量版畫與藝術動態進台灣，並進行藝術觀點與文化

論述。黃榮燦介紹新興木刻藝術運動，並企圖將台灣戰後與中國的左翼進行接軌

與交流，可以從中看到台灣戰後文藝思潮的動態為何。黃榮燦受魯迅影響甚深，

在木刻版畫的創作上，展現了寫實左翼的政治情懷，具有強烈的入世精神，在《台

灣文化》刊登幾篇黃榮燦很重要的文章，本文將針對黃榮燦與台灣文化，來談論

台灣戰後初期的左翼藝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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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3 跨國游離，新自由主義，與在地性／別政治 

自 1990年代以來，台灣性/別運動在解嚴後自由化、民主化的社會浪潮快速

蓬勃發展，成為當今台灣倡議性與能見度最高的社會運動之一。台灣性/別運動

的開展高度吸納了西方性別政治論述架構，以平等、人權、多元文化為主要訴求

策略，並與台灣亟欲在國際社會中經營的民主自由形象不謀而合。因此，台灣性

/別運動的推展，不僅展現了在全球化與台美關係脈絡之下，西方文化形式與現

代性價值如何在台灣社會被等同，並在後解嚴時代以爭取國際認同為主要目的的

國家建構想像之中，成為台灣構築「現代化」與「國際化」國家認同的社會指標

之一。 

學界對於西方式的性別政治在跨國散播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主流化現象有諸

多討論與批判。當挑戰與顛覆正統的政治意圖在運動擴展的過程當中逐漸與國家

主義、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現代性、進步性等等主流價值合流，其產生的效

應究竟是基進的性別政治被「看見」了？還是被「收編」了？本論壇由性社會學

與酷兒批判視角出發，檢視台灣在地性/別政治如何在跨國文化人口流動與現代

化國族想像的濫觴之下，生產出以新自由主義價值為核心的知識論述與社會主

體。換言之，本論壇由女性移工、Ｔ婆認同、性愉虐（次）文化與在地酷兒生命

經驗，探究性/別政治進入主流視野所創造的自由氛圍，如何與新自由主義價值

結合，形成新的規範性主體型構，召喚常民認同，並於此同時更加排擠在跨國脈

絡中形成，與現代國族想像不符的移民、族群、性別與階級他者。 

 

1. 白瑞梅 ─ 被棄捨的結局：性與創新的文化敘述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摘要 

近年來，台灣湧現了不少深具社會影響性、關於勞工的文本，散佈於不同的

視覺媒體界，例如紀錄片與多媒體實驗藝術創作等。陳素香的電影《T婆工廠》

記錄了一群菲律賓移工在台灣的工運抗爭，同時也讓原先在女性之間發展的、「只

是為台灣」的酷兒親密性得以理解，究竟何謂遷移的勞動。陳導演今年剛完成的

續集《彩虹芭樂》，追索著這群女性在她們離開台灣數年之後、更廣闊且散溢四

處的遷移途徑，在社群的記錄敘述性當中創造出某種批判的艱難生產力。身為粉

紅酷兒移工敘述的有趣對反面，陳界仁的作品《幸福大廈》是由集體的藝術家、

抗爭者與演員從某個被棄置工廠的「被遺棄物件」所組裝起來的裝置，此組裝用

以表述無業青年的原子化狀態；她們飄移的生命軌跡是經由台灣從 1980年代以

來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對美國的經濟依賴，以及國際舞台否認台灣主權等情境所

形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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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本以橫跨亞洲的移動與家居勞工迴路、包括更難追蹤的無業與無記錄

工人之迴路為作品主題，這兩部影像文本都歷史性地理論化了它們的作品主題

性。每一部作品都使用各自殊異的媒介，帶出相當不好攫取的關係：也就是從

1980年代後的經濟政治到更被討論的去主權議題。在這兩部作品中，它們具備

著轉變性的潛在效應，各自帶出勞動、移居與家居之間的意念，是如何透過冷戰

區域性歷史來得以被理解。在這篇論文，我試圖於每部文本之內追認出某種對結

局的匱乏：這是拒絕以新道德進步性、或是全球化同志敘述帶出的普遍化身分屬

類所思考的性（sexuality）；同時間，這些作品都奠基於離散性、暫時性、且

有時是區域性揪結而成的社群形式。 

 

2. 胡郁盈 ─ 「現代女人」：論當代台灣女同志認同型構中國家主義

與新自由主義的交織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助理教授 

摘要 

在數十載的同志運動（LGBT Movement）之後，「同志」如何由社會邊緣向主

流移動，由性別異議主體轉變為另一種規範性（normative）主體認同，是為當

今相關研究中方興未艾的議題。二十世紀初，西方酷兒學者提出「規範性同性戀」

（homonormativity）的概念，指出同志族群日益提升的社會認可，是與中產階

級道德價值合流，規範並排除更激進的性/別實踐的結果。Jasbir Puar在 2007

年提出「國家同志主義」（homonationalism），更進一步指出同志認同如何與國

家主義合作，在美國後 911的社會脈絡中鞏固了對於跨國移民的社會污名。在這

一系列的討論中，由「同志主流化」而創造引發的新型性別、族群與階級權力關

係，是批判思考的核心。 

因循此學術脈絡，本論文由當代台灣女同志的認同型構與生活實踐出發，探

討其如何利用台灣女性普遍認同的「現代女人」形象，作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與

異性戀體制抵抗斡旋的論述工具。本文將分析「現代女人」的意象如何展現了台

灣在跨國文化與人口流動之中成型的國家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並探討台

灣女同志如何藉其背後隱含的階級與族群權力關係，強化他們的主流地位，形成

規範性認同。然而，本文並不意圖單向的批判當代女同志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為主

流意識形態收編而失去顛覆性；反之，本文將詳細檢視女同志主體如何利用主流

意識形態，創造生活空間並獲得能動性，並由此出發，更細緻的討論抵抗與收編

之間的辯證交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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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凌 ─ 惡搞﹒敢曝﹒非真實：論酷兒在地知識蔓延與實踐攻略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助理教授 

摘要 

自從 1994年《島嶼邊緣》的「酷兒專題」發行，在近二十年來的台灣學術

界與社會運動領域，充斥著數股難以平息的生產性狂怒（productive rage）。這

些狂怒的主體性並不順從於人文學院刻板固置的學科區分與權威壓制，翻轉遊走

於族裔分類學、性∕別與慾望政治、文化研究、批判論述、左翼思潮、後結構與

後現代理論等，既矛盾且愛恨交織地思辯何謂酷兒（身為論述武器與身分政治載

體），錯綜糾葛且毫無線性順序地將「酷兒」視為解放的符徵、性與性別的最終

邊界、值得嚴厲批評甚至剷除的外來物、非草根非正港（假台灣）的有害慾望物

件∕客體、譁眾取寵的新生代性變態書寫，乃至於各種追求極限超克的邊緣屬性

耦合薈萃之處。 

在本篇論文，我無意為酷兒的翻譯性、偽造性、假仙性、諷謔性、位置不正

確性等特質從事辯護或翻身，而是企圖從青壯年學者與研究生如何可能投資情感

慾念與論證動能，狂想與設想著這些盛載著負面群體性與複數性的酷兒樣貌。在

這些混雜著理論、生活與實踐等軸線不均等參與的文化物質地基之內，酷兒位置

性（queer as positionality）一方面持續將「骷枯苦兒」們改造裝置為同志正

典的猥褻反面與詭奇雙身（uncanny double）；另一方面，我希冀能夠從學院與

社會運動的酷兒生命結構想像（imagination of queer lives as possible 

structures）來探究，究竟在地酷異知識生產的補充（supplement）與溢出

（excess）是如何從這些拒絕正向、生殖未來、安居樂業，以及世代傳承的理論

圖譜當中隱然滋生，並已經在相關場域不斷地合作又傾軋、共生並存又激烈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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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當代大陸影像文化專題 

小組議題限定兩個條件：一是八九年以後，二是民間影像。前者劃定了時間，

後者規定了我們的討論範圍。 

小組四篇發言中，高初以他豐富的民間攝影活動在場經驗，討論當代攝影中

的問題；佐藤賢來自日本一橋大學，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和獨立紀錄片，這個他者

目光常常有可能呈現出更為清晰和清醒的認識，這次發言他將聚焦於詩歌與獨立

紀錄片的內在關聯，讀解當代民間藝術內部的流動與互滲現象；韋小波的發言看

似稍稍偏離議題主線，但她所討論的主流電影，恰恰可以作為民間影像的參照

系，讓我們更為立體地理解民間相對於什麼而稱為民間；楊弋樞的發言以大陸獨

立電影內部的兩次大爭論為出發點，梳理十多年裡独立电影语境的变迁。 

 

1. 韋小波 ─ “崇高”的歷史諭示──中國主流商業電影意識形態

話語的邏輯基點 

 
──學歷：2002年獲東南大學機械電子工程學士學位 

2005年獲浙江大學現當代文學碩士學位 

2013年 5月獲浙江大學戲劇影視美學博士學位 

即將就職於浙江傳媒學院 

──著作簡目： 

(1) 《長焦時間中的歷史造型——從<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看影像正史敘

事的新路徑》載於《當代電影》2012年第 8期。 

(2) 論文《論主流商業電影中女性身份的變與不變》載於《浙江學刊》2013

年第 2期。 

摘要 

經典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常常用道德狀態來轉喻政治立場的高下，通過敘述具

有“崇高精神”的人物的生命經歷來完成對他們政治立場的歌頌。其敘事策略

是，讓道德較量與（私人）情感生成相輔相成，在情感的自然生髮、轉折、高潮

和昇華中完成政治立場表述。經典革命影片的一個常見敘事形式就是以個體傳記

的形式來講述革命史。把革命命運與個人成長相結合使得革命話語的推出獲得一

種漸進性、生長性和合理性。 

而在近幾年的中國主流商業電影中，敘事則不再糾結於革命與政黨政治的合

法性論證，而是將之視為在歷史回望中的既定事實：將在革命歷史敘事中不得不

進行的政治立場言說內置為缺省值。這個缺省值作為一種既定事實，就是“歷史

諭示”的，一種已經被證明了的絕對政治正確。這就是主流商業電影意識形態話

語的邏輯起點。在主流商業電影中，主人公/領袖人物（或歷史事件）往往成為

歷史的符碼化存在；人物及其行為（或事件）擁有先天的“崇高”。主人公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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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完備型人格，這就是強大的歷史暗示的產物。“崇高”不需被證明，只需被

“膜拜”。而所有的敘事細節，常常成為如何“崇高”的“形容詞”式堆砌。很

多主流商業電影中，規避了意識形態論證動作的革命歷史敘事，把重點放到了具

有市場效應的歷史故事類型化、歷史題材傳奇化、花邊化等敘事訴求上。這也是

主流商業電影規避意識形態論證、轉移觀影興趣從而讓革命題材市場化的重要敘

事手段 

 

2. 佐藤賢 ─ 中國獨立紀錄片如何獨立 

──學歷：日本東京都立大學中文系 

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 學術博士 

──現職：日本首都大學東京助理教授 

專業是現代中國文學、影像文化 

摘要 

中國的獨立紀錄片製作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文化轉折期。呂

新雨把這種中國的紀錄片新動向命名為“新紀錄運動”。被稱為“新紀錄運動”

的新的紀錄片，嘗試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解讀“專題片”中的那種自上而下

的、從屬於“語言＝意識形態”中的現實。崔衛平認為獨立製作源於自七十年代

以來的“朦朧詩”等民間先鋒詩人的傳統。從詩歌引領了其他領域新潮流這一有

興趣的觀點出發，我更值得關注的應該是文學史所謂的“第三代詩歌”。第三代

詩歌代表詩人的于堅認為，所謂詩的獨立精神並非反對派的精神，而是表現在拒

絕依靠任何“龐然大物”上。從這層意義上來看，與當時大的時代背景緊緊相關

的“朦朧詩”，因為站在了反對派的立場上，被批評為勾結“龐然大物”。從對

政治和體制的反抗中無疑誕生了許多優秀的作品，然而就算是反抗，語言一旦依

仗了“龐然大物”就失去了其反抗的契機，語言自身也就成為意識形態的傀儡。

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界試圖依靠西方現代化啟蒙思想克服這一“革命”期。然而

隨著九十年代的市場經濟的不斷擴大，八十年代的“批判性”就變得毫無意義。

這種情況意味著，正像他們企圖否定和克服的“革命”一樣，八十年代的“話

語”本身就是一個“宏達敘事”。反思這種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的局限性時，我

認為“第三代詩歌 ”中所體現的關注日常的感受性和立場，領先九十年代以後

興起的獨立紀錄片製作，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何謂表達的獨立性。 

 

3. 高初 ─ 當代中國視野的中國當代攝影 

──現職：獨立學者、策展人、編輯 

──學歷：2003-2008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傳播學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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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2 中國攝影出版社口述影像歷史叢書編輯 

2013- 自由撰稿人、策展人 

──著作簡目： 

(1) 《十裡店：口述、文本與圖像》（與王爍合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即將出版 

(2) 《吳印鹹：延安圖式與圖像政治意識形態的源起》，收錄于《吳印咸》

（唐昕主編，泰康空間，人民美術出版社，即將出版） 

(3) 《鄭景康：口述與個案》，收錄於《史料與史識：攝影術傳入至今的中

國攝影書寫》（高初，杜琳主編，淮安國際攝影館，2011）pp207-256 

(4) 《河南饑荒，1942》，載《文藝風賞》2012年 12月，pp93-95 

(5) 《1937年的南京》，載《文藝風賞》2012年 2月，pp101-108 

摘要 

什麼是中國的當代攝影：是當代的時間範圍內的攝影現象？是現代主義之後

的藝術史和攝影史的寫作視角？是來自于現代性反思的針對攝影的歷史和文化

範疇的學術批評？抑或僅僅是畫廊圖冊和展覽介紹上不言自明的歸類和標籤？ 

對於中國攝影者，當代攝影有著什麼樣的攝影面貌？他們如何理解廣義的攝

影史書寫中的世界當代攝影，而廣義的攝影史又如何寫作中國的當代攝影？不同

的代際的、地域的和職業的攝影者，如何構建各自的當代攝影面貌，而這與其各

自的知識背景、人生經歷和藝術實踐有著什麼樣的內在關聯？ 

自清至民初，作為現代工具的攝影與中國審美傳統碰撞產生出巨大的能量。

新中國攝影，以及作為新中國攝影的前奏的戰爭時期攝影，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展

開，並成為國家能力和民族性建構的功能性載體。而中國的當代攝影，在中國攝

影史的研究和寫作的縱向脈絡中，正可被視為八十年後由新中國時期攝影所分化

出的一條明確而顯現的線索。但也在這一時期，在橫向範圍中，中國當代攝影展

現出東亞視角和世界視角中的模仿、對抗、吸納、轉化的複雜的互動關係，並在

在自身的不斷裂變中，體現出更為複雜的面貌。作為藝術媒材的攝影，或是作為

史料性圖像，或是作為藝術品，不但是當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的劇烈變革的呈

現，也同時繼續承擔了圖像生產和傳播的功能，這一過程中也體現著傳統與現

代、西方與中國作為“攝影的當代化”的內在張力。 

這一論文在討論當代中國攝影生產和觀看的同時，也試圖通過幾十位攝影者

和評論家的訪談，從各個視角構建中國當代攝影的面貌和歷程。 

 

4. 楊弋樞 ─ 獨立電影的焦慮：由大陸民間影像論壇的兩次論爭談

起 

──學經歷：2007年畢業於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學博士 

2010年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兼職社會學博士後 

2007年起任職于南京大學文學院 

──現職：南京大學文學院戲劇影視藝術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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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簡目： 

(1) 《電影中的電影：元電影研究》（2012年南京大學出版社） 

(2) 紀錄片作品：《浩然是誰》、《路上》 

(3) 《安東尼奧尼的〈中國〉：看與被看》，《文藝研究》2012年第 10期（CSSCI） 

(4) 《重新發現的母系王國》，《世界電影》2011年第 2期 

(5) 《不只是區域電影》，《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1年第 3期 

摘要 

1990年至今，大陸獨立電影在多重衝突的背景下持續生產，這個過程和中

國社會文化政治語境鉸鏈式纏繞，獨立電影不僅包含相關的電影作品，也包含圍

繞這些作品所發生的影像活動以及影像文化事件。本文選取作為影像文化事件的

兩次大爭論作為切入點，梳理十年來民間影像討論空間的變遷、民間影像所關切

的問題所在、民間影像內部分野、民間影像參與者如何認識自身所處的當下現實。 

本文討論的兩次大爭論分別發生於 2002年和 2011年。2002年夏，一篇發

表於網路論壇的賈樟柯訪談中關於獨立電影《安陽嬰兒》的評論，引發了一場尖

銳的網路辯論，爭論一方堅持民間影像作為政治對立存在，這一支脈成為之後大

陸獨立電影的主導方向；爭論另一方認為電影與政治無關，這一立場者逐漸退出

民間影像視野，在此後的電影實踐中向主流商業電影和主旋律電影靠攏。2002

年的這場爭論是一次關於電影立場問題的分界，也是民間影像的一次鄭重申明，

在某種意義上確立了此後大陸民間影像的取向。2011年秋天發生於中國獨立影

像年度展期間紀錄片論壇的“南京宣言”事件，從論壇現場的激烈辯論延伸到論

壇結束後的大字報式的宣言，繼而延續到網路博客和微博的回應，“南京宣言”

事件透露了學院派知識精英與紀錄片作者之間的深層衝突，也浮現了當下獨立電

影的內在焦慮。2012年，因政治權力介入，獨立電影內部多重懸而未決的問題

因客觀原因被戛然喝停，獨立電影也在此轉折。 

對兩次論爭事件的梳理討論，可以大致勾描出十年來大陸獨立電影的生態，

本文透過獨立電影考察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政治語境、知識話語、藝術生產

等方面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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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創意城市」抑或「創傷城市」？城市妝點與清除的政

治藝術 

主持人：陳虹穎 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研究員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 

2012年 4月，一場台北市議會的質詢裡，發生這樣的對話：「社會局今天

設個遊民收容中心，你們有沒有輔導他們進去住？待會我表演一下遊民囂張的情

況給你看。請問什麼叫專家學者？這次在文林苑抗爭的那些專家學者，就是以前

在遊民組織的人，也就是所謂台灣人權協會的成員，專門在扮演反抗團體，他們

只有幾個人，請問你們在怕什麼？你們竟然跟著他們起舞...」台北市議員林瑞

圖對著台北市社會局官員大罵。 

從台北好好看、都市更新兩倍容積、世大運到現在增編上億預算競逐世界設

計之都，乃至於台北市多處「台北六本木」預定地、都市再生政策裡，各種大量

引用的城市創意與藝術創作計畫，相映於同一座城市裡不同角落每日無聲上映的

迫遷驅趕，從遊民的城市權、租屋者的城市權，到甚至有產者的強拆迫遷，居住

權抗爭呼嘯竟不知不覺跨越階級交混成一片。而這一連串對於安居權利甚至基本

生存權利剝奪的怒吼，卻與這座城市裡的紛然冒出的種種創意基地與藝術風貌似

乎是互不相交的兩座平行世界。 

據此，在這個討論場次裡，我們首先透過各報告者的子題中，進行由外向內

的三個層次探問： 

首先，從這些原先鑲著金與蜜的城市治理術之中，多線交錯、甚至互扭纏鬥

的在地敘事脈絡為何？如何體現都市的公共性與暴力的關係？再者，「創意城市」

的願景裡，種種自「驅逐」、「訴訟」到「強拆」的強制性空間手段，是服務於

誰？「創意」與「創傷」的關係為何？這是新自由主義下的台灣版形變例證，抑

或師承八○年代以來加速城市化的老舊手段？最後，在不同程度的強制性空間手

段中，對象的社會階層差異，亦使得「創傷」與「汙名、歧視」的打造，產生差

異的樣貌。在這些創傷經驗間，是否真能對話？撕開「捍衛私有產權之戰」、「無

產者對產權的嚮往」等林林總總的標籤，我們期望在這場論壇裡，以不同居住權

運動的理絡進程，重新理解：在什麼樣的經驗涵構中，能找到跨越社會階層共謀

「奪回人民的城市」的可能性？ 

 

1. 戴瑜慧 ─ 以文創為名的都市暴力：花博、設計之都與都市貧民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媒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2010年台北市政府斥資近 136億舉辦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為展示其宣傳

的「美麗的力量」，在「彩花、流水、新視界」的口號下，北市府開發出「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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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趕法」，一天早中晚三次，一次 4小時潑水“清潔”龍山寺，達到驅趕遊民的

目的。2011年 4月，花博閉幕，但「潑水驅趕法」繼續在北市議員應曉薇手裡

發揚光大。通過市議會要求公園處將潑水時間從晚上 10點延後到晚上 11點，以

及從早上 7點提早到 6點，中斷破壞遊民的休息睡眠。當代漂泊在 2011年底製

作「寒冬潑冷水」影片揭露北市府對都市貧民的殘酷暴行，暫時中止龍山寺的潑

水驅趕。但場景悄悄移至台北車站停車場。以「人文關懷」、「藝術家車道」、

「社區關懷」為號召，運用台灣特色藝術如藍染、彩繪為美化手段的歐特儀停車

場公司，在 2013年取得台北車站停車場經營權後，展開前所未有對露宿遊民的

大規模驅趕。過去暴行未見懲罰、眼前暴行尚在持續，轉眼未來陰影又將來襲。

2010的花博，只是台北市政府熱衷舉辦國際活動的開始，未來數年北市府又將

投入百億籌備「2016設計之都」以及「2017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在“籌備

規劃”的藍圖中，看見富有風情的「林蔭大道」以及「世界級國際競賽場館」的

承諾，看不見的卻是那預計 2014年要完成的 41條林蔭大道，恰恰切進都市貧民

露宿的龍山公園。在華美的文化創意產業論述裡，大型國際活動被賦予去工業化

經濟凋敝城市振興經濟的使命。本文將首先檢視在新自由主義下的台灣政府所面

臨的結構危機，以及透過援用嫁接文化創意產業論述解決其合法性危機。其次，

本文將以「潑冷水」事件作為個案，分析台灣國家機器對都市貧民的暴力行為與

污名化策略。最後，再以團體焦點訪談法，呈現一向被噤聲，長期處於沉默狀態

的台北縣市遊民，他們對潑冷水一事的看法與態度。 

 

2. 陳馥瑋 ─ 在地人說「艋舺」：在地敘事的衝突、修整與再生產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社會系博士班 

摘要 

2010年初上映的國片〈艋舺〉使位於萬華區的「剝皮寮」一夕爆紅，成為

近年萬華文史采風的必訪景點之一。台北市政府配合〈艋舺〉的拍攝與上映，趁

機宣傳甫整修完成的「剝皮寮歷史街區」，並留置電影布景於街區展出，不但吸

引無數影迷朝聖，許多國內外影劇從業者亦慕名而來勘景。「剝皮寮」迅速成為

台北市的文化地標，被市府視為歷史保存的典範。與影視作品合作使歷史保存兼

具城市行銷，對市府來說是雙贏策略，不料引發在地人的不滿，擔心大眾受電影

情節或布景誤導，混淆真實的艋舺文史。懷舊風潮有助於引導社會關注歷史保存

議題，也激起關於歷史真實與文化想像的在地反思。 

即使有著兩百年的歷史，剝皮寮卻是台北市文化遺產列表上「意外出現的驚

喜」。該街廓自日治時期即被劃為老松國小校用預定地，1998年實施徵收時曾

引起保存爭議。1999年強制遷離居民後這條巷弄即退出當地市井生活，直至 2009

年以歷史老街面貌正式浮現於地圖上。「剝皮寮」的消失和出現反映在地人對於

在地文史認識的衝突和協商，因著不同社會行動者所建構的歷史真實性和文化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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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想像，從老舊家宅躍升都市文化資產，進而成為再探萬華當代文史的支點 。

十數年來歷史保存的實踐與波折給予在地文史知識再生產的條件，要求被公平呈

現的各個歷史詮釋版本亦促使在地文史知識的再發現與確立。此外，大眾傳媒為

萬華文史宣傳吹起順風，媒體詮釋卻又激發潛在的認知矛盾，歷史再現與論辯同

時成為當地歷史文本的一部分。 

 

3. 黃慧瑜 ─ 都市更新的文化治理術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領域研究所 

摘要 

90年代後期，都市更新逐漸白熱化，主管土地開發、都市更新的政府部門

開始提出「創意城市」、「以點活化」、「都市針灸術」(Urban Acupuncture)

等等概念，同時配合城市各地推廣的「都市更新或建築物活化改良前」的短暫閒

置空間再利用，公私部門協同經營、引進大批藝術計劃短期進駐。上述並揭示了

「創意」在接下來的土地開發產業、經濟發展中將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這些短

暫的展演計畫具有公共藝術的意涵，將不只是作為都市更新前的節慶、媒合，更

重要的，是由房地產業開發商領頭，以資金與流動的空間資源餵養創意產業，全

面性的聯手創造一波文化壟斷：由咖啡館、藝廊、精品文化與各種國際風格的集

合公寓取代攤販、三溫暖、小建築等的庶民巷弄文化。本文將討論以「URS都市

再生前進基地」為主的幾個公部門與企業合作計劃，在快速的都市更新過程當中

實際上成為經濟發展的哪些環節、進行著什麼樣的文化生產；而配合都市更新與

國有土地活化政策等開發大輪，被取而代之的又是城市的哪些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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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遭遇全球化、資本化的中國農村 

 
評論人：徐文路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農村改革為先導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農村進入了市場化、

商品化的時期，這一階段的市場化以區域市場為主要流通管道，而商品化主要包

括日常生活再生產的商品化、農資、農產品商品化，農村勞動力的商品化則主要

集中在非農領域（鄉鎮企業或城市）。上世紀末、新世紀初以來，中國農村在經

歷著新的滄桑巨變，開始具有了全球化、資本化的特徵。此時市場不僅是區域的、

也開始與全球性市場相交融（以本 panel的對蝦、大豆為例），同時資本越來越

影響農業生產過程，控制或排擠農業生產的勞動，農村勞動力商品化也開始在地

化、在農化（流動的和本地的農業雇工都開始常見）。根據既有的政策和輿論趨

勢，這樣的改革還會繼續深化下去。 

本主題的四篇論文以上述的變遷為背景，致力於探討當全球化、資本化進入

到區域或地方脈絡的情況下，中國農村的現狀特徵和前途問題。陳義媛的論文給

我們展示的是農業資本化不再僅僅局限于高價值的經濟作物（cash crops），而

且開始進入一般性大田糧食作物（水稻）。 她的論文揭示了資本為實現積累的目

標如何選擇了“在地化”的策略，利用和改造農村現有的家庭經營。胡靖則在改

革開放三十年的過程中批判性地考察了“家庭承包經營”的利弊。與主流對“家

庭承包經營”的堅持相左，胡靖以水利問題為切入點，指出“家庭承包經營”在

釋放出短暫的改革紅利後，這一制度所造成的問題已經越發凸顯。黃瑜關於對蝦

養殖的調研分析和探索了全球化、資本化背景下家庭對蝦養殖的困境和出路，以

及人類學者的社會實踐角色。嚴海蓉、陳義媛對中國大豆之殤的討論關注的是在

國際壟斷資本嚴重壓迫本土大豆的情況下，國家、地方關於這一問題的認知、策

略，以及由此引發的中國東北農村不可逆轉的變遷。 

四篇論文都可以引發關於“在地”的討論：我們賦予“在地”什麼樣的意義

和價值？如何在動態的過程中批判性地評估“在地”？是否/如何辯證地看待

“在地”？ 

 

1. 陳義媛 ─ 商品關係社會化：資本積累的地方社會基礎──以水

稻生產為例 

──學歷：2011-，就讀於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攻讀博士學位 

2009-2011年，就讀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碩士 

2005-2009年，就讀于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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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博士生 

摘要 

本文以湘南一家涉足水稻生產的龍頭企業發展狀況為基礎，旨在分析下鄉資

本如何將商品關係社會化於地方社會結構中，從而助其實現資本積累。歷經 5

年的發展，該企業由最初的橫向一體化經營方式——公司掌握土地、農資等一切

生產資料並雇工從事生產，逐漸轉向將所流轉土地細分為 100-200畝的規模，並

尋求與本地或外來代管戶簽訂土地代管協定的方式實現縱向一體化經營，形成所

謂“公司+家庭雇傭農場”的經營模式。資本曾試圖對當地既存的生產關係進行

徹底改造，發展雇工式大農場，但最終趨向於依靠“家庭”為單位進行雇工及組

織農業生產。在中國語境下，為何以“家庭”為單位更有利於實現其資本積累？

更進一步說，以“家庭”為單位組織雇工及生產與以公司為單位組織生產有何本

質差異？本文分別考察了與公司簽訂土地代管協定的本地代管戶及外來代管

戶，發現外來代管戶無論在雇工還是在利用地方公共資源（如水利設施）等涉及

與當地村民打交道的方面受到諸多限制，直接影響其盈利；這種脫嵌於地方社會

結構的“家庭經營”在本地社會網路的束縛中難以維繫。而本地代管戶的雇工及

生產組織則嵌入在“熟人社會”之中，資本通過控制代管戶生產的外部條件實現

對代管戶的整合，而由代管戶通過其社會關係網來處理種植環節中的雇傭關係以

及與本地農戶的關係，通過本地代管戶實現商品關係社會化，從而維繫其資本積

累鏈條。 

 

2. 胡靖 ─ “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導致了中國農村的制度性乾旱與

洪水 

──現職：華南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教授 

“三農”與城鎮化研究所 所長 

──學經歷：1999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 管理學博士 

1994~1998，構建了解釋農業補貼的“非對稱核算理論” 

2011年以後，重點中國的集體經濟、土地制度問題。對“家庭

承包經營”制度提出了質疑。 

摘要 

農地，包括山地、耕地和宅基地，具有較強的整體性特徵。這種整體性是由

農地的內在地理、地質、水文、生物等因素決定的。但這種特徵被“改革”忽略

掉了。以至於在“改革”的進程中過度強調“產權”的因素。我國自從 1983年

人民公社解體以後，“家庭承包經營”制度覆蓋了中國農村 95%的村莊。這一制

度在釋放完“改革”的紅利以後，弊端開始暴露出來。其中，農村交替性的乾旱

與洪水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家庭承包經營”的一個特徵是“細碎化”均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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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它在保障了承包的公平的同時，也導致了農地的細碎化。農地的細碎化破壞

掉了農地的整體性。由此產生兩種災難性後果。第一、農業經營成本的上升。比

如，廣東農戶平均耕地面積大約 5畝左右，但農地分為十塊以上。這種逆規模化

的後果就是灌溉、施肥、噴藥等成本的上升。第二、水利的建設、維護、管理無

法正常進行。水利是最能體現農地整體性的地方。這種整體性，是以一種公共品

的方式展現出來。但是，“產權”的細碎化使得村莊的這種公共品的供給失去了

主體。由此導致村莊水利的破敗、癱瘓。具體表現就是無法蓄水。南方地區很多

塘堰，在改革後的近 30年裡，沒有清淤。有些甚至被淤泥填平。蓄水能力的下

降。稍長時期不下雨時，就是乾旱。但雨量一大，無法蓄水，就是洪水。而改變

農村水利的這種災難性後果的辦法，就是需要反思集體經濟，以確保農地的整體

性。 

 

2. 黃瑜 ─ 多勞未必多得？──論中國對蝦養殖業的風險及合作社

模式的探索 

 

──學歷：2004-2012 美國華盛頓大學 人類學系 博士 

──現職：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 

(1) 2010“共同富裕及其脫離—回顧中國南方對蝦養殖業的起步”，載《中

國飲食文化》，2010年第 2期，35-65頁。 

摘要 

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一的水產大國，產量占全世界的近百分之七十。對蝦養殖

始於改革開放之初的 80年代，當時各地政府把這作爲一個農村發展的項目來

推，希望把農民培養成爲追求高產的理性經濟人。可是，由於對蝦是一種以出口

爲導向的產品，農民漸漸認識到多勞未必會帶來多得，因爲在全球食品生產體系

（global food regime）的控制之下，資本對食品鏈的上下游進行嚴密的控制，

小生產者的勞動價值被無形地剝奪。近年來，農民在追求高產的同時不可避免地

遇到了各種風險，如高密度養殖造成病害頻發，而病害控制的用藥又帶來了食品

安全的隱患。 

筆者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中國對蝦養殖業中農民所面臨的各種風險，而畢業

以後，爲了響應人類學“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號召，我決定在我的田野點廣

東雷州半島，與農民一起摸索一些能降低養殖風險、達到可持續發展的養殖組織

模式，而養蝦合作社爲其中的一種重要嘗試。簡單來說，1）合作社能團結農戶，

與上下遊的育苗場、飼料廠及加工廠討價還價，掌握定價的主動權；2）合作社

實行民主決策，運營方法、利潤分配、行政管理等都由全體社員進行民主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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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作社鼓勵進行多種養殖模式的探索，尤其是生態養殖、可持續養殖等模式，

減低發病的風險。 

可是這些理論上的好處是否會真正得到到農民的歡迎？農民在合作的過程

中所面臨的困難是什麼？他們如何協調個人與集體的利益衝突、當前與長遠利益

的衝突？人類學家參與行動的時候是否能夠克服研究者—訪談對象的主客位置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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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生產交換與社會連結 

此一 Panel將探討台灣小農生產體制的交換層面，特別著重此一層面所涉及

的社會網絡、消費關係、消費型態，特別是晚近二個近乎背離，卻又相互依存的

交換模式的形成的社會意涵，也就是說農產品一方面朝著精品、高價的商品化前

進，另方面在反省現化生活以及環境價值所興起的，面向農耕的生活選擇，而建

立起，帶有強烈社群連帶的消費網絡。我們好奇小農在其中所形成的生產與交換

過程，以及「綠色消費」得以實現的社會脈絡。 

 

1. 鍾怡婷 ─ 交換的社會鑲嵌－稻米生產消費關係的重建 

摘要 

在歷史中，稻農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換並不直接發生，而必須透過碾米加工

者，稻農與碾米加工者交換的是稻穀，而碾米加工者與消費者交換的是白米或糙

米，於是碾米加工者在稻米的供應系統中扮演著關鍵中介角色，控制著流通、掌

握了交換。那麼，當前展開的縮短食物供應鏈運動中，以稻米此一食物而言，生

產者與消費者如何可能建立直接的連結？本文嘗試考察稻米供應系統的歷史變

遷，並以當代稻農與消費者間直接交換之案例來探討此一特殊農食的交換如何重

新鑲嵌在社會關係之中。 

關鍵字：稻米、社會鑲嵌、食物供應系統 

 

2. 陳玠廷 ─ 從草根實踐到綠色消費：臺灣有機農業發展的前世今

生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博士候選人 

摘要 

「這是自己種來吃的，沒有灑藥，攏總係有機的！」對大部分有過鄉村生活經

驗的人來說，類似的言論說詞並不陌生，反應出一般社會大眾對有機農產品關於

生產特質的認識。臺灣社會歷經約 30年的有機農業發展，在媒體的宣傳報導上，

有機農產品日益被賦予諸如：健康、樂活、無毒的符號，特別是自 2007年農委

會制訂、公布「有機新制」後，有機農業再非如前述般人人可自由宣稱的草根實

踐，而轉為一類受到法令「規範」、「保護」的產業。本研究擬從歷史發展的觀點，

探討、剖析臺灣各階段有機農業發展的論述變貌，並從中反思現今有機農業發展

現況對小農家戶的影響，及其因應策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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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有機農業、反身性、另類發展、綠色消費 

 

3. 蔡培慧 ─ 小農交換的社會基礎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助理教授 

摘要 

跨國農業資本的擴張、國家職能的私有化與農業服務的商品化等因素，自

1980年起便威脅臺灣小農的生存空間。然以商品化農作為主的小農卻能堅韌持

續扮演臺灣農業主要生產者的角色，家庭農場仍是維繫農村社會再生產的基本單

位，而正是前述農產運銷體系所內含的社會基礎提供了支撐小農的力量。透過參

與觀察法與行動研究法，試圖說明建構農產運銷體系的社會基礎，以主婦聯盟合

作消費連結的苗栗縣後龍鎮灣寶里等具體個案，考察與分析小農於其內實際的參

與和運作過程，進而描述支持小農交換的社會基礎。 

關鍵詞：小農耕作，家庭農場，農產交換，綠色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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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從「部落家園生計」到「地域性經濟」：重讀原住民地

區以自主經濟為前提的社會運動 

【圓桌論壇】 

這幾年來、反美麗灣運動進行之際，花東各地仍持續有大量的海岸觀光開發

計劃進行，這些計劃的啟動單位包括縣市級和鄉鎮級政府，以及中央觀光單位。

除了以財團開發和 BOT方式進行的計劃外，各地小型的觀光遊憩附屬民宿、餐

飲、租賃等服務業也漸漸增多。 

對應於新的觀光服務業，在地各方亦有許多土地生產的新活動萌芽，土地經

濟開始從過去以支援西部都會為主的大規模單一型的稻米、蔬果種植，轉向新的

有機種植或傳統食品加工業。在這同時，有少數原住民部落重新開始依照傳統的

思維，實踐以原住民部落為主體的生計再造：在由社區組織發動的部落公共建設

的同時，也有許多部落的青年在文化復振的前提下，開始建立可以同時滿足家庭

及個人經濟，又能夠促進部落總體經濟的軟體改善，維護部落的榮耀。 

在這些林林總總的經濟變遷中，面對各地大規模的土地變更情勢，最直接受

到衝擊的是部落年長者的生計和情感；這樣的困境肇因於一個世紀前日本的「戶

政地政合一」制度；在此制度操弄下，許多屬於部落公共所有、事關公眾利益的

領域，因為無法登記為「個人」或登記為屬某某人所「持有」等情況之下，這些

「無主地」竟被劃歸為「國有財產」，交由殖民政府各級行政機關代管。國民政

府則蕭規曹隨迄今也已逾半世紀！ 

猶有進者，在近年一波波「開發」中，這些「國有財產」遭到大量放租予開

發商和外來資本，直接打擊仍然在這些領域上過著傳統生活的部落生計人口，特

别是年長者。我們漸漸覺察到，許多部落的青年們被迫直面這樣的情事，開始看

到部落傳統的生計經營知能對部落生計之重要性，也覺醒到大社會執意推動了一

個世紀的土地私有制，就是造成部落文化失落的根本原因；土地私有制徹底撞擊

了部落家園的生計系統，以及各個領域上土地經營的依存關係。 

「還我土地」作為原住民運動一再重覆的訴求，乃源於每一次領域喪失後更

加變本加厲的根本危機；因為喪失領域權之後，依存在上面的經濟權、文化權和

社會結構也都會跟著一併瓦解。 

   近年來一波波由各級政府所啟動的計劃中，明顯看到應該是受到國家體制所

管治的國有土地，在財團資金的介入之下，變成了「國家財團聯合大私有」的內

部殖民所宰制的對象。所謂公有土地制度，不但沒有保育、保護土地，這個惡政

更讓大家看到國有土地制度喪盡了其合理性和正當性，也突顯了國有土地制度缺

乏「部落優先、自主和自治」的基本精神和機制。 

如此一來、在領域內仍得以維繫的部落文化出現了世代斷層，其後，以家戶

為主的私有土地，被暴露在非法、不公的土地買賣壓力下，使得部落的村落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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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落社會構造及人群連繫等、也受到各種不同經濟規模的切割及分化，而變得

分散而零碎。 

   這一波以外來尋租活動為主的經濟操弄及社會鉅變，已經在快到失速的疾行

推進當中，正貼身地直接侵害了原住民地區的部落生存權。 

臺灣經歷過四百年左右的商業殖民歷程，直到今日又與全球化資本體系發生

碰撞。儘管如此，所幸在原住民地區、以部落為單位的小型社經體系和生計協力

單位仍所在多有。這些體系有些看似貧窮羸弱，有些看似較為富足；但是若以部

落為主體來觀察，在客觀條件允許下，這些部落體系畢竟在無孔不入的全球資本

滲透下，仍然保有一定程度的社群自我保護機制和潛力，在在重新創造傳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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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繼承自民族文化的部落社會結構，及由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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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行為能如織體般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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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模式；它當然是從出於臺灣複雜而

多樣的自然條件、豐沛多樣的部落文化，以及各部落與外部社會不同程度接觸所

產生的回饋及影響。 

在全球化浪潮的沖刷之下，要瞭觧如何組構不同層次的經濟防禦體系，另一

方面又如何建立以自然社群和小型社會文化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原住民部落家園

生計之維持體系的研究當深具啟發性。 

本大圓桌論壇試圖耙梳出一個有經驗事實得以驗證的地域性經濟模型，從原

住民部落社會為主體的家園生計和部落生計系統出發，搭建一個原住民地區的地

域性經濟的論述平台，藉著共同審議的方式，來重新閱讀及整理現有分散在原鄉

各地的生計運動向度、並測度其能量，從而找出在面對下一個經濟衝擊時、吾人

可以預見和依靠的各式家園韌力、及其聯合運動的可能與想像。 

與談者： 

SINCI MAYAW欣契．馬耀（張進財） 

──學經歷：玉山神學院神學系、牧會 45年（花蓮區中部幹事、高雄美港

教會、桃園美教會、高雄長老教會漁民服務中心主任） 

──現任：撒烏瓦知部落頭目、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著作簡目：撒烏瓦知諸多論著與第一手田野資料 

盧建銘 

──學經歷：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現任：中原大學景觀建築系兼任講師、撒烏瓦知部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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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簡目：撒烏瓦知諸多論著與第一手田野資料 

羅素玫 

──學經歷：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人類學博士、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

研究所助理教授  

──現任：台大人類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詳任職系所官方網站. 

官大偉 

──學經歷：美國夏威夷大學地理學博士  

──現任：政治大學民族系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詳任職系所官方網站. 

陳永龍 
──學經歷：台大建築與城鄉所博士 

──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詳任職系所官方網站. 

丘延亮 

──學經歷：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博士 

──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著作簡目：詳任職系所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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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金磚上的遺民：華光社區反迫遷之實踐與反思（上）社

會運動與社會救助 

【圓桌論壇】 

華光社區位於台北市大安區，緊鄰中正紀念堂與永康街，被政府視為「金

磚」。在這塊國土上，居住著不同時期來此的戰後移民、城鄉移民，在現有的法

律架構下，他們被稱為「違章建築」、「違法佔用戶」。近年，政府以國土活化為

名，對土地上的人民展開了「清理」工作，以訴訟的方式冷血排除，惡化居民處

境。學生則從去年十一月開始，有組織地進入社區，與居民建立關係、培養共識，

組織抗爭。 

 形式方面，擬採圓桌論壇。在這次的發表中，與談人會反省華光的在地經

驗，並與既有的經驗或理論對話；也希望獲得更多人能加入討論，對議題與運動

能有較為整體性的掌握與討論。內容方面，這次的圓桌論壇，將涵蓋六個子題。

分別是：法與法意識、運動分析、空間記憶與聚落保存論述、學生進入之回顧、

權利的微觀史學考察、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 

 雖然推派六名代表作為與談人，但在組織分工與集體決策的運作方式下進

行寫作工作。我們也希望這樣特別的產出過程，能讓這場圓桌論壇不是數個個人

對於運動、議題的看法，而是一個組織對自身的反省與前進。 

 與談人皆為華光學生小組成員。子題下附上目前已確定的協力作者姓名、簡介。 

 

1. 蔡敏真 ─ 寫華光社區 2012年 11月前後 

──學經歷：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所碩士 

華光學生小組成員 

──著作簡目： 

蔡敏真（2012）居住城市的權利：台北市華光社區的都市民族誌研究。

台灣大學地理資源學所碩士論文。（獲台灣社會學年會 2012年度碩論田

野工作獎） 

摘要 

2008年到 2012年我在華社區光進行論文的田野觀察，2012年 8月我結束口

試，同年 11月之前，以為所看到的就是這個社區的結局。在此之後，藉著某次

無意帶著幾位同學的社區導覽，學生訪調小組的成形，捲動社區的人事物。本文

將說過去、也說之後；什麼一直存在、改變了什麼，也談一直解決不了的問題。 

 

(本篇記錄學生組織性進入社區的時間點，也談社區在此之後的改變，將由華光

學生小組成員集體協助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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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亦甫 ─ 運動分析 

──學經歷：學經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畢業 

102學年入學台大社研所 

華光學生小組成員 

摘要 

學生參與的社區運動，本質上應該是雙元主體的運動，才會是基進的。這個

規範性的命題，體現在雙方的溝通，也體現在一個運動能否走下去。學生與居民

各自作為主體無法合作之時，也是這場社區運動結束之時。沒有居民，學生經營

的不再是社區運動，或甚至消失。沒有學生或其他外來者，居民的運動可能退化

為保守型的運動，或甚至消失。 

就此來看，這場理應是雙元主體的社區運動，在特定的政治機會結構中，有

何機會與限制？學生作為組織者，基於何種理由組織學生內部？又如何組織應當

成為且實際上也是抗爭主體的居民？在惡劣的社會輿論中，如何組織聲援者？又

如何決定其特有的反迫遷抗爭劇碼？ 

由於適逢兩公約審查，居住權始終是華光反迫遷運動的核心論述之一。人權

論述作為運動構框有何好處，又有何限制？ 

 本文期盼分析運動的雙重組織（組織者內部、組織者與被組織者、組織

者與聲援者）、政治機會結構、運動構框與抗爭劇碼等多個運動分析面向切入，

並置放在台灣特有的反迫遷運動、都市居住權運動、學生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

中，對華光反迫遷運動進行一整體回顧。 

 

(本篇將由台大社會學系學士班畢業的何友倫同學協力寫作。) 

 

3. 董昱 ─ 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 

──學經歷：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畢業，102學年入學清大社

研所 

──著作簡目： 

董昱，林沁，廖翊筌(。一席之地──紹興社區的居住正義紀實。《文化

研究月報》136: 20-28。 

摘要 

本文藉由華光社區的案例，從社會福利和社會工作的角度切入，探討都市治

理過程中越趨嚴密的個體化技術，以及其所造成的影響。社會工作發展過程中形

成了有個案（case）、團體（group）、以及社區（community）三大工作方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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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台灣當代社會工作的實務領域中多以個案工作為主軸，而非整體社區為主的

社區工作。本文透過分析社會工作專業在社區的運作，描繪專業技術所導致的個

案化過程，並分析其所導致的結果。藉此，讓讀者對於台灣公部門社會福利資源

的運用和限制，有更多批判性的理解。 

 

(本篇將由台大會計系，雙主修社工系的王基瑋同學協力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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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金磚上的遺民：華光社區反迫遷之實踐與反思（下）

運動中的權利、意識與論述 

【圓桌論壇】 

華光社區位於台北市大安區，緊鄰中正紀念堂與永康街，被政府視為「金

磚」。在這塊國土上，居住著不同時期來此的戰後移民、城鄉移民，在現有的法

律架構下，他們被稱為「違章建築」、「違法佔用戶」。近年，政府以國土活化為

名，對土地上的人民展開了「清理」工作，以訴訟的方式冷血排除，惡化居民處

境。學生則從去年十一月開始，有組織地進入社區，與居民建立關係、培養共識，

組織抗爭。 

 形式方面，擬採圓桌論壇。在這次的發表中，與談人會反省華光的在地經

驗，並與既有的經驗或理論對話；也希望獲得更多人能加入討論，對議題與運動

能有較為整體性的掌握與討論。內容方面，這次的圓桌論壇，將涵蓋六個子題。

分別是：法與法意識、運動分析、空間記憶與聚落保存論述、學生進入之回顧、

權利的微觀史學考察、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 

 雖然推派六名代表作為與談人，但在組織分工與集體決策的運作方式下進

行寫作工作。我們也希望這樣特別的產出過程，能讓這場圓桌論壇不是數個個人

對於運動、議題的看法，而是一個組織對自身的反省與前進。 

 與談人皆為華光學生小組成員。子題下附上目前已確定的協力作者姓名、

簡介。 

 

1. 楊宜靜 ─ 行動與政策中的法與法意識 

──現職：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 

華光學生小組成員 

──著作簡目： 

楊宜靜（2012），權力地景之生產：江仔翠農地的死與生。《文化研究》

月報 133: 32-64。 

摘要 

在華光的案例中，法律扮演了多重的角色。對居民來說，歷史生成的社區樣

態，與政府對既有相似違建聚落的處理方式，共組其相對應的社會意識。即作為

情緒、說理基礎的法意識。另一方面，政府出於清理效率、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

空間想像，還有替代舊有威權心性的全面「依法行政」外殼，訂定或採用的法律

手段，則構成了上層結構中政治的、法律的政策說理基礎。上述兩者，又各自與

特定政經條件下的社會輿論產生了合作或衝突。 

居民的問題是：該如何對社會、對政府喊出訴求？學生的問題是：在居民、

輿論與政府之間，如何採納或培力釐清或拒斥特定的法律解釋架構？而又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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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評價政府在清理、在拒絕承諾安置或補償上，所採取的法律論述與手段？在

這篇論文中，將從政策分析、法律史、概念史、對居民的田野資料與組織者的反

省出發，嘗試釐清上述問題，並提出整體性的批判分析。(本篇將由台大政研所

碩班傅鈺如同學協力寫作) 

 

3. 黃舒楣 ─ 迫害/破壞：華光抗爭運動中談歷史聚落論述的機會和

限制 

 
──學經歷：華盛頓大學建成環境學院博士(PhD in Built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著作簡目： 

(1) Tracing Hong Kong through Cavescapes: Two Systems, One City. (book 

manuscript, forthcoming） 

(2) Huang, S. (2012). Transnational Building in the Borderland 

Settlement. In Elke Krasny (Eds.) Hangs-On Urbanism 1850-2012: 

The Right to Green. pp. 260-269. Vienna:Turia + Kant (German 

edition). HK: mccm creation (English edition). 

摘要 

台北六本木、華光社區、監獄口、台北監獄、台北刑務所、the Taihoku 

Prison，地方命名演變走過了一個世紀，然而行政院主導的「國土活化」視野以

金錢度量空間的使用和可能性，刻意忽視殖民城市歷史。「非法性」之建構，對

照金雞榮景，政府同時強勢主導了人民理解過去和想象未來。彷彿過去的居住歷

史，只有「違法佔用」可言，而未來的想像願景，唯有促進整體經濟的某種形式

開發。正因國土活化政策不談城市歷史，爬梳監獄地景所鑲嵌的都市化歷程和地

景記憶，有機會抵抗單一「空間的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從舊的

命名中闡連新的時空關係。 

然而，華光抗爭運動走到一半才開始的歷史聚落論述之建構，重新定義「拆

除」為「破壞」，不僅要抵抗刻意遺忘歷史的國土活化政策，也需面對詮釋地方

記憶的空間政治，以及歷史方法論的檢視。在陳舊檔案和口述歷史的搶救翻找

中，新的地景概念隨時在重新定義地方，以及「居民」與「市民」之間浮動的地

方界線。相對於抽象的國家/國土，聚落歷史中的空間實踐 (spatial practice)

複雜細瑣又滿是衝突，衝突中隨時有舊牆之拆除與新牆的建立。 

同時，以聚落保存論述干預國土活化，即無法迴避「文化資產保存法」背後

整套文化治理和文化霸權。文資法架構看似開了門讓「市民」有機會挑戰「地產

政權」(the property regime)和抽象的公共利益，但「文資保存」本身作為一

文化政權，歷經典範轉移，仍有重重內在限制：再定義局部過去為文化「資產」，

形同「殖民」未來，同時否定未能指定的一切（迫害）。這篇論文透過參與觀察

和論述分析，檢視運動因應不同政策體制而發展，欲探討歷史聚落論述的機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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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只能討論「破壞」而非「迫害」的語境限制，以及「不能保存」所映照的

空間政治圖像。(本篇將由政大社會學系畢業、102學年入學政大社研所的高若

想同學協力寫作。) 

 

3. 張立本 ─ 模稜的權利：從微觀的居民角度考察都市居住權內涵 

──學經歷：台大城鄉所 現職：博士班 

 

摘要 

本文試從微觀史的角度重新閱讀華光居民所思的「權利」意謂著什麼？華光

居民在最近幾年受到政府部門以興訟的方式進行處理，被定性為違法，為此紛紛

擾擾抗爭多年。當社會運動以集體形式現身，並且爭取權利，往往也意謂著採行

現代政治的形式，而必須面對「普遍權利」。然而，透過微觀史學的角度，或能

發現一些線索，指出遮蔽在既有語言方式下的「權利」內涵。本文嘗試指出，必

須考察為既定語言方式、理解方式所侷限與掩蔽的、複雜的思考。 

關鍵字：都會經驗、微觀史學、城市權、新自由主義、社會運動 

 

(本篇將由台大社工系吳栩臺同學協力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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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全民健保的永續之道 

 
全民健保的開辦是台灣公共衛生史上一大成就，它是值得全民引以為傲的珍

貴資產。然而，自一九九五年實施以來爭議不斷，過去十八年間，社會各界致力

於全民健保問題的紓解，卻始終沒能真正面對兩大「真相」：其一，公衛體系預

防部門弱化，使得民眾無法有效維持健康，因此醫療需求量大增，民眾對健保的

倚賴日漸加深；其二，公衛體系醫療部門極度市場化、利潤化，使得醫療部門不

斷的膨脹。這兩大根本因素使得全民健保的支出不斷飆升，各種問題紛至沓來。 

在健保改革的激烈爭論中，未被台灣社會關注的根本問題是：我們究竟要的

是「健康保險」還是「醫療保險」？公共衛生最基本的“ 預防重於治療”原則

竟在社會爭論中遁形，造成前端的、治本的、預防的退隱，反倒是後端的、治標

的、醫療的勝出！我們不禁反思健康的基本人權有沒有可能在台灣健保制度中被

重新看見？應該如何被重新看見？ 

全民健保的運作根基是奠定在台灣醫療產業結構之上，而台灣醫療產業又是

以極度商品化、市場化的運作邏輯在運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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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不斷積累以擴大資本。健保局以每

年所收得的大量保費，為全民向台灣醫療產業購買民眾所需的醫療商品，這樣鉅

額的保費為極度商品化、市場化的醫療產業提供一個穩定的需求，保證它的利

潤，因此台灣資本必然趨之若鶩，湧向健保市場。另一方面，商品化下的問題叢

生，包括「醫療品質低落」「醫病關係惡化」「醫界生態丕變」及「血汗醫院頻

傳」等嚴重問題。然而，健保局提出各種解套方式真能抵擋住資本積累擴張的自

然趨勢嗎？ 

更弔詭的是，看似百花齊放的健保爭論中，獨獨缺了繳納健保保費、使用健

保資源、佔絕大多數的“ 民眾頭家們”！台灣民眾在這個重要的爭論中竟然成

了無聲的多數，許多民眾有著深沉的無力感。而《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深信，

健保與全民權利及生活品質息息相關，唯有多數民眾瞭解、參與，才可能讓健保

改革越臻完善，達到永續健保的理想。 

主持人：劉梅君 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政大勞工所教授 

評論人：呂建德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涂醒哲 前衛生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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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美霞 ─ 全民健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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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請大家先思考下面這些有關台灣全民健保制度的問題及現象： 

1. 台灣的醫療保健制度跟英國的有什麼不同？（提示：英國的醫療保健制

度與台灣公共圖書館制度基本運作原理一樣） 

2. 分析一個國家的醫療保健制度，必須從財政及服務系統（醫療產業）兩

個大面向來分析，那麼全民健保是屬於什麼面向？（答案：財政，但

是，全民健保不能跟服務系統剝離著分析） 

3. 台灣醫療產業中，醫院收入的主要來源是什麼？（答案：全民健保，但

是，再問：你知道，佔醫院收入的多少百分比嗎？） 

4. 到底所謂“健保虧損”，是誰虧損？（提示：不會是醫療產業啦！） 

5. 台灣醫療產業的平均利潤率比較製造業或其他服務業，誰高誰低？(不

提示了，大家猜猜看好了) 

6. 人事費佔醫院支出的比例，比較製造業或其他服務業，誰高誰低？（也

不提示了，大家猜猜看好了) 

上述 6項都是以政治經濟學來分析全民健保非常重要的問題或現象。我們報

告的時候會以這些問題為基點來分析，請大家拭目以待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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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菁華 ─ 健保改革的公共衛生意涵安在？！論人計酬新制的可

能性？ 

 
──學歷：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靜宜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經歷：天主教惠華醫院藥劑科代理主任 

清泉醫院藥劑部主任 

沙鹿光田綜合醫院管理中心高級專員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監事、台中技術學院教授 

摘要 

公衛體系是社會安全體系的一環，八 0年後重醫療輕(公衛)預防的後果造成

台灣社會安全體系更加脆弱，醫療服務核心價值的背離與扭曲，預防與醫療本是

健保的雙翼，十餘年來健保的失衡發展，是折翼預防以獨大醫療。 

健保開辦後的十餘年間，門住診人數不斷攀升，每年每人門診次數不降反

升，用藥費用總額持續增加；再者，即使考慮了人口老年化速度、昂貴儀器及新

藥採用等因素，健保支出從開辦的一千五百億元，不斷成長到現在將近五千億元

支出，再次印證了健保制度在醫療商品化及市場化的趨勢下，導致無效醫療行為

越來越多、民眾被誘導創造出來的醫療需求不斷擴大，完全與健保制度當初設立

的核心精神--促進民眾更加健康--背道而馳。我們不禁要問，健保制度到底是「健

康保險」或者是「醫療保險」呢? 

一代健保確實解決全民就醫障礙，提供民眾醫療的可近性與可便性，更是以

社會互助的精神避免重大傷病致使傾家蕩產的悲劇，然而，台灣健保制度醫療商

品化及市場化的趨勢下對醫療文化、醫療品質、醫學專科的平衡發展以及醫療資

源的合理分配，都產生了嚴重的扭曲，成為一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公共衛生問題。 

面對逐年上升的虧損赤字，改革健保聲浪不斷，為了解決健保虧損的問題，

社會各界在費基及費率上有許多討論著墨。自 2011年試辦的 2011年 7 月 1 日，

健保局開始實施為期三年的「論人計酬」試辦計畫，試圖從以醫療院所的「服務

項目」(如門診診察、打針、吃藥)為支付標準，改為以「人」為支付單位，「人」

越健康，醫療院所能得到的保險給付就越多，這真是一條符合多數人利益的正確

的改革道路嗎? 若是，又該如何讓廣大民眾能有所理解並支持呢? 

 

3. 劉秀枝 ─ 無聲多數的再現~全民健保的社區民眾教育 

──學歷：中台科技大學護理系 

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研究所碩士 

──經歷：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理事長 

學校護理師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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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大學保健食品系兼任講師 

中華民國學校衛生護理學會秘書長 

摘要 

健保政策或許對民眾而言是非常抽象與有距離，除了繳納健保保費、使用健 

保資源外，鮮少民眾有機會進一步批判思維，台灣社會需要的健保政策是「健康

保險」還是「醫療保險」？兩者差異在哪？多數民眾被動地停留於醫療後端所提

供的醫療服務如自費、藥物、住院等等，不僅造成健保資源浪費，更不自覺地任

由健保經費給付方向大量向醫療傾斜。 

民眾關於健保相關的資訊來自個人的生活經驗外，還包括媒體、政治人物的

口水戰，總的來說，這些資訊管道都缺乏理性分析的討論空間，讓民眾對健保的

認識非常片面，有時以訛傳訛，讓健保制度難以向下扎根。對健保改革方向，大

多數民眾的思維或相信專家權威、或以為政策與個人是很遙遠的且無直接關係、

或有深切的無力感等諸多原因，因此成為廣大的無法發聲的沉默者。 

以全民健保的社區民眾教育來講，教育的進步意涵是讓民眾透過教育能達到

意識覺醒，以求社會不公現況得以改變。因此，衛促會深信健保政策與民眾是息

息相關，唯有透過以個人經驗為基礎的教育過程和對話，與民眾共同從自身的經

驗及意識型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過程中推動以社大做為平台進入社區，從社大

班級經營到經營社區，讓健保及公衛知能於社區中紮根，才可能讓健保改革越臻

完善，達到永續健保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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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多角度透析醫療市場化-國際比較 
 

在新自由主義橫掃世界的背景下，推動以市場為導向的衛生制度成了國際各

國的趨勢。全球性的醫療市場化深深影響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醫療服務體系、衛

生制度、公共健康、社會價值取向等諸多面向。本場次從不同地區的經驗，包括：

臺灣，中國大陸，亞洲乃至世界，來分析、透視分析在全球化，私有化及市場化

橫掃世界各國時，對公共衛生領域造成的影響。 

主持人：林孝信 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評論人：吳永毅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政策研究員 

呂建德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1. 陳美霞 ─ 橫掃世界的醫療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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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ns, health of.  In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Health, Illness, Behavior, and Society” edited 

by William C. Cockerham, Robert Dingwall, & Stella Quah, 2013,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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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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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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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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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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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1980年代伊始，發源自英國及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橫掃全球，深刻影響人類

福祉及命運。夾層政治經濟體系其中的公共衛生體系也在這個幾乎不可擋的大趨

勢下，感染一個也深刻影響人類健康及福祉的“世界流行病”（pandemic）：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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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市場化。這個“世界流行病”盛行在世界絕大多數區域及國家，包括台灣、中

國大陸及亞洲其他各國。我們將以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分析醫療市場化這個世界流

行病的起源、內涵及影響。 

 

2. 陳怡君 ─ 醫療服務市場化的政府角色-臺灣經驗 

──學歷：高雄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全面品質管理計畫顧問 

高雄醫學院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中級醫管師 

中央健康保險局南區分局辦事員 

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約聘研究員 

──現職：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講師 

──著作簡目： 

(1) Wei-Chun Chou, Jyh-Larng Chen, Chung-Fen Lin, Yi-Chun Chen, 

Feng-Cheng Shih and Chun-Yu Chuang, 'Biomonitoring of bisphenol 

A concentrations in maternal and umbilical cord blood in regard 

to birth outcomes and adipokine expression: a birth cohort study 

in Taiwan,' Environmental Health, Vol.10, 94, Nov. 2011 . 

(2) 丘亨嘉、陳怡君、毛莉雯等, ‘中文版多元功能評估問卷之信度效度考

驗’, 台灣衛誌, 16, 2, Mar. 1997, 119-132. 

(3) 黃偉堯、陳怡君，民國九十一年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

台南縣衛生保健議題資料分析，行政院衛生署，2004/8. 

(4) 楊志良、陳怡君、謝桂貞、張與恬，台灣與大陸衛生醫療現況比較，行

政院衛生署，2002/6. 

摘要 

依據衛生署的 2011年醫療保健支出分析，台灣地區的醫療保健支出約 57%

由公部門支配使用，同年，台灣地區的病床僅不到 34%由公部門供給，公部門設

立的診所更只佔診所總數的 2.4%。簡言之，台灣的醫療服務財源主由政府支配，

但醫療服務供給卻以私人資本為主。這樣的政府角色是如何形成的？它在私人資

本投入醫療服務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這樣的角色扮演對於未來的醫療服務供

給隱憂何在？是本文欲探索的重點。 

本文從歷史分析的角度，觀察光復後的政府的醫療管理、醫療供給與醫療財

源配置，試著了解政府對醫療服務市場化的影響。初步發現：在醫療管理方面，

光復初期至 1986年醫療法實施前，政府消極放任私人資本投入醫療服務，1986

年醫療法實施後，於法中明文獎勵私人資本投入醫療資源缺乏地區的醫療服務供

給。在醫療供給方面，基層醫療服務中，政府僅於山地離島等醫療資源缺乏地區

扮演補充性的供給者角色；而醫院服務則從光復初期，扮演主要供給者，到

1970-90年代成為與財團競爭的供給者，至第二期醫療網計畫後，更退居為補充

性的供給者角色。至於醫療財源配置，直到 1994年全民健康保險的實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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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取得較多的主導權。 

這樣主導醫療財源分配卻對私人資本擴充限制不多的政府角色，真能透過財

源配置權左右私人資本的發展嗎？近幾年因應五大科人力不足的窘境祭出的調

高支付標準作法，似無法改善扭曲的人力配置。隨著政府鼓勵觀光醫療、二代健

保修法，賦予醫院收取醫療費用差額的正當性…，不免令人擔心，未來私人資本

將更迅速累積，醫療服務供給將更注重利潤追求，政府極可能失去對醫療財源分

配的主導權…，當醫療機構無需以健保費為主要財源時，物美價廉可近的醫療服

務還可得嗎？ 

 

3. 莊淑惠 ─ 從醫學美容的發展分析臺灣醫療市場化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 

──經歷：台灣首府大學健康與美容事業管理學系講師 

致遠管理學院醫務管理學系講師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雄醫學大學經營）人事室中級組員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雄醫學大學經營)管理室中級組員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研究助理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心臟內科研究室研究助理 

──現職：台灣首府大學健康與美容事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著作簡目： 

(1) Shu-Hui Chuang, Song-Lih Huang (2011/8 Accepted) The Risk of 

Losing 10 Years of Life Put in Perspective: Views of College 

Student Smoker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 Shu-Hui Chuang, Song-Lih Huang (2011/6) Changes in smoking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ollowing implementation of a 

strict campus smoking policy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ublished online 08 June 2011. 

(3) 莊淑惠 (2011/08)  大學院校吸菸男性學生的吸菸觀點以及無菸環境

政策的影響。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論文。 

(4) 莊淑惠 (1998/06) 青少年氣喘及支氣管過度敏感之腫瘤壞死因子遺傳

基因分析。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 

(5) Shu-Hui Chuang, Chun-Hua Susan Lin (2012/04)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health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program to their 

health promotion behavior for elders.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and Health Services, 

Taipei, Taiwan. (Accepted) 

摘要 

臺灣從 1995年開辦全民健康保險以來，醫療相關產業為追求營收，醫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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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化的情形愈趨嚴重，加上社會環境變遷，國民生活水準提升，邁向追求生活品

質的社會生活型態，許多產業逐漸轉型，國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2009年

公佈政府選定六大新興產業為發展重點，其中包括生物科技、綠色能源、精

緻農業、觀光旅遊、醫療照護及文化創意等六大產業，其中結合觀光旅遊

與醫療照護的產業發展的醫學美容是政府在經濟產業上的重點發展方向；加上

臺灣的兩岸發展政策，醫療觀光旅遊市場成了兩岸觀光產業推動的賣

點，提供了醫學美容快速發展的契機。這個跨越醫學與美容的產業，在

發展的過程中無論從專業發展、需求發展、供給發展等等角度，政治經

濟均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在許多針對醫學美容發展的研究中，較少

針對醫學美容發展對臺灣醫療市場化的議題進行探討，本研究目的即針

對醫學美容發展的政治經濟學脈絡，從醫學美容發展來探討臺灣醫療市場化的

問題。 

 

4. 歐陽薇 ─ 對中國新醫改的歷史思考 

──學歷：英國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法學博士 

──經歷：英國愛丁堡大學 SCRIPT 研究中心專業發展與持續教育遠程課程

“法律與醫學倫理”教案編著 

昆明理工大学大学英语助教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著作簡目： 

(1) 謝國欣、歐陽薇,‘醫師協助死亡之法律爭議與倫理反思’,2013醫學

倫理與法律責任學術研討會,嘉義基督教醫院,嘉義,5/25,2013. 

(2) Wei Ouyang, ‘Governing Chinese Medical Profession: A Socio-Legal 

Analysis’,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PhD,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Sep 2011. 

(3) Wei Ouyang, ‘State Governance, Medical Law and Bioethics in China: 

A Socio-Legal Analysis’ presented at Law School PhD Research 

Series, Edinburgh University, U.K, Nov 2009. 

(4) Wei Ouyang, ‘Healthcare Deprofessionalization in China’ 

presented at Bioethics Summer Program, the Interdisciplinary 

Centre for Bioethics, Yale University, U.S, Aug 2009. 

(5) Wei Ouyang, ‘Legal Pluralism: Law and State Governance of Medical 

Professions in China’, fieldwork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French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 Hong Kong, Apri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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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79年，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變，中國大陸醫改是一場將政府公益事業逐漸

市場化的大變革。公立體系下的醫療執業圍繞以營利為轉向的市場模式展開工

作；與此同時，政府對私有化的醫療服務與健康保險持著保留態度。2009年大

陸政府決定啟動新醫改，以此“扭轉公立醫療機構趨利行為，使其真正回歸公益

性”。然而，筆者認為新醫改的實施方案延續著急劇私有化的市場經濟邏輯，方

案提出將大力鼓勵私有資本投入醫療產業便是力證。中國新醫改名為“公”， 實

是醫療市場化的進一步深化。本文旨在探索中國大陸醫改 30年的變遷軌跡和背

後的動力，進而思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醫療體制由公有制轉私有制的發展過

程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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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如何培養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作者及團隊—衛促會

經驗 

台灣在數十年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席捲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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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衛體系預防

部門的弱化、健康醫療化、醫療體系市場化、醫療商品化等，這也正是我們見到

毒澱粉、塑化劑等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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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以下簡稱《衛促會》)理解在資本主義長期作用

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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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是要顛覆整個資本主

義社會，才有可能徹底根治公衛體系的問題。 
然而，要推動這份志業的核心—《衛促會》的四位一線工作者，不可避免的

也是資本社會下的產物，他們長年被形塑，所累積的思維，自然也帶著一些資本

主義的價值觀。他們既被資本主義社會養成，又思考要擺脫資本主義的箝制，到

底需要建立怎麼樣的團隊理念、文化和學習機制？若可以將《衛促會》的一線工

作者去資本主義化，在資本主義當道的環境背景之下，這樣的理念、文化和學習

機制又要如何拓展，形成更大、更有力量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團隊、聯盟？ 
本論壇將以《衛促會》的經驗為例，期待能與台灣的社運工作者和社會改革

者對話，並一起思索從事這樣工作的人如何從根本上脫掉資本主義社會的枷鎖及

種種思維，進一步團結出台灣社會更堅實進步力量。 

主持人：顧玉玲 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社運工作者 

評論人：黃德北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夏林清 輔大心理系教授 

 
1. 台灣草根公衛改革運動─一場人類社會自我保護運動的崛起 

摘要 
受到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思潮的影響，1980 年代的「公共衛生政策優於醫

療建設」有了大轉彎，將更多資源投注到醫療部門、將公衛體系推向醫療化，同

時醫療部門也接著快速商品化與私有化，因此造成不利於全民健康福祉的現象－

公衛體系的預防部門侏儒化、醫療部門巨人化，進而衍生出許許多多的社會問

題，如食品安全缺乏保障、醫病關係逐漸惡化、醫療保健支出年年增加、醫事人

員過勞、醫事人力六大皆空…等。 
2003 年造成社會人心惶惶的 SARS 疫情，正是反映上述自由市場主導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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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衛體系廢功的明證。在 1944 年出版「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書

的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表示：「當自由市場運動腐蝕著人們賴以維生的

社會機制之時，人類社會自我保護的運動將會成為必然的回應。」博蘭尼說的沒

錯！一群知識份子理解到台灣社會過去建立起來的保護人民健康的機制已經遭

到破壞、腐蝕，就在 2003 年因勢利導下催生了一個台灣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
台灣草根公共衛生改革運動—的萌芽，並在 2008 年成立《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

會》（簡稱《衛促會》，前身為 2003-2008 年的<公衛教育在社大>），《衛促會》的

宗旨與使命就是『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 
然而，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社會，要形成批判知識分子，來批判、改造資本

主義社會？這是多麼巨大而艱難的一項社會改造工程呀！首先，我們都知道，資

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是十分牢固的，它有相應的意識形態支持、鞏固著，

這包括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及支撐這套價值觀的方法論；其次，現有的知識

分子正是這樣的經濟生產結構、這樣的意識形態所養成的，我們如何期待他們批

判，甚或改造生養他們的資本主義社會？確實，這是鉅大而艱難的工程，是一條

萬里長征之路。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成新人」，讓資本主義所生養的知識分

子蛻變為批判知識分子？有兩大要件：第一，需要改變知識分子舊有的、自由市

場資本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及其相應的方法論，進而打造一個全新的

批判知識分子；第二，需要創造及推動能引導全新知識分子實踐的策略、行動、

與平臺。這兩大要件缺一不可，而且互為辯證。 
 
2. 建立改造人的團隊理念及文化 (去資本主義化) 

摘要 
在公衛改革的運動中，《衛促會》認為非得從根本上去顛覆整個資本主義社

會，才有可能徹底根治公衛體系的問題 。《衛促會》的四位一線工作者是推動

這份志業的核心成員，他們卻同時也是在資本社會所養成的，他們長年被資本社

會形塑，不可避免的也成為了資本社會下的產物。而自身被資本主義社會潛移默

化而形塑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及方法論，絕對是相當不利於《衛促會》所

要推動的公衛改革運動的。 
因此，《衛促會》認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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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從 2009 年開始《衛促會》推動領導人才培訓工作(註：

自 2003 年起每年辦理 2 次的種籽師資培訓，而 2009 年轉為每年 1 次種籽師資培訓、1 次為領導

人才培訓)，對象是各區種籽師資聯誼會的幹部與協會的一線工作者。《衛促會》

彙整出領導人才所需具備的特質，包括善於學習、善於溝通、知人善任、全局觀

點，並從共同實踐的過程，分析欠缺上述的領導特質是如何不利共同理想的發

展。。 
繼領導人才培訓後，2011 年《衛促會》第一次展開反思營，更是聚焦於一

線工作者自身，透過團隊的集體力量，共同細緻地剖析資本社會在一線行動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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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何作用著，並推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團隊文化，學習以唯物辯證法的方式進

行分析。 
《衛促會》認為團隊改造與個人改造之間是辯證的關係，要擺脫資本社會鑲

嵌在個人身上的競爭、個人主義、任務取向…等惡習，單憑一己之力是無法完成

的，還需要透過集體撐出提供個人反思與改造的空間，透過集體創造，擊退每個

人身上資本主義的鬼魂。 
然而，靠一年一次的反思營要擊退資本社會攀附在我們自身的惡習確實是很

不夠的，於是《衛促會》團隊開始以兩周一次的頻率推動務虛會議，延續並且深

化領導人才培訓與反思營所談的重要內容，並規律性的、不斷的進行理論與實踐

的辯證。 
 
3. 如何將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團隊理念及文化拓展出去? 

摘要 
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力無所不在，《衛促會》一線工作者至少歷經一、兩年

的學習、反思與成長，才得以掙脫部分枷鎖。但這樣離形成更大、更有力量、對

抗資本主義社會的團隊和聯盟仍有相當的距離；也就是說，要如何透過以接受部

分改造的一線工作者進而培養出更多可以對抗資本主義的幹部，將是這個人類社

會自我保護運動的主要難題。 
然而，在《衛促會》幾年的實踐過程中，我們認為培養這樣幹部的主要核心

工作之一是從實踐經驗中，透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工夫，挖掘資本主義的鬼魂，

並且奮力驅逐它。因此，如上一部分所提到的反思營、務虛會議正是驅逐這個鬼

魂不可或缺的主要活動，這些活動不只適時且系統的利用實踐經驗為素材，也運

用相關理論的學習，提供反省這些實踐經驗的重要指引，讓一線工作者進行深刻

的反思與自我改造。 
此外，《衛促會》也理解這樣改造的過程，勢必會經歷許多內心的拉扯，因

為這與主流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完全是背道而馳，要對抗數十年累積起的世界

觀、歷史觀、價值觀和方法論，何其困難！因此，這樣的改造過程，除了學習理

論並與實踐經驗進行辯證外，團隊夥伴的彼此照應、關懷，深刻的關心彼此的成

長相當重要，才有可能讓個人從中掙脫，順利驅鬼；團隊也才有可能形成一個有

力量的集體，也就是說，團隊的工作需要以“關懷人、以人為中心的理念”為重要

核心。 
如何拓展？《衛促會》一線工作者曾與許多可能幹部一起實踐，在這些實踐

經驗中檢驗著一線工作者能否將內化的學習拓展出去，也檢驗著這些可能幹部是

否可以成為真正的幹部。《衛促會》認為有幾個重點值得提出來與大家進行交流、

討論：（1）與《衛促會》一線工作者一起實踐的大多為比他們年長，以及長年

在資本主社會中努力往上爬，成為有所成就之人，我們如何理解這樣的關係，並

以集體的力量在適當的時機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2）一線工作者如何面對和

理解資本主義社會可能的反作用力？例如，當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時，卻遭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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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對話、甚至是劇烈的關係斷裂；（3）在檢驗可能幹部的過程中，到達一定

程度後，如何評估是否繼續？以及如何繼續？（4）一線工作者各自負責培養的

幹部，如何有機的連結在一起，形成更大、更有力量的團隊？ 
 

報告人： 

卓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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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陳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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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慈立：酒的商品化與原住民飲酒行為及其相關健康問題-

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分析。成大公衛所碩士論文，

2007。 

高瑋蘋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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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奕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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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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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多角度透析醫療市場化-台灣分析 

臺灣的醫療產業正以極度商品化、市場化的邏輯運行，當資本投入醫療市

場，醫療機構在競爭的壓力下，必須降低成本、創造醫療商品來獲取最大利潤，

進而積累、擴大資本。 

本論壇將從不同角度切入上述的醫療市場化問題。首先，因國家政策的影

響，臺灣的醫院不分公、私立都在激烈的市場上競爭，從醫院的因應方式中發現，

醫務管理這項專業，是被用來增進醫院利潤以及競爭力的主要工具。 

當市場機制掌控了醫療體系的運作，從事臨床工作的醫師失去了專業自主

性，對工作環境也越來越不滿，這裡以「異化」的概念來解釋並分析醫療市場化

當中，醫師勞動過程的轉變，以及不滿的原因。 

除了醫療體系，臺灣長期照護體系的發展也有市場導向的情況，90年代的

新自由主義，政府傾向將長照讓給民間企業(私人資本)辦理，2000年後隨著人

口結構高齡化以及失業率問題，經建會和經濟部分別推出長照相關的產業發展方

案，可見臺灣長照的市場化，是深受政經變化和政策影響。 

主持人：劉梅君 政治大學勞工所教授 

評論人：林萬億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 

張志華 醫勞盟理事長、新光醫院急診室主治醫師 

1. 陳美霞 ─ 台灣醫療體系市場化的政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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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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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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回顧台灣光復以後的政經歷史發展，國民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建立政權以

後，十多年主要採取“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進口替代的經濟政策，

但是在 1950年代末期伊始，在美國逼誘下，改採鼓勵私人資本、出口導向的政

策，於是台灣社會走向更資本主義化的道路。1980、90年代後，在新自由主義

風潮橫掃全球各個角落的大趨勢下，台灣也，搭上了這座列車。夾層政經體系的

公衛體系也不意外的、染上“醫療市場化”這個“世界流行病”，深刻影響台灣

人民的醫療、健康、與福祉。這個“流行病”因為影響巨大、而且“病情嚴重而

複雜”，需要多面向、多角度來分析：從資本、勞動者、民眾、體系。。。種種

面向來透析。本文主要分析台灣醫療體系市場化的歷史發展及內涵，作為之後三

個報告的基礎。 

 

2. 楊舒雁 ─ 臺灣醫療市場化中醫務管理的角色 

──學歷：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在學） 

──經歷：行政院衛生署胸腔病院 護理科 研究助理 

──現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 

摘要 

臺灣醫療體系市場化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1970年代初期，政府鼓勵民間

投入資本，於是私立醫院開始蓬勃發展，其病床數發展至今，遠遠凌駕於公立醫

院的病床數；1990年張博雅擔任衛生署長，宣布省、市立醫院須往自負盈虧方

向發展。使得醫院不分公、私立，都必須在市場上競爭。 

然而，醫院要如何提升競爭力以繼續生存呢？回顧歷史文獻可以看到，資本

雄厚的臺塑、慈濟、新光等企業財團或宗教團體，因為對醫療領域不熟悉，當初

都聘請醫務管理人員協助建院、營運事務。 

而公立醫院在 1989年「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的影響下，衛生官僚視私立

財團法人醫院的管理方法為經營模範，因此在公立醫院的人事制度中規範，醫院

行政管理人員須由醫務管理相關系所畢業優先擔任。 

在這段時間，醫務管理教育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從 1984年 1間醫管所，至

2001年已有 28個系所。 

回溯 1966年，臺灣第一位赴美學習醫務管理的張錦文先生歸國，引進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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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感控和加護病房等管理制度，並主張：「企管以產品為對象，而醫療最重要

的服務對象是『人』，人有生命、情緒和尊嚴的考量」。 

但在現今醫療市場化中，近期關於醫院管理的文章不論國內外均指出，採用

私人企業和製造業的成本效益管理方法能更加有效率，像是源於豐田汽車

的 ”Lean production”，以及摩托羅拉的 ”Six Sigma”。 

由上述可看出，醫務管理這項專業，在醫療市場化中是被用來增進醫院利潤

以及競爭力的主要工具。 

 

3. 沈朝賢 ─ 醫療市場化與醫師勞動過程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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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 

急診醫學專科醫師 

──經歷：署立桃園醫院 骨科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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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立嘉義醫院 急診室主任 

──現職：嘉義長庚醫院 急診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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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從 1980年代開始，過去的三十年是「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價值的年代。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二十世紀快速地席捲世界各個角落，徹底轉變人的生活型態

與價值體系。市場範疇從以往有形的工業產品，日漸擴展蔓延到無形的情緒心理

服務，人及其社會關係從而逐一淪陷並臣服於市場商業邏輯下。 

醫療的商業化是很明顯的，例如 Paul Starr (1982)分析了美國的醫療，他

目睹了公部門無法合理化醫療工作，而藉由市場或企業結構來進行合理化。台灣

公共衛生體系的醫療部門從光復後至今—尤其在 1980 年代之後，也是不斷商品

化、市場化的過程。醫療如同其他一般商品一樣，商品的生產，最終目的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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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市場，交換回貨幣 (「交換價值」)，而不是為了滿足人的自然的需要(解除

病痛與救治生命，「使用價值」) 。各類型打著醫療旗幟實則為商品 (如醫學美

容，高階自費健檢中心) 的服務如雨後春筍般的林立，相較於傳統的救命科別 

(如內科、外科、婦兒科、急診科等「五大皆空」) 的窘境，真是無比的諷刺。 

醫療市場化的同時，由市場機制掌控了整個醫療體系的運作，對於醫療人員

有兩個主要的影響：(一)官僚化的工作環境，無論是階級的控制 (垂直結構) 或

治療的標準化 (水平結構)，都代表了醫師在勞動過程失去自主性，醫師由傳統

手工藝的執業模式變成生產線上的勞工。(二)資本家藉由剝削勞工來累積資本，

資本家為獲得更大的利潤(剩餘價值)－即勞工所生產的物品的使用價值和市場

上的交換價值之間的差價，故付給勞工的工資愈低，資本家的利潤也就愈大。 

醫療市場化的結果，已大大的改變了醫師的行醫模式，醫師的勞動過程也隨

之改變。近年來，多國的研究都指出，從事臨床工作的醫師對於工作環境的不滿

是普遍的現象，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對於醫師的勞動過程的轉變，西方的學者 John B. Mckinlay寫了一系列的

文章關注這個問題，他說也許馬克思的異化的概念提供了最佳的解釋。異化主要

是指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工人參與勞動只獲得了工資，而非內在滿足，對勞

動、勞動過程及製成品都產生疏離感。勞動者與勞動本身產生疏離是因為勞力付

出已成為資本家賺取利潤的工具，喪失原來的意義。資本家付出廉價工資換取勞

力的同時，也剝奪了勞動者實踐勞動的意義。勞動者和勞動本身已然產生了疏

離。藉由不斷累積、擴張資本，資本家擁有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並進一步掌控

生產的知識，即使勞力付出是創造利潤的主要來源，勞工仍然被貶抑為與其它眾

多生產要素一樣的商品。在生產過程中，工人的處境是配合機械和其它工具生

產，熟練與耐心成為主要的技巧。因此是生產過程在控制工人，工人雖然參與生

產，但對於生產方式和流程卻沒有影響力，工人與勞動過程之間所呈現的是一種

疏離的關係。 

異化是個值得關注的議題；然而，傳統異化的研究，大多聚焦於藍領階級或

工廠的勞工，對新工業時代 (如服務業) 的知識工作者 (如醫師) 的研究仍然缺

乏，本研究試圖用舊瓶裝新酒，以古老的概念 (異化) 來解釋當前醫師所面臨的

困境。 

 

4. 余尚儒 ─ 台灣市場導向長期照護體系的形成：歷史的考察與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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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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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住院醫師 

嘉義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 主治醫師 

嘉義基督教醫院安寧病房 主治醫師 

──現職：嘉義六福聯合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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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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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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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體系私有化和市場化現象日益嚴重，90年代開始，北歐

國家也導入公私雙軌的長照模式。德國同樣鬆綁老人照顧管制，勞動環境每況愈

下。日本長照體系也因為市場化，使服務供給趨向大型化和集中化，甚至發生營

利企業壟斷居家照顧(COMSN事件)。今年 1月，金管會更修正發布「保險業資金

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放寬保險業投資社會福利事

業限制。台灣長照體系正一步步走向市場化。本文將探討台灣長照體系市場化歷

史發展，作為國內未來長照市場化研究的基礎。 

1946年，國民政府首先在台北設立台灣救濟院(今內政部北區老人之家)，

整編日治時期慈惠院，各地成立公立救濟院共 6所，至 1964年底就規模而言，

公立收容 3849人，私立收容 2960人。1965年「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加

強社會福利措施，增進人民生活實施方針」，公立機構又開始增加，70年代台灣

社會逐漸富裕，1972年政府推動滅貧政策，實施「小康計劃」，公立機構和人數

扶搖直上，維持私立人數兩倍之多，1970年代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等外交政

治局勢動盪，促使 1980年政府通過「老人福利法」穩定人心。但公私長照資源

自 80到 90年代逐漸拉近。90年代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政府傾向將長期照護

讓給民間企業(私人資本)辦理。1993年頒布護理機構設置標準，1995年全民健

保開辦，1996 護理之家比照居家照護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1998 修訂公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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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構設置標準」與「護理人員施行法則」，大幅放寬護理之家設立標準。1997

年老人福利法修法，鼓勵民間參與。1998修改老人福利機構設置標準：降低 49

床以下機構設置標準，提昇小型機構立案可能性。都是促使私人資本投入長照的

政策誘因。 

1998年是關鍵一年，機構式長照總體規模私立首度超越公立。2000年後隨

人口結構高齡化問題，長期照護與經濟發展緊密扣聯，行政院提出「建構長期照

護體系先導計畫」，長照體系不只是內政部和衛生署課題，2002年為挽救失業

率，經建會提出「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2007年，經濟部也推出「健

康照護服務產業發展方案」。可見台灣長期照護歷史發展，深受到政經變化和政

策影響，市場導向長照體系儼然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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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原住民菸害問題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分析菸害問題時，我們必須先掌握「吸菸不是個人的行為，乃是政經社會的

產物」這個大原則，並跳脫責怪受害者的視角，不僅分析菸對健康的影響，也探

討導致菸害及其健康不平等相關的社會結構。《衛促會》經過兩年的實踐發現，

這樣的論述與實踐內容相當能夠引起民間社會，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共鳴。 

菸害對於個人健康、家庭、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是深重的，尤其在健康弱勢群

體影響更是巨大。《衛促會》在與健康相對弱勢的原住民族群共同實踐的工作上，

投入了關注原住民飲酒議題、部落老人健康、原住民勞工職災預防等面向。在實

踐的過程當中嘗試萃取出原住民的文化智慧，共同面對健康不平等的狀況。 

本論壇中，我們將從政治經濟學來分析，菸做為一個商品是如何在原住民社

會發展的脈絡。菸酒公賣局的出現在這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究竟為何？而菸草發展

史又是如何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密切相關。進而分析菸是如何跟原住民的生活

糾葛一起，及其導致了什麼樣的健康不平等的問題。 

在台灣，菸害導致的健康不平等表現是多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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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花蓮縣與台東縣是原住民比例佔較多的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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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相較於非原住民的社經的地位較低，受到的菸害問題又是如何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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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究竟是如何與原住民的生活開始產生關係？這歷史的發展又是如何？ 

透過這些論述分析與實踐行動，《衛促會》深刻體會要解決原住民族群長久

以來健康不平等的處境，需要深入原住民文化與生活脈絡中，以原住民為分析與

行動的主體，只有經由這樣長期的耕耘，才能夠從根本來翻轉原住民健康不平等

的處境。 

主持人：陳美霞 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成大公衛所特聘教授 

 

 

1. 陳慈立 ─ 菸的商品化及其政經分析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經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研究助理 

──著作簡目：陳慈立：酒的商品化與原住民飲酒行為及其相關健康問題-

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分析。成大公衛所碩士論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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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菸草做為一種日用植物的時間相當的久遠，約莫在公元前 1000年就已經有

廟宇的雕刻記載著利用菸斗吸食菸草的景像。在 15世紀末菸草傳入歐洲後，菸

草作為商品的圖像越來越是明確，甚至為各國創造可觀的稅收，因此早期菸草的

產銷多半是由國家所掌握。在台灣，菸草在 1905年被日本政府納入專賣項目之

中，而後發展至國民政府時期，因其龐大的公賣利益，在各種專賣項目，如鹽、

樟腦，被取消專賣之後，菸草與酒仍然是國家不肯放手的兩隻金雞母，到 2000

年，菸酒公賣還為台灣創造了 773億的收入，相當驚人。一直到 2002年被 WTO

撬開專賣大門，以平等貿易的精神要求台灣菸酒公賣局需要回歸市場機制，才使

得菸酒公賣局改制為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而公賣收入則轉為菸稅以及菸品健

康捐的形式做為國家收入，在 2011年仍創造了 200多億的菸稅收入以及近 350

億的菸品健康福利捐收入，共計單是菸草做為一種商品，光 2011年單年度就讓

政府收入 550億台幣之多。 

菸草的商品化，牽涉的是國家龐大的利益，在民營化、私有化的浪潮之後，

這個利益集團更擴大到更大的菸商，更多的廣告商、通路商、零售商…等。然而，

這個利潤卻是用吸菸者及其周遭親友的健康做為交換。我們得從頭想一想，菸害

所導致的健康不平等，究竟是怎麼逐步蠶食我們的生活？還有哪些政治經濟因

素，是把健康問題導向個人化所不能解釋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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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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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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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台灣對於原住民族群的吸菸率欠缺系統性的分析，但根據前人的研究調查，

原住民的吸菸率，不論整體的、男性的、女性的吸菸率，都高於全台平均。但若

要看長時間的變化趨勢，得以區域性的資料作為替代方式進行分析。 

在台灣，菸害導致的健康不平等表現是多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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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花蓮縣與台東縣是原住民比例佔較多的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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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相較於非原住民的社經地位較低，受到的菸害問題又是如何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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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究竟是如何與原住民的生活開始產生關係？這歷史的發展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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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餘死亡指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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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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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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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瑋蘋 ─ 菸如何影響原住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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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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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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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諸多數據顯示出，弱勢族群遭受到菸害問題的影響甚是嚴重，我們也清楚

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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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面對原住民健康弱勢處境時，先以菸害這個

面向來切入。 

我們首先得問一個問題，菸究竟是如何進入原住民社會的？在原住民的傳統

社會中就有菸的存在嗎？那時菸的出現相對於現在，對於原住民是一樣的意義

嗎？還是在菸的商品化過程中，隨著社會變遷的過程，改變了原住民對於菸本身

的意義了。 

從文獻看出台灣在政府專賣菸草以前，原住民各族除達悟族(雅美族)外皆有

吸菸行為，而且自種菸草。原住民菸草通常是以煙斗吸用，台灣除達悟族之外的

各族均有煙斗。菸對於原住民族群而言，因著不同族群有其不同意義。我們也將

針對原住民族群人數較多的兩個族群阿美族及排灣族族人，作為訪談的對象，了

解在不同年齡層、不同世代對於吸菸的看法有其相同性也有相異性，透由訪談釐

清在不同年齡層之間對於吸菸的世代差異。先著手了解為何吸菸？其所遭受的社

會環境又是如何？是怎麼樣的工作環境容易吸菸？而菸對於原住民社會及原住

民個人的影響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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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台灣人權實踐的軌跡與圖像 

這一場論文研討的主題將圍繞台灣人權實踐的軌跡與圖像，發掘在地人權的

論述、概念與發展，以死刑、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司法、國際人權在地化及台

灣 1921-1934年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切入點，以期呈現台灣人權實踐及思考的

多元及跨文化面像。特色是跨領域及跨學科，並且以本土的經驗及資料為核心。

五篇文章的討論可以從此構築出一幅台灣人追求在地人權的圖像，即，必須將在

地的經驗與西方人權概念對話，同時引入獨特的台灣經驗，人權的實質證成才有

可能完成。 

主持人：陳瑤華 

──學歷：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 

──現職：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著作簡目：http://www.scu.edu.tw/philos/Chen01b.htm 

《人權不是舶來品：跨文化哲學的人權探究》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10

年 05月 22日  

 

1. 王曉丹 ─法律現代性的斷裂與延續 

──學歷：英國華威克大學(Warwick)法學博士 

──現職：政大法律系副教授 

──著作簡目：http://www.law.nccu.edu.tw/people/bio.php?PID=38  

摘要 

台灣法律的現代性這一百年來，不管直接或間接、主動或被動，繼受自西方

近代法的法律架構，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回復的現實。近來國際人權法更成為具有

效力與影響力的法律來源，屬於廣義的法律繼受。然而，法律繼受是一個長期的

社會變遷過程，在地的實踐必然要在既有的法律意識與法律文化下，進行法律轉

化與文化變遷。本文主張，法律現代性的努力與發展，必須從事經驗性的調查，

理解當代台灣法律文化的現實與轉化可能。在法律繼受的社會，法律現代性的關

鍵不在於西方法律的熟悉程度，而在於法律之社會作用的調整。這促使我們反

省，既有文化慣習中法律的「壓制性」社會作用，包括:事實認定的粗糙性、法

律官僚主義、法律菁英主義以及「好人」的道德正當位置。為了進行法律之社會

作用的調整，我們要在實踐中增強法律的「創造性」之社會作用，讓法律實踐得

以成為促成文化轉化的創造性空間，包括:致力於修辭之法、提倡法律多重製圖、

發展反主流敘事、強化邊緣人群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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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龔維正 ─吼伊係！台灣贊成與廢除死刑的道德論證之檢視 

──學歷：德國特里爾大學哲學博士 

──現職：華梵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http://ph.hfu.edu.tw/people/bio.php?PID=11  

摘要 

本文分析一些台灣本土常見的贊成與廢除死刑雙方的理由。於辯論中逐步篩

除較弱的意見，顯示合理懲罰的一些要件，最後呈現雙方爭點所在。依初步分析，

贊死方的強意見主要是應報與遏阻兩類說法。應報類說法應該除去報復，遏阻類

說法應該除去嚇阻。遏阻受罰者再犯罪不能證成死刑，單以遏阻其他人犯罪也不

能證成某種刑罰為合理。遏阻類說法必須納入應報與犯錯者的自我矯正。雖然誤

判確實可能，但是對於一些證據確鑿的案例，廢死方不易從誤判去論證廢止死

刑。贊死方倘自外於誤判問題，就難免放任司法殺人之嫌。經過辯解，雙方的爭

點在：排除該排除的案例，最後總有一些非正當防衛的極殘暴的殺人者，是否必

須處以「人道」死刑才符合正義？本文試圖說明為何死刑不是合理懲罰。並由合

理懲罰，而非由不合理的懲罰出發，說明為什麼自我矯正、教化、遏阻、自我審

判、悔改是合理懲罰中的必要成素；涉及傷害的罪，以贖罪為 必要成素。同時

指出站在加害者方、站在被害者方的劃分的誤導點。最後處理雖沒有顯題化，但

卻可以凸顯雙方差異的議題：懲 罰是否該是對等地傷害犯錯者？全文的目標也

在於同時提出，廢除死刑後的替代刑罰的理論架構。 

 

3. 黃嵩立 ─變動中的經濟與社會權利：權力分配與衝突 

 
──學歷：美國哈佛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呼吸生物學博士 

──現職：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教授 

──著作簡目： 

http://b126.web.ym.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ft_sl

h&PreView=1 

摘要 

以現代性來對比在地性，預設了區域的獨特與獨立。刻意要脫離「發展」的

階段說，以避免落入「朝單一方向發展」的陷阱，也預設了某種時間上的尺度。

事實是，觀看另一個群體和本土之間的差異，這種落差與對比所引發的變化，其

速度千百倍於「自發性」的變化。把變化歸因於現代性，不如歸因於現代性與本

土之間的差異，並且追究這些改變的本質性原因。我們的問題是，在西方國家透

過侵占、殖民、通商帶來快速且致命的改變之後，又透過傳播媒體、娛樂產業、

資訊革新讓西方文化席捲全球；此時此境，在地文化在「選擇」改變時，是否還

有本土的自發性可言？我的觀點是，台北網民能夠利用 ipad在 facebook上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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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廢死的資訊，在某個程度上顯示本土觀念的韌性。進一步說，執政黨能夠一方

面堅守軍公教的超額福利政策，一方面對關廠勞工提出賠償訴訟，也是本土觀念

的證據。畢竟，我們很難證明，台灣人對於士農工商的階級觀念，是來自於西方

的功績主義或新教工作倫理，而非傳統的科舉制度。從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角度

來看，特別是政府「給付行政」的規範性要求，產生在西方「現代性」的起始點

之後。台灣固然在學理上沒有相對應的歷史概念可資比較，西歐國家的福利政策

雖奠基於十九世紀，但也是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逐漸成形，在九零年代又因財

務困窘而屢次修正。近年來印度與南非的憲法判例，能夠成為西歐和北美學者的

參考榜樣，也證明給付行政的規範仍在演變中。固然南非大法官受現代性之影響

不下於歐美學者，所以此例或許不足做為反證，但如果台灣公民認為政府給付不

足(例如失業救濟不夠充裕)，不利於人性尊嚴之維持，因而引用南非或歐盟的釋

憲案做為論證之助，我們要聲稱這是喪失主體性之舉，我們就必須論證，(1)訴

求人性尊嚴、(2)引用歐美行政法概念、或(3)引用他國釋憲案，都有符合本土主

體性的更佳替代途徑；以及(4)如若不然，我們應該因為不符在地性而放棄對更

多給付之要求。對作者而言，考慮了主體性之後的選擇，已經符合本土之利益。 

 

4. 陳俊宏 ─「國際人權在地化」：國際人權規範的在地實踐: 一個

關於人權行動主義的考察 

 
──學歷：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博士 

──現職：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著作簡目：http://www2.scu.edu.tw/politics/teacher/doc/cjh.doc 

摘要 

2009 年 3 月 31 日我國立法院審議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以下簡稱兩公約施行法) 。兩公約施行法第二條明定，兩

公約「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自此，兩公約的內容成為我國國內法的一部分。

然而國際人權公約是否能夠成為一個重要的法律架構，提供台灣社會所有被壓迫

者或人權捍衛者，合法地要求政府進行改變的框架，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議

題。在我國現有特殊的外交處境，在沒有聯合國組織直接認可及支援的條件下，

我國「自願」簽署國際公約的舉動，是否確實能夠改變政府的行政作為，還是終

究只是空洞的外交表演秀? 簽署公約是否可以提供動力與資源，強化政府尊重與

保障人權的義務，亦或反而成為政府施政的阻力? 從長期的法律「繼受」角度來

看，國際人權公約內國法化之後，受傳統倫理觀所影響的一般民眾，是否接受、

轉化或抵制人權的規範價值? 在上述問題意識的驅使之下，本文試圖從非政府組

織的角度，檢視在台灣簽署國際人權公約，主動展現遵守國際人權公約的決心與

行動之後，國內人權非政府組織的論述與運動策略的轉變。 

一般而言，人權非政府組織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為蒐集資訊和公布資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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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侵害人權的政府必然對於侵害人權的事實有所隱瞞，擔心真相會使政府形象受

損，而人權非政府組織往往透過揭發政府迫害人權真相，將使政府有所警惕而節

制行為。因此，人權非政府組織適時公布各項人權資訊一直是有效保障人權的方

法。另一方面，從社會(人權)運動的角度來理解受害者的受壓迫或歧視現象如何

被呈現的問題，是檢視人權保障是否落實的重要面向。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

權侵害的現象是隱而不見的。在許多社會中，種種人權侵害之所以隱而不見，往

往在於文化規範或社會的主流價值視這些現象是自然且而宜的，使得他們的聲音

無法彰顯出來；或是在主流論述的掩飾之下，容易造成我們忽視對於個人選擇範

圍所受到的結構性不公義(structural injustice)，以及它所帶來的壓迫與歧

視。因此人權運動者經常是突顯社會中被歧視群體，同時為其發聲的重要媒介，

他們主要目的之一就在關注如何使得在主流偏見或歧視支配下而被邊緣化、被排

斥以及壓制的聲音真正地被聽到，同時也讓我們看到歧視、邊緣化以及壓制的形

式。由於國內威權統治以及國際孤立的因素，使得台灣人權團體及非政府組織長

期在國際人權運動中缺席。如今我國政府「自願」加入國際人權公約的約束，同

時兩公約施行法第五條第二項特別強調，政府應與各國政府、國際間非政府組織

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以保護及促進兩公約所保障各項人權之實現。因此對於國

內的人權非政府組織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轉變，提供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政

治機會結構。然而非政府組織的運動策略與倡議行動是否將有所改變?非政府組

織如何理解與應用國際人權公約來進行議題結盟？如何應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

人權保障機制？如何透過國際人權條約的機制進行議題監測？藉由國際人權的

語彙究竟有助/有害於他們更貼近民眾對「不正義」的理解?非政府組織的運動策

略是否將面臨「國際化」與「在地化」的衝突? 國際人權的議題網絡，究竟能成

為非政府組織抵抗壓迫更有利的武器，抑或反將非政府組織的運動策略框架在法

律體系的架構內，進而削弱了非政府組織抵抗不公義現象的解放能量? 本文將針

對國內幾個重要的人權非政府組織，以深入訪談與焦點團體的方式，探討他們是

如何藉助於國際人權公約來推動他們的工作、在人權的文化轉譯過程，人權概念

如何被運用以及如何將現有的語彙進行有效轉換，進而探究人權論述如何在台灣

社會實現(implemented) ，反抗(resisted)以及轉化(transformed)的歷程，進

而探索人權在地化的經驗如何持續地形塑普遍的人權標準。 

 

5. 梁奮程／高毓智／莊惟任／陳瑤華 ─台灣人權論述的跨文化性 

─以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為例 

 
梁奮程 

──學歷：中央大學博士班 

──現職：中央大學博士生 

──著作簡目：〈從強義動物權到人對動物的義務〉，《應用倫理評論》第 51

期 2011年 10月，35-54。 

http://www.ncu.edu.tw/~phi/NRAE/newsletter/no51/men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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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毓智 

──學歷：輔仁大學哲學所博士班 

──現職：輔仁大學哲學所博士候選人  

──著作簡目： 

(1) 《從分析教育哲學澄清「紀律」與「懲罰」的概念》，東吳大學哲學系

碩士論文，2004年，未出版。 

(2) 〈哲學諮商方法論之形上基礎〉，《哲學與文化月刊》38.7 (2011) : 

117-132。 

莊惟任 

──學歷：東吳大學哲學系碩士班 

──現職：東吳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摘要 

台灣 1921-1934年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持續無間斷十四年之久，總共向貴族

院及眾議院提出十五次的請願。雖然議會一直以「不採擇」或「審議未了」而受

阻，但作為權利的訴求運動，在啟迪自由思想方面，卻為台灣之後的民主化，埋

下堅韌的種籽。這個和平訴求人權及民主的運動不但受到少部分日本政界及研究

國際法、殖民主義學者的支持，而且在思想淵源方面，與當時風行於國際及日本

的人權思想相互呼應。這些論述不但反映台灣住民受到的壓迫和歧視，同時也突

顯人權基本價值的跨文化性，成為台灣人權實踐的圖像及軌跡的重要線索。過去

通常以民族抗日或台灣主體意識來詮釋這個議會運動，忽略主其事者立論的基點

並不僅在於民族、種族、性別及階級的差異而已，而是更多在於權利的不平等；

以及因為權利不平等所造成的歧視及壓迫。當時的論述主要以人民自決權為立憲

主義的基本精神為由，批判台灣總督府的治台政策，向當時日本的帝國議會請

願，要求設置台灣議會及擁有立法及預算的議決權。將這樣的運動再現為「民族

抗日」或「政治」運動不但會窄化其論述的人權思想的理論架構，同時抹煞這些

理論思想對於台灣反集權、反戒嚴、實踐民主的重要影響。本文以台灣議會請願

運動為例，解析台灣的人權論述及其跨文化性。初步而言，「人權論述」指的是

其論述以人之權利為立基點，批判日本在台政府的各種壓迫及不平等；「跨文化

性」則解析這樣的觀點不僅僅是存在於特定種族、群體的特殊意見，而是台、日

文化與國際人權的發展相互激盪、相互學習的結果。本文突顯日治時期台灣人權

論述的跨文化性，除了說明種族的差異並非區隔「殖民壓迫者」與「被殖民壓迫

者」的唯一因素外，同時也突顯在不同脈絡下，種族及文化不同的陣營，即使存

在著統治與被統治對立，仍然可以有共通的價值之認同。

http://www.scu.edu.tw/philos/bp0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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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的歷程、頓挫，與超克：20 世紀以

來的運動者及其思想 

由於 1920年代以來持續發生的斷裂、接續、分化，與整合，台灣社會主義

者形成了世代差異極其顯著的運動軌跡。比方七十年代以來的北美台灣社會主義

者長期自稱「台灣左派運動」，八十年代出獄的著名政治犯林書揚先生則將日本

殖民以來力圖整合不同世代的運動系譜稱之為「台灣人民左翼運動」。本提案將

以「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的幾位知名參與者作為線索（如陳映真、劉進慶、林書

揚、許乃昌），分析不同世代的他們為了面對眼前的時代、曾經的歷史，以及必

須把握的未來，於是不得不直面的種種問題。其中包括了：統獨爭議、台灣社會

性質、中國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普世價值」，如此等等。如果當下同

樣迫使我們直面歷史與未來，二十世紀「台灣人民左翼運動」或許將是我們不可

忽視的本土思想資源；至少──一個可能的起點。 

 

1. 許育嘉 ─ 「蘋果的消息：當代台灣左翼運動的困局」 

──學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2006.09-2011.06） 

──經歷：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2012.09-）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2012.02-2013.01） 

德國特里爾（Trier）大學漢學系博士研究（國科會台徳三明治

計畫 2009.03-2010.02） 

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暨科學教育中心兼任講師（2007.09-2009.03） 

玄奘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2007.09-2008.06） 

台北縣樹林市三多國小專任教師（1996.07-2005.08） 

──現職：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 

(1) 牟宗三「逆覺體證」思想的轉折與分期問題（「台灣哲學學會年度學術

研討會」，台灣大學哲學系，2012.10） 

(2) 知識、道德與真理：從哲學詮釋學反思牟宗三兩種真理觀（「當代歐陸

哲學的價值與存有論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哲學系，2010.10） 

(3) 宋明儒學天命思想的詮釋（「詮釋學與中國經典詮釋學術研討會」，山東

大學中國詮釋學研究中心，2010.08） 

(4) 《周易》詮釋的兩種理論型態考察—以王弼《周易略例》和王船山《周

易內傳發例》為討論中心（《中國詮釋學》第六輯，2009.05） 

(5) 孔子「興觀群怨」美學範疇論（《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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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以陳映真小說《蘋果樹》文本為切入點，從考察當代台灣左翼的「中

國革命」語境中，討論台灣左翼的困局。依據趙剛的研究，《蘋果樹》的主人公

林武治為後街帶來了「社會主義福音」（蘋果福音）。但弔詭的是，林武治「其實

並不知道他夢寐求之的社會主義理想到底是什麼」。（趙剛，2013：70）從這個意

義來說，「林武治君的困局，不也是大多數不能免於口耳之學的當代左翼的困局。」

（趙剛，2013：71） 

如果說陳映真筆下林武治的困局，乃是由於戰後兩岸分斷及白色恐怖政治肅

清所導致的台灣左翼傳統的斷裂；那麼當代台灣左翼的困局，則或因於蘇聯體制

的瓦解與中國大陸的轉向而被宣告的馬克思主義的終結。本文認為，趙剛所謂的

「困局」並非針對「斷裂」或「終結」而言，也就是說，「困局」不是來自對社

會主義「理想」的失落，相反地是對這種「理想」的強化。特別是當我們考察「中

國革命」在當代左翼論述中面貌的模糊性與爭議性時，更能顯出社會主義「理想」

的強化所導致的一種「純粹性」與「實用性」之間的張力。 

因此本文試圖指出：正是《蘋果樹》中一種想像化、理型化的「社會主義福

音」，才是陳映真藉以批判與自我批判的寓意所在；同時，也正是當代台灣左翼

群體尚未對陳映真筆下的「蘋果福音」進行一種自我批判的祛魅，才會在「中國

革命」的問題上產生足以消解左翼作為一個整體或主體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2. 邱士杰 ─ 「戰後台灣社會性質論：以陳映真為線索的考察」 

──學經歷：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2005）、碩士（2008） 

現為同系所博士班學生。 

──現職：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著作簡目： 

(1) 邱士杰（2006-2008）。〈崛起：台灣左翼運動的一九二四年〉。《批判與

再造》第 35-55期（台北）。本文為長期連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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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於：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

究續集》（頁 129-184）。臺北：稻鄉出版社。本文為 2009年臺北「台

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與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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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性質」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論述最突出的概念之一。雖然這個概念並

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如馬、恩、列）所直接發明，卻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同中

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後形成的一整套理論傳統。這套傳統提示著：只有正確認識革

命者所身處的社會，才能制定正確的革命理論，從而指導運動實踐。因為共產國

際與中國革命的影響，不同時期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也發展出許多有社會性質分析

內涵的論述。知名左翼作家陳映真乃是當代最熱情呼應這套理論傳統的人物。為

了發展社會性質論，陳映真甚至不惜長期放下寫小說的筆，全心投入台灣社會性

質及其歷史分期的研究，形成他在小說創作之外最龐大的思想積累。本文的目

的，即在對陳映真的社會性質研究工作進行初步的疏理。並以陳映真為線索，揭

示戰後台灣各種社會性質論之間的區別與聯繫。代以原始積累論為代表的「全盤

資本主義化」論。第二階段是半封建論開始從一種經濟基礎論轉化為上層建築論

（以劉進慶為代表）。第三階段則是半封建論述在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之中瓦解

（以陳映真為代表）。第一、二階段的半封建論主要體現為經濟基礎論，是共產

國際通過大陸與日本左翼運動而輸入的論述。雖然論述是外來的，卻在相當程度

上相合於沒有發生原始積累的日據台灣。至於半封建論述向上層建築論的轉化，

則是五十年代兩岸分斷之後才在台灣出現的特殊現象。由於這種轉化以否定國民

黨的發展主義傾向為前提，因此，當國民黨政權確實引導台灣社會資本主義化並

適逢全球新自由主義興起，半封建論便日趨脫離現實，並在第三階段走向瓦解。 

總的來說，半封建論是二十世紀台灣左翼運動最主要的理論基礎，然而曾經

貼近台灣經濟現實的此論卻逐步脫離台灣現實。在台灣左翼運動不斷弱化的現實

中，半封建論走過的歷史步伐也許能夠提供一些啟示。 

 

3. 張鈞凱 ─ 「民主」內涵與實踐的再認識：以林書揚與「新民主

論壇」為思考契機 

──學經歷：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畢業（輔修歷史學系）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 

《政治科學季評》（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編輯委員 

《財經》雜誌（北京）實習研究員 

──現職：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 

──著作簡目： 

(1) 《世代與時代：1970年代台大保釣與學生運動》，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

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蕭阿勤，2012年。（本論文曾獲台灣社會研究

學會批判與實踐碩士論文獎佳作、文化研究學會 2012年優秀碩士論文

獎、台北市公民教育基金會 2012年度優秀碩士論文獎第一名；寫作期

間獲慈林教育基金會 2012年慈河獎學金補助） 

(2) 《尋找風雷：1970 年代台大保釣學生運動史料彙編》（共六冊；與鄭鴻

生、王曉波合編），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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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英九與保釣運動：兼論馬政府時期的釣魚台問題》，台北：文英堂

出版社，2010年。 

(4) 《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保釣運動四十周年紀念專輯》（共兩冊；編輯

小組成員），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0年。 

(5)〈評溝口雄三《中國的衝擊》〉，《政治科學季評》，第 33期，2012年 3

月。 

摘要 

不同地區與群眾對「民主」的認知與想像有所差異，莫衷一是。以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籌劃執行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Asian Barometer Survey），即

可看出此現象。但是民主內涵的繽紛想像，卻經常受制於固定的標準或定義，從

而影響了民主實踐的狀況。 

民主的標準或定義，主要來自於以美國為主流的西方社會科學界。有別於傳

統以盧梭「主權在民」為代表的古典民主理論，20世紀上半葉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書中對民主提出的定義，成為西

方現代民主理論的起點。熊彼特認為，民主是政治精英透過選舉競爭取得權力的

過程。因此，當代西方學界對民主的理解，具有程序性、可操作性與可觀察性三

大特色，是最小主義的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只重視程序與形式

的民主原則，開啟往後西方學界的民主理論發展，例如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論，以及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

結論。 

開發中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發展，經常以西方民主理論做為指導或標準。例如

台灣政治學界以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公布的報告為標準，將

世界劃分為自由民主、半自由民主與非自由民主三大類別；又或是以「民主轉型」

與「民主鞏固」等順序來詮釋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發展。 

上述作法最大的問題在於，忽略了各個地區自身的歷史發展脈絡與社會性

質，從而在民主運作與實踐的過程中造成困境。已故的台灣左翼社會運動家林書

揚指出：「在政治範疇內導致於制度的，或者運作型態方面的結構性不平等，造

成了形式民主中的實質的反民主，……，將不僅導致內部體制的不穩或衝突，也

使得集體的發展嚴重受阻」。基於相關反思與批判，林書揚在 2002年號召組成「新

民主論壇」（New Democratic Movement Forum）。本文將以林書揚對民主的思考，

以及新民主論壇的運作為基點，藉以重新檢視民主的內涵，以及民主在台灣社會

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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