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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 

 

會議日期：2015年 10月 3、4日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協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緣起： 

當代新自由主義體制與區域經貿、國族國家與跨國企業的全球共構與治理、跨

國性的人口移動與全面無產階級化，孵育了全球各地新興的左右翼激進化與跨國社

會運動：一方面是全球性的資本壟斷與「資本─民族─國家」的交纏共構，另一方

面是各地出現的顏色革命、佔領運動、另類社會運動。權力與反抗皆似無所不在，

亟待各界以跨領域的角度與跨國合作等創新路徑進行探討。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是我們拋出的命題與反命題，是一種想像與發展中的

研究與理論路徑，是嘗試理解當代全球處境的戰鬥實驗，更是不同認知架構交互撞

擊的邊隙空間。置身於這個時空快速壓縮、左右激情對壘的新世紀跨國社會，我們

邀請有志於社會實踐的批判知識分子，（再度）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為平台，分

享各自累積與開展的分析。 

本次研討會將邀請世新社發所夏曉鵑教授與第三建築工作室謝英俊建築師擔任

此次年會開幕與閉幕之專題演講講者，分享他們社會實踐的經驗與歷程。研討會子

題將探討「運動與個人的內外辯證」、「跨域連結的理論分析與實踐」、「學術建制化

與科學權力監督」、「知識生產與常民生活」、「從 2014年 3月 18日開始！？」、「公

益組織的變質」及其他具批判性之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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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大會議程 

09：00-10:15   開幕暨會議主題演講（5樓國際會議廳） 

致開幕詞 

主持人：王增勇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主題演講：「非敵即友」vs.「非友即敵」的糾結與選擇：跨界連結或機會主義？ 

主講人：夏曉鵑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場次A 場次B 場次C 場次D 場次E 場次F 

第一場 

10/3(六) 
10:30-12:30 

A1 

台社100：失敗的

台社（上場） 
【綜院北棟401】 

B1 

 
C1 

 
D1 

再論醫療市場化

（上）：台灣醫

務管理與洗腎產

業 
【綜院北棟404】 

E1 

甦醒（上）：一

些指向社會轉

化的花蓮在地

行動 

【綜院北棟405】 

F1 

1980年後的我

們：社會工作專業

的流離、想像與踏

尋 
【綜院北棟406】 

12:30-13:30 午餐／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綜院北棟407教室） 

第二場 

10/3(六) 

13:30-15:30 

A2 

台社100：雲起台

社時（下場） 
【綜院北棟401】 

B2 

 

 

C2 

 

D2 

再論公衛醫療

市場化（下）：

兩岸的公衛醫

療市場化與大

陸公衛體系  
【綜院北棟404】 

E2 

甦醒（下）：一

些指向社會轉

化的花蓮在地

行動 
【綜院北棟405】 

F2 

我們要往哪裡

去？社工學生組

織經驗之反思與

對話 
【綜院北棟406】 

第三場 

10/3(六) 

16:00-18:00 

A3 

陳映真的思想與

實踐 
【綜院北棟401】 

B3 

原鄉照顧的現

場與挑戰 
【綜院北棟402】 

C3 

 

D3 

在資本主義社會

進行社會改造的

資源與挑戰：衛

促會經驗 
【綜院北棟404】 

E3 

現場先於知識

的實踐取徑 
【綜院北棟405】 

F3 

社工勞動境況手

賬 
【綜院北棟406】 

18:00~21:00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晚會（政治大學行政大樓1樓） 

第四場 

10/4(日) 

10:00-12:00 

A4 

袪除精神醫療的

另類凝視：「從

病人到人」的在

地知識實踐 
【綜院北棟401】 

B4 

舊恨酸心去不

遙，此間憑弔淚

難消：噍吧哖事

件百週年圓桌
【綜院北棟402】 

C4 

中國面對歷史資

本主義：從一帶一

路、亞投行，與「中

國帝國主義論」談

起 
【綜院北棟403】 

D4 

再論全民健保的

永續之道：家庭

醫師計畫在醫療

市場化下的挑戰

與借鏡日本在宅

醫療 
【綜院北棟404】 

E4 

另類農業產銷

之理論與實踐
【綜院北棟405】 

F4 

向左走？向右

走？部落社會企

業與團結經濟的

對話論壇（一）從

米蘭社會企業論

壇談起 
【綜院北棟406】 

第五場 

10/4(日) 

13:00-15:00 

A5 

批判論文獎論文

發表 
【綜院北棟401】 

B5 

活出生存技藝

的知識體系：踐

行與理敘圓桌

論壇 
【綜院北棟402】 

C5 

歷史中國與現代

世界：如何從中國

歷史中思考現代

性？ 
【綜院北棟403】 

D5 

科學權力監督聯

盟：在台灣如何

可能 
【綜院北棟404】 

E5 

兩岸調研與知

識生產：布農古

調、關中皮影戲

與現代文學「教

與學」的個案
【綜院北棟405】 

F5 

向左走？向右

走？部落社會企

業與團結經濟的

對話論壇（二）從

部落廚房談起 
【綜院北棟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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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日) 

15:30-17:00 

 2015「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頒獎典禮（5樓國際會議廳） 
博士論文得獎人： 

王醒之 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 

碩士論文得獎人： 

優等獎：曾嬿融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佳作獎：徐珮瑄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葉守禮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2015 年會「閉幕論壇」 

主題：迎接新時代：部落重建工作經驗分享 
主持人：朱偉誠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主講人：謝英俊  第三建築工作室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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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大會議程 

第一天 10 月 3 日  (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 

09：00-10：15 開幕暨會議主題演講（5樓國際會議廳） 

致開幕詞 

主持人：王增勇（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

教授兼所長） 

演講主題：「非敵即友」vs.「非友即敵」的糾結與選擇：跨界連結或機會主義？  

主講人：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10：15-10：30 休息 

10：30-12：30 場次一 

A1 台社 100：失敗的台社（上場） 

＊綜院北棟 401 

1.朱偉誠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台社作為方法—批判『批判思維』」 

2.瞿宛文（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現代化與競爭基準」 

3.丘延亮（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問題化了學問問什麼嗎？問了學問為著誰去問問題了嗎？ 」 

D1 再論醫療市場化：臺灣醫務管

理與洗腎產業 

主持人： 

何之行（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助研

究員） 

評論人： 

楊志良（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

學系講座教授） 

連賢明（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綜院北棟 404 

1.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

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醫療市場化在台灣：橫行，但長期被視為當然」 

2.楊舒雁（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 

「臺灣醫療市場化中醫務管理的歷史發展」 

3.郭蕙寧（台南市立和順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公民科教師） 

「血液透析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E1 甦醒（上）：一些指向社會轉化

的花蓮在地行動 

＊綜院北棟 405 

1.遲恒昌（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助理教授） 

「為何種田？如何生活？移居花蓮的農業實踐」 

2.張瓊文（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共同築自己的夢：一個花蓮移民社群的集體行動案例」 

3.蔡建福（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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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食物為基礎的社會信任體系：一個在地農夫市集的『他者』關係探究」 

4.顧瑜君、吳明鴻、黃筱瑩（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無用之用的教育實踐：台灣偏鄉弱勢學習者之村落學習開創」 

F1 1980 年後的我們：社會工作專

業的流離、想像與踏尋 

＊綜院北棟 406 

1.李宜勳（Youth Care Worker, Ranch Ehrlo Society, Regina, Saskatchewan, 

Canada） 

「原住民社會工作的想像：一個非原住民社會工作者的批判性反思」 

2.陳柏蓁（中華牧人關懷協會社工員） 

「當社工遇上教育：自主之可能嗎？」 

3.林益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中心研究助理） 

「高牆之外：社會工作多元化與跨域學習」 

4.郭志南（高雄市政府約聘社工） 

「沉默的歷史：從科大社工到科大講師的自我詰問與辯證歷程」 

5. 沈曜逸（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社工員） 

「接壤─一個八十後的社工組織工作者」 

12：30-13：30 午餐／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綜院北棟 407 教室） 

13：30-15：30 場次二 

A2 台社 100：雲起台社時（下場） 

主持人：徐進鈺（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綜院北棟 401 

1.甯應斌（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中國作為理論：中國派的重新認識中國」 

2.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在『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的語境下面對我們的失敗」 

3.趙剛（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台社是太陽花的尖兵？ 」 

D2 再論公衛醫療市場化（下）：

兩岸的公衛醫療市場化與大陸

公衛體系 

主持人： 

林孝信（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客座教授、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

生促進協會顧問） 

評論人：  

何之行（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助研究員） 

周嘉辰（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1.陳美霞（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

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橫行兩岸的公衛醫療市場化」 

2.王占璽（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中國市場改革與公共衛生的市場化及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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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助理教授） 

＊綜院北棟 404 

E2 甦醒（下）：一些指向社會轉化

的花蓮在地行動 

＊綜院北棟 405 

1.林潤華（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誰的培力？培誰的力？』：一個關於行動者培力實踐的反省」 

2.王君琦（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楊華美（東華大學多元教育研

究所碩士、花蓮基督教女青年會前總幹事） 

「不是沒有，而是怎麼有：從花蓮新移民姊妹工作坊反思培力」 

3.李維倫（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 

「『匱乏』的困境與『有』的獲得：以『南華認輔』論偏鄉學童扶助的創新策略」 

4.林美珠（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 

「生涯探索的理性之『非』：一場解構、共構、重構的教學行動」 

5.陳怡方（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拆橋之後：花蓮的文化遺產、社區行動與大學生的社會實踐」 

F2 我們要往哪裡去？社工學生組

織經驗之反思與對話 

＊綜院北棟 406 

1.沈軒宇、洪士育、何敏瑜（東海灰社成員） 

「扎根校園社工學生社群：組織工作與自我改造」 

2.潘育欣、曾芷琳、曹玉如、呂儀君（輔大社工新安社成員） 

「社工教育社群：以新安社為例」 

3.黃士柏、劉美辰、顏怡馨（高醫醫社志工隊成員） 

「在校內的社工實踐：志工隊的孤軍作戰」 

4.林郁芩、黃珮綺（翻轉社工學生聯盟成員） 

「『翻轉社工學生聯盟』組織週年回顧與省思」 

15：30-16：00 休息 

16：00-18：00 場次三 

A3 陳映真的思想與實踐 

評論人： 

朱雙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

授） 

＊綜院北棟 401 

1.趙剛（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從陳映真的『最後的夏日』看台灣 1960年代中期的知識分子狀況」 

2.吳舒潔（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文學所助理教授） 

「作為剩餘的左翼：陳映真的信仰與危機」 

3.張立本（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陳映真研究』之現象：陳映真著作版本差異透露的問題」 

B3 原鄉照顧的現場與挑戰 

主持人兼討論人： 

日宏煜（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

研究所教授） 

1.盧敬文（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 

「長期照護在地化？一個山地鄉長照據點的實踐經驗」 

2.梁莉芳（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游瑾穎（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

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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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院北棟 402 「照顧工作的扭曲：建制化對部落照顧服務員日常經驗的影響」 

3.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蔡昇倍（政治大學社會工

作研究所科技部研究計畫專任助理） 

「由居家服務員的一天看長期照顧的在地實踐」 

D3 在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社會改

造的資源與挑戰：衛促會經驗 

主持人： 

劉惠敏(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

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評論人： 

張蕙雯（板橋社區大學主任秘書） 

＊綜院北棟 404 

1.陳奕曄（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衛促會在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社會改造遭遇到的矛盾」 

2.陳慈立（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政府資源爭取與衛促會主體性的辯證關係」 

3.高瑋蘋（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建立一個對抗資本社會，自我改造的團隊理念及文化」 

4. 卓淑惠 (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資深工作者 ) 

「在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社會改造的 自我經驗梳理」 

E3 現場先於知識的實踐取徑 

主持人： 

林慧絢（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

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碩

博班助理教授） 

＊綜院北棟 405 

1.許瑞珊（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行動之一：進入部落尋找自我位置的可能」 

2.陳慶元（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行動之二：互助的社區兒童共學空間：童工場的實踐記事」 

3.樓昕（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三年級）、黃鑠崴（國立東華大學多

元文化教育碩士班四年級） 

「行動之三：『輔導』或『教育』？模型認輔團隊於小學中的實踐與學習」 

F3 社工勞動境況手賬 

召集人：王行（東吳社會工作學

系教授） 

主持人：柳秋雅（社工督導） 

引言人：喬可君（兒少社工） 

引言人：陳柏蓁（兒少社工） 

＊綜院北棟 406 

1.如何對抗被派遣化的命運？ 

2.承受「三高」（高風險，高工時，高情感勞動）業務，該得到多少「三合」（合

情，合理與合良心）的勞動所得？ 

3.我們該如何讓全國社工從業人員皆可以在「五月一日」放假？以得到勞動者

的尊嚴。 

18：00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晚會（政治大學行政大樓 1樓） 

第二天 10 月 04日（星期日） 

9：30-10：00 報到 

10：00-12：00 場次四 

A4 袪除精神醫療的另類凝視：「從

病人到人」的在地知識實踐 

主持人： 

1.戴雅君、陳宗仁、林修雯（瘋 WORKER 聯盟） 

「『藥』不要─談精神疾病脫藥之在地知識」 

2.吳金蓮（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理事長）、王育慧（前台北榮總桃園分院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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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又慧（陽明衛生福利研究所博

士候選人） 

＊綜院北棟 401 

神科居家治療護理師） 

「他不是病人，他是我二哥：專業作不到的事」 

3.廖福源（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社工）、梁瓊宜（伊甸基金會台北市區區長） 

「『絆』與『伴』：社群關係裡的練習題 」 

B4 舊恨酸心去不遙，此間憑弔淚

難消：噍吧哖事件百週年 

主持人： 

鍾秀梅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

系系主任） 

＊綜院北棟 402 

1.丘延亮（台灣家園韌力協會監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從噍吧哖屠殺百年祭看（被）殖民學術的集體失智」 

2.郭譽孚（歷史虔誠研究者） 

「一位偉大的『巡查補』？探余清芳事件深刻而沉痛的歷史背景」 

3.黃文源（台南市漚汪國小教師、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從蕭壟事件到噍吧哖事件：台灣武裝抗日的空間屠殺」 

4.林深靖（新國際社會理論與實踐中心成員） 

「暴力總是在謊言背後運行： 噍吧哖事件的法農觀點」 

5. 林正修（海西諮詢） 

「去殖話術的政治佈署」 

C4 中國面對歷史資本主義：從一

帶一路、亞投行，與「中國帝國

主義論」談起 

主持人： 

邱士杰（台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綜院北棟 403 

1.盧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 

「我們這個時代的帝國主義與中國」 

2.羅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批評理論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世界歷史、漫長革命和『中國道路』的抉擇」 

3.劉世鼎（澳門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一個主權方案的頓挫」 

D4 再論全民健保的永續之道：家

庭醫師計畫在醫療市場化下的挑

戰與借鏡日本在宅醫療 

主持人：  

劉惠敏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

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評論人： 

余儀呈（陽明欒樹醫療群召集

人、台北市芝山診所院長） 

許玫玲（台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

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綜院北棟 404 

1.陳美霞（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

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全民健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2.陳奕曄（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制度計畫的發展與成效」 

3.余尚儒（嘉義六福聯合診所主治醫師、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

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理事長） 

「發展在宅醫療，降低高齡社會的健康照護風險」 

E4 另類農業產銷之理論與實踐 

主持人：潘美玲（交通大學客家

1.林淳華（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社會團結經濟與災後產業重建：Karl Polanyi 觀點的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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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綜院北棟 405 

評論人：潘美玲（交通大學客家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2.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小農經濟現代變遷：東勢果農的商品化之路」 

評論人：吳子鈺（雨林咖啡負責人） 

3.謝昇佑（好食機農食整合有限公司（社區型社會企業）共同創辦人與負責人、

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社區型社會企業的實踐反思：社會企業能否成為真實烏托邦？」 

評論人：吳子鈺（雨林咖啡負責人） 

F4 向左走？向右走？部落社會企

業與團結經濟的對話 論壇（一）

從米蘭社會企業論壇談起   

主持人： 

黃盈豪（深耕德瑪汶協會秘書

長、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

作學系助理教授） 

＊綜院北棟 406 

1.Saiviq Kisasa（原住民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台灣原住民族國際訊息平

台總編輯、魯加卡斯部落活力計畫執行顧問） 

「當部落遇上社企」 

2.洪翠苹（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研究企畫專員、農陣志工） 

「消失的社會成本：你不知道的社群產業十道效益」 

3.金惠雯（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從團結經濟看部落 e 購的推動」 

4.林書玄（至善基金會北區工作站主任）  

「快樂一煮：一個都市原住民婦女團結經濟推展的故事」 

5.黃盈豪（深耕德瑪汶協會秘書長） 

「大安溪部落共同廚房邁向團結經濟的回看與反思」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場次五 

A5 批判論文獎論文發表 

主持人：戴瑜慧（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綜院北棟 401 

1. 曾嬿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女同志家庭親職實作」 

回應人：朱偉誠（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2.徐珮瑄（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回應人：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合歡山松雪樓派遣員工薪資爭議：一個田野民族誌的考察 」 

3.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小農經濟現代變遷：東勢果農的商品化之路」 

回應人：蔡晏霖（交通大學人文社會暨族群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4.王醒之（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 

「回歸政治 解放政治心理學的實踐」 

回應人：夏林清（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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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活出生存技藝的知識體系：踐

行與理敘」圓桌論壇  

召集人： 

丘延亮 (台灣家園韌力協會監

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

研究員) 

＊綜院北棟 402 

1.林慧絢（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助理教授） 

「發聲展演中的噤聲：活出教育方案的知識肌理」 

2.廉兮（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辨識搏鬥生存的技藝：構連人民做為歷史主體的知識地景」 

3.瑪達拉‧達努巴克（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理事） 

「在實踐反映中辨識多元文化作為現代性殖民形式」 

4.張進財（撒烏瓦知部落頭目、中原大學原住民專班專技副教授）、戴永禔（中

原大學景觀系專任副教授）、盧建銘（撒烏瓦知部落顧問、中原大學原住民專班

兼任講師） 

「部落生活實踐的知識生產：啟發及意義」 

C5 歷史中國與現代世界：如何從

中國歷史中思考現代性？  

主持人： 

林峻煒（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綜院北棟 403 

1.邱士杰（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他的抵抗與學問：紀念劉進慶教授逝世十週年」 

2.楊可倫（國立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 

「學習『勞動』：以大躍進期間（1958-1961）上海市的教學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運動為例」 

3.謝瑞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與中共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 

4.林峻煒（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從歷史中探索學術中國化的可能性：試論嵇文甫之晚明思想史論」 

D5 科學權力監督聯盟：在台灣如

何可能 

＊綜院北棟 404 

案例分享一：審查意見可剪貼自申請人計劃書？ 

許雅斐（南華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1. 侵害著作權刑事告訴被地檢署簽結 

2. 侵害著作權國家賠償上訴最高法院 

3. 移轉管轄—與政府訴訟一定要跑台北？ 

4. 資訊公開行政訴訟三次駁回，提釋憲？ 

案例分享二：計畫件數算錯，花四年更正？ 

陳竹上（高雄師範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1. 錢分完了，不得申覆？ 

2. 顛覆？差一點萬劫不復：大學教師對國科會無訴訟權？ 

3. 單向匿名/申請人被看光，是必要之惡？ 

4. 當刁民的代價 

綜合回應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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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兩岸調研與知識生產：布農古

調、關中皮影戲與現代文學「教

與學」的個案 

評論人： 

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

所教授） 

＊綜院北棟 405 

1.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古調、耶穌與高山茶：一個部落共同體的崩解與再造」 

2.沙垚（中国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知識分子與鄉村文化生產、再生產：以關中地區皮影戲的鄉村文化實踐為例

（1949-2014）」 

3. 彭明偉（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日常生活裡的文學與文學的眼光」 

4.姜亞筑（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二年级） 

「大陸學習經驗與國共歷史的再認識」 

F5 向左走？向右走？部落社會企

業與團結經濟的對話 論壇（二）

從部落廚房談起      

主持人： 

黃盈豪（深耕德瑪汶協會秘書

長、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

作學系助理教授） 

＊綜院北棟 406 

1.蘇文仙（部落廚房產業經理） 

「部落照顧到生活回歸：產業經濟的實踐路徑」 

2.穆佩玉（部落廚房社工組長） 

「深耕，工作者的成年禮」 

3.林建治（深耕德瑪汶協會執行秘書） 

「用土地填充社工的生命經驗」 

4.趙浩宏（舉匠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台灣青年創業對於社會企業推廣下的價值誤解與簡單化」 

5.黃盈豪（深耕德瑪汶協會秘書長） 

「社工從事社會企業的倫理價值衝突及反思」 

15：00-15：30 休息 

15：30-15：40 

2015「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

獎頒獎典禮（5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王增勇（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

長） 

博士論文得獎人： 

王醒之（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 

碩士論文得獎人： 

優等獎：曾嬿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佳作獎： 徐珮瑄（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15：40-17：00 

閉幕論壇（5 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朱偉誠（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常務

理事） 

主題： 迎接新時代：部落重建工作經驗分享 

主講人：謝英俊（第三建築工作室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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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 

 

【時段一】10/3(六)10:30-12:30 

【A-1】台社 100：失敗的台社（上場） 

—綜合院館北棟 401教室  

【D-1】再論醫療市場化（上）：台灣醫務管理與洗腎產業 

—綜合院館北棟 404教室  

【E-1】甦醒（上）：一些指向社會轉化的花蓮在地行動 

—綜合院館北棟 405教室 

【F-1】1980 年後的我們：社會工作專業的流離、想像與踏尋 

—綜合院館北棟 40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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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台社 100：失敗的台社（上場） 

一、台社作為方法—批判「批判思維」 

與談人︰朱偉誠（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學歷：色薩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英美文學博士 

經歷：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作為一個知識群體，近來遭遇到某種困境，是社內外多少

都意識到的事，一個較直接的理解是這是種「失語」困境，即台社針對社會重大議

題發言介入的大幅減少，而這主要源自我們針對這些議題的看法與當前的論述氛圍

差距太大，說了沒人聽以至於不說，或是說，相關想法無法以目前台灣大家可以理

解的方式說出。但這些都隱約指向外在論述環境的限制多過自身的問題，雖說社內

也承認造成這樣的狀況台社本身也有責任。但我今天想要指出的是這個困境的另一

個面向，我認為已經為台灣社會所深切感受，但仍給予台社某些論述的制高點的，

則是所謂“批判思維”的思考慣性。事實上台社做為一個異質性頗高的社團最基本

的共通點，其實是對於現狀乃至即將成為現狀的主流立場自然採取一種反直觀的批

判觀點(或可說是逆向思考)。但我要指出的是，這種思維模式自台社創社以來影響甚

廣，至今早已成為台灣“進步”知識界的某種慣性操作，雖說有其打開眼界的解放

“啟蒙」效應，但其負面影響也已在實際上構成—而且如果我們不加反省的話—並

將繼續形塑台灣所面臨的困境。 

 

二、現代化與競爭基準 

與談人︰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學歷：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歷：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副執行

秘書，國立臺灣大學城鄉所兼任教授、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兼任教授 

 

    作為一個立身於後進地區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該如何反思自身社會現代化的進

程、與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適用性？後進者都以西方為標尺，以自己與西方典範的

距離作為達到現代化程度的指標，也以此作為社會內部互相競爭的基準。實際上，

每個後進國都是在自身文明基礎上進行「現代化」，所建立起來的現代化社會與西方

必然不同，因此重新認識自身文明與歷史，是開始認識「現在的」自己的開始，同

時也是改革社會競爭基準、改善自身「現代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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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化了學問問什麼嗎？問了學問為著誰去問問題了嗎？  

與談人︰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學歷：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博士 

經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1985 - 1987 年，當一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編委仍是天真、無邪的知識追

求者時，大家為自己在芝加哥大學搭了個台灣研究國際研討會的台子，1988 在這個

台子的成員的集思下倡組了〈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時到今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已成為了基進論詰的一個死不了的盆景 ;在這段時期中的台灣社會也發出了多層面

的變化。如今猛一回頭雖不無「晃如隔世」之感，但覺昔日的自己與當下，曾幾何

時竟瞿然成了「己屬百年身」的東西了！要在今天對於這麼一個時段的史誌進行抓

梳與評述當然為時尚早，但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百期的今日、猶待饒有時空縱

深的建構與回顧之時，作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始作俑者之一，我既退休又脫離

了學術小圈圈之今日，在回眸自省之際，尤其無法不念及初衷，不得不再次發出當

年的提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問題化了學問問什麼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問

了學問為著誰去問問題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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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再論醫療市場化：臺灣醫務管理與洗腎產業 

1970 年代起，以英美為首，世界興起新自由主義的浪潮，私有化、去管制化、

國家角色的弱化等等政策之下，社會福利制度逐漸瓦解。在國際潮流的影響下，台

灣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在 1980年開始茁壯，於是公衛醫療的相關政策越來越商品化、

市場化。 

本場次作為台社年會 2011年「透視臺灣醫療體系市場化與私有化問題」、2012

年「市場化—臺灣醫療危機的根源」、2013年「多角度透析醫療市場化—臺灣分析」、

2014年「再論醫療市場化（II）：臺灣篇」的系統延續，本論壇將從歷史及政治經濟

的視野，分析台灣醫務管理傾向市場化的動力來源及發展歷程以及洗腎產業如何受

到市場化的驅力所影響，以期從更多元的面向來檢視台灣醫療市場化的發展進程。 

主持人：何之行（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 

評論人：楊志良（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講座教授）、連賢明（政治大學財政學

系教授） 

一、醫療市場化在台灣：橫行，但長期被視為當然 

發表人：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

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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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 

現職：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

特聘教授 

著作簡目： 

(1) 陳美霞, 導言-原住民健康問題的形成：建構新批判論述,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97: 

203-208, 2014. 

(2) 陳美霞, 世界及台灣原住民健康問題：歷史及政治經濟學的視野,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97: 209-246, 2014. 

(3) Chen， M.S.  Health of Asians, In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Health, Illness, Behavior, and Society,  William C. Cockerham, Robert 

Dingwall, & Stella Quah (eds.).  Wiley-Blackwell, 2014; 89-97. 

(4) 陳美霞, 研究與實踐：福利／公衛／醫療作為反抗資本主義制度的場域, 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 94:181-19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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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 Dynamic World, Global Public Health, 7(7): 792-794, 20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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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335-34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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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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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末到 20世紀 70年代，西方工業化國家在特殊政治經濟條件下（如經濟

持續的成長、工人運動的折衝、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建立起不同廣度與深度的社

會福利制度，其中包括公共衛生醫療體系的建立、擴展、及公有化/公共化。但是 1970

年代，資本國家經濟成長停滯，失業率不斷升高，資本開始快速全球化，支持社會

福利制度的政治經濟條件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代表跨國資本及跨國公司利益的

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浪潮。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開始崩解，私有化、去

管制化、國家角色的弱化......是普遍的現象。“自由市場”是新自由主義者大力

鼓吹的萬靈丹，於是，“市場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橫掃全球

各角落、社會各層次—公衛醫療體系也無法倖免。 

市場化在 1980年代開始就橫行於台灣的醫療體系，但是這個現象在台灣社會基

本上不被視為“問題”，甚至被視為當然：使用者付費以外沒有其他可能性。而公

衛醫療學術界也長期忽視這個議題。本研究將分析、批判數十年橫行台灣的醫療市

場化，而本論壇也將由研究新生代從台灣醫療體系的醫務管理及洗腎產業具體分析

醫療市場化的問題。 

 

二、臺灣醫療市場化中醫務管理的歷史發展 

發表人：楊舒雁（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 

學歷: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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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管理」（以下稱「醫管」）這項專業，負責醫院中各項醫務行政工作，現

已被指認過度成本、利潤導向。西方文獻也指出美國的醫管在醫療市場化之下，工

作內容越來越成本、績效考量。 

  臺灣的醫管是否也是循著醫療市場化的脈絡發展，演變成現今的營利導向？然

而，醫管專業如何隨著醫療市場化發展？以及如何展現在醫院內部的管理？臺灣目

前探討這個議題的文獻是闕如的。 

  本研究採用歷史資料與次級資料分析，和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以臺灣 1945年

後的醫療市場化為背景，觀察醫管專業：1.醫院管理實作（公、私立醫院）、2.醫管

利益團體，和 3.醫管教育（系所成立與教科書內容）的興起與變化，並透過個案研

究（南部某公立區域醫院，與某財團法人醫院），加以印證醫管專業與醫療市場化之

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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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發現，醫療市場化程度低時期（光復後-1960年末），醫療體系以公益

性質和慈善救助為主，市場並不明顯競爭，醫管各面向還不太受重視。接著醫療開

始市場化時期（約 1970 年初-1980年末），政府鼓勵私人資本投入醫療建設，由於私

立醫院不像公立醫院有公務預算補助，因此私立醫院的醫管就必須注重成本效益、

減少開支。到了醫療市場化全面加速時期（約 1990 年初-今），公立醫院在自負盈虧

的政策下也進入市場競爭，公立醫院逐漸跟上私立醫院追求績效、收入的管理方式。

而健保開辦也使得醫療市場越發競爭，醫院藉助醫管專業來降低成本及提升利潤已

變成常態；此時的醫管教育也蓬勃發展，呼應了醫院有更多醫管人員的需求；醫管

教科書傳授的醫管工具，也從行政效率的改善，到營運績效的提升；而醫管利益團

體陸續成立，代表了醫院已不能單打獨鬥，要互相集結成更大的力量來因應醫療市

場的變化。 

  綜上所述，醫管專業的歷史發展與醫療市場化兩者之間的關係是：醫療市場化

從低到高的進程之中，不僅帶動醫管專業各面向的興盛，也讓醫管專業的內涵越來

越以財務、績效管理為導向。而醫管專業持續精進管理手法來提升醫院競爭力，成

為促進醫療市場競爭的其中一環。 

 

三、血液透析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發表人：郭蕙寧（台南市立和順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公民科教師） 

學歷：東吳大學政治系、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現職：台南市立和順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公民科教師 

著作簡目： 

(1) 郭蕙寧，國中教師對目睹婚姻暴力子女之責任，教師天地，160:31-36，2009.06 

(2)郭蕙寧，生前同意死後人工生殖之法律問題，法律與生命科學，3:18-25，2009.01 

(3)何建志、郭蕙寧，美國 ELSI 研究之新興發展，法律與生命科學，5:1-7，2008.04 

(4)郭蕙寧，英語系國家法學院生命倫理學位課程介紹，法律與生命科學，2:32-39，

2007.07 

 

摘要 

台灣每年進行血液透析－俗稱「洗腎」－的新增病患人數平均是以 5%的速度在

增加，且血液透析在我國健保支出所佔的比例相當高，因而對其他健保支出項目造

成排擠效應，因此我國政府以總額零成長的方式來因應，但此舉卻造成不少的反彈

聲浪。 

但這波聲浪很快就陷入需要血液透析的人口及經費支出年年攀升、健保給付不

公等爭議中。較缺乏從宏觀的政治經濟視野來看待血液透析產業在台灣的發展，透

析問題的根源。本子題將以政治經濟的方法，分析跨國企業、國內的利益團體、政

府等行動者參與血液透析產業的歷史軌跡及作用力，血液透析產業如何與醫療市場

互相連結，這樣的政治經濟發展過程對病人權益又造成什麼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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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甦醒（上）：一些指向社會轉化的花蓮在地行動 

本論壇以「甦醒」為名，試圖傳達出這樣的見解：近年來在偏鄉花蓮所出現的

社會、心理、教育、地理、與環境等面向的社會行動，或許不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社

會下的零星花絮，而可能是標示著時代與社會轉化之新的生活風格之追求。當環境

污染、食品安全、升學教育、與壓力疲倦如蛆附骨地黏附於台灣西部的都會生活，

逆發展觀的偏鄉移居、小眾生產、去標準化、與去建制化等種種社會行動也正在東

台灣發生。這樣明顯的「東西之別」不應被輕易地忽略，因為這些社會行動中或許

藏有提供台灣社會思考下一階段發展的社會素材。 

本論壇分為兩場，涉及的面向有：偏鄉移居的生活探索，如遲恒昌的「為何種

田？如何生活？移居花蓮的農業實踐」與張瓊文的「共同築自己的夢：一個花蓮移

民社群的集體行動案例」；表現在農產與教育的在地社區實踐，如蔡建福的「以食物

為基礎的社會信任體系：一個在地農夫市集的『他者』關係探究」，與顧瑜君、吳明

鴻、黃筱瑩的「無用之用的教育實踐：台灣偏鄉弱勢學習者之村落學習開創」；關於

培力行動的介入與反思，如林潤華的「誰的培力? 培誰的力 ?：一個關於行動者培

力實踐的反省」，王君琦的「不是沒有，而是怎麼有：從花蓮新移民姊妹工作坊反思

培力」，與李維倫的「『匱乏』的困境與『有』的獲得：論偏鄉學童扶助的創新策略」；

最後回到本論壇發表人做為大學教師職責，以偏鄉行動促發大學生的主體發展及回

應在地議題，如林美珠的「生涯探索的理性之『非』：一場解構、共構、重構的教學

行動」，以及陳怡方的「拆橋之後：花蓮的文化遺產、社區行動與大學生的社會實踐」。 

「甦醒」指的是人充分且完整地知覺到周遭環境，並在其中獲得舒展。「甦醒」

也是一個過程，從昏迷或沈睡中醒來，其間可能氣力不足無法清醒，可能眷戀美夢

遲遲不醒，也可能寤寐之間又跌回沈睡之中。以此指涉本論壇所呈現的觀察與行動，

意指其中主體，如移居者、在地者、與介入工作者(包括大學師生)，在環境中完整

舒展的追求動向。不過，此一過程目前也可能只是夢中夢的捆綁或是睡意尚濃而一

時無法清醒。分辨其中差異與走向是本論壇主要目的。 

一、為何種田？如何生活？移居花蓮的農業實踐 

發表人：遲恒昌（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助理教授） 

學歷：英國雪菲爾大學 地理學博士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著作簡目：http://www.trm.ndhu.edu.tw/files/15-1038-55837,c83-1.php 

 

摘要： 

本文探討近年來國內人口遷移到花蓮的現象，關注這些遷移者/行動者如何想像

花蓮？如何實踐他們的新生活？遷移者的行動與實踐體現了多元的空間想像與價值

衝突：是小農農耕復興的機會、是塩見直紀「半農半 X」的生活實踐、是待價而沽的

鄉村與農地買賣、是好山好水經營觀光民宿的機會等等，這些遷移者正以不同的方

式改變花蓮，探討這些也正是意圖理解臺灣東部當前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路線。

http://www.trm.ndhu.edu.tw/files/15-1038-55837,c83-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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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新近十年左右國內遷移至花蓮從事農業的行動者，理解他們遷移

的動機與軌跡，為何離開都會生活與受雇工作？又如何成為農人的歷程？農法如何

成為生活的實踐？農作物銷售與美好生活的代價與經濟現實又是如何？遷移者如何

看待當前從事農業的意義與實踐？農業改變了這些遷移者，遷移的新農人已成為花

蓮農業地景的一部份，他們持續的耕種使得他們在當前農地買賣炒作的浪潮中，成

為田園地景新的守護者與實踐者。 

關鍵字：國內遷移、農業、農人 

 

二、共同築自己的夢：一個花蓮移民社群的集體行動案例 

發表人：張瓊文（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學歷：英國諾丁漢大學博士 

現職：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5040.pdf 

 

摘要： 

臺灣東部自 1970年代中期以來人口持續流失，然而近年來有一股移住花東的人

潮被隱藏在統計數字背後。除了返鄉子弟的回流外，有許多來自西部都會地區的移

入者。此一逆都市化(counterurbanisation)的空間趨勢反映了人口由城市移往鄉村

移動的社會潮流。這類移民群體的社會經濟條件相對優渥，無論是基於避世、自我

實現或是反現代性的動機，但其遷居多半是為了追求理想中悠適的田園生活。從空

間再現(spatial representation)的概念來看，這是由「布爾喬亞想像」(bourgeois 

imaginary)所塑造的文化想像召喚了親鄉性的遷徙(pro-rural migration)。雖然其

遷徙通常會經過深思熟慮後才行動，不過移民很快地就會發現鄉村的實際況狀可能

遠超過自己的文化想像。所以再現理論或可說明遷徙的動機，卻無法解釋何以移民

在面對現實生活與想像的落差後仍選擇繼續停留。Halfacree與 Rivera因而提出親

鄉性遷徙的概念化不應侷限在社會建構論的認識論框架中，還需從移民日常實踐之

分析來檢視其移居鄉村後的生活經驗。本文藉由此一認識論的轉折(the 

epistemological turn)，來討論一群由個別遷居花蓮的移民組合而成的群體– 

HAPPIS，其分析焦點不在於遷徙行動本身，而是聚焦在該社群的成員如何透過集體

行動來實現各自的想望與期待。研究方法採取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以理解社群成

員移居生活的論述性與經驗性。本文最後將進一步討論所謂「孺慕淨土之情」對於

移民的差別意義。 

關鍵字：花蓮、逆都市化、親鄉性遷徙、移民社群、集體行動 

 

三、以食物為基礎的社會信任體系：一個在地農夫市集的『他者』關係探究 

發表人：蔡建福（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研究所鄉村規劃博士 

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50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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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花蓮好事集共同創辦人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 

著作簡目：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2Yr_eK6BwteZXJHdEhMdS1JRkk/view?usp=sh

aring 

 

摘要： 

近年來食安問題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集體焦慮，在競相推動企業農業、集體農

業和工廠化食物生產、加工的同時，我們逐漸嚐到了農食異化的苦果。而這樣的食

物生產邏輯方興未艾，即便已經威脅到了大家的健康與安全，但一般思考的改善機

制，經常陷入到與此一邏輯相同的問題中，以致無法跳脫既定框架，從根本去理解

問題，據此發展出來之解決方案，亦無法碰觸問題核心。 

台灣從早期區域性的鉻米事件、戴奧辛污染的爐碴鴨事件、二仁溪綠牡蠣事件，

到影響層面逐漸遍及全國的三聚氰胺毒牛奶，塑化劑、順丁烯二酸毒澱粉事件，以

及最近的銅葉綠素掺油、餿水油、工業用碳酸鎂、茶葉的 DDT殘留，層出不窮的駭

人新聞一件件被報導出來，不曾暫歇。從這些連續不斷的案件來看，食物的生產者、

加工者、販售者和消費者之間形成了緊張的關係，食物安全危機已經延伸出一種台

灣社會信任體系運作失靈的現象，社會群體生活失去了信任的向度，人們的生活被

迫必須持續地警戒著。 

花蓮好事集在國家面對巨大食安問題的同時，發展出了一套另類的食農邏輯。

花蓮好事集是由東華大學環院師生與花蓮在地有機農一起發起的農夫市集，市集嘗

試以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的關係為核心思考，亦即，在「他者」關係中，藉由調整

「我存」與「他存」的優先順序，以實踐一個新型態的社會信任體系，翻轉目前因

果認知錯誤的社會慣習，檢討缺乏反省思考的文明發展進程。 

 

四、無用之用的教育實踐：台灣偏鄉弱勢學習者之村落學習開創 

發表人：顧瑜君*、吳明鴻、黃筱瑩（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學歷：美國奧勒岡大學哲學博士 

經歷：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參與中心籌備處主任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著作簡目：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3-1020-61374.php 

 

摘要： 

本文以人稱台灣後山的偏鄉進行非學校型態教育實踐與實驗，結合在地原不屬

於教育體系認可之資源，以大學社區攜手的跨領域策略連能，共同開創偏鄉教育弱

勢學習的新型態，以期改變長期偏鄉弱勢教育困境之惡性循環。 

台灣偏鄉弱勢教育的困境多數源自單一常模框架：落後、不足處境，使偏鄉被

政府與民間各種補救教育方案重重包圍，龐大的補救教育投入偏鄉，並未為偏鄉「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2Yr_eK6BwteZXJHdEhMdS1JRk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2Yr_eK6BwteZXJHdEhMdS1JRkk/view?usp=sharing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3-1020-6137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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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教育帶來具體的改變，且遮蔽了鄉村弱勢教育者所需的本質。我們認為不足的

觀點必須放下，重新審慎檢視，必須不僅需逆向也需橫行，並進行帶著看似冒險的

實驗去創造可能性。在被視為一無所有、落後、邊陲的村莊中，我們將無用之用的

概念化為行動，使之成為大用。 

偏鄉弱勢者教育的重新探究與界定，並結合異質社群，在文化、階級、地域差

異中尋找教育的本質作為偏鄉教育改善的社會實踐，且促成新型態社區微型教育產

業的萌生與延續。透過責任/公益旅遊的操作，轉變多數公益旅遊停留在具體操作（如

步道、農作、活動等），對於參與/涉入性(involvement/engagement)的取向較低，

也就是透過教育導向的公益旅行促成變革、創新，旅行一方面創造產業的具體收益，

另一方面引入鄉村另類人力資源，改變鄉村教育風貌，創造地方人文生態的改變。 

在正規的教育體制視框下本文所實踐的鄉村導向教育可能被視為是「不成體統」：

沒有穩定課表、缺乏合格教師，然而這正是本計畫的關鍵價值：將常民生活與知識

作為鄉村弱勢教育的主體，學術/學校與社區住民攜手投入自己下一代的教育，將社

區的智慧轉換實踐為學習內涵，開拓跨越專業藩籬，這是一步險棋，因為對於「縮

短城鄉差距」錯誤認知，必須審慎件事「縮短」的主體性意涵，不以城市為先/主，

鄉為後/輔的差序關係去發展「縮短」，而去探究城鄉之間合理與互惠的「距離」，且

此「距離」並非地理/物理/物質的線性考量，透過實踐去重新界定城與鄉之間的動

態、流動性距離的意義與價值。換言之，我們期待，透過本研究計畫，探究使「鄉

村」逆向成為優勢的可能性，並在「縮短差距」的具體行動中，創新出鄉村的價值 。 

關鍵字：教育正義、偏鄉/弱勢教育、非學校型態教育、公益旅行、責任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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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1980年後的我們：社會工作專業的流離、想像與踏尋 

曾經，1980 年代出生的我們，透過歷史文本認識努力、辛苦草創台灣社會工作

專業的先人足跡；曾經，如同是門燈上撲火的蚋蚊，為了追求那被譽為「助人專業」

的飄渺光輝，離開了家鄉，進入了陌生的學院，隨著師者的牽引，像發條的螺絲一

樣咕嚕咕嚕地轉，咕嚕咕嚕、嘎吱嘎吱地旋轉、跳躍、前進；曾經，藉由師長、前

輩的講述，想像著社群昔日為提升社群的專業地位，集結走上街頭倡議設社會工作

師法的吶喊與情熱。但不知曾幾何時，特別是當釐不清又數不盡的猶疑、困惑及悲

傷逐漸佔據了我們對於社會工作的堅持與熱愛，疲憊的我們不約而同的停下了腳步，

更迫使我們開始嘗試用不一樣的方法重新認識眼前的社會工作專業。因而，甫取得

學位離開學院，剛踏入社工實務不久的我們分別從幾個不同的位置分享探索、實踐

的經驗：李宜勳由自身學習與工作經驗的分享，希望能拓展台灣對原住民社會工作

的想像空間；陳柏蓁透過陪伴學童以及與學校打交道的經驗，重新思辨「社工」與

「教育」的本質；林益澧以橫跨社工、農業、特教的跨域經驗，重新省思社會工作

專業「多元化」的意涵；郭志南透過忠實記錄自身從科大社工到成為科大講師的所

見所聞，試圖翻轉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社群對於「社工」定義的偏頗與霸權；沈曜逸

則是以組織工作者的位置出發，記錄了他如何在各種不同的社會位置，聚集社工組

織工會，陪伴各類不同的社群、發展進步社會工作的工作方法與實踐。 

一、原住民社會工作的想像：一個非原住民社會工作者的批判性反思（Envisioning 

Indigenous Social Work: A Critical Reflection of a Non-Indigenous Indigenous 

Social Worker） 

發表人：李宜勳（Youth Care Worker, Ranch Ehrlo Society） 

學歷：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碩士、加拿大雷吉納大學社會工作碩士 

現職：Youth Care Worker, Ranch Ehrlo Society, Regina, Saskatchewan, Canada 

 

摘要： 

長久以來，原住民傳統的價值和社會體制受到殖民化的影響，在經濟、政治、

文化與社會的主流架構下被邊緣化(marginalized)與排除(excluded)。而社會工作，

作為一個緣起於西方哲學的助人專業，對於原住民的介入和服務策略的脈絡有相當

強烈的社會控制意涵(Sinclair，2009)。即使社會工作者秉持善念(a good will)，

希望以專業的助人技術和方法改善原住民的生活困境，但缺乏對殖民政權所形塑的

結構性和制度性壓迫進行批判，以及忽略西方社會工作專業與原住民社會的價值和

權力衝突，社會工作者往往是扮演著壓迫者(oppressor)的角色，而非社會所期待的

助人者(Baikie，2009；Blackstock，2009)。本文的論述基礎，建立於一個非原住

民社會工作者進入原住民社會服務領域後，如何透過自我察覺和反饋，以及學習與

工作經驗和理論不斷對話的過程，從而歸納出四個原住民社會工作的關鍵要素：建

立關係(making connections)、持續性學習(ongoing learning)、批判性的自我察

覺(critical self-reflection)、賦權(empowerment)。雖然本文的理論概念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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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經驗主要依循著加拿大原住民社會工作的發展脈絡，但誠如Baskin(2011: 245)

強調，在原住民的世界觀裡，我們彼此都是互相連結著(we are all related)，作

者希望藉由自身學習與工作經驗的分享，拓展台灣對原住民社會工作的想像。 

關鍵字: 原住民社會工作、反壓迫社會工作、批判性自我察覺、賦權 

 

二、當社工遇上教育：自主之可能嗎？ 

發表人：陳柏蓁（中華牧人關懷協會社工員）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碩士 

現職：中華牧人關懷協會社工員 

 

摘要： 

教育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名詞，當社工遇上教育、教育碰上自主，一連串地碰撞

就在當中展開。 

筆者自 2015年從社工研究所畢業，轉換進入社區據點課後照顧班當社工，工作

場域與國小教育系統、特教體系緊密相依的結果，滲透在社區據點的運作模式與成

員的身上，據點是學校的課後延續、抑或一個培養自主能力、不再依附單一權力者

決定之社會空間，是筆者進入後不停試圖分辨的依據。有一天，一個五年級孩子說：

「為什麼我們都要被課輔老師管、為什麼不能自己管自己」，掀起社工思考孩子有能

力自己管理自己的思考，能否將管理自己的權力回歸於孩子身上，成為下一個探究。 

此工作經驗仍在持續中，嘗試書寫經驗以整理發展過程中社工位置跨在不同場

域及專業間的複雜，試圖看見彼此的差異性。在學校的框架下讓孩子有權力決定，

是一件令許多人都反對的事情，練習擁有權力、使用權利，所呈現的現象是看起來

失控且混亂，牴觸了學校對於管理和規範的認知。當孩子開始學習反抗，老師爆炸，

社工只能在不同的權力關係裡找語言、想說服、或是被誤解。從筆者進入據點後就

一直感受到的權力拉扯，就在此時正式在社工與學校體制、特教教育理念之間展開

拉拔。 

關鍵字：社會工作專業、受壓迫者教育學(the oppressed pedagogy)、行動研究 

 

三、高牆之外：社會工作多元化與跨域學習 

發表人：林益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中心研究助理）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碩士 

經歷：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研究助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中

心研究助理 

現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中心研究助理 

 

摘要： 

臺灣社會工作發展至今，已經過數十年，領域與服務深植社會每個角落，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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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證照制度的推動下，社工師證照成為「社工專業」的官方認證，近期專精社工師

證照也勢在必行，但是，在專精、證照體制建構執行的過程中，部分學經歷、領域

不被認證的社工，必須逐漸面臨被制度排除的困境，然而，包含北美、歐洲等國家，

社會福利政策與社會工作服務內容，朝更多元化的發展，似乎與臺灣社工證照築起

的高牆背道而馳。 

追溯社會工作源起和脈絡，其實社會工作本該是一門具綜容性的專業，但是社

工專業證照化的結果，進入社會工作的選擇越來越少。對此，研究者完成社工學校

教育後，即前往政府家暴社工單位服役，以最貼近的方式，紀錄與觀察一線社工實

務生態，之後，重新回到學術圈從事研究相關工作至今，領域含括農產業活化、特

殊教育課程研究等，利用跨域學習的機會，暫時拋開社工的既定形象，走進農業與

教育領域，立足在體制外，試圖尋找社會工作的其他出路與可能。 

本篇文章，將分享社工教育在其他領域的經驗，嘗試以跨領域學習的角度，從

實務界到學術界，從社工、社福到農業推廣與特教，重新省思當今社會工作對於「多

元化」一詞的詮釋。 

關鍵字 社會工作專業、多元化、跨域學習 

 

四、沉默的歷史：從科大社工到科大講師的自我詰問與辯證歷程 

發表人：郭志南（高雄市政府約聘社工）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學士 

經歷：高雄市政府約聘社工、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 

現職：高雄市政府約聘社工 

 

摘要： 

什麼是真理？我原先以為那是某種可供信仰、實踐的正確答案或人生價值。即

使要面對的是心碎般的悲傷，還是讓人扼腕的悔恨，都無法阻止我追尋它的腳步。

曾經，我一心以為師長所教、書本所述的一切就等同於真理。然而，作為一名技職

體系的科大社工，從朝陽到政大，由南向北的求學之旅，偶然接連遭遇多位師長對

於技職體系科大社工的鄙夷話語，才讓我頓時驚覺，原來我所生活的世界早已複雜

到無法只使用一個答案和度量標準就教所有人滿足而快樂。那天，就像是個單純無

知的孩子第一次經驗了成人世界的運作規則與醜陋真相，被殘酷、難堪又離散的現

實輪番洗禮後，望著破碎四散的天真，才痛苦得發現過往師長所教、書本所述、輿

論所傳的真理徹底拒絕了自己／科大社工的存在價值。因而，這篇論文企圖透過呈

現我從學生時期到成為師者的自我對話與衝突，以及剖析自我不安心靈的過程，藉

此超克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既有文獻於方法論、知識論乃至本體論的圍籬梏桎，重新

辯證「科大社工」的真實樣貌。 

關鍵字：科大社工、台灣社會工作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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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壤─一個八十後的社工組織工作者 

發表人：沈曜逸（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社工員） 

學歷：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碩士 

現職：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社工員 

 

摘要：  

本文係要呈現作者身為一個組織工作者，穿梭在不同時代的社工社群中，所獲

得的重要意義。 

早期，作者參與社工工會籌備小組的運作，承襲了一段漂流社工的歷史、工會

組織工作者的抉擇、以及一群爭取勞動權益經驗的社工夥伴，並也從社工工會籌備

小組的籌備經驗中，看見早年更多自組的社工社群。中期，回到自身周遭關係社工

教育的同期夥伴中，自己也在練習如何自組社群，共同面對社工教育的壓迫與自學。

至今，又在不種不同的社工位置，聚集社工組織工會、形成各類不同的社群、發展

進步社會工作的工作方法與實踐，並且向後與「太陽花」運動生成的社工學生共行，

看見社工體制對於「我群」社工們的壓迫，在各自位置上從事不同的努力與實踐。 

接壤，是作者身為一個八十後的社工組織工作者重要的體悟。從早、中到至今

面對那麼多「群」的經驗，我們應該要如何把這些學習和歷史更深刻的傳承下去？

而作者的位置又該如何選擇擺放？ 

關鍵字：社工社群、組織工作者、社工教育與社工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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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 

 

【時段二】10/3(六)13:30-15:30 

【A-2】台社 100：雲起台社時（下場） 

—綜合院館北棟 401教室  

【D-1】再論醫療市場化（下）：台灣健康檢查產業與大陸公衛體系 

       —綜合院館北棟 404教室  

【E-1】甦醒（下）：一些指向社會轉化的花蓮在地行動 

—綜合院館北棟 405教室 

【F-1】我們要往哪裡去？社工學生組織經驗之反思與對話 

—綜合院館北棟 40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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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台社 100：雲起台社時（下場） 

主持人：徐進鈺（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一、中國作為理論：中國派的重新認識中國 

與談人︰甯應斌（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學歷：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學博士 

現職：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這是我為〈重新認識中國〉一書（台社 10月出板）所寫的導論題目，我將在發

言中扼要介紹此文。文章摘要如下：「中國作為理論」是理論化中國的知識計畫，

亦即，「中國」在知識體系內的位階具有理論的功能或地位，與「西方現代性」的

知識範式進行競逐。另方面，中國作為「理論」或假設的提法是為了回應「中國已

不具本質」或「中國仍具有本質」兩種說法。中國的理論想像除了需要各種中國特

色或模式的豐富與細部研究外，還必需設想內含張力的原理，本文則討論了漢字、

連續性、大一統。最後則略論在本文的展望下，如何看待「左／統」與「中國人」

問題。 

 

二、在「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的語境下面對我們的失敗 

與談人︰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學歷：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及大眾傳播學院博士 

經歷：http://www.srcs.nctu.edu.tw/srcs/teachers_cv_03.htm#02 

現職：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1955 年的萬隆會議對第三世界的知識人提出的要求是：連接與促進亞、非、拉、

加勒比海等地區的相互學習，在互動、參照的過程中能夠開展出通向解釋世界史的

另類知識方式。六十年後的今天，這個未完成（甚至尚未啓動）的知識方案依然在

召喚著我們，我們（台社）過去近三十年的失敗正在於沒能捲起面向第三世界的思

想運動，造成今天在知識與政治的精神困局。 

 

三、台社是太陽花的尖兵？ 

與談人︰趙剛（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學歷：堪薩斯大學社會學博士 

經歷：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顧問、《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

報》編委、《人間思想》共同主編 

    台社自創刊以來，即以作為一份“radical”的刊物自許，radial 的意涵基本上大

概有三個內容：1、西方左翼 2、支持社運 3、本土研究。現在已經出了 100 期了，

該如何看待這個 radical 的知識路徑；它與知識霸權與政治霸權之間的關係為何？它

的反身性程度為何？易言之，我想要追索台社是否以及如何在思想、學術和語言上

貢獻於今日的政學霸權。 

http://www.srcs.nctu.edu.tw/srcs/teachers_cv_03.ht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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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再論公衛醫療市場化（下）：兩岸的公衛醫療市場化與大陸公衛體系 

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襲捲下，世界各國的衛生醫療體制紛紛朝向市場化的方向

轉變。剖析公衛醫療市場化的現象，必須具備歷史、全球與政經的宏觀視野，才能

深刻掌握市場化的動力如何在不同社會、不同領域中發生作用。另一方面，在醫療

衛生市場化的過程中，資本擴張動力的影響範圍並不侷限在醫療機構，而是廣泛的

影響衛生醫療體系中的不同部門，包括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系統，以及健康檢查等

新型態的醫療產業。作為台社年會 2013年「多角度透析醫療市場化－國際比較」、

2014年「再論醫療市場化：國際篇」的延續，本場次將從歷史與政經分析的共同視

野出發，並分別探討衛生醫療市場化的動力在不同社會（台灣與中國）、不同部門（健

康檢查與公衛機構）的作用及影響，以期從更寬廣的角度辨析衛生醫療市場化的發

展軌跡與歷史進程。 

 

主持人：林孝信（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客座教授、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

會顧問） 

評論人：何之行（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周嘉辰（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理教授） 

一、橫行兩岸的公衛醫療市場化 

發表人：陳美霞（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

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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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

特聘教授 

著作簡目： 

(1)陳美霞, 導言-原住民健康問題的形成：建構新批判論述,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97: 

203-208, 2014. 

(2)陳美霞, 世界及台灣原住民健康問題：歷史及政治經濟學的視野,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97: 209-246, 2014. 

(3)Chen， M.S.  Health of Asians, In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Health, Illness, Behavior, and Society,  William C. Cockerham, Robert 

Dingwall, & Stella Quah (eds.).  Wiley-Blackwell, 2014; 89-97. 

(4)陳美霞, 研究與實踐：福利／公衛／醫療作為反抗資本主義制度的場域, 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 94:181-19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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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hen, M.S.  Book review: Textbook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Global Health 

in a Dynamic World, Global Public Health, 7(7): 792-794, 201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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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335-345, 2012.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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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末到 20世紀 70年代，西方工業化國家在特殊政治經濟條件下（如經濟

持續的成長、工人運動的折衝、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建立起不同廣度與深度的社

會福利制度，其中包括公共衛生醫療體系的建立、擴展、及公有化/公共化。但是 1970

年代，資本國家經濟成長停滯，失業率不斷升高，資本開始快速全球化，支持社會

福利制度的政治經濟條件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代表跨國資本及跨國公司利益的

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浪潮。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開始崩解，私有化、去

管制化、國家角色的弱化......是普遍的現象。“自由市場”是新自由主義者大力

鼓吹的萬靈丹，於是，「市場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橫掃全球各

角落、社會各層次—公衛醫療體系也無法倖免。 

不意外的，公衛醫療體系的市場化也橫行兩岸。1980年代伊始，公衛醫療體系

市場化在資本社會的台灣開始發展，1990年代之後，公衛醫療市場化更是變本加厲。

無獨有偶，中國大陸在 1980年代開始進行“市場改革”之後，公衛醫療市場化的潮

流就開始橫掃大陸，直到 2005年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

革的評價與建議」的研究報告及大量的相關報導，批判醫療衛生市場化改革的錯誤，

公衛醫療市場化的潮流才開始有些許逆轉，即使如此，公衛醫療市場化似乎仍是大

勢所趨。本研究分析、批判橫行兩岸的醫療市場化問題，本論壇更以台灣健康檢查

產業及中國大陸公衛體系面向具體分析、論述、批判。 

 

二、中國市場改革與公共衛生的市場化及商品化 

發表人：王占璽（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經歷：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

後研究員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著作簡目： 

(1)王信賢、王占璽，2006，「夾縫求生：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困境」，中國

大陸研究 ，49(1):27-51。 

(2)王占璽、王信賢，2011，「中國社會組織的治理結構與場域分析：環保與愛滋 NGO

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5(2):11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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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占璽，2014，「聚合的力量－國際行動者在中國的互動網絡：以愛滋防治領域

為例」，載於王信賢主編，邁向公民社會？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分析，

五南出版社，頁 125-165。 

(4)王占璽，2014，「中國愛滋問題的發展與治理」，載於左正東、蔡育岱主編，中國

與非傳統安全，翰蘆出版社，頁 217-256。 

 

摘要 

公共衛生服務是社會政策的重要環節，而其制度安排也受到宏觀政經環境的深

刻影響。在中國大陸，1970 年代末期開始的市場改革，帶來了經濟社會體制的「大

逆轉」。而在公共衛生領域中，「市場」作為一種治理手段與意識形態，不僅改變了

公共衛生體制的運作方式，也侵蝕、翻轉了以追求公共福祉為目標的公衛工作理念。

此一過程具體展現在衛生防疫部門有償服務政策的推行過程中，並型塑出商品化的

公共衛生服務以及利潤取向的衛生防疫機構。本文聚焦在有償服務政策的發展過程，

探究此一政策的政經背景、演進歷程、政策論述及其具體影響，以便深刻理解中國

公衛體系市場化的動力，以及國家在此一轉型過程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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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甦醒（下）：一些指向社會轉化的花蓮在地行動 

本論壇以「甦醒」為名，試圖傳達出這樣的見解：近年來在偏鄉花蓮所出現的

社會、心理、教育、地理、與環境等面向的社會行動，或許不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社

會下的零星花絮，而可能是標示著時代與社會轉化之新的生活風格之追求。當環境

污染、食品安全、升學教育、與壓力疲倦如蛆附骨地黏附於台灣西部的都會生活，

逆發展觀的偏鄉移居、小眾生產、去標準化、與去建制化等種種社會行動也正在東

台灣發生。這樣明顯的「東西之別」不應被輕易地忽略，因為這些社會行動中或許

藏有提供台灣社會思考下一階段發展的社會素材。 

本論壇分為兩場，涉及的面向有：偏鄉移居的生活探索，如遲恒昌的「為何種

田？如何生活？移居花蓮的農業實踐」與張瓊文的「共同築自己的夢：一個花蓮移

民社群的集體行動案例」；表現在農產與教育的在地社區實踐，如蔡建福的「以食物

為基礎的社會信任體系：一個在地農夫市集的『他者』關係探究」，與顧瑜君、吳明

鴻、黃筱瑩的「無用之用的教育實踐：台灣偏鄉弱勢學習者之村落學習開創」；關於

培力行動的介入與反思，如林潤華的「誰的培力? 培誰的力 ?：一個關於行動者培

力實踐的反省」，王君琦的「不是沒有，而是怎麼有：從花蓮新移民姊妹工作坊反思

培力」，與李維倫的「『匱乏』的困境與『有』的獲得：論偏鄉學童扶助的創新策略」；

最後回到本論壇發表人做為大學教師職責，以偏鄉行動促發大學生的主體發展及回

應在地議題，如林美珠的「生涯探索的理性之『非』：一場解構、共構、重構的教學

行動」，以及陳怡方的「拆橋之後：花蓮的文化遺產、社區行動與大學生的社會實踐」。 

「甦醒」指的是人充分且完整地知覺到周遭環境，並在其中獲得舒展。「甦醒」

也是一個過程，從昏迷或沈睡中醒來，其間可能氣力不足無法清醒，可能眷戀美夢

遲遲不醒，也可能寤寐之間又跌回沈睡之中。以此指涉本論壇所呈現的觀察與行動，

意指其中主體，如移居者、在地者、與介入工作者(包括大學師生)，在環境中完整

舒展的追求動向。不過，此一過程目前也可能只是夢中夢的捆綁或是睡意尚濃而一

時無法清醒。分辨其中差異與走向是本論壇主要目的。 

一、「誰的培力？培誰的力？」：一個關於行動者培力實踐的反省 

發表人：林潤華（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學歷：英國雪菲爾大學博士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5357.pdf 

 

這篇論文可說為一方法論的反省，但也可以是針對行動者在與其他主體共同建

構烏托邦的培力實踐過程中的學術性討論論文。本研究冀透過分享此一對於移民姐

妹們尋找烏托邦的珍愛旅程的觀察，引起讀者們對於「培力計畫」、以及自身在培力

計畫中角色的省思。 

隨著現代化所帶領下的全球化現象，各種資本，包含人，在國界之間流動穿梭，

造成跨國主義研究的濫傷；許多研究關注于人群的移動，人們透過移民或作為國際

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535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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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的方式，移動到另一個空間尋找心目中的烏托邦。在此趨勢下，女性的移動，

尤其是婚姻移民乃是近年來台灣所關注的議題。透過婚姻移民，女性不再只是移民

過程中的附庸，而更是具決定權的主動個體，得以主動爭取「尋找一個更好生活」

(searching for a better life) 的機會。當然，「移動」過程中反映句能動 (agency) 

的移動主體對於「烏托邦」的想像；但，「尋找烏托邦」的過程也不僅與移民主體相

關，在地的各種行動者，包含國家、機構、專家學者、東道國 (host countries) 的

家人，都在此「尋找烏托邦」的旅途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論文便試圖以研究者的參與經驗做為基礎，觀察「培力計畫」作為婚姻移民

到台灣後尋找或建構烏托邦的歷程的最後擾動。本文並不試圖回答標題的提問：「誰

的培力？培誰的力？」，但本文將「培力計畫」依「被培力對象在活動中參與的角色」、

「被培力對象的能動性 (agency) 與自主性 (autonomy)」、「活動內容與方式」與「活

動目標」四大項目的程度或差異，將「培力」分為三大類型以進行闡述．其次，本

研究並會針對「我」-「專家學者」此一行動者作為擾動者的角色以及與其他行動者

間之關係，尤其專家學者與移民主體之間在培力計畫間的關係進行反省。 

 

二、不是沒有，而是怎麼有：從花蓮新移民姊妹工作坊反思培力 

發表人：王君琦（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楊華美（東華大學多元教育

研究所碩士、花蓮基督教女青年會前總幹事） 

王君琦 

學歷：南加大電影電視理論批判研究博士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著作簡目：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3969.pdf 

楊華美 

學歷：東華大學多元教育研究所碩士 

經歷：花蓮基督教女青年會前總幹事 

 

 因婚姻長住台灣的新移民姊妹往往因為不同的原因嫁來，但由於語言文化的生

疏所進行的調整，經常被弱化為欠缺行為能力。眾多為了環境適應所開設的課程，

一方面是融入台灣生活所需，但另一方面也帶有強化新移民姊妹能力不足的刻板印

象，甚至連帶有批判性的培力概念仍無法免除具有壓迫、剝奪主體性的疑慮。英文

裡 empower的概念如果從是從字根 em-來看，意思是「帶到某個狀態」（bring to a 

certain state），而 bring to 的片語又有「恢復」（recover）的意涵，因此培力的

概念與其說是從無到有，更適切地應該是設法讓原本就有、但因為環境變遷而受到

影響的能力復甦。換句話說，培力不意味著從沒能力到有能力，而是重新喚醒能力。

這篇論文將從目前正在進行中的花蓮新移民姊妹工作坊自我反思「培力」並進一步

探討喚醒能力的可能方法。工作坊以自我「再現、發聲、想像」為主軸，連續兩年

分別以生命敘事及戲劇方式進行，目的是希望透過各種不同方式自我表述的實踐讓

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396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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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姊妹更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表達出自己的需求和想法，並進一步能與所處的家

庭與社會進行交涉、協商。本文將細緻分析兩年工作坊是如何以「退」為準則，嘗

試各種不同方式的「喚醒」，讓新移民姊妹在過程中能以「進」為法藉由自我生命經

驗挑戰由專業者所設定的「培力」內涵。 

 

三、「匱乏」的困境與「有」的獲得：以「南華認輔」論偏鄉學童扶助的創新策略 

發表人：李維倫（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 

學歷：美國杜肯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 

經歷：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主任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 

著作簡目：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3849.pdf 

 

長期以來人們提起偏鄉學童的成長與學習困難莫不以「資源匱乏」為主因。然

而多年來政府與各界持續挹注偏鄉教育但匱乏問題卻不見改善。為了瞭解此一現象

並探索可能的出路，本文關注一個沒有固定資源支持但持續 10年的花蓮偏鄉學童扶

助方案，南華認輔計畫，並經研究分析發現得到以下的理解：南華認輔計畫拋棄了

「匱乏」的命運，讓涉入的各方互為資源，從「缺乏應該條件」的形態展示出翻轉

「匱乏」的「相互為有」運作。也就是說，南華認輔計畫蘊含了以「有」來取代「匱

乏」的架構。這裡的「有」是指向當前條件，而非想像的追求；視當前為有，即是

讓事物被看見。同時，南華認輔中呈現的「有」不只是單獨存在的事物，而是一種

各式各樣的關係所構成的當前關聯整體(relatedness)，是一種「相互為有」。如此，

本文從一個偏鄉學童的扶助活動來到了對「寓居於世」的本質思考。我們獲得了對

「幸福」的時間性安居之意涵，也獲得了反思當前台灣社會現象的視野。 

關鍵字：偏鄉教育，匱乏，貧窮，相互為有，幸福，南華認輔 

 

四、生涯探索的理性之「非」：一場解構、共構、重構的教學行動 

發表人：林美珠（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 

學歷：美國 Purdue大學諮商師教育哲學博士 

經歷：國立東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 

著作簡目：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4763.pdf 

 

當代大學教育對學生生涯發展有化約思考的傾向，將大學生生涯能力之培養視

為是課程地圖與生涯進路圖的直線關係，忽略了真實生涯世界中充滿不確定、不穩

定及偶發性。固然當代社會存在著許多職業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然而相對的，

當代社會系統又有一股社會解放（social liberation）的氛圍，允許個體改變可能

性的意識抬頭，而有挑戰過去對生涯或生命角色的思維出現（Barclay, Stoltz, & 

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3849.pdf
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47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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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2011）。然而，國內外現行生涯輔導與教育的主軸仍以高度抽象的理性運作

以及集體轉換的思考為主，可能忽略了個體在生涯發展過程中的主體創造與能動性。

本文作者意圖跳脫此理性模式，試圖實踐另一種可能性，在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

透過大學部「生涯探索與諮商」正式課程，挑戰過往抽象理性籌畫的生涯探索模式，

取而代之的是讓學生走出舒適圈，實際走入日常生活，彎腰實際體驗在地/鄉村，從

而發展自己的生涯籌畫微行動。在教學者身上，則透過解構（de-construction）、

共構（co-construction）、及重構（re-construction）等三個歷程，完成這項理

性之「非」的教學行動。在解構的階段，研究者/教學者從當代非典型青年的生涯實

踐案例，來解構線性集體生涯轉換以及理性唯一論的不足。在共構階段，研究者/教

學者透過與學生一起參與在地性體驗，以及從生活周遭實際遭逢的案例中，經由意

義共享、相互理解的方式，共同建構創新生涯的可能性。在重構階段，研究者/教學

者透過與學生一起籌畫其生涯微行動，重構大學生生涯探索與發展的新意義。 

 

五、拆橋之後：花蓮的文化遺產、社區行動與大學生的社會實踐 

發表人：陳怡方（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學歷：英國愛丁堡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著作簡目：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5177.pdf 

 

本文探討當代花蓮市區的文化遺產在政府部門主導的開發變遷下所遭受的衝擊，

以及此衝擊所帶來在地居民改變與行動。進而論述，本人如何藉由課程帶領大學生

進入場域，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深入學習，以及這樣的學習所具有的意義。 

2015年 4月，花蓮市區的福住橋及第二福住橋陸續拆除。這兩座橋建於 1931年，

曾於 2013 年 1月間被指定為縣定古蹟，卻在同年 6月間被註銷古蹟身分，降為歷史

建築，並以異地保存方式將橋移位。對於花蓮市區的居民而言，兩座橋的拆除，不

只是有形的歷史物件被拆解和重組，更重要的是，對他們而言充滿生活記憶的場址

在國家的強勢開發政策下一點一滴的失去，他們的生命記憶和生活空間的連結也隨

著支離破碎。身為一個觀光城市的居民，遭遇的是觀光客侵入生活的場域，土地炒

作使人無法追逐高房價擁有一個安居的所在。城市開發未能以居民為主體，居民只

能忍受區域發展的不公義。在怪手和機械強力鋸斷年邁的福住橋之後，終於有愈來

愈多的居民開始行動。 

不論大學生是四年的觀光客、或是四年的短期移民，在這段期間，東華大學的

學生都是廣義的花蓮在地居民。如果，屬於這個世代大學生的學習，關鍵在於激發

學習者的動機與動力、進而具有在真實世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在花蓮的生活和

學習，如何回應在地議題和需求便成為重點。本人藉由課程帶領學生進入花蓮市區，

在場域中發展出兼顧在地需求與學生學習的課程內容、在課程中創造學生與在地居

民的互動與彼此學習、進而因應在地需求提出具體行動方案並成為在地可延續利用

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517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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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制。在此過程中，不斷反思與確立在回應具體社會問題時，大學所扮演的角色。

最終，回到本人作為研究者的反思，在學術知識建構與在地生活之間，前述社會實

踐是否可能具有公共人類學的意涵。 

關鍵字：文化遺產、社區、大學教育、社會實踐、公共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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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我們要往哪裡去？社工學生組織經驗之反思與對話 

有別於課堂上的社會工作教育，近期有許多社會工作學生社群不斷在發芽，越

來越多學生尋找夥伴共同探討社會工作本質與價值，想透過課堂外的學習看見社會

工作的可能性、真實性與社會性，本場希望透過在不同的社工學生社群的學生，反

思和整理自己在社群的經驗，去探究社群從何而來？社群對成員的意義和影響為何？

從個人出發，看見社群之於成員是一種對社工教育的進補、出走、抑或都是？進而

看見為什麼學生需要在這裡面、想要在這裡面？社群之於社工教育是一種必要的補

充抑或有可能是社工教育的漏洞而促使學生必須從縫隙中自主學習？不論是哪種原

因，當個人需要或想要透過社群的自主學習來學習成為一位社工時，社工教育又扮

演了什麼角色在促使或阻礙這件事發生？本場將透過不同組織內成員的經驗，站在

一個和社工教育看似平行又時而交疊的位置，去對社工教育、社工專業、社工價值

有更多深刻的討論。 

一、扎根校園社工學生社群：組織工作與自我改造 

發表人：沈軒宇、洪士育、何敏瑜（東海灰社成員） 

 

一直以來我都是被社工教育所排除的人，在現行的社工教育裡頭我找不到認同

感，從大一起我就不停的在思考「難道這就是社會工作嗎？」、「我所想要的社會工

作到底是什麼？」，只是那時的我苦尋無答案，只好選擇休學，離開社工教育去拓展

我對於環境保育的認識。 

  而復學後的回歸校園，只是因為對當兵的抗拒，與認為自己應當所學個「專業」，

並將其運用在環境領域上，然而一年的學校時光過去，我發現當初大一對社工系的

疑惑仍然存在且沒有被解決，同時隨著大二的課程越來越「專業」也讓我對社工教

育越來越抗拒，乃至厭惡。直至去年暑假參加了台港澳中四地進步社工論壇，才發

現原來有這麼多社工認同跟我相似的社工／社工社群在不同領域/地方實踐著，而他

們也將這些實踐定義為社會工作，也隨著跟這些社工的熟識讓我看到社工多元實踐

的實例與可能，這時我才初次了找到自己對於社會工作的認同感。 

  同時延續著 318 的感觸，認為運動僅有議題的操作、不斷的與壓迫方游擊戰是

不夠的，必須回歸到更為草根的人與人間的互動關係，透過日常間的相處、討論、

衝突、理解去相互影響。另一部分輔以我自己被社工教育壓迫的經驗，希望能撐出

些空間使像我這種被排除者也能透過自我實踐找到社工認同，我更想要打破被主流

群體所定義的社工，因此我選擇透過基層組織的方式做我的社會工作運動實踐。 

  但我沒有想到這樣的實踐選擇竟然這麼困難，讓我有所轉變。過往的我可說幾

乎不懂同理，總以很強硬充滿父權的方式在與人互動，無法更細膩的去看人與人間

的差異，使得我在與一群跟自己差異性很大的人共事時，不斷地碰壁與造成他人受

壓迫，這對我來說衝擊很大因為總把反壓迫掛在嘴邊的自己竟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

所作所為也是種壓迫，使得自己必須面對自我人格上的特質。 

  對此我開始嘗試釐清整理自己的組織經驗、被組織經驗，去看見究竟是怎樣的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研討會 

39 

經歷才造就現在的我，我究竟是怎麼被形塑的？過程中的轉折是什麼？當下的心境

是什麼，又後來的心境是什麼，為何會有這樣的差別？我又如何從自身經驗去看到

他人、社會？這些提問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透過思考、釐清，我才能夠清楚知道建

構自己的過程、自己在社會的位置、自己的主體性又是什麼，並循著這些再去探究

自己與他人與社會的關係。在我的認知中，同理是先看見差異、認識/了解差異，並

從異中找同，進而看見相同。如果沒有明確的認識自己，也就無法清楚得知差異何

在，也就無法從雙方差異中去摸索生命經驗的相同，更無法看見為何相同，便難以

去理清彼此的關係。 

 

二、社工教育社群：以新安社為例 

發表人：潘育欣、曾芷琳、曹玉如、呂儀君（輔大社工新安社成員） 

 

從去年的學運後，很多的學生社群遍地發芽，在那之中我們看到社會工作不一

樣的方式。而成立至今六年的新安社雖然是處於不一樣的脈絡，用不同的方式在工

作，我們整理從三一八學運之後，新安社的經驗來回映彼此的社群經驗，也再回頭

看到，新安社在萬華新安里兒少據點的深耕、陪伴，在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

的培力、支持，在過去這一年多中，我們在社區展開和孩子的新安小舖，我們因著

和自己切身相關的議題一起去到社會運動的場合，我們在系上辦了一場場的實習分

享活動。在新安社中，我們共同撐起一個空間，可以討論，可以彼此支持、接受，

在社工教育的過程中，也讓我們看到更多元、真實的樣貌，更真切地得到社工學習，

以此經驗也對應社工教育的想像。 

 

三、在校內的社工實踐：志工隊的孤軍作戰 

發表人：黃士柏、劉美辰、顏怡馨（高醫醫社志工隊成員） 

 

身為社工學系的服務性組織，一直以來，我們卻只能孤軍奮戰，身為社工系的

學生最厲害的不就是連結資源嗎？為什麼我們不使用學校的資源，為什麼我們需要

自籌經源？為何選擇這樣孤獨的過程，就是因為使用這些資源所要付出的限制是實

踐社會工作理念的阻礙。社會工作服務的核心：需求評估是需要一段時間去執行的，

而成效往往沒那麼迅速能被看見，然而學校的計畫所看重的就是短時間內能夠呈現

的成果，這樣的速食行政正是實踐社會工作服務的阻礙之一。 

在志工隊的經營上，我們遇到了許多令我們感到困惑以及矛盾的對話及現象。當我

們與老師分享隊上的社會工作服務成果時，老師問：「你們這些都是真的有去做的

嗎？」當我們與其他服務性社團交流如何實踐社會工作服務時，社長問：「不是要先

學會核銷跟應付行政嗎？」當我們向學校的核銷承辦單位繳交支出單據時，承辦人

員說：「你們可以把金額寫得剛剛好嗎？這樣單位在核銷上很麻煩， 難道你們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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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核銷嗎？」 

  因此，我們想以自身經驗出發，從學校社團評鑑內容、老師對於學生社團活動

的關心及學生幹部運轉社團的參與心得等三個面向去探討學生社團活動背後的涵義

是否與現行狀況相符；學校只關心核銷及文書資料、老師質疑學生的執行能力與後

續效益、學生在乎社團經營還是社團「金營」？ 

  我們將會蒐集各社團幹部在與學校進行核銷、社團評鑑等多方面的心得，瞭解

學校的行政程序是幫助學生完成服務，亦或給予了很大的限制與框架？學校教育深

深影響學生對於社會該有的態度如何，如果在學校學會官僚文化的操作這些學生是

否將以同一套做法與思考模式行於社會？這是我們想以自身經驗和大家一起思考的

問題。 

四、「翻轉社工學生聯盟」組織週年回顧與省思 

發表人：林郁芩、黃珮綺（翻轉社工學生聯盟成員） 

 

因為 318運動過後一群社工學生相聚，透過對議題的討論看見社工教育的狹隘，

因此開始針對社工實習、教育進行許多討論，在這裡有大學念非本科系、學分班碩

班唸社工的人、有高中時就帶著滿滿熱情對社會正義充滿理念的大二生、有大學碩

班一直都唸社工的人、也有一些實務工作者，我們都帶著一點對社會工作的疑惑在

社群中對話，我們都有一些得到一些反思一些糾結和困惑。 

有人在學校經驗到被「專業」社工教育擠壓，於是開始往外找尋他所認為的社

會工作，然後遇到了「翻轉社工學生聯盟」，透過聯盟多次與他校學生的對談，發現

了社工教育類似的糾結與困擾，更看見各校社工系的差異、也了解了各自對於社工

系的想像與在社工學習上的困惑。有人在對話的過程當中，學習讓自己更放開、也

練習如何在平等的位置對話，慢慢的把情緒跟對事件的堅持放下，而是先看見不同

的人的困境與看法、學習讓對話比較全面。有人因為參與社群，而從慢熟的人，成

為一個真正與他人真誠相處的人，也發現關係比以前更能拉近並且長期的延續，最

重要的事，社群為組織成員開創了一個聽到各種多元聲音的機會和平台，讓大家從

狹隘的社工教育中看見更多元的路。 

社工所需具備的多元、傾聽、真誠、連結關係、對話、行動，都各自讓夥伴們

從中學習並且實踐於自己身上，我們從社群組織中自主學習社工教育，但，這樣的

學習也不僅讓我們開始重新看見社工體制下的社工教育樣貌，更進一步反思以社工

學生為主體的社群其發展的可能性與困境。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研討會 

41 

 

 

 

 

 

 

2015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 

 

【時段三】10/3(六)16:00-18:00 

【A-3】陳映真的思想與實踐 

—綜合院館北棟 401教室  

【B-3】原鄉照顧的現場與挑戰 

—綜合院館北棟 402教室  

【D-3】在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社會改造的資源與挑戰：衛促會經驗 

—綜合院館北棟 404教室 

【E-3】現場先於知識的實踐取徑 

—綜合院館北棟 405教室 

【F-3】社工勞動境況手賬 

       —綜合院館北棟 406教室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研討會 

42 

A-3 陳映真的思想與實踐 

由於國共鬥爭與世界範圍內冷戰結構，逐步形成台灣獨特的戰後社會變遷。除

一般理解的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對異己組織性鎮壓則具體表現在四

零年代末開始的，乃至於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後更加肆無忌憚的「反共」肅清。「反

共」宣傳與白色恐怖，根本性地影響了台灣社會思維的深層，且展延至今。所謂「消

失的左眼」就是在這樣的程序中形成。 

但是晚近漸增的證據顯示，即使在巨大恐懼，對國民黨暴力機器的恐懼，及普

遍而言對共產黨恐懼的社會中，五零年代的系統性鎮壓未滿十年，即有大量青年，

或從牯嶺街舊書攤，或透過僑生與外籍生的夾帶，或透過留學美國的機會，或透過

「美新處」展示的報刊，去尋找台灣報刊中被鏤空的新聞，去理解社會主義、理解

「新中國」，尋找與詢問未來的可能性。早年的陳映真也是上述「青年」之一，於反

共偵探無所不的環境中探索思想與實踐的可能性，後因一九六八年「台灣民主同盟」

案囹圄七載。 

在上述台灣社會基底中，陳映真的思想探索之路並不特殊，其理想形成的過程

也非例外。但陳映真是巨大的，不絕的「反論」暗示著陳映真的巨大。然而陳映真

的巨大並非絕對的，陳映真的凸出不僅因其出獄後漸遞增高的社會運動參與、政治

參與，也因陳映真極其反論者們的關係，而相對地、動態地，顯出陳映真之巨大。 

我們從歷史的過程中理解到，正如「內戰‧冷戰」雙重結構的客觀性於一九五

零年代開始牽動著人們的認知、思想與實踐，一九六零、七零、八零乃至今天的，

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經濟局勢變遷，也牽動人們的認知、思想與實踐。陳映真自不例

外；陳映真的正論或反論者們，亦不例外。然而我們如何才能不以今日問題意識，

而以歷史化的方式，逼近時代青年、逼近陳映真、逼近陳映真的思想及其形成？本

論壇即在上述背景下，嘗試思考陳映真思想、陳映真思想之形成、陳映真思想的可

能性，及陳映真思想與實踐於今日世界範圍內之局勢下的可能性或限制。 

 

評論人：朱雙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一、從陳映真的「最後的夏日」看台灣 1960年代中期的知識分子狀況 

發表人：趙剛（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顧問） 

學歷：堪薩斯大學社會學博士 

經歷：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顧問、《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

報》編委、《人間思想》共同主編 

 

本文將藉由對那個時代脈絡的耙梳，以及對作者主體狀態的貼近，重讀這篇在

陳映真的作品之中一般認為算是比較平淡淺白的小說，期望透過來自這兩端的對話

互文，使文本的某些隱密皺褶能夠重新被打開，而同時，也幫助我們更理解這個時

期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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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為剩餘的左翼——陳映真的信仰與危機 

發表人：吳舒潔（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文學所助理教授） 

學歷：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 

現職：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文學所助理教授 

 

陳映真的信仰之路動態地呈現出了一名左翼知識份子與臺灣歷史緊密糾葛的過

程。對於陳映真來說，“左翼”這個詞與其說是他的信仰，不如說構成了一種確認自

身位置、向內自省與向外突圍的思考和實踐方式。置身於 1980-1990 年代的歷史巨變

中，陳映真正是以這種方式去面對思想的危機，其間的焦灼與彷徨，不僅不能簡單

地視為信仰的搖擺，反而真實地再現出思想主體無法外在於歷史過程的緊張狀態。

對於臺灣的社會情境而言，究竟什麼是左翼？歷史化地閱讀 1980-1990 年代的陳映真，

或許能對當下臺灣知識界頗為駁雜的左翼圖譜提供鏡鑒的維度。 

 

三、「陳映真研究」之現象——陳映真著作版本差異透露的問題 

發表人：張立本（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經歷：世新大學兼任講師 

 

台灣的陳映真研究方興未艾，證實了陳映真之於台灣的重要性。過往的陳映真

研究，其主題龐雜、範圍甚廣，然而共同的問題卻是未曾注意陳映真小說、自述的

版本差異。本文將藉由提出陳映真小說、自述的「原刊載」版本，討論既有「陳映

真研究」的普遍侷限。通過原始版本，除挑戰了後設觀點的陳映真研究，並且也將

指證確實的陳映真思想變遷證據，挑戰那些不處理思想家思想變遷的研究著作所「定

義」的陳映真。通過著作還原，將更貼近寫作當下的陳映真思想狀況、感受思想家

在具體歷史中的回應，從而更精確地把握整體思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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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原鄉照顧的現場與挑戰 

藉由檢視與描繪長期照顧在原住民部落的發展過程與實施經驗，本論壇的三篇

論文主要探討在國家發展照顧服務建制化與專業化的過程中，受到新自由主義意識

形態影響，效率、績效、可問責性與樽節等原則，如何造成對服務提供標準化與一

致化的要求，又如何進一步形塑在地工作者的日常經驗與照顧關係。政策實施的結

果，不僅產生上述的問題，也反映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未考量文化差異以及在地生活

的脈絡。 

盧敬文的研究檢視長照服務在部落推動過程中，所謂專業化的照顧與在地文化

脈絡之間的斷裂與衝突，反映出長照政策未具備族群、文化敏感度以及區域差異的

考量。梁莉芳與游瑾穎的研究以「部落文化健康站」為例，指出透過文本中介的專

業要求與管理主義，不但扭曲部落照顧服務員的工作經驗，也造成服務員在實作過

程所付出的身體與情感的勞動，變得幽微和難以辨識。最後，王增勇與蔡昇倍的文

章，從蘭嶼居家服務員的日常工作經驗出發，一方面描述國家政策無法適切的肯認

照顧服務接受者的需求；另一方面闡述服務員如何重組和協調他們的工作，修補特

定時空脈絡下政策所造成的斷裂。 

 

主持人兼討論人：日宏煜（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教授） 

一、長期照護在地化？一個山地鄉長照據點的實踐經驗 

發表人：盧敬文（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 

 

摘要： 

衛福部為建置社區在地化的長照服務資源，於 2011 年起補助偏遠地區成立長照

據點，屏東縣牡丹鄉自 2012 年也納入此計畫。本研究目的是描繪當前長照服務在山

地鄉的樣貌；當牡丹鄉內的護理人員擔任長照管理專員，進行整合長照資源的過程

中，山地鄉的地理環境與交通、政治關係、部落生活習慣和醫療常規等因素，如何

形塑山地鄉的長照服務樣貌？而專員又是如何使牡丹的長照據點成為全國中少數有

「成功連結在地資源經驗」的據點？ 

本研究方法利用自 2014 年八月至 2015 年一月底，於屏東縣牡丹鄉衛生所參與

觀察醫療工作的同時，針對衛生所主辦長照業務之公衛護士、牡丹鄉長照據點專員，

和據點承辦醫院之主辦人進行深度訪談，輔以參與觀察長照據點舉行之相關會議，

參與居家護理實作，了解長照服務在部落中的推動過程。 

研究發現當前衛生所居家護理業務推動，缺乏專業人力與訓練，導致照護連續

性的斷裂。並從社區復健據點，和日間照顧中心的成立過程，發現長照政策並未考

量區域、族群和文化差異。據點專員雖然經由會議制度設計納入鄉內重要政治人物，

使決策推動事項得以落實，突破偏鄉經濟上的不利條件，但仍得面對專業人員與在

地文化脈絡互動中的落差與衝突，以及部落長照機構未來經營上自給自足的挑戰。 

關鍵字：長期照護、牡丹鄉、專業化、在地化、使用者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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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照顧工作的扭曲：建制化對部落照顧服務員日常經驗的影響 

發表人：梁莉芳（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游瑾穎（陽明大學衛生福利

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受到傳統性別體制的影響，照顧被視為是女人天性本能，而不是需要投入成本

（例如：教育、職業訓練）養成的專業技能。因此，一直以來不論是有薪或是無薪

的照顧工作都未能獲得應有的肯認與重視。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對績效、效率

與問責性的要求，不但簡化照顧為任務導向的項目，同時造成對照顧實作過程中所

涉入的身體與情感工作的忽略。 

我們的研究探究「推展原住民族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實施計畫」（2014 年更名為

「部落文化健康站」）以及後續相關執行，如何編派與形塑部落照顧服務員的工作經

驗。自 2015 年 3 月迄今，我們在宜蘭縣大同鄉部落健康文化站進行田野，藉由參與

觀察、訪談與文本分析，初步的研究發現專業化對照顧工作範圍與關係的界定，無

法反映照顧工作的特性以及部落文化與生活脈絡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和互動。其

次，在建制化的過程中，照顧服務員付出時間與心力的勞動，不但未能被如實的價

值，透過文本中介的專業要求與對管理主義的服膺，更扭曲了工作者的真實經驗和

照顧關係。 

關鍵字：照顧工作、建制化、專業化、健康文化站 

 

三、由居家服務員的一天看長期照顧的在地實踐 

發表人：王增勇（ 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蔡昇倍（政治大學社

會工作研究所科技部研究計畫專任助理） 

 

摘要： 

我國的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由 2008 年開辦，依循著由上而下、漢民族與都市觀點

的意識形態與政策實施，以一體適用的服務流程與服務方案做為落實的基準，忽略

了當長期照顧於原鄉落實時，必許同時將原鄉的獨特性納入考量。長照十年的一體

制用標準與服務內涵，等同於直接將原住民族照顧的特殊性排除與體制之外，無法

發聲也不被看見。 

 據此，本文將以民族誌的方式描寫蘭嶼居家服務員的一天，以深入細致的描寫

方式，帶領讀者看見原鄉中的在地居家服務員是如何以豐富的在地知識、專屬的工

作知識（working knowledge）、彈性且靈活的個別化服務方法，提供達悟老人貼近

且具有人味的長期照顧。 

 研究發現，蘭嶼的居家服務員從「準備上班」的出門過程中就開始面臨路況與

通勤的挑戰，但對交通方面的都市觀點長照政策來說，服務員的通勤時間與花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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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納入政策付費的計算中。其次，以 ADL 與 IADL 為長照評估主軸的評估方式是被

生理失能所挾持的照顧視框，忽略了案主的需求是個別的、流動的、鑲嵌在部落社

群及文化脈絡中的。 

 當案主的需求不被政策所看見與承認時，在地的居家服務員便是填補政策落差

的在地緩衝，但對於在體系中最無權發聲的服務員也等同於必須背負這些額外成本

的付出，自體犧牲。也唯有透過照顧工作歷程的仔細描寫，才能凸顯出照顧工作所

需的積累經驗與知識，再現照顧工作的價值。 

關鍵字：居家服務、居家服務員、長照十年、民族誌、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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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在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社會改造的資源與挑戰：衛促會經驗 

在 1970 年代歐美國家鼓吹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下，資本主義社會得到進一步的發

展，形成現今更有利於資產階級、不利於普遍民眾的局面。在此一全球性的資本擴

張趨勢中，台灣也難以倖免，特別展現在公共衛生體系快速的醫療化，以及醫療體

系進一步的市場化、商品化，並衍生出醫事人員勞動條件及醫病關係惡化、健康不

平等日益加劇等問題。2003 年 SARS疫情造成台灣政治、經濟與健康的重大損失，突

顯出公衛體系廢功的問題，更由此揭露出台灣社會中資本主義的動力及其弊端。為

了重建理想的公衛體系，一群有理想、熱情、使命感的有志之士集結起來，以「解

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為目標，共同推動<公衛教育在社大>（2008 年正式成

立為《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簡稱《衛促會》），透過每年培訓種籽師資，

論述資本主義對公衛體系、人民健康的影響、傳達科學的健康知識，進而到社區大

學或社區進行由下而上的草根批判教育行動。 

然而，社會改革團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進行社會改造時，無法避免地需要面對

存在於改造行動與現實體制中的種種矛盾；而社會改革團體要如何靈活的運用策略，

並保有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本論壇將以《衛促會》一線工作者及重要參與夥伴的經

驗為例，從各自的經驗提出理論及實踐的反思，分析社會改革團體在爭取政府資源、

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介面(interface)連結時，遭遇到那些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這些

矛盾又帶來哪些挫折、要如何看待與調整？如何在這些過程中建立起《衛促會》改

造社會的主體？我們期待能與台灣的社運工作者和社會改革團體對話，一起思索如

何掙脫資本主義社會的枷鎖及種種思維，形成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力量。 

 

主持人：劉惠敏（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評論人：張蕙雯（板橋社區大學主任秘書） 

一、衛促會在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社會改造遭遇到的矛盾 

發表人：陳奕曄（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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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著作簡目：從社會控制的代理人到社會轉化的施為者？健康專業人員與基層公務員

參與「公衛教育在社大」的社會學分析，2006，成大公衛所碩士論文。 

 

摘要： 

資本主義國家中，在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雇傭階級之間一直存在著矛盾的關係，

這源自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擁有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為了累積更多的資

本，必須透過不斷剝削勞工階級來創造更多的剩餘價值。在此一矛盾關係中，政府

的角色一方面是在維持資產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避免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

間的矛盾加劇(如制定勞工保障的相關法令、調整基本工資等介入勞動市場運作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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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維持社會秩序和國家穩定發展。然而，許多社會改革團體都清楚，政府在資

本主義社會中仍會往資產階級的利益傾斜，而其相對增加勞工福利的舉動，則是因

為勞工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剝削起身反抗的結果。 

1970 年代由歐美國家開始吹往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義旋風，加速了政府往資產

階級的利益傾斜。這股旋風強調應減少或去除政府對自由市場的干預、管制，認為

政府的功能愈小愈好，並鼓勵私人資本參與原本政府需要負責的公共投資和建設。

此舉加速了世界各地原本由國家主導的、具公共性質的教育與醫療、以及土地和勞

動力的私有化、商品化。在這股新自由主義旋風的侵襲下，台灣在 1950、60 年代原

本由國家資本主導的相關公共或基礎建設，逐漸轉為由私人資本主導。這不僅加劇

了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之前的矛盾，也衍伸出許多問題，公共衛生體系就是個很突

出的例子。二、三十年來，資本的侵蝕造成了台灣的公衛體系醫療化、醫療體系市

場化、醫事人力勞動條件及醫病關係惡化、醫療保健支出飆升、健康不平等更嚴重

等公衛體系廢功的問題。 

《衛促會》是一個想透過公衛體系廢功的問題將資本主義的矛盾揭露出來的社

會改革團體，也認為唯有將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矛盾與普遍民眾的經驗結合起來，

與民眾共同認識和意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不義，才有可能由下而上地凝聚起改

變資本主義社會的力量。《衛促會》選擇的改革途徑是進行草根的民眾教育與組織，

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要進行教育與組織，不可能獨立於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建立起來

的制度規則與思維方式，例如我們清楚在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大多是站在資產階級

利益的立場來行動，但政府也同時是代理民眾執行國家社會的建設、發展，掌握國

家社會的大量資源，而這些資源主要來自於民眾的納稅錢。在這樣的情境下，《衛促

會》認為民眾教育與組織必須靈活運用來自於政府－原本屬於民眾－的資源，並站

在普遍民眾利益的立場、保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然而，如同前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進行社會改造，必然會遭遇到資本主義帶

來的挑戰。在《衛促會》十多年的耕耘過程中，主要遭遇的挑戰是：在新自由主義

旋風的侵襲之下，政府的資源多是以勞務外包的方式讓民間團體競標，《衛促會》在

爭取這樣的資源時，必然會遭遇到市場化、商品化帶來的矛盾。例如，政府是勞務

採購的買主，民間團體成了提供勞動力商品的廠商，而這樣的生產關係也必然產生

相應的矛盾。此外，政府的資源不僅包含經費，也包含執行政府工作的公務人員、

約聘雇人員，他們也是生存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民眾、也是受難於新自由主義旋風對

勞動市場鬆綁的勞工階級，他們所面臨的矛盾，也正是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動

力。因此，《衛促會》認為進行民眾教育與組織，不僅需要靈活的運用政府經費，也

應該跟政府部門的受雇者連結起來。但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在政府部門做事，某

種程度需要代表政府－資產階級－的立場(實際上應該是代表人民的立場)；由於立場

上的根本差異，也會在共事的過程中帶來許多矛盾。 

上述的矛盾帶來哪些挫折？《衛促會》又是如何保有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並依

據客觀現實的環境進行調整、發掘更多社會改造的可能？又有那些尚未解決的難題？

我們將對這些問題提出經驗反思並開展對話。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研討會 

49 

二、政府資源爭取與衛促會主體性的辯證關係 

發表人：陳慈立（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現職：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著作簡目： 

(1) 陳慈立。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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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慈立。2014。〈臺灣原住民族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政治經濟分析〉。《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97：247-282。 

摘要： 

「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的世俗定見，往往在社會改革團體的工作中產生相當

大的內部矛盾。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社會改革團體在形成可以撼動固有體制

的力量之前，勢必一直得面臨生存的挑戰。在資本社會當中，社會改革團體的生存、

人才的養成與組織、理念工作的推動及擴展，仍必須以穩定的財務能力為重要基礎，

《衛促會》也亦然。以下我們將嘗試分析《衛促會》是怎麼在生存的壓力與運動主

體性之間取得互利、互助的平衡點。 

《衛促會》迄今仍有 80%的經費來自公私部門專案的挹注，因此，定期的了解各

政府部門相關單位是否有釋出相關標案非常重要。而這裡所謂的”相關”就是一門

非常大的學問。《衛促會》團隊在得知標案釋出之後，會先進行集體評估，分析該專

案所欲執行的內容與過程是否與協會的理念一致？是否有利於組織的發展？是否能

夠讓我們持續進行民眾教育與對話工作？是否有利於工作人員的學習成長？以及所

需耗費的組織資源與人力成本等等面向，方能決定是否要積極爭取該案。除了被動

的等待專案釋出外，《衛促會》認為主動的將我們認為應該做的工作與相關部會討論、

爭取資源，更能夠將我們的主體性融入專案工作當中。 

而在專案爭取或推動過程當中，《衛促會》不自限於拿人手短的”廠商”身分位

置，而是將政府單位視為”夥伴”，視為可以對話、可以相互教育、可以共同做事

的夥伴。因此在過程當中，協會一線工作者會致力於讓經費來源的承辦人、中階主

管，甚至於是高階主管了解我們是如何思考、分析這些健康相關的問題？為什麼需

要推動這些教育工作？民眾反映了什麼建議？有什麼意涵？甚至跳脫專案的範圍，

分享更多《衛促會》在進行的其他工作與論述，將政府單位裡面的受雇者與我們連

結起來、團結起來，讓他們在自己的既有位置上也能夠成為改革社會的一股力量。 

當然，執行專案的同時，難免遇到形式與實質之間的相互拉扯。例如經費提供

單位對目標數、履約形式和期限的要求，有時候會讓一線工作者陷入焦慮，甚至工

具化自己，成為一個達標機器。這時，《衛促會》集體創作文化就越發顯得重要。在

負責專案的工作人員陷入上述困境而焦慮時，更需要集體的智慧來共同分析如何既

能滿足這些形式的要求，又能夠穩穩的把握住實質的內容，例如人的成長、民眾教

育與組織工作的推進、組織的擴展、論述的形成。讓滿足形式要求與達到實質內容

能夠相輔相成，而非互扯後腿。最重要的是，透過集體的、務虛的、反思的過程中，

http://etds.lib.ncku.edu.tw/etdservice/view_metadata?etdun=U0026-0812200914023613&query_field1=&query_word1=%E9%99%B3%E6%85%88%E7%AB%8B
http://etds.lib.ncku.edu.tw/etdservice/view_metadata?etdun=U0026-0812200914023613&query_field1=&query_word1=%E9%99%B3%E6%85%88%E7%AB%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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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工作者、直接投入專案的成員能夠暫時放下完成形式要求的壓力，轉而以集體

的方式撐出一個空間，讓一線工作者得以在其中自我檢視、自我對話，擺脫工具化

自己的狀態，重新掌握自身投入專案工作的主體性。 

總而言之，《衛促會》認為，在政府資源的爭取與運動的主體性之間，能透過堅

定的原則與靈活的策略來取得互利、互助的平衡點；專案工作形式的滿足與組織工

作實質的掌握也能夠透過集體的力量及智慧使之相輔相成。 

三、建立一個對抗資本社會，自我改造的團隊理念及文化 

發表人：高瑋蘋（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著作簡目： 

(1) 高瑋蘋。2010。《台灣原住民結核病問題的形成：一個歷史的分析》。成大

公衛所碩士論文。 

(2) 高瑋蘋。2010。〈結核病防治與原住民人權〉。《TAHR 報》。10：24-27。 

(3) 高瑋蘋。2014。〈臺灣原住民族結核病問題的歷史分析〉。《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97：283-314。 

摘要： 

《衛促會》作為一個社會改革的團體，在執行政府的專案與組織人之間的關係

究竟是什麼？在早期剛接專案的時候，我們容易陷入形式要求，眼前僅有達到專案

的目標數，光是要達標就已經花了大半的力氣了，更遑論要組織人。過去的我們也

有一種迷思，就是執行專案所使用的經費是政府給我們的經費，而我們拿了這些經

費，也就理所當然的為他達到目標數。殊不知在不知不覺的過程中，把人、把事情、

把自己都物化了。 

對於這些問題，這幾年《衛促會》努力建立起獨特的團隊文化。我們雖身處在

資本社會下，深受資本社會的各樣價值觀所影響著，但《衛促會》團隊以一個集體

的力量撐起一個空間，培養著對抗資本社會的工作者。這些年我們透過反思營、務

虛會議，一步步的把一線工作者所遇到的問題，都提到集體來逐一理清並深化理念，

促使我們進一步去思考執行專案與組織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使用資本社會下的資源(這些經費都是來自於人民，政府僅是代裡人)進行社

會改革的運動，這是《衛促會》推動公衛改革的一條途徑。一方面我們所做的組織

是從草根民眾教育做起，另一方面《衛促會》也擴展更堅實的團隊。因此，我們透

過執行專案的過程，帶領新進工作者、組織理監事投入，藉由專案捲動具有各方面

長才的理監事。因有共同執行專案實踐的場域，彼此更加貼近，隨之而來所產生的

磨合，摩擦與碰撞，帶來彼此看見的機會，進而帶來改變的可能性。 

四、在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社會改造的 自我經驗梳理 

發表人：卓淑惠 (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資深工作者 ) 

http://etds.lib.ncku.edu.tw/etdservice/view_metadata?etdun=U0026-0502201004465800&query_field1=&query_word1=%E9%AB%98%E7%91%8B%E8%98%8B
http://www.tahr.org.tw/files/newsletter/201006/201006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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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現場先於知識的實踐取徑 

在這個高度分工的社會下，所謂的「專業」其實是將各種知識切割後，分配在

各自的框架裡，並透過各種專業證照，保障各個的不同領域。例如，對於教育有熱

忱的人們須接受師資培育、通過教師檢定、獲得教師證照後，才有初步留在學校任

教的資格；而對於助人感興趣的人們則是透過心理學的訓練、心理師考試合格後，

開始有了留在醫院及其他機構服務的機會。可是，當這些「專業」以「職業」現身

時，「人」多元的可能被刻板的知識所遮蔽，「現場」豐富的面向也被已有的觀點所

遮掩，而具有該項專業的人也被固定的視角所框架，落入既有的知識中。 

對於剛踏入這汲汲營營社會的年輕人來說，任何的「行動」不僅只是工作職業

或是社會位置，同時也是我們在找尋「自我認同」及「自我實踐」的一個過程。我

們透過了草根的的方式進入了不同的現場，如部落、社區、學校等，並面對社會現

狀，透過與「人」的互動中，實際看見現場的需求，重新省思截至目前為止的所學

是否能夠和我們工作的場域結合，一再地反覆尋找並發展自身的能力，理解位置的

不同，試圖翻轉目前「知識優先於現場」的狀態，透過符合現場所需的行動，發展

「現場先於知識」的實踐取徑。 

 

主持人：林慧絢（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碩博班助理

教授） 

一、行動之一：進入部落尋找自我位置的可能 

發表人：許瑞珊（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摘要： 

我是一個從來沒想過我會進入到原住民部落，開始與當地人合作激盪出對彼此

影響的研究生，抱持著跟著老師一起做的心態，沒有自我的主觀意識與理念對於我

自己在部落到底要做什麼，直到一次次實踐經驗的累積，慢慢引導與梳理我與這群

人的合作關係到底是什麼狀態。 

透過進入部落一起合作學習的機會，發現自己對於未來工作的想像逃不開對於

資本主義與主流價值的圭臬，不斷質疑自己進入部落的價值與需要，以模糊的狀態

進入開始接觸，在過程中反思從義務教育到專業化的養成以及自我的價值形塑，試

圖打破對於專業、安穩生活的理解，挑戰自己的威權想像，從一個生活在主流價值

中的人，對未知部落的神秘感到好奇卻與惶恐，挑戰自己的價值觀，開啟對於社區

工作的可能，如何能在部落與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真實的開始與部落舉辦活動的過程中，許多議題自然地浮現，包括檢驗對自

我生涯的想像，在部落工作關係中成人工作者的位置，不同的身分位置帶來到底是

合作或是阻撓，以及自己如何與部落發生作用，也在舉辦活動的過程中發現關係的

建立，從來不是簡單的線性、單一關係，許多議題隨著部落工作逐漸的深入，以一

種不得不的方式釐清自己，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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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之二：互助的社區兒童共學空間：童工場的實踐記事 

發表人：陳慶元（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二年級） 

 

摘要： 

本文是敘說我從一年半前創辦社區兒童共學空間─童工場的實踐取向研究。童

工場位在花蓮縣光復鄉，最早是由我號召幾位研究生和大學生，我們在每周日固定

的時間到圖書館陪伴孩子，在過程中行動的目的與方式有所轉化。本文以行動者的

實踐經驗回觀，反映一個社區兒童共學空間轉向「互助」的核心概念。 

我是光復的新住民。在我上大學後，父母島內移民到光復，而我是在台北求學。大

學畢業後，我帶著一種對於鄉村生活的美好想像回光復，我想著鄉村的教育資源匱

乏，孩子的成長需要像我一樣的知識份子介入，這遠大的抱負成為我創辦童工場的

緣起。第一學期我馬上發現想像和真實的落差，其實我們從孩子身上及其差異的文

化與家庭背景學到更多，這發現一方面有助於我們發展多元文化教育的專業知識；

另一方面也讓我們開始思考由「助人專業」轉向「互助共學」的教育理念。 

過去當我們為鄉村孩子創造一個快樂學習的空間時，是否遮蔽他們看見其家人

為了生計正在受壓迫？以及社區生存環境正在惡化的狀況？我們發現對症下藥的助

人專業，在童工場以社區互助共學為核心概念上，正好適得其反。我們開始認識互

助的重要性，以回應上述提及的兩個問題。由此我們提醒每一位進入童工場的工作

者，不將個人問題化，我們透過各種活動聽進與看見彼此差異的經驗世界，進一步

發展一種共學成長的社群關係。 

 

三、行動之三：「輔導」或「教育」？模型認輔團隊於小學中的實踐與學習 

發表人：樓昕（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三年級）、黃鑠崴（國立東華大學

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四年級） 

 

摘要： 

現行教育對於學生教育的討論看似多元，實則仍是以升學主義、菁英主義掛帥。

即便遠離都會區，走入被教育部定義為「偏遠地區」的花蓮縣各鄉鎮，國、英、數

等主科仍被視為課程中唯一需要被強化的科目；或雖有學校認同學生需培養多元能

力，朝向訓練學生田徑項目或球類活動等方向前進，但此一作法仍是服膺九年一貫

課綱現行科目所採取的行動。從前述的現象可以看出，當代的教育模式，仍是以教

師及政策制定者等成年人的思維為出發，「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在這樣的情境下終

究只是口號。 

「模型認輔團隊」由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研究生樓昕創立，與碩

士班同學黃鑠崴及數名碩士生及大學生共同在花蓮在地國小以模型製作「認輔」學

童已有兩年多的時間，透過認識兒童及其生長的環境，陪伴他們找出生活場域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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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運用的資源，完成自己喜愛的模型，達到「兒童培力」的目標。 

本團隊在沒有其他人的推薦及計畫支持下，以草根的方式和學校聯絡，而得到

校長的認可。進入小學現場進行社會實踐時，團隊發現要謀合的不只是學生，還有

學校裡的教師。團隊成員運用各種身分條件，和學生一同規劃各式的課程，試圖讓

「模型」此一主題能夠為更多人所能理解，也讓名為「模型認輔」的這個課程活動

有了更豐富多元的面貌，翻轉既有的師生關係，開創更多師生互動的可能性。 

本文將以團隊成員樓昕及黃鑠崴兩位碩士生在小學現場進行模型課程的經驗為

經，以在小學現場與學生、學校行政主管、以及學校教師的互動為緯，交織出以「模

型教學」作為社會實踐時創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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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社工勞動境況手賬 

「社會工作仍然是值得奮鬥的專業嗎？」當今英國學者 I. Ferguson如是問。

他認為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導致與『人民一同工作（work with people）』以

及『想要有所作為（make a difference）』等有志之士之所以想進入界，成為社工

人的主要理念與渴望已難以實現。」社工專業原鄉的境況如此，亦步亦趨於「英美

先進」的台灣，社工實務者的處境又如何呢？又一直強調自己是專業性的社會工作

從業人員，幾乎都已忘記了「勞工」才是最貼近自身的社會位置。套漢娜鄂蘭的見

解：如果勞動者失去思考與言說的勇氣，那與奴隸有何區別呢？本論壇即是以「手

賬」為方法再現社工勞動現場，邀請基層人員敘說其從業經驗，並思考下列各項議

題： 

一、如何對抗被派遣化的命運？ 

二、承受「三高」（高風險，高工時，高情感勞動）業務，該得到多少「三合」（合

情，合理與合良心）的勞動所得？ 

三、我們該如何讓全國社工從業人員皆可以在「五月一日」放假？以得到勞動者的

尊嚴。 

 

召集人：王行（東吳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主持人：柳秋雅（社工督導） 

引言人：喬可君（兒少社工） 

引言人：陳柏蓁（兒少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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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 

 

【時段四】10/4(日)10:00-12:00 

【A-4】袪除精神醫療的另類凝視：「從病人到人」的在地知識實踐 

—綜合院館北棟 401教室  

【B-4】舊恨酸心去不遙，此間憑弔淚難消：噍吧哖事件百週年圓桌 

       —綜合院館北棟 402教室 

【C-4】中國面對歷史資本主義：從一帶一路、亞投行，與「中國帝國主義論」談起 

       —綜合院館北棟 403教室 

【D-4】再論全民健保的永續之道：家庭醫師計畫在醫療市場化下的挑戰與借鏡日本 

       在宅醫療 

—綜合院館北棟 404教室  

【E-4】另類農業產銷之理論與實踐 

—綜合院館北棟 405教室 

【F-4】向左走？向右走？部落社會企業與團結經濟的對話論壇（一） 

       從米蘭社會企業論壇談起 

—綜合院館北棟 40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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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袪除精神醫療的另類凝視：「從病人到人」的在地知識實踐 

十九世紀精神實證醫學出現之後，人們對待精神障礙者的對待，便開始有了病

理的觀點與對應之道。一百多年以來，由於西方精神醫學的興起，精神障礙者長期

以成為病人的身份被看待。在精神醫療的凝視下，解決的策略，不外乎強調專家治

理的處遇，以藥物及治療復健的模式取徑。台灣社會早期看待精神病患，不只有精

神醫學的看法，尚有宗教啟動的龍發堂事件。但當公部門在 1989 年開始試辦社區精

神復健，1990 年通過精神衛生法，法定的精神衛生制度建立之後，這些由民間自發

興起的照顧模式與對應之道，便被列入不合法的冷宮處置。 

     1995 年因著許多家屬團體與專業人士的努力，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終於通過，將

精神障礙者列為身心障礙者之列。然而雖然家屬團體是推動台灣精神障礙政策前進

最主要的在地力量，但曾幾何時，台灣社會因為大量採用了由西方傳播而來的社區

精神復健思維，重視課程與活動的教育復健模式，需要專業工作者與家庭照顧者更

多的協同合作與意見的參與。然而在越來越強調專家聲音的精神醫療主流下，家屬

照顧的在地知識，卻往往被忽略了。時至今日，西方精神醫學的觀點與處遇方式，

漸漸形塑了台灣社會精神障礙者與其家人及社會的關係。精神科藥物產業的蓬勃發

展，在 1995 年全民健保實施之後，以西方藥物為基礎的治療模式，更是主宰了精神

障礙者在地的生活方式和樣貌。 

    西方醫學的凝視，不只影響精神障礙者的生活。長期處在西方精神醫療觀點治

理的文化中，許多在地的工作者家庭照顧者和專業工作者，反省到：對於精神障礙

者總是被當成病人，如同病徵及問題、症狀般，這種問題解決的模式，看不見精神

障礙者身為一個人的主體性與價值，看不見照顧者、工作者與精神障礙者同樣身為

人，彼此之間差異的相互衝撞，關係糾葛中，卻極力尋求平衡安適對待之道的生命

肌理與質地。他們想要在台灣社會文化脈絡下，在自己多年的經驗與歷程中，發展

屬於自身非關精神醫療、非從病理出發的主體性，找到為自己與共同社群發聲的語

言與話語權。 

    本次論壇的三篇論文皆從台灣在地的實況出發。袪除西方精神醫療的魅影，試

圖跳離專家知識的框架，從家庭照顧者、從關係、從非西方醫藥，從東方在地的農

與佛的視角，探討台灣在地對待精神障礙者的另類知識生展。 

一、「藥」不要─談精神疾病脫藥之在地知識 

發表人：戴雅君、陳宗仁、林修雯（瘋 WORKER 聯盟） 

 

    長久以來，精神醫療在西方醫藥科學實證浪潮的推波下，一直存在著精神疾病

是慢性病，需要長期用藥的論述。所有曾接受過精神醫療知識訓練的專業人員、病

患本人、家屬，甚至是社會大眾，皆普遍認為，精神疾病需要持續服用藥物，不能

中斷，斷藥易導致疾病的復發，而每次的復發都可能伴隨大腦及身體功能的損傷與

退化。於是幾乎所有的精神疾病患者都被教育要養成良好的服藥規律性與順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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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承受藥物帶來的副作用，精神不濟、頭暈頭痛、無法專注、記憶力減退、體重

上升、身型改變、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等各式殘害身心的狀況，另外還有許多

來自藥物無法緩解的殘餘症狀，所以常常幻聽仍在，妄想依舊存留。 

    精神科藥物的濫觴與蓬勃發展早已有許多爭議，其背後隱藏的資本利益也已被

許多批判者提出討論。台灣的醫療在健保制度的全面施行後，精神醫療的主流始終

以西藥作為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彷彿是神主牌，不容挑戰。蜂巢公益合作社

在過去的一年，嘗試了常民發展的脫藥療法，來自結合東方佛醫與農醫的在地知識，

透過拍打、拔罐、務農、地熱、蔬果精等方法，讓精神疾病患者的身體找回平衡，

脫離對精神科藥物的依賴。 

    同時蜂巢公益合作社也在這一年的脫藥行動中，辨識精神疾病症狀背後的脈絡

與社會結構，發現幻聽和妄想的根源是對環境的巨大焦慮，以及能力不足以因應環

境的困苦和匱乏所衍生的歧異樣態。本文主要整理蜂巢來自在地實踐的脫藥經驗，

並試圖從結構觀點重新看待精神症狀，以做為在地生活知識生產的論述。 

 

二、他不是病人，他是我二哥：專業作不到的事 

發表人：吳金蓮（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理事長）、王育慧（前台北榮總桃園分院

精神科居家治療護理師） 

 

    東方文化中，個人的生存是與家庭、社群，集體緊密維繫的。在台灣社會，家

中有精神障礙者，家屬往往是最直接接觸與承擔照顧精障礙者的角色，同時家屬也

往往必須承負著家人長期生病，家族與社會對他們的期待。然而在西方精神醫療主

導的觀點下，醫學病理的觀點與處遇方式，影響了台灣社會精神障礙者與其家人及

社會的關係。家庭照顧者時常處在兩難的情境中：精神障礙者究竟是家人？還是病

人？家屬究竟是家人，還是工作者？ 

    當照顧者不再視家中的精神障礙者為家人，而是病人時，彼此的關係與對待方

式，就容易簡化成工作者與被服務者的關係；但精神障礙者對家庭照顧者而言，實

際上卻不可能僅僅是病人，他們也是重要的家人。座落在家庭關係中的照顧者與精

神障礙者兩造間的角色，往往會是錯置而混雜的。精障家庭照顧者所看到的精障者，

與精神醫療的專業工作者，所看到的精障者的生活樣貌往往是大不相同的。面對外

在龐大繁複的醫療環境與福利體系，與家中至親的起伏病程，家庭照顧者要如何在

政策的遊戲規則中，取得資源？在專業作不到的地方，他們如何銜接起家屬端與專

業端，組織這兩造協力，成為陪伴照顧者的工作者？他們又如何安頓自己的照顧經

驗？在精神障礙者與自己的生活間，取得平衡，展開自己的另一個人生？ 

     本文嘗試從家庭照顧者的角度，探討與分享他們在台灣的文化環境中，面對醫

療體制與社會期待，如何能夠形成支持網絡，找到安頓精神障礙家人與自己身心的

在地照顧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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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絆」與「伴」：社群關係裡的練習題 

發表人：廖福源（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社工）、梁瓊宜（伊甸基金會台北市區區長） 

 

    精神受苦者受傷經驗而來的難以進入社群關係的「絆」，游離於會所、社區復健

的門外，實際上難以與任一社群發生關連，事實上他又需要生活裡的「伴」，然而在

「伴」的過程中，關係的拉扯，又引發他過去的受傷，而成為當下關係的「絆」。在

伊甸活泉之家的社群裡，用關係作為基底，面對差異及受苦的歷史，陪伴彼此、也

發展彼此，借鏡於芬蘭開放式對話的精神，闢了另一個時間，跟服務對象及他的家

人，不設目標，也不是所謂諮商，也不處理問題，就只是在培養相互間關係的認識

與理解，朝向一個回到關係彼此培育的土壤。 

    這樣的認識過程是豐富對人的認知、行為、情感與心靈的種種表現的可能想像。

當認知所謂發病或症狀是很粗大的詮釋後，也嘗試解構幻聽，也解放人的心靈經驗。 

    本文期望透過活泉之家所作的：返回到－－認識與理解在你面前的這個人擁有

的意識、情感及靈魂，以及人處在社會裡的受苦歷史的脆弱。同時承認面對種種的

複雜未解，耐心的陪伴著及相信著；提供社會對有精神疾病經驗的人，一種不同的

理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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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舊恨酸心去不遙，此間憑弔淚難消：噍吧哖事件百週年 

「舊恨酸心去不遙，此間憑弔淚難消。天寒夜半陰風慘，知有冤魂尚未招。」

這是陳逢源詩《舊恨》中的文句，該詩副題為「感噍吧哖事件」。 

1915 年爆發的「噍吧哖事件」(或稱「西來庵事件」、「余清芳事件」)距今整整一

百週年，這是日據時代最重大，犧牲最慘烈的革命抗日事件，日軍清鄉屠村，死難

者難以估算。一直到 2014 年 3 月，台南新化出土三千枯骨，地方人士依然認定是噍

吧哖事件受難者遺骸。「殺人埔」與「萬人堆」的民間傳聞一再得到驗證。 

就帝國殖民的大歷史來看，噍吧哖的抗爭肯定是世界史上血淚斑斑的巨頁。然

則，從 1915 到 2015，整整一百年間，台灣史從來沒有給過「噍吧哖事件」一個完整

的面貌。一百年前的「噍吧哖事件」，讓我們看到帝國殖民主義的原型，不幸的是，

這一百年來，由於對事件的漠視，讓我們失去了深入認識帝國主義的機會，也讓我

們的被殖民經驗淹沒於菁英買辦的偏誤敘述。 

「噍吧哖事件」百週年，要重新認識台灣史，從這裡開始！ 

 

形式：圓桌論壇 

主持人：鍾秀梅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系主任) 

一、從噍吧哖屠殺百年祭看（被）殖民學術的集體失智 

發表人：丘延亮（台灣家園韌力協會監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曾任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日殖時期的第一段時期，自 1895年 5月的乙未戰爭起，一直到 1915年的噍吧

哖屠殺事件為止。在此約二十年內，以台灣總督府與日軍為主的日方統治，遭遇台

民頑強的抵抗。除犧牲慘重外，也遭致國際社會的嘲笑，是日本殖民台灣的始政/無

方針主義時期（1895年－1915年），因此 1897 年的日本國會中，曾經出現「是否要

將台灣以一億元賣給法國」的言論，稱為「台灣賣卻論」。在這種情況下，著重於鎮

壓的日本當權者對於台灣總督的人選，都以授階中將或上將的武官來擔任。 

相對應於十九世紀末歐洲各老牌列強，日本帝國不但是工業化的新丁；更是第

二等的帝國擴張主義者。台灣是它初試身手的一個戰利品，它根本不知道拿台灣怎

麼辦。經過了相當時期的遲疑與爭論；日本次帝國終於決定將台灣當做一個試驗種

種。它聘請了兩個顧問來設計要進行的實驗 ，一個是法國人叫路幫(Michel Lubon)，

另一個是英國人叫勀烏(Montague Kirkwood)。日本官方當年雖有那兩個外國顧問，

但是其作用並非扣合於台灣統治的現實；有日本學者承認當時有所謂「台灣住民放

逐論」，要儘量把台灣先民趕走，把日本人移來；如日本文明大師福澤諭吉就公開鼓

吹乾脆把台灣人趕走，反抗的人，就可殺掉，日本只要一個無人島。 

即令如此、對於應進行實驗的是些甚麼領域，爭論依然不休。 

http://zh.wikipedia.org/wiki/乙未戰爭
http://zh.wikipedia.org/wiki/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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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爭論的終於之暫時歇止，並不是因為達到了任何明晰的理解；相反的、

是因為台灣對日本軍事佔領的反抗；武裝抗爭程度的強烈，使得原敬∕路幫一類的

建議變得完全不切實際。 

真實運作中的實際策略－特別是典型的日本行政作風下－偏偏是在不同層次論

詰的互相矛盾的位置間搖擺，且同時卻宣稱它們都表現了同樣的「一以貫之」的政

策。從日本駐台第一任總督開始，據說日本自始即對台灣島民採取了一種所謂「漸

化」(Zenka)的殖民政策。之所以變得這麼「實際」；究其然否則的話，不是因為太

急切了而壞事，就是由於太昂貴了而做不到－在財政上如此，在政治上亦然！揆諸

史實、當時他們在島上所實行的恰恰是一種只做不說「攘逐殺戮」的政策。 

日本殖台的第二時期，其分水嶺始自 1915年發生的噍吧哖屠殺事件（又稱西來

庵事件或玉井事件，發生於今臺南市境內、是為漢人最大的一次武力抗爭）。就在噍

吧哖事件後的那個時期，國際局勢有了相當程度的變化。1914年到 1918年慘烈的第

一次世界大戰，從根本動搖了西方列強對殖民地的統治權威。 

 1910 年代中期，日本本國的政治生態也有了改變。在此一時期，日本國內正處

於由藩閥政府與官僚政治轉換到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的所謂大正民主時期。 

噍吧哖屠殺事件殖民史關鍵意義在於其後的 1919年始，日本在國際批評的壓力

下、終於被迫派任田健治郎為台灣的首任文官總督。藉以合理的掩藏其在攘逐殺戮

上的失敗，而可以只推說「無方針」。 

田健治郎赴任前，日本首相原敬宣示，改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

並於同年 10月正式向府內官員發表。原敬表示，同化政策的精神是內地延長主義，

也就是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

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此舉儘管歷史地証實了

日本首相承認日殖軍事鎮壓的失敗。其偽稱卻改變不了日本軍閥的嗜血統治慣習、

也阻止不了十年後霧社原住民武力抗暴的再起。 

 

二、一位偉大的「巡查補」？探余清芳事件深刻而沉痛的歷史背景 

發表人：郭譽孚（歷史虔誠研究者） 

師大公訓系畢業，先後任教於台北市忠孝及龍山國中。民間歷史研究者。 

 

摘要： 

本文是研究者受日據下的那個人──「巡查補余清芳」──感動而來的寫作。

雖然年輕的他曾經決心投靠殖民者成為一名可以不愁溫飽、卑微的「巡查補」，作為

出身於被統治者中的通譯，他每天陪同威風的日警處理著民間各種問題，那是怎樣

迷漫悲情的工作！但是，他也因此最能面對當年悲情的種種真相，那到處都召喚著

他良知的真相啊，其中汨汨衝擊的精神力量就讓他似乎註定要成為那個時代的偉大

使命者…… 

由「噍吧哖事件」、「西來庵事件」、「玉井事件」或「余清芳事件」，命名之由來

與差異，到決定以「余清芳事件」為朋友們解開整個事件的樞紐。是這個余清芳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西來庵事件
http://zh.wikipedia.org/wiki/西來庵事件
http://zh.wikipedia.org/wiki/臺南市
http://zh.wikipedia.org/wiki/武力
http://zh.wikipedia.org/wiki/第一次世界大戰
http://zh.wikipedia.org/wiki/第一次世界大戰
http://zh.wikipedia.org/wiki/殖民地
http://zh.wikipedia.org/wiki/大正民主
http://zh.wikipedia.org/wiki/田健治郎
http://zh.wikipedia.org/wiki/田健治郎
http://zh.wikipedia.org/wiki/原敬
http://zh.wikipedia.org/wiki/原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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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我覺得比其他的命名，似乎都含有更寬廣與深邃，且凜然澎湃的偉大意義。 

讓我們來追跡那個曾經卑微的身影：何以區區一個「巡查補」可以有那樣的魄

力？何以有一種信仰可以發揮出那樣的影響力？如果他擁有的真僅是一種統治者所

嘲諷的「迷信」，那應該是怎樣的「迷信」？「迷信」些什麼？這一切，只有深入於

當年的歷史之中探討。聽說世間有一種偉大的精神力量……孔老夫子曾說「我欲託

諸空言，未若見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也。」這次的研究，使我終於相信了。 

 

三、從蕭壟事件到噍吧哖事件：台灣武裝抗日的空間屠殺 

發表人：黃文源（台南市漚汪國小教師、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南市漚汪國小教師、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1895 年，日人從海路進入台灣南部，於台南佳里遭遇抵抗，日軍以屠殺做為報

復，史稱蕭壠事件。事件平定後，台灣逐漸納入日本的統治下。  

1915 年，日人統治台灣 20年後，台人以台南山區玉井做為抗日基地，引發日本

殖民當局武力鎮壓，史稱噍吧哖事件。事件平定後，台人武裝抗日結束，進入非武

裝抗日階段。 

這兩個事件反映日本統治本質：遭遇抵抗時皆做出同樣回應—以暴力屠殺民眾。

蕭壠事件顯示：以海為防務的第一線武裝抗日遭到清平後，日本獲得統治台灣的樣

模，積極布置反日防線。而噍吧哖事件意義：顯現海防潰敗後，台人退至山區以建

構抗日的第二線，失敗後，在無可退卻的空間地理上，放棄武裝抗日，選擇柔性的

提升自我文化來對抗殖民統治。 

從蕭壠事件到噍吧哖事件，顯示台灣抗日於海到山的空間地理位移，等到日人

在山區建構充足的防範後，於焉瓦解，最後轉化抵抗的模式，在制度下尋求抗日的

契機。反抗如果是隨機的，屠殺卻是必然的。 

 

四、暴力總是在謊言背後運行：噍吧哖事件的法農觀點 

發表人：林深靖（新國際社會理論與實踐中心成員） 

曾任台灣立報主筆。新國際社會理論與實踐中心召集人。 

 

摘要： 

要談「殖民」、「解殖民」、「後殖民」……法農(Frantz Fanon)是不可能被忽略

的一個名字。法農的著作，如《黑皮膚，白面具》、《大地受難者》、《論非洲革命》

等，早已是探討殖民主義的必讀經典。在法農的時代，他很清楚地看到西方強權以

「文明使命」為藉口的侵略和屠戮，當然也見識到被殖民地本土菁英如何扮演買辦、

三七仔的角色，在殖民者的暴力中細緻經營屬於自己的溫適軟窩。強權「文明使命」

的謊言，正是殖民暴力的基礎。法農所說，「暴力總是在謊言背後運行」，對於被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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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而言，要抵抗暴力，首先得要拆穿謊言。而這些謊言，又時常是本土買辦菁英

所協助建構的。 

發生在台南的噍吧哖事件迄今一百週年，對於此一日據時期最慘烈的抗日事件，

官方漠視，民間也只能在零碎的歷史資訊中拼湊事件面貌。台南市政府花費近億修

復日屬資產的百貨公司，花費上億為日籍工程師設立紀念園區，市長頻繁訪日，以

打造台南成為「京都」自許……殖民時代的「文明使命」，迄今依然在台灣火熱運行。

如是現象，值此噍吧哖事件百週年的今日，如果法農在世，他將如何解讀？ 

 

五、去殖話術的政治佈署 

發表人：林正修（海西諮詢） 

學歷：台大哲學系、台大城鄉所 

經歷：台北市民政局長、研考會主委、蒙藏基金會秘書長 

現職：海西諮詢負責人 

 

講綱： 

1、焦吧哖事件的一些線索 

  余清芳、江定等個人特質，民間信仰，中國因素，起事者的跨界人生 

  西來庵與湯德彰的前半生，台灣「日治」記憶的停格 

  日本官憲的警覺心來自於十多年前的義和團事變. 

  15年後，霧社事件員警姻親的頭目莫那魯道 

  府城也是歷史書寫與集體記憶必爭的高地 

  台南若仍是自認為受害者的單向書寫，就走不出歷史的沉溺 

2、去殖：如何走出互相生悶氣的語境 

  欣賞而非否定，以補充代替譴責，較真但不動氣 

  有人在扭曲的結構中得利，但多數人都會認同「做自己」 

  「現代性」既虛罔又真實,渴望的一方往往後來居上，更勝一籌 

  面對支持死刑的基督徒，或許該問「如果耶穌會怎麼想？」 

3、反殖話術作為一個政治／心理的佈署 

  心理分析的啟發、傾聽、承認、對話、分擔、解憂… 

  基本上是政治策略與自我察覺的養成 

  道德性的假設：傷害他者、業力自受、醫病互相療愈。 

  承認對方的問題，並願意承擔焦慮，包含殖民者與被殖民，以日台為例： 

  例一：百年前的屠殺 Vs 1000顆飛彈對著台灣，軍迷的亞洲冷戰軍火庫圖 

  例二：不只提日本殖民之惡，而是日本在殖民的業力下的扭曲，亞洲作為場域 

  例三：面對中國的威脅，對越南與美國和解表示理解，但中美並非可決定一切 

4、帝國即業力，回頭是彼岸 

  殖民的核心是「知所止」，治理的極限、武力的極限、同化的極限 

  英帝國來自遠方，對各色人種見多識廣，見怪不怪 

  後發的日本我執太深，迷信武力與同化，知進不知退，帶來難以自拔的業力 

  法國的偏執，也為殖民地獨立之後的雙邊關係，歐陸的多元主義只是表象 

  業力說不解釋歷史過程，但為殖民／被殖的兩造圖供一個紓解的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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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中國面對歷史資本主義：從一帶一路、亞投行，與「中國帝國主義

論」談起 

中英鴉片戰爭與中日甲午戰爭為現當代中國遺下的最大難局，便是先後經歷殖

民地化的香港與台灣如何清理殖民地經驗的問題。而如何克服帝國主義殖民所造成

的民族分裂、實現民族內部的重新團結，則是在撫平殖民地傷痕的道路上必須直面

的關鍵歷史課題。 

雖然九七年香港回歸和以「三通」、「ECFA」為代表的海峽兩岸經貿整合的逐漸

實現，讓前述課題的和平解決出現一絲曙光，但去年三一八的台灣「反服貿運動」

以及九二八的香港「佔中運動」不但在實踐上證明兩岸三地（先不考慮澳門）之間

的經濟整合不能直接帶來認同整合，台灣與香港的各種新老社會運動團體也因為這

兩場運動而各自檢驗了路線的進步性或反動性。 

其中，最具檢驗性和挑戰性的提問，就是在「中國走資論」的延伸線上進一步

出現的「中國帝國主義論」──當然，這也是港臺各種既反對「中國」又自許「左派」

的各種團體所積極提問的問題。這一質疑不但因為兩岸之間的前途未卜的經濟整合

而始終存在著提問空間，如何看待中國在 TPP 與 RCEP 所代表的區域經濟整合之

中的角色，也為此一提問提供了基礎。 

當中國領導人在 2013 年提出的「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二十一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因為中國帶頭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而引起熱議，中國會

不會走向帝國主義的問題又隨之而起。今年最顯著的現象是：由於三一八學運的能

量遽減，三一八運動的積極份子轉以反對台灣加入亞投行（並唱衰一帶一路）作為

刺激運動再起的興奮劑。雖其效果遠遠不如去年，亟待解釋與說明的問題卻不容繼

續迴避──左翼應當如何看待中國帶頭的亞投行、「一帶一路」以及區域經濟整合？

中國是不是某些人所指控的「帝國主義」國家？如何看待兩岸之間（乃至港澳與大

陸之間）的經濟整合的走向與性質？一句話：「歷史資本主義」應該如何面對中國的

挑戰？ 

如果左翼不能解決上述問題，就無法根絕各種右翼乃至極右翼對於左翼話語（比

方帝國主義論）的挪用，從而也不能讓左翼理論通過解決新問題（比方區域經濟整

合）而獲得再生。本論壇只是一個開端，卻是嘗試解決問題的開始。 

 

形式：圓桌論壇 

主持人：邱士杰（台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一、我們這個時代的帝國主義與中國 

發表人：盧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 

學經歷：1987 年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1991 年英國東英吉利大學經濟學碩士，

1994 年英國利茲大學經濟學博士；1994 年至今任職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講師、高級

講師、教授），2005 年至今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2007 年日本早稻田大學訪問教

授，2015 年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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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 

著作簡目： 

(1) Dic Lo, Alternatives to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Stud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and Late Development,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Palgrave; New York, St. Martin’s, 2012.  

(2) 盧荻，‘重塑“中國模式”’，《政治經濟學評論》，2015 年（第 6 卷） 第 1 

期 102-115。  

(3) 鞠曉生、盧荻、虞義華，‘融資約束、營運資本管理與企業創新可 持續性’，

《經濟研究》,2013 年(第 48 卷)第 1 期 4-16。 

(4) Xiaosheng Ju and Dic Lo, ‘The cost and benefit of banking regulations and 

controls, Chinese style’, PSL Quarterly Review, 2012, 66 (263): 385-402.  

(5) Dic Lo and Guicai Li,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78-2007: 

structural-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efficiency attributes’,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2011, 34 (1): 59-84.  

(6) Dic Lo, Guicai Li and Yingquan Jiang, ‘Financi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king sense of the Chinese experience’, 4 PSL Quarterly Review, 

2011, 64 (258): 267-286.  

(7) Dic Lo and Yu Zhang, ‘Making sense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1, 43 (1): 33-55. 

 

摘要： 

帝國主義的核心內容，是榨取後進民族的經濟剩餘，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

表現爲金融霸權的「掠奪性積累」。經濟金融化意味著資本的性質愈趨投機、脫離生

産性活動，因此，資本積累有賴於資本主義體系將遊離於外的勞動力吸納進來。由

此形成「世界範圍的劉易斯模型」，一方面爲資本積累提供利潤來源，另一方面導致

富國與貧國的經濟發展分化。 

中國的資本輸出是否具有帝國主義性質？迄今的資本輸出，主要是「基建換取

資源」，就其性質而言這其實是貿易。而中國的國際貿易條件持續惡化，作爲整體的

發展中國家的同一指標卻是持續改善，這意味著中國對後進經濟的投資應該是沒有

不平等交換、榨取後者的經濟剩餘的成份。 

中國試圖重塑世界經濟秩序的努力，又是否具有帝國主義性質？作爲全球最大

的貿易國家，其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卻不占重要地位，爲此付出巨額成本。所以，

金磚銀行、亞投行、一帶一路戰略等等，是擺脫這個困境的必要舉措。這些舉措的

核心，是要使得金融活動服務於生産性活動，而非建立金融霸權。而既然這些舉措

在性質上是要抵制金融化，這就構成對世界資本主義金融霸權的削弱，從而也就有

助於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掠奪性積累」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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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歷史、漫長革命和「中國道路」的抉擇 

發表人：羅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批評理論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

師） 

學經歷：文學博士，1995 年至今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現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批評理論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著作簡目：《預言與危機》、《想象城市的方法》、《危機時刻的文化想象》等 

 

摘要： 

中國的道路既可以如黃亞生那樣解釋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或者像齊澤

克所言，標誌著「資本主義」的「真實」在中國的大獲全勝，從而在更深層面上印

證了資本主義的普遍性；但也可以將中國的道理理解為對資本主義普遍性的某種「突

破」，試圖在給「非西方國家」創造出一種新的「普遍性」。追溯這種「普遍性」的

來源，不難發現中國近代以來的道路不是簡單地追隨西方現代化的產物，而是始終

探尋與中國歷史和現實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一條「獨特之路」：因為就政治結構而言，

中國現行的國家體制依然是 1949 年通過「人民革命」建立的人民共和國的產物；就

國家規模和主權關係而言，當代中國的完整性則需要追溯至清王朝與誕生於 1911 年

「共和革命」的新生共和國之間的連續性上。換言之，中國革命和中國傳統的連續

性為中國道路和中國崛起的「普遍性」提供了歷史的和現實的前提，假如今天我們

還能夠或需要設想一種突破資本主義的「普遍性」，那麼是否需要進一步在世界史意

義上思考「中國道路」呢？ 

 

三、一個主權方案的頓挫 

發表人：劉世鼎（澳門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現職：澳門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摘要： 

Samir Amin 指出，中國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後，仍舊對經濟發展保持著主

權式的介入，使得中國式的市場資本主義不同於過去依賴歐美日而崛起的經濟體。

他認為中國雖然自 1990 年代以來也走上了類似資本主義的道路，但依舊保有其社會

主義性質，並在世界體系中崛起並干擾了美國主導的霸權秩序。Amin 也指出中國

的發展方式所面臨的挑戰包括了民主問題。在批評多黨制及選舉為「空泛的修辭」

之餘，他批評當今中國的穩定是建立在「去政治化」的基礎上，社會需要以一種全

新的方式「再政治化」，對「群眾路線」重新創造。 

我認為 Amin 對於中國主權方案的解釋，並未能顧及到中國改革及國家打造

（state-making）所面臨的更為複雜的政治現實及矛盾性。以香港為例，中國的主權

方案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體制的保存上。香港回歸後，黨國逐漸以促進經貿合作、

深化金融整合等方式來增加在香港的影響力。然而這個融合了新自由主義的主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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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香港所造成的效應是複雜的、多層次的、矛盾的，並且遭到了抵抗。究竟黨國

所建立的﹣借用 Amin 的說法﹣「國家資本主義政權」，如何強化了香港的去政治化？

中港經濟整合的性質及後果為何，如何提供了政治運動的條件？2014 年發生的佔領

運動是否提供了「再政治化」的可能，其限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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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再論全民健保的永續之道：家庭醫師計畫在醫療市場化下的挑戰與

借鏡日本在宅醫療 

全民健保今年步入二十年，它是值得全民引以為傲的珍貴資產，但它自一九九

五年開辦以來卻也爭議不斷。健保支出從開辦時的兩千多億到目前高達六千多億，

前衛生署長楊志良因此直言：健保很難再撐十年。楊前署長的憂慮是有道理的，在

過去二十年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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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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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健康保險署(簡稱健保署)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醫療浪費、抑制全民健保的支出，

從 2003 年就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制度試辦計畫」(簡稱家醫

計畫)，期望基層診所能更投入健康促進及預防醫學，減少醫療資源浪費和提升醫療

品質。然而，在醫療市場化的環境下，基層診所長期以來得跟大型醫療院所競爭，

服務模式也以提供治療相關服務為主，健保署家醫計畫這個守門員(gatekeeper)機制

能否發揮作用？面臨哪些醫療市場化的挑戰？而在解析台灣本土問題的同時，也值

得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日本社會同樣面臨醫療市場化、人口老化等嚴峻挑戰，並

試圖建構有效的社區整合性照護系統，以降低超高齡社會健康照護風險，其中「在

宅醫療」扮演連結醫療與長照資源的角色。日本的在宅醫療制度有何特色？能為台

灣提供何種啟發？ 

《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簡稱《衛促會》)延續 2013 年在台社年會

提出的「全民健保的永續之道」論壇，持續關注未被台灣社會正視的「真相」，本

次論壇透過「家醫計畫」的研究與實務困境分析，檢視家庭醫師制度在台灣醫療市

場化下的挑戰，並借鏡日本「在宅醫療」之經驗，再論全民健保的永續之道。 

 

主持人： 劉惠敏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自由文字工作者、前

聯合報醫藥記者) 

評論人：余儀呈（陽明欒樹醫療群召集人、台北市芝山診所院長）、許玫玲（台北醫

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一、全民健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發表人：陳美霞（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

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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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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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

特聘教授 

著作簡目： 

(1) 陳美霞, 導言-原住民健康問題的形成：建構新批判論述,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97: 

203-208, 2014. 

(2) 陳美霞, 世界及台灣原住民健康問題：歷史及政治經濟學的視野, 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 97: 209-246, 2014. 

(3) Chen， M.S.  Health of Asians, In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Health, 

Illness, Behavior, and Society,  William C. Cockerham, Robert Dingwall, & Stella 

Quah (eds.).  Wiley-Blackwell, 2014; 89-97. 

(4) 陳美霞, 研究與實踐：福利／公衛／醫療作為反抗資本主義制度的場域, 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 94:  181-198, 2014. 

(5) Chen, M.S.  Book review: Textbook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Global Health in a 

Dynamic World, Global Public Health, 7(7): 792-794, 20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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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335-345, 20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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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甫昌、江宜樺主編. 台北：台

大醫學院, 2012; 128-15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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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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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hen, M.S. and Chan, Anita.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 China: The Case of 

State-Managed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40(1): 43-60, 

201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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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以每年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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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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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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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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制度計畫的發展與成效 

發表人：陳奕曄（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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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著作簡目：從社會控制的代理人到社會轉化的施為者？健康專業人員與基層公務員

參與「公衛教育在社大」的社會學分析，2006，成大公衛所碩士論文。 

 

摘要： 

健保署的研究指出，民眾在慢性病的藥費一年消耗健保近 700 億元，每年每人

平均就診次數高達 15 次，這樣過度使用醫療資源的現象，形同資源濫用。健保署為

了抑制醫療費用的快速增加及鼓勵民眾大病在大醫院、小病在小醫院看診之分級轉

診制度，以減少不必要的醫療浪費、抑制全民健保的支出，於 2003 年實施「全民健

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制度試辦計畫」，透過整合社區各專科的基層診所形成服

務當地社區民眾的社區醫療群，並作為民眾健康問題的守門員，期望社區醫療群能

更投入健康促進及預防醫學，減少醫療資源浪費和提升醫療品質。 

回顧國內外基層醫療照護的相關文獻及國內許多學者的研究分析，也都支持推

動家庭醫師整合式照護模式在民眾健康改善、慢性疾病管理、健康照護支出的控制，

甚至照護公平性的達成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本子題將透過國內相關數據資料的分

析與比較，檢視國內家醫計畫在醫療服務的周全性、持續性、協調性及減少醫療資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研討會 

70 

源浪費等方面的成效。 

 

三、發展在宅醫療，降低高齡社會的健康照護風險 

發表人：余尚儒（嘉義六福聯合診所主治醫師、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

事、嘉義市社區醫療發展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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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馬偕紀念醫院骨科 住院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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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嘉義市

社區醫療發展協會理事長 

著作簡目： 

(1) 臺灣嘉義縣鄉村地區接受日間照護服務老人之生活品質與相關因子研究. 台灣

老年醫學暨老年學雜誌 7.2 (2012): 10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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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 in community medicine 第十九屆亞洲及太平洋區家庭醫學大會 

2012.05.26 

(3) 余尚儒 台灣市場導向長期照護體系的形成：政治經濟學的分析 (未出版碩士論

文) 成功大學 2014.01 

 

摘要： 

大醫院急診壅塞，病床永遠不夠，住院的病人不斷被要求出院，出院之後病人

不斷要求要回診，這是台灣醫療現場的景象。另一方面，醫院大型化、醫療體系以

市場導向，費用支出不斷上升、健保財政困難，一線工作者過勞出走，人力缺乏，

這是台灣醫療體系的問題。長照體系同樣面臨類似窘境，低薪過勞照顧人力長期不

足，服務量能無法滿足長照需要。在市場導向醫療與長照體系問題尚無法有效解決

之時，2025 年 65 歲以上人口將達到 20%以上，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加上市場化

醫療和長照體系原本的結構，上述形勢恐更加險峻。有沒有可能透過提高工作效率，

一線工作者可以輕鬆的工作，病患能夠安心在社區內終老呢？進而減少醫療支出，

降低超高齡社會健康照護風險呢？解決之道可能在於建構有效的社區整合性照護系

統（日本稱之社區整體照顧系統），其中「在宅醫療」扮演連結醫療與長照資源的角

色，尤為重要。 

「在宅醫療」屬社區整體照顧系統的一環，其運作是以病患的「家」為中心的

照護體系，由多專業的人員提供服務，包括基層診所醫師、護理師、居家護理所、

居家營養師、居家復健師、社工師等。目前日本全國有近 1 萬 3 千家在宅療養支援

診療所，365 天 24 小時提供緊急往診和定期居家訪視服務，以團隊照護方式，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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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和長照多專業人員，滿足在宅個案的需要，照護對象涵蓋輕度失能、失智到末

期患者。日本在宅醫療提供我們對居家醫療參與在社區整合性照護系統的想像，在

宅醫療同時也是高齡社會鼓吹去大型化、去機構化，讓照顧走向社區化的可能做法。 

本子題除了介紹與分析日本在宅醫療的經驗與成效，也進一步連結台灣基層醫

療面臨的醫療市場化和健保制度的情境，提出對台灣的啟示。本子題也認為因應超

高齡社會的健康照護風險，我國應加速推動居家醫療，建構有效的社區整合性照護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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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另類農業產銷之理論與實踐 

本場次以農業生產、銷售的理論和實作形成對話之空間，農業生產鎖定在東勢

小農的高接梨經濟作物，以歷史社會學之觀點，發現東勢從水稻轉作高接梨之後，

開發多樣性的內需水果經濟，水果建構成商品化，但也落入轉作、增產、過剩之循

環。 

高接梨的主要生產組織就是高接梨產銷班，本 panel 也視產銷班為社會團結經

濟之一種形式，它實現了 Karl Polanyi的經濟鑲嵌在社會中、互惠和重分配、產銷

班也對於政府重商主義反撲，豐富現有的另類市場資本主義理論，也探討真實烏托

邦的基進想像的可能。 

除了歷史社會學和理論之貢獻之外，本 panel 也提供社會型社會企業的實務案

例，以行動研究翻轉市場資本主義之經濟運作，也反思經濟生活更民主、資訊透明

化，回到經濟生活鑲嵌在社會中，必須以整體來審視之。 

 

主持人：潘美玲（交通大學客家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一、社會團結經濟與災後產業重建：Karl Polanyi 觀點的取徑 

評論人：潘美玲（交通大學客家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林淳華（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學經歷： 

1990年台大中文系文學士畢業 

1990年 7-10月台大婦女研究室研究助理 

1992年 7-8月中時晚報實習記者 

1993年 7-9月政治學新聞發展暨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1994年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文學碩士畢業 

1994年 4-6月民眾日報台中縣記者 

1994年 7 月-1999年 12 月中國時報中部編輯部台中縣駐在記者 

1999年-2008 年中國時報中部編輯部台中縣特派記者 

2009年進入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班就讀 

2009年 11 月-2010年 8 月卓越教學成長計劃社會系「社會研究方法」社群助理 

2010年 1 月-2010年 7 月 

國科會「憂鬱徵兆與緊張徵兆：跨生命歷程之軌跡」兼任助理 

2010年 8 月-2011年 7 月 

    國科會「從業身份與工作內涵對憂鬱徵兆之多重影響機制」兼任助理 

2011年 8 月-2012年 7 月 

    國科會「孰輕孰重？憂鬱與自評健康之多重社會根源差異的動態模式比較」兼

任助理 

2012年 9 月-2013年 1 月 

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跨科際學分學程課程群組推動計劃「人口健康與社會安全：趨

勢與制度」教學助理 

2012年 8 月-2014年 7 月 

    教育部 GREEnS計劃「長青生活品質之政策規劃與管理」兼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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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3 年《新活水》雜誌特約記者 

現職：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著作： 

謝東華、林淳華、曾秀英，2000，《大甲溪帶電奔流》。台北：時報文教基金會。 

林淳華，1996，〈新聞記者工作自主權之研究〉，《新聞學研究》 52：49-68。 

林淳華，1996，〈新聞記者工作自主權之研究〉，頁 39-85，收錄於翁秀琪、馮建三編，

《政大新聞教育六十週年慶論文集》，台北：政大新聞系。 

林以明，1995，《暴力陰影下的記者工作權》，《當代》 114：116-119。 

林淳華，2011，〈災難過後，原住民部落家屋重建〉。論文發表於「2011元智大學社

會暨政策科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桃園：元智大學，民國 100年 5月 27日。 

林淳華，2012，〈重建 1968 年東勢高接梨農業社群〉。論文發表於「第八屆國立政治

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台北：政治大學，民國 101年 5月 5日。 

林淳華，2012，〈跨越時空的高接梨社群創新之比較〉。論文發表於「2012 年台灣社

會學會年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台中：東海大學，民國 101年 11

月 24至 25日。 

林淳華，2013，〈災後的團結經濟：以東勢高接梨認養班和印尼雨林咖啡為例〉。論

文發表於「2013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台北：

政治大學，民國 102 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1日。 

 

摘要： 

台灣災後重建之文獻以家屋重建、心靈重建為主，但是較少觸及到產業重建，

而產業重建比家屋重建更為重要，因為經歷一場災難之後，居住處可以將就是臨時

屋、永久屋，但是災區經濟重建攸關災民家屋重建、基本生計、小孩的教養費，同

時還有其他社會連結之功能，如交換、互惠、再分配等功能。 

   而社會團結經濟的特徵和災後的經濟重建相似，但是社會團結經濟規範性敘述強，

但是理論分析薄弱。而 Karl Polanyi的將經濟視為一種嵌置過程，經濟鑲嵌在社會

中，原始部落之經濟有互惠、交易、重分配之特色，正好提供災後產業重建之理論

分析。 

    本文則嘗試以災後產業重建當作研究之主題，以社會團結經濟之論述，同時以

Karl Polanyi的理論釐清災後的產業重建，試圖將災後的經濟重建的經驗，以社會

學理論重新審視之。 

關鍵字：社會團結經濟、災後經濟重建、Karl Polanyi、嵌置過程 

 

二、小農經濟現代變遷：東勢果農的商品化之路 

評論人：吳子鈺（雨林咖啡負責人） 

發表人：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現職：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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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6 月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畢業 

2015年 5 月考入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班榜首 

2015年 6 月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畢業 

經歷： 

2011年-2012 年東海社會系社會學理論教學助理 

2012年-2013 年東海社會系社會學理論教學助理 

2012年-2013 年國科會研究助理 

2014年東海大學亮點計畫「科技與台灣社會」課程教學助理 

2014年-2015 年東海社會系社會學理論教學助理 

獲獎： 

2012年東海社會系優良課程助教 

2014年社會科學院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 

2014年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2015年東海大學社會系碩、博士班「小額論文研究獎助」 

著作： 

2014，葉守禮，〈國家、治理與現代性：台灣歷史中的武器治理〉。論文發表於「第

三屆『浪遊東海・水木清華』研究思辯研討會」。台中：東海大學，2014 年 5

月 4日。 

2015，葉守禮，〈小農經濟現代變遷：東勢果農的商品之路〉。發表於「2015 年第

十一屆政治大學社會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台北：政治大學，2015年 5月 23

日。 

2015，葉守禮，〈小農經濟現代變遷：東勢果農的商品之路〉。台中：東海大學社

會學系碩士論文。 

 

摘要： 

東勢被譽為水果之鄉，是台灣最重要的高經濟作物產區之一。本研究試圖結合

歷史社會學和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從小農「轉作」（包括從稻米轉作為水果，以及

從水果轉作為另一項水果）的經濟邏輯切入，綜合台灣農業發展史、東勢產業變遷

史和農家生命傳記三個不同層次的視角，探討原本以種植稻米為主的東勢小農，如

何可能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將東勢打造為遍植高經濟作物的水果之鄉。 

東勢的作物原以水稻為主，然而在 1960年代農村危機的衝擊下，農民不得不另

尋出路。即便缺乏國家的支持，東勢小農仍然在家庭責任的驅使以及草根人情網絡

的支持下，展現出驚人的水果栽培技術學習與創新能力，能夠經常跟隨市場價格轉

作，極具彈性與韌性，形成獨特的「多樣性內需水果經濟」。1980年代前後，東勢果

農發揮草根的力量，不斷克服技術與地理的限制，陸續開發出高接梨、甜柿和茂谷

柑等「明星作物」，大幅改善了家庭收入。然而，受制於產銷結構，東勢小農的實質

收入總是趨於下降，陷入「轉作—增產—過剩」的惡性循環。 

在生存壓力的驅使下，果農必須不斷增進水果栽培技術，改善水果品質以增加

收入，甚至於不斷尋找新的明星作物。這是貧窮驅動的轉作，我稱此為「維生型商

品化」。弔詭的是，即便台灣的水果栽培技術水平不斷進步，農民的收入卻始終徘徊

於維生水平，落入「沒有發展的增長」陷阱。本文將指出，一些小農經濟固有的社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研討會 

75 

會與文化基礎，既是東勢水果經濟賴以興起的條件，也是其限制。 

關鍵字：沒有發展的增長、維生型商品化、明星作物、水果經濟、轉作 

 

三、社區型社會企業的實踐反思：社會企業能否成為真實烏托邦？ 

評論人：吳子鈺（雨林咖啡負責人） 

發表人：謝昇佑（好食機農食整合有限公司（社區型社會企業）共同創辦人與負責

人、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學經歷：前青平台基金會行動總監、東吳大學社會系兼任講師、佛光大學社會系兼

任講師 

現職：好食機農食整合有限公司（社區型社會企業）共同創辦人與負責人；台大城

鄉所博士候選人 

著作： 

Hsieh Sheng-Yu, 2010 ,〈歷史處境中的行動主體：馬克思哲學與現象學的交互觀

察〉. Pp.469-504 in Phenomenology 2010 Volume 1: Selected Essays from Asia 

and Pacific Phenomenology in Dialogue with East Asian Tradition. edited 

by YU Chung-Chi. Bucharest: Zeta Books / Paris: Arghos-Diffusion.  

謝昇佑、魏龍達，2009，〈民粹威權主義？從社區總體營造的推行重探 1990 年代的

民主論述〉。《國家與社會》 7：87-138。  

謝昇佑，2009，〈偶然還是必然？野草莓學運的結構限制與機運〉。《思想》 12: 

281-302。 

摘要： 

本論文乃奠基在作者親身實做「社區型社會企業」的經驗上，所進行的反思。

作者將社會企業定義為「透過創新業態，改變主流經濟市場主導的社會結構，達到

以企業促成互惠、公平、分享的社會連結，一言以蔽之，社會企業就是在社會團結

的基礎上發展經濟產業，並且以社會團結為企業發展最高目的。」 

然而，這樣的理念究竟只是思辯上頭腦體操，或者具有實踐的可能性？本文以

行動研究與民族誌的方式，反思作者本人的社區型社會企業創業經驗，開展對這個

問題的探討。文章將環繞在以下幾個問題：1. 如果說經濟基礎是社會的底層結構，

那麼根本的社會改變難道不是從經濟生活開始嗎？2. 如果說，今日台灣資本主義社

會的基礎是中小企業所建構起來的，企業型態比 NGO 更接近一般人的生活，為什麼

企業不能是改變社會的起點？不能是創造更公平新社會連結的方法？究竟是「公司」、

「企業」有其「魔鬼本質」？或者是社運/企業的對立本身值得重新思考？3. 產業

民主真的可能嗎？可能的條件是什麼？這個問題就牽涉到：企業的獲利一定得建立

在某種程度的「壟斷」（包括：生產工具的壟斷、資訊的壟斷或者權力的壟斷等等）

基礎上嗎？「透明」、「開放」的機制可以是企業經營方式嗎？然而，在沒有「秘密」、

開放「know how」的情況下，企業如何獲取維持自身永續營運的經濟基礎？「透明」、

「開放」有沒有界線？無底線的透明就能接近正義的理念嗎？（反過來說，人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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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非只有商業領域存在「秘密資訊」這件事情，因此，問題似乎不在秘密，而是

要避免造成壟斷現象和不公平的秘密。）在現實企業的運作中，我是否能夠透過解

決以上的問題，讓企業的經營同時是創造公平社會關係的機制？ 4. 從經濟生活著

手，改變的只是經濟問題嗎？或者說，當前我們遭遇的已是全面性的系統危機，政

治的、經濟的、環境的…..，我們還能夠只是把議題切分開個別處理嗎？但全面的

問題我們仍然必須有一個切入改變的起點，我們又如何從經濟生活的改變，達到全

面改變的效果？ 

關鍵詞：社會企業、社會創新、真實烏托邦、社會團結、經濟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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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向左走？向右走？部落社會企業與團結經濟的對話 論壇（一）從

米蘭社會企業論壇談起 

近年在社工進入部落的服務經驗中，皆不約而同的以部落產業和部落照顧為工

作主軸，而行動方向也以推動部落共同照顧的部落廚房在不同部落皆有推動和累積。

本論壇從這個原住民社會工作的實踐經驗出發，檢視政府原住民社工制度、多元就

業方案和近年如火如荼的社會企業政策方向，試圖探討和勾勒土地、國家、產業和

照顧之間的交互關係，和前線工作者的經驗與反思。 

主持人：黃盈豪（深耕德瑪汶協會秘書長、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

教授） 

一、當部落遇上社企 

發表人：Saiviq Kisasa（原住民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台灣原住民族國際訊息平

台總編輯、魯加卡斯部落活力計畫執行顧問） 

二、消失的社會成本：你不知道的社群產業十道效益 

發表人：洪翠苹（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研究企畫專員、農陣志工） 

三、從團結經濟看部落 e購的推動 

發表人：金惠雯（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四、快樂一煮：一個都市原住民婦女團結經濟推展的故事 

發表人：林書玄（至善基金會北區工作站主任）  

五、大安溪部落共同廚房邁向團結經濟的回看與反思 

發表人：黃盈豪（深耕德瑪汶協會秘書長、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

教授） 

學經歷：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 

現職：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秘書長、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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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 

 

【時段五】10/4(日)13:00-15:00 

【A-5】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發表 

—綜合院館北棟 401教室  

【B-5】活出生存技藝的知識體系：踐行與理敘圓桌論壇 

       —綜合院館北棟 402教室 

【C-5】歷史中國與現代世界：如何從中國歷史中思考現代性？ 

       —綜合院館北棟 403教室 

【D-5】科學權力監督聯盟：在台灣如何可能 

—綜合院館北棟 404教室  

【E-5】兩岸調研與知識生產：布農古調、關中皮影戲與現代文學「教與學」的個案 

—綜合院館北棟 405教室 

【F-5】向左走？向右走？部落社會企業與團結經濟的對話論壇（二） 

       從部落廚房談起 

—綜合院館北棟 40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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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發表 

主持人：戴瑜慧（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一、女同志家庭親職實作 

發表人：曾嬿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指導教授：范雲（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回應人：朱偉誠（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異性戀體制將家庭階序化(hierarchy)之後，產生了家庭價值優位，我稱這個優

位的家庭想像為「夠格家庭」。本研究關心，生養孩子的女同志家庭，如何與主流社

會中的異性戀體制及其夠格家庭想像協商生存空間，異性戀常態化

(heteronormativity)如何在各個層面以不同方式介入女同志家庭實作；而女同志家

庭又用什麼行動來凝聚家庭認同，並且發展出哪些協商策略。 在異性戀體制中，不

平等的制度常對同志家庭造成直接的壓迫，本文將分 析養育孩子的女同志家庭有哪

些制度保障的需求，並且針對當前台灣同志 運動對於爭取同志婚姻的不同運動策略

提出回應。  

本研究發現，在女同志伴侶生育孩子的過程中，原生家庭的異性戀父 權邏輯仍

強烈干預女同志的家庭實作，其中血緣和姓氏是異性戀父權邏輯 運作的重點。透過

要求女同志伴侶的孩子符合異性戀家庭體制的血緣和姓氏邏輯，異性戀原生家庭將

女同志家庭納入家庭系譜；而女同志家庭則藉 由拆解和操作孩子與原生家庭的血緣

象徵，得以進入異性戀家族網絡並近用家族資源。在經營家內關係方面，女同志伴

侶及孩子之間的親屬關係藉 由稱謂與親職實作來相互確認；由於共同家長

(co-parent)與孩子的關係並非自然成立，因此持續地做親職(doing parenting)並

得到孩子的雙向確認，共同家長與孩子之間的親屬關係才會成立。 

女同志家庭在面對異性戀體制中的「夠格家庭」正典時，會意識到自己 家庭的

邊緣處境，並期待向夠格家庭靠近。在此，女同志家庭會運用兩個 相互關聯的策略：

一個是以做更好的親職來自我肯定，並抵抗同志為不適 任父母的污名；另一個是要

求孩子的行為符合社會規範，以具體彰顯同志 家庭的良好親職。在此，女同志家庭

以好的親職另立家庭典範，鬆動異性 戀體制下的夠格家庭概念邊界，擴大了夠格家

庭的內涵。然而可能的危險 是，以強調孩子的行為符合社會規範，並以好的親職作

為躋身夠格家庭的 策略，也可能反過來強化其他社會規範，限縮了夠格家庭的進入

條件。  

最後，我建議師資培訓與學校教材均應落實性別平等教育課綱，以避免將性別

教育的責任轉嫁到同志家庭的孩子身上，或讓同儕和教職人員的家庭歧視，造成同

志家庭孩子求學過程中的困境，而放大同志家庭間的階級差異。另外，拉媽的家庭

經驗指出，藉由締結兩人關係而延伸出來的家 庭保障，並不完全適用異質的女同志

家庭型態；我因此提出，應消解以締結雙人關係來延伸家庭保障，反而要將家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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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視為保障的主體，如此才能夠同時解放組織家庭的方式，並解放人們對於親密關

係的想像。 

關鍵字：女同志媽媽、家庭階序、夠格家庭、作親職、性/別教育、多元家庭、同性

婚姻 

 

二、合歡山松雪樓派遣員工薪資爭議：一個田野民族誌的考察 

發表人：徐珮瑄（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指導教授：姚人多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回應人：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

授） 

 

摘要： 

林務局東勢林管處直營的事業單位合歡山松雪樓，其中房務與櫃檯工作人 員勞

務外包，屬非典型就業中的派遣勞工。因工作中與管理階層的衝突越 趨劇烈，歷經

一個月每日漫長的討論之後，勞工決議發起抗爭，希望透過 爭取《勞動基準法》所

保障的薪資待遇，實則達到解決工作衝突的目標。 但是勞工運動的列車啟動了以後，

事情的發展卻不斷出乎這群派遣員工意 料之外，資方立場強硬，不承認違法，工作

中的衝突不減反增。運動目標 轉而訂定「拿到補償薪資」，透過立委協商、申請勞

動檢查、向地方勞工 局申請調解、召開記者會等運動策略完成目標。這群勞工經歷

這些事件後， 深刻地認知到自己身處一個剝削且是政府公務員共謀後果下的派遣體

制， 並且發展出不同於抗爭以前的勞工權利意識。這本論文說明的便是此勞工運動

之始末，以及考察權利意識發展的動態過程，並反省研究者同時作為勞工運動組織

者，我的視角與立基點從何而來。 

 

三、小農經濟現代變遷：東勢果農的商品化之路 

發表人：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指導教授：高承恕（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回應人：蔡晏霖（交通大學人文社會暨族群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水果經濟之顯著擴張，可謂晚近台灣農村最重要的發展之一，也是理解小 農經

濟現代變遷的關鍵鑰匙。農藝精湛的果農是台灣農村寶貴的資產，他 們在極為惡劣

的條件下，仍然為島內市場提供豐盛、便宜且多樣的水果。本文以台中東勢為田野

場址，試圖融會社會史的視野，追索這個地區轉作 果樹的歷程，探究東勢果農如何

可能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實現極高的土 地生產力與農業技術創新能力，卻又在市

場結構的限制下不斷滑落餬口水 平。 

東勢原是伐木重鎮，作物以水稻為主，1960 年代大規模轉作果樹以後， 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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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著名的水果之鄉。這是貧窮驅動的轉作，我稱此為「謀生型商品 化」。在家庭

責任的驅使以及草根人情網絡的支持下，高度兼業化的小農展現出驚人的水果栽培

技術學習與創新能力，能夠經常跟隨市場價格轉換 作物，極具彈性與韌性，形成獨

特的「多樣性內需水果經濟」。 

1980 年代前後，東勢果農發揮草根的力量克服多項地理與技術的限制，陸續開

發出 寄接梨、甜柿和茂谷柑等「明星作物」，東勢搖身一變為台灣最重要的高 經濟

作物產區。這是非預期的結果，或說一場「邊緣革命」。然而受制於 市場結構的諸

多問題，他們的收入總是趨於下降，陷入增產與過剩的迴圈， 難以克服「沒有發展

的增長」困境。即便商品化程度和農業技術水平不斷 提高，小農經濟仍未擺脫貧困

的糾纏，平均每年家庭收入大幅低於非農戶。  

關鍵字：沒有發展的增長、謀生型商品化、小農經濟、水果經濟、轉作 

 

四、回歸政治：解放政治心理學的實踐 

發表人：王醒之（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 

指導教授：夏林清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回應人：夏林清（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摘要： 

如果說一個人的家庭出身與政經條件一定程度決定其人生軌道，那麼，我過去

二十年草根社會運動的肉身實踐可說是個從脫軌到轉軌、再到鋪軌的歷程；是一個

從掙脫抵抗朝向自我改造、再到自我解放的歷程。同時，這個變革的過程都是在運

動同志的集體緊密中發生的，我們在社會實踐的路上共同編織的集體性與高峰經驗

曾經不斷支持著我們朝向新社會、新自我的可能。我企圖用這篇論文小結、審視過

去二十年來我全職投身台灣社會運動的經驗，同時也試圖從中再汲取力量以支持我

繼續往下走第二個二十年。 

本論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共有三章，主要是以我為中心，揀選了幾個生命

事件以對自己進行經驗性回看與襯寫。從我的政治家庭、家庭政治一路經過左翼社

會運動洗禮改造，最後到我/們的政治參與、政治奪權。我花了頗大的篇幅試圖從生

命經驗資料中抽鍊凝結出一條軸線，說明我在社會集體中的政治心理發展，以及我

如何緩慢、沉重地朝向解放的政治實踐，並且回歸於政治。 

第二部分主要是以第一部分的實踐經驗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幾個概念框架，做

為我在實務工作中分辨行動方向之用；坦白說，也是在長期面對困頓時我思想武裝

的一部份。儘管我希望這些文字能對其他草根政治教育工作者發生參照性的作用，

但不免提取、書寫的過程中會放任自己進入喃喃自語的敘事裡： 

第四章主要是在討論人自身存在之政治性，這個議題在哲學、政治學、心理學

甚至宗教性的領域都曾有過類似的思考。在刻劃有革命性的政治運動想像/方向之前，

我想先討論關於運動者自身的問題，即我的主體/自身和政治運動之間的關係為何？

從行動的歷史來回顧，政治的革命，乃是人類本質的復歸與成就；政治的意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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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就是人類的一切。政治並不是外於人類的社會設計，政治就是人的存在樣態。我

們特別可以從行動科學看到，分析人的動能時對於人性/政治的作用和理解；政治心

理學和主流政治、政治學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個政治設計的好例子；另外，在我的

教學實踐中，社區心理學是我特別用來重新定位「助人」關係和對弱勢者工作的角

色。 

第五章則描述了政權或主流政治是如何抵擋及掌控了人類的自我實現動力，用

以回應過去我在運動中所經歷到的組織工作推進的困難。這是政治異化的原型，其

中包括我所命名的「去政治化」、「再政治化」或「（虛）擬政治化」等概念。 

至於第六章是集中針對現代政治中的主流代議民主和選舉，詳細地觀察分析了

政權和主流政客們如何使用政治體制剝奪人民的政治自主權，但卻又能同時讓人民

滿意，透過圈養人民以維持自身權力的手段。同時我重新討論了在民主政治（選舉

政治）中「政治平等」的假象，以及選民在政治弱勢的處境中所顯現出的各種抵制

性/主體性。 

論文最後，我則是從嘗試指出投入「集體」與「政治」都是通往人的解放的重

要法門，但這種投入又必須以疏離為基礎，以免墮入「虛假的共同體」之中，更遠

離於解放。同時我也試圖總結一個概念：自我救贖不可能獨立於集體解放之外，如

此，生活政治方能成為多重解放之路。 

關鍵字：人民老大、普通人參政、政治結界、共決、解放政治心理學、 行動研

究、政治異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虛）擬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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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活出生存技藝的知識體系：踐行與理敘」圓桌論壇 

  1962 年 Claude Levi-Strauss 在他的《The Savage Mind》一書中用了 Briolage（百

衲術）一詞作為他解釋「具實之學」（Science of the Concrete）的主要認知系統及其

知行機制；1984 前後 Michel de Certeau 及同仁將這個論詰進一步在他的《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書系中，落實到每日生活實踐、言談交通、閱讀閱聽 ; 甚

至於食物料理的層面。百衲師及其作為遂蔚為與「工程師」思考及「科學」典範鼎

立而存的知識體系踐行範例。  

  自始，文學批評、文化研究、社會心理尋繹、哲學思辨、教習理敘、資訊科技

及至商務操作、流行潮動、次文化翻轉及電影電視製作等方面，皆深悉這個知行辯

證極具開拓視野與心胸的機能。  

  台灣學界在長年的苦悶中，近年已聞對「知識生產」的關注之聲，開始質疑向

來透過拿來主義的「知識」生產對「現實」的無知與自詡。在學術知識生產愈益脫

離常民的生活經驗，一再自食惡果之困境中；本圓桌討論旨在藉少數「行動研究」

實例的初步成果，在揭露宰制知識生產的權力網羅之餘，更以百衲匠的手作踐行功

夫，提出「從做中學」的另翼知行踐行途徑與出路。 

 

召集人: 丘延亮  台灣家園韌力協會監事 

一、發聲展演中的噤聲：活出教育方案的知識肌理 

引言人：林慧絢 （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助理教授） 

現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教育部訂定 2015年為「教育創新行動年」，規劃在未來的教育裡，加入更多新

元素、新方法及新成員，提出新方案、新法案，以啟動教育創新行動。殊不知多年

來，從中央到地方教育單位及各家文教基金會，以革新創意、精進教學…等優質化

教育之名，從未間斷的發動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教育方案、活動與競賽，填滿國中

小學的行事曆。無怪乎有老師們戲稱，凍結方案、法案，恐怕才是創新之舉。而台

大教授葉丙成不禁疾呼，好老師的生命，應該用於把孩子教好，而非虛擲在趕成果

報告上。本文的焦點不在批判學校接辦活動的迷思，與方案化教育的趨勢所可能造

成的「過動學校」及應付式的學習心態與文化，而是以上述現象為研究背景，刻畫

一群國小師生參與花蓮縣教育處所舉辦的「本土教育使命式學習行動研究」競賽，

探討在學習意義與實踐被體制化的地景裡，教育工作者協同兒童如何把「教育方案」

活成具發展性、抵抗性的學習。 

「本土教育使命式學習行動研究」要求兒童組成五人以下團隊，以走讀台灣的

理念，設計一項特定的使命，進行社區探查以深入了解家鄉的人物、環境、產業或

是機關，希望能深化對本土的認知，進而能針對浮現出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花蓮

縣曙光國小自 2012年冬天開始，三年來持續由自願參加的高年級兒童，規劃以小型

悠閒的學習設計陪伴東區老人之家的老人們。2014 年九月把「使命式學習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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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嵌入既有的陪伴活動。長期面對安養機構裡坐在輪椅上中風、失智並不容光煥發

的老人，小朋友對這種「好老喔」的狀態發展出一種非評判性(non-judgmental)的

自在態度，以玩耍、自娛愉老的方式貼近老人的病殘與孤寂。而參加競賽的任務讓

這群過去不曾參加過比賽、或是正式上台發表的小朋友，開始以「使命小子」自我

命名，轉化「使命式研究方案」為舞台，一個個在老人之家及學校的生活場景裡，

扮演起即興的「學習導演」，散發出強烈的動力要進一步學習如何把老人之家的經驗，

整理成可以和同學及其他成人的溝通發表，鼓勵彼此超越自己過去的展演，敢去想

像與演出一個站上檯面、「有聲音」的學生。 

學習發聲與看見自己的使命小子們在決賽的現場答辯場上，以「不作聲」的方

式回應評審老師的「要如何才能成為不需要被陪伴的老人，才不會成為像老人之家

的老人」的這類提問。之後，兒童又以迂迴但反覆的方式堅持就是要陪伴，在在反

映了兒童體悟出「陪伴」是幼老關係的根本元素，「老」，即便是非常老態、病態，

都不是需要被避免掉的，他們以噤聲抵抗評審老師們提問背後問題化機構老人的價

值觀。在使命研究方案裡，我看到兒童與老師共同活出一種生活感，在使命式研究

活動之流中，活出呈載著學習的知識肌理。 

 

二、辨識搏鬥生存的技藝：構連人民做為歷史主體的知識地景 

引言人：廉兮（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著作簡目： 

(1) 廉兮（2014）。庶民視角的教習踐行－邊界文本與抵殖民的家園政治。台灣文

學研究。6，81-124。 

(2) 廉兮（2013）。抵殖民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的主體生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91，1-31。 

(3) 廉兮（2012）。從個人到公共－抵抗與轉化的教育行動研究。應用心理研究。

53，21-45。 

(4) 廉兮（2012）。行動研究與社會抵抗 ─ 以台灣新移民研究為例。專題導言。

文化研究雙月報。線上期刊。CSA文化研究學會出版。 

(5) Lien, N. (2011). Beyond life in schools: Stories of border pedagogy in 

Taiwan. Cultural Studies. 25 (1), 90-108. UK: Routledge Press.（SSCI） 

 
摘要： 

近年教育改革強調多元適性發展、多元入學管道，與多元文化政策，雖然其訴

求的語境脈絡不同，但不約而同，「多元」成為熱門字辭，背後實有共通的理路。課

程改革者在強調多元適性與入學選擇的話術中，合理化市場選擇機制。多元文化政

策，以補助弱勢族群為主要訴求，所謂的教育機會均等，也不出增強弱勢者的競爭

力，將其整合併入勞動市場為主要考量。而族群文化特色教學，更成為爭取社會資

源的關鍵詞。管理主義的幽靈在空中盤旋，專業主義與績效評鑑融入課程中。對於

尚在成長中的兒童，其學習差異性被診斷為身心病症，以藥物控制其行為的教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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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日益普遍。而學童的「不當」行為與其家庭關係同時被學校輔導系統與社工專業

系統交互比對。問題化與病理化常民生活世界的多樣性，成為專業工作的起點。於

是，專業知識與常民生活背離、人民成了國家發展的人力資源、管理的數據，誰也

難逃被制度化的度量與規範性檢視。如今，無論在都會中心、或是在偏鄉小校，長

年在教育話語中缺席與沉默的，是勞動人民史觀。因此解構貧窮污名，追溯庶民生

活的理路，成為庶民反抗的戰術。檢驗污名的話語來源，主客關係，是承載污名印

記的抗爭主體行動。本研究探討重返常民生活世界的物質條件，在其中連結台灣世

代勞動者搏鬥生存的技藝；在工具化與碎裂化的專業語境中，奪回人民做為勞動主

體的尊嚴與歷史，重構具有勞動史觀的知識地景。 

 

三、在實踐反映中辨識多元文化作為現代性殖民形式 

引言人：瑪達拉‧達努巴克（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理事） 

單位職稱：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理事 

 

摘要： 

自 1990年代以來，台灣將多元文化作為原住民族與性別少數政治、文化治理及

社會福利政策制定的重要方針，原住民族、女性、同志等群體在多元文化治理下被

視為「珍貴」的弱勢者，分類切割在不同的法律制度、政策、政府部門的範疇。也

就是說，多元文化政策雖然提供了弱勢群體取得資源的機會，但實際也同時造成了

多重自身的同一化。弱勢群體為了要趨向爬階天梯、取得資源，只好將自己固化框

構、切割分裂，符合社會構造以向上爬昇，人的複雜性愈被自體切割。 

本文即為我以「原住民」「男同志」之身份投入社會運動的歷程中，以行動研究

自我敘說探究為方法辨視我自己接上母親達列勒普家的脫貧路線，敘寫為了取得資

源往上爬階而發生自體切割的故事，並指出造成這些主體自我切割斷裂的機制－從

被殖民、原住民運動、性別運動及多元文化政策下所形成主體選擇分裂自我認同同

一化的歷程。更以真實的日常生活自我敘事，拼湊回真實的混種雌雄同體的多重自

身面貌。 

 

四、部落生活實踐的知識生產：啟發及意義 

引言人：張進財（撒烏瓦知部落頭目、中原大學原住民專班專技副教授）、戴永禔（中

原大學景觀系專任副教授）、盧建銘（撒烏瓦知部落顧問、中原大學原住民專班兼任

講師） 

 

摘要： 

部落生活的知識傳承體系有其（特殊）基本的認識結構，必在其生計實踐的每

日操作細節中始得以遞授和承接，這個遞授與承接雖在無形中、不落教條的過程中

完成，它畢竟有它可資釐清、判明的結構與理路，有其對特定的物質性產生體會認

識的意涵脈絡與途徑；換言之，它乃一建立在具實驗證的知識與操作上的、每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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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其再生產中的知行辯證及回饋網絡系統。  

上面這個原理在中原大學成立原住民專班的這兩年之教學設計及實施中得到肯

認及試驗；本文試圖杷梳及盤整這個教育過程的經驗，將其對照於慣行的諸教案及

其缺失，尋求其對生活教育及知識生產所蘊含的突破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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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歷史中國與現代世界：如何從中國歷史中思考現代性？ 

自晚清中國被迫地面對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以降，如下的問題就不斷地困惑著中

國知識份子：中國究竟是封建帝國？或是早熟的近代國家？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汪暉

在疏理「現代中國」的課題時，注意到在既有的幾種知識脈絡中，存在著對於中國

的不同理解，而無論是歐洲近代主義式的中國觀，或是日本漢學社群所提出的中國

論述，皆從不同的面向上表述中國，但究其實而言，仍然圍繞在「封建帝國」或「近

代國家」的爭論中。將歐洲近代主義與日本漢學社群的中國論述納入對「現代中國」

之課題的反省，有著關乎中國自身的歷史淵源，從中國近代思想的視野來看，歐洲

近代主義與日本漢學社群的中國觀，恰好反映了兩種關於中國應當以何種身份進入

或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問題的相關思考。如何走入或面對資本主義世界，關乎著中

國是否能夠走出屬於自身的現代性的問題，而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也將影響著我

們如何看待中國在當前世界的地位與角色，其中包含著爭論中國是否將會成為帝國

主義國家以及世界的中心，或是能夠以批判的姿態中斷資本主義世界的運作邏輯等

問題。 

本論壇的提案以「歷史中國與現代世界」為總題，即是為了嘗試從中國自身的

角度來觀察並反省中國知識份子如何思考中國現代性的問題。此一論題的設定，並

不是為了「以現代性的知識話語來表述中國」，而是希望站在中國自身的知識立場來

探討中國知識份子如何看待現代性問題，進而尋找批判、抵抗乃至於反省的契機。

在本論壇中，參與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中國知識份子如何思考中國現代性問

題，其中包含從哲學思想、政治經濟學、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社會主義發展策略等

視角來探討此一課題，我們期盼，藉由這幾個面向的初步嘗試，我們能夠在既有的

「封建帝國」或「近代國家」的中國觀之外，提出可能的不同思考。我們認為，在

理解「歷史中國與現代世界」之課題時，更應當正視中國自身在面對資本主義現代

性時所提出的批判、反省與思考，從而思考歷史中國對現代性所可能做出的貢獻。 

 

主持人：林峻煒（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一、他的抵抗與學問：紀念劉進慶教授逝世十週年 

發表人：邱士杰（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學經歷：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2005）、碩士（2008），現為同系所博士候選

人。 

現職：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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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論文。 

(5) （2009c）。《⼀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

術出版社。 

(6) （2009d）。〈蔣渭水與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從「新台灣聯盟」、「社

會問題研究會」到「無產青年」〉。收錄於：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

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7-47）。臺北：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

會。本文為 2008 年臺北「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與會論文。 

(7) （2010a）。〈《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若干考訂之辨析

──以翁澤生新見逸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為中心的討論〉。《史

原》復刊第 1 期[總第 22 期]（臺北），頁 259-292。 

(8) （2010b）。〈回首海天相接處：試論島外「釣運」及島內「統運」的論述接點〉。

論文發表於：江西南昌「紀念保衛釣魚台運動四十年研討會」。 

(9) （2010c）。〈中華蘇維埃與台灣（1930-1931）：從蘇新的「兩岸蘇維埃統一

論」談起〉。論文發表於：重慶「第一屆臺灣史研究論壇——臺灣光復六十五

周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 

(10)（2011a）。〈有政治視野，才有跨地域統⼀一戰線：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無政府

主義活動素描〉，《藝術觀點》第四⼗十七期（2010，台南），頁 87-95。 

(11)（2011b）。〈「政治經濟學批判」與一九二○年代的台灣──以幾種「過渡」

（transition）論述為對象的考察〉。收錄於：胡春惠、呂紹理（編），《現

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基層社會》（頁 219-24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本文為 2010 年天津南開⼤大學「第十一屆兩岸三

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與會論文。 

(12)（2012a）。〈階級分析的隱沒：試論台灣政治經濟學討論之一側面〉。論文發

表於：新竹交通大學社文所「馬克思主義在東亞」國際學術工作坊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arxisms in East Asia」。 

(13)（2012b）。〈신채호를 통해 본 조선과 대만 무정부주의자들의교류〉。

백영서、 최원식，《대만을 보는 눈：한국-대만, 공생의 길을 찾아서》。

서울：창비사。（〈透過申采浩所看的朝鮮與臺灣之無政府主義者交流〉，收錄

於白永瑞、崔元植（編），《看台灣的視野：探索韓台共生之路》。首爾：創

批社。） 

(14)（2013a）。〈他終於全都是革命：記林書揚先生〉，《人間思想》第三期（台

北），頁 4~50。 

(15)（2013b）。〈思考琉球命運的歷史資源〉，《南風窗》，2013 年第 13 期。 

(16)（2013c）。〈陳映真與台灣的階級認同和民族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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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3 期（台北），頁 245-259。 

(17)（2013d）。〈試論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現代中文學刊》，第 5 卷第 6 期

（上海），頁 48-67。 

(18)（2014a）。〈鴉片戰爭同期聲：道光十九年貢期更改事件札記〉。本文為 2014 

年中壢中央大學「重新認識中國研討會」與會論文。 

(19)（2014b）。〈대만 지구 중등학교 역사교육의 쟁점─중일갑오전쟁 120 

주년에 즈음하여〉（주윤정 옮김）。《역사비평》，2014 년 겨울호（109 호）。 

(20)（2015a）。〈사회변혁인가 현상유지인가？──대만사회주의운동의중국 

전망과 그 소실로부터〉。本文為 2015 年韓國首爾聖公會大學「아시아 

사회주의 워크숍: 홍콩/대만」(亞洲社會主義工作坊：香港/臺灣)與會論文。 

 

摘要： 

劉進慶是戰後台灣最早的左翼經濟學家。他在日本講座派「分析」理論與中國

「官僚資本主義」的理論傳統上，發展出了戰後最初的台灣經濟分析。與此同時，

他也是七十年代台灣旅日留學生中的左翼統一派代表人物。由此，構成了他抵抗與

學問的一生。今年是劉進慶教授逝世十週年紀念，本文將以劉進慶的自傳材料、理

論著作，以及相關社會運動史料為基礎，重新勾勒出劉進慶「抵抗」與「學問」交

織的波瀾壯闊的一生。 

 

二、學習「勞動」：以大躍進期間（1958-1961）上海市的教學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

為例 

發表人：楊可倫（國立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 

學經歷：國立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 

著作簡目： 

(1) 〈塑造工人之城：以大躍進（1958-1961）期間上海鄉土教材中棚戶區及其居民

形象為例〉《史匯》（2013） 

(2) 〈識讀「帝國主義」──大躍進時期上海市編教材與教學中的城市發展〉《史原》

（2014） 

(3) 〈社會主義的城市課：大躍進時期上海市編教材與教學活動〉（碩士論文，2014） 

 

摘要： 

1958 年展開的大躍進運動影響當代中國的許多層面，本文著重於考察當時所提

倡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政策在上海市的實踐，並將該政策視為地方政府透過教

育單位傳遞區域發展的策略，以此了解在大躍進時期區域政治、經濟政策重新調整

下，學生如何參與區域的調整，凝視（gaze）城市的變化。首先本文將描述教育與

生產勞動相結合運動的政治與思想背景，該運動在中共中央催生下，經過短時間試

行後蔓延至各省市，此時一批與工廠、農村等生產單位協作、合併的學校應運而生。

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涉及的除了教育系統的調整，學生勞動成果與當地的經濟計劃

之間的關係也浮上檯面，藉由考察上述那些與生產單位協作的學校，可以了解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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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這個中國近現代工商業中心，地方政府各單位如何調節學校勞動的「產能」避免

與既有工廠衝突，而教育單位又如何的透過話語和教法維持學生甘願（consent）勞

動。若以區域變遷考察這段歷史，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政策完善後，為強化

農業生產而設立的農業中學也與市區內學校在招生問題上有所扞格，尤其當 1959 年

上海合併原屬於江蘇的郊縣後。市政府要如何協調學生就學區域，緩和由升學問題

所折射的市內區域差異，本文將藉由這類議題處裡市政府對於市內不同區域、人群

發展規劃。經過上述討論，本文最後將指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式不單

只是大躍進時期教育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不同區域、職業的勞動讓生產勞動成

為學生親身凝視區域變遷的視角，在紙上的區域政策外，進一步的可以透過勞動實

作其習得的政治話語，參與區域的歷史。 

 

三、《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與中共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 

發表人：謝瑞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學經歷：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碩士 

現職：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著作簡目：《《獨立評論》中民主與獨裁的論戰（1933-1937）》（2013） 

 

摘要： 

1938 年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可謂中國共產黨於延安整風運動

乃至後來革命運動的聖經，其指導的史達林主義式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無產階級

作為歷史動力的主體、階級鬥爭，以及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影響了世界共產主義運

動，更由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貫徹於中國革命當中，指引了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的藍

圖。本書的寫作脈絡需追溯至1924 年列寧死後，蘇俄共產黨內產生激烈的權力鬥爭，

史達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與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針鋒相對，雙方對於農民和無

產階級的歷史地位，以及生產力與社會主義的聯繫認知的差異，也引發中國革命裡

史達林派和托派的矛盾。不論革命思想或政治鬥爭，蘇俄的命運都與中國的命運緊

密相連，他們以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馬克思為宗，開展出另一個馬克思從未預料

到、也無法給予解答的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本文將處理《聯共（布）黨

史簡明教程》思想史上的脈絡，以期對中共開展出的反潮流的現代性有更深切的理

解。 

 

四、從歷史中探索學術中國化的可能性：試論嵇文甫之晚明思想史論 

發表人：林峻煒（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學經歷：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現職：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著作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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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 

林峻煒，2013，〈「現代性」視野中的倪柝聲—一個思想史的解讀〉，《史原》，復刊 4 期，

頁 61-114； 

書評 

(1) 林峻煒，2014，〈閱讀魯迅的三個視角〉，《政治科學季評》，第40期，頁7-17； 

(2) 林峻煒，2014，〈基督教與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之論述初探〉，《政治科學季評》，

第 43 期，頁 1-17； 

(3) 林峻煒，2015，〈中國何以⽂文明〉，《政治科學季評》，第 45 期，頁 13-20； 

 

摘要： 

1940 年代，中國學者嵇文甫針對「學術中國化」的問題提出若干的看法，不僅

批判過往的全盤西化論、國粹論、中國本位文化論等觀點，更進一步地思考如何同

時平衡文化之「統一性」與「多樣性」二者而理解中國民族文化。對嵇文甫而言，

中國民族文化的發揚，必須奠定在對於自身過往之歷史的理解上，在他的著作中，

他似乎特別著意於晚明思想的研究，藉由「左派王學」、「晚明思想史論」乃至于對

王夫之思想的梳理等研究與論述，「晚明」成為了中國民族文化中值得探索的時代，

並藉由這幾個論題來呈現中國文化自身的脈動。本文擬從嵇文甫對於晚明思想的書

寫與論述出發，探討其如何在中國歷史中探索「學術中國化」的可能性，從而藉由

「學術中國化」的實踐而為世界文化提出可能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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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科學權力監督聯盟：在台灣如何可能 

科學，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為何台灣想唸博士的青年比率屢創新低？少子

化三個字真能解釋一切問題？原本屬於人類探求真實的發現之旅，卻愈來愈無法迴

避與權力/利益糾葛日深的處境，這些糾葛導致手段與目的間的切割、學術知識與常

民生活間的斷裂、學閥派系林立、求勝而非求真/求善的制度光怪陸離。相較於歐美，

台灣的學術一方面缺乏穩健的典範，一方面身處於小規模社群的區位生態，若無制

度導引，將難免弱肉強食、拜金逢迎的悲慘世界，在自然、人文、社會等領域各行

其道、各有苦衷。 

這幾年我們分別經歷了爭取資訊公開、審查錯誤更正、國家賠償等程序，希望

可與大家一起思考，科學權力監督聯盟：在台灣如何可能？ 

 

案例分享一：審查意見可剪貼自申請人計劃書？ 

許雅斐（南華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1. 侵害著作權刑事告訴被地檢署簽結 

2. 侵害著作權國家賠償上訴最高法院 

3. 移轉管轄—與政府訴訟一定要跑台北？ 

4. 資訊公開行政訴訟三次駁回，提釋憲？ 

案例分享二：計畫件數算錯，花四年更正？ 

陳竹上（高雄師範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1. 錢分完了，不得申覆？ 

2. 顛覆？差一點萬劫不復：大學教師對國科會無訴訟權？ 

3. 單向匿名/申請人被看光，是必要之惡？ 

4. 當刁民的代價 

 

綜合回應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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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兩岸調研與知識生產：布農古調、關中皮影戲與現代文學「教與學」

的個案 

小組有五位成員。大陸的李娜、沙垚和臺灣的彭明偉、姜亞築分別做有關“一

個布農部落共同體的崩解與再造”、“大陸關中地區的皮影戲與鄉村文化實踐”、

“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學眼’與‘本土化’”、“大陸求學經驗與國共關係再認識”

的報告。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陳信行教授做評議。之後將展開“兩岸調研與知

識生產”的交互討論。 

李娜因臺灣文學研究進入原住民部落，2009 年以來參與了原住民運動團體的工

作，進行風災後部落重建、排灣古調、布農古調與林班歌的調研，參與了音樂專輯

《百年排灣》和《流浪之歌》的製作，以及與族人一起認識其“戰後現代化過程”

的《林班歌 部落志》一書的寫作。這裏的報告以一個布農部落的音樂、信仰生活和

高山茶種植為線索，追尋部落共同體崩解的歷史過程與再造的經驗，討論布農主體

的“知識生產”，並期待對這一知識生產過程的整理，能返身不只是部落領域的社

會實踐。沙垚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讀博士期間，即在大陸十幾個省市的鄉村

做地方戲曲的調研，從中產生的問題意識是：農村發展中農民如何創造新生活？進

而寫出了從政治、經濟、公共生活、娛樂等層面記錄一個村莊變化的《新農村：一

部歷史》。這裏的《知識份子與鄉村文化生產、再生產——以關中地區皮影戲的鄉村

文化實踐為例（1949-2014）》以建國初期和文革後兩個“知識份子進入鄉村”的高

潮，討論知識份子有機融入鄉村文化生產、再生產過程的有效途徑，以及農民具有

文化主體性的“細膩的實踐”。彭明偉自 1990年代末在新竹的清華大學攻讀“中國

現代文學”，之後從事相關教學。藉由現代文學的“文學眼”，梳理一個“有理可

循”的現代中國歷史，明偉得以反思反共親美意識形態下的文學/歷史教育，進而反

思本土化知識建構的困境與突破的可能，以及：如何開展批判性的文學/歷史教學？

客家人亞築，則從上海到北京一路求學，兩岸經驗為她找到“瞭解大陸時期的國民

黨”的入口，而這也是在 1949之前近代中國史、特別是“國共關係”裏去認識的，

亞築由此出發的問題意識是：如何克服認同政治中的諸如族群問題及省籍問題對臺

灣當代社會問題的綁架？ 

李娜和沙垚的部落、鄉村調研，致力於以人為文化創造的主體，闡發其作為實

踐的知識；相對照，則折射了兩岸的戰後史與現實狀況。這與明偉、亞築對“現代

文學”、“國共關係”的重新理解，同样具有另一重意义。即：有關兩岸的知識工

作如何有效介入現實？這些“知識”如果能以更豐富的形式拉回兩岸的日常生活，

讓臺灣對大陸的認識打破單一的“現代化”尺規，或“文化”與“政治”切割的方

式，而大陸對臺灣的認識也能產生對唯血緣和主權論的反省，那麼立足於兩岸流動

與調研的知識生產，或許真可以成為“我們”共同尋路的一個基礎性的嘗試。 

 

評論人：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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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調、耶穌與高山茶：一個部落共同體的崩解與再造 

發表人：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李娜，復旦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編有《東亞視野中

的臺灣文學》（中國社科出版社 2010）、著有《林班歌 部落志》（人間出版社 2013）、

《舞鶴創作與現代臺灣》（麥田出版社 2015；中國社科出版社 2015）、整理編輯《無

悔——陳明忠回憶錄》（人間出版社 2014）。 

 

摘要： 

本文以一個布農部落持續的田野經驗為基礎，通過部落的音樂生活、基督信仰

與高山茶種植，探討部落共同體崩解的歷史過程與再造的努力。從中反思民族志研

究和知識者的角色，觀察、整理布農主體的“知識生產”。 

TD 部落是一個高山布農部落，普遍種植高山茶和高冷蔬菜，外出打工人口比例

相對為低。1960 年代後期以來，捲入臺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日益雇傭化的農業、

以及“個人對上帝負責”的取代傳統信仰，使得部落共同體處於不斷崩解中。但崩

解中的共同體又始終存在著抗衡解體的因素。無論是古調、互助倫理，還是以“家

戶長會議”再現布農耕獵時代“共同議決”的部落民主，當這些因素被經歷了原住

民運動啟蒙的一代人（1960 年代出生為主）有意識地學習和運用時，“傳統”開始

被現實的鬥爭——而不是官方所推動的“多元文化”展演——重新打造，成為布農

主體的“知識生產”之一種。 

基督長老教會在 TD 部落“現代化”過程中曾扮演積極角色，並且逐漸成為政

府基層行政體系之外，實質主導部落的地方自治形式，這與許多平地部落信仰多元

化或弱化的狀態很不同。以“相信和順從”為教義的教會，是保守的堡壘，但也可

能是進步的基石。因其不但在 1980 年代後期由民族意識覺醒的老牧師撕開了一個

“與不公義抗爭”的口子，其“長老制度”、“大小和會”也一直經歷著布農式“平

等民主”、現實需求和政治力的改造和爭奪。 

如今部落面對的主要困境是：農業受嚴重剝削；“共同發展”的嘗試和推行，欠

缺堅固的共同體基石。蘊含著打破堡壘的因素的教會，有無可能成為進步的基石？

從這裏，可以整理和思考布農主體的“知識生產”的另一種形態。 

 

二、知識分子與鄉村文化生產、再生產：以關中地區皮影戲的鄉村文化實踐為例

（1949-2014） 

發表人：沙垚（中国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沙垚，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

員。著有《土門日記：華縣皮影田野調查手記》（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新農村：

一部歷史》（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等。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跨域連結、結伴橫行：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研討會 

95 

摘要： 

知識份子與鄉村文化生產、再生產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

文通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回到歷史情境之中，以關中地區皮影戲的鄉村文化實踐

為例，研究發現，1950 年代以來，被稱為“文藝工作者”的共產黨的知識份子兼具“學

習者”與“改造者”的角色參與鄉村文化生產，尤其是在 1956 年前後，曾出現大規模

知識份子與農民、農民藝人深刻互動，共同探討國家文化發展方向的文化實踐。但

這一現象在 1960 年代初終止了。至 1970 年代末，又逐漸出現知識份子進入農村的

高潮，但這一時段與 1950 年代呈現出迥然不同的景象。知識份子一方面，感歎于傳

統民間文化的沒落，他們兼具著中國傳統文人的責任與擔當，他們的角色轉變為“拯

救者”，另一方面，目睹了農村的落後與破敗，深受 198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

的影響，他們又逐漸與權力、資本結合，成為民間文化的“開發者”。總結歷史，本

文試圖討論一種可能性，即有沒有一種適應當代政治經濟環境的，知識份子有機融

入鄉村文化生產、再生產過程的有效途徑？而探索這一途徑的前提是，發現農民具

有文化主體性的“細膩的實踐”。 

 

三、日常生活裡的文學與文學的眼光 

發表人：彭明偉（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彭明偉，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任教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摘要： 

    本人從上個世紀 90 年代末在中文系就讀，開始接觸現代文學，藉著文學遊走兩

岸的現代歷史之間，從魯迅、賴和、老舍、師陀、龍瑛宗、王文興、關曉榮、韓少

功、阿來、餘華、張詠捷等作家、藝術家個人的創作史與生命史，努力克服反共親

美親日的意識、破除冷戰二元對立的框架，逐漸拼湊出較為完整、有脈絡可循的現

代中國歷史樣貌，對於文學藝術的內在於現實又超越現實的力量有日漸深入的體會。

以國族為中心的文學史敘述是兩面刃，一方面型塑某種文化認同，另一方面對自身

和對他者都產生遮蔽效應，使人既偏且盲。文學藝術提供一種超越國族框架、政治

意識形態的認識世界的方式，獨特的「文學眼光」讓人看得更廣更深。我將會以魯

迅、關曉榮、張詠捷幾位對現實歷史有洞察能力的作家為例，說明他們對二十世紀

盛行國族主義、殖民主義、發展主義的現代性的反省與批判，而且不只是狹義的文

學藝術作品，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不乏類似這樣開闊的認識世界的途徑，如透過食

物、風俗，都足以深入認識文化傳統、洞察世態人心。 

 

四、大陸學習經驗與國共歷史的再認識 

發表人：姜亞筑（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二年级） 

姜亞築，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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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跨界到大陸學習大陸現當代文學遇見年輕的「國粉」(國民黨粉絲)，並且和他爭

論，讓我有了不同的思考：為什麼在大陸年輕族群中會有國民黨粉絲？以及是什麼

樣的歷史內容構成了他們自身的特殊型態？另一方面，在各個領域中對國民黨的討

論是非常豐富的，為什麼大陸仍然需要討論國民黨？他們眼中從中華民國政權來的

我成了他們想要瞭解國民黨統治的一個視窗，惶恐於無知而被迫要認識更多臺灣的

歷史，使得我開始想去瞭解國民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進而欲認識什麼樣的

歷史形塑了今天的國民黨。同時，觸發我去瞭解在原來生活環境中被忽略的議題或

歷史，特別是國共鬥爭的歷史。有了對這歷史的把握才能更好地瞭解今日在臺灣自

身所生存的歷史意涵和社會狀態。國民黨在 1949 年前和共產黨鬥爭、競爭的歷史過

程決定了 1949 年來台後的國民黨體質，以及這個體質所規定的臺灣戰後歷史走向，

因此，瞭解 1949 年前後的國民黨有助於進入對臺灣戰後史的認識。 

重新認識這一段歷史意味著要把國共鬥爭放到中國革命的進程當中來考察。參

加中國社科院的當代中國史讀書會，通對「革命根據地」、「合作化運動」、「土改」

等具體歷史進入中國革命及國共爭奪人民的領域，使我得以管窺今日兩岸關係的歷

史基底，這也激起了我想摸索臺灣戰後史的念頭。在冷戰意識形態隔絕的戰後兩岸

史當中，雙方相互認識的錯位不斷製造兩岸關係推進的障礙，如何把各自已經被冷

戰形塑的認識感覺相對化、從而擱置，並交叉進入對方的歷史脈絡中摸索，或許是

需要被建立的知識方法，重新抓回認識國民黨對臺灣戰後各種設計及其影響和後果

的討論，則可能是打破冷戰所型構的知識的一種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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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向左走？向右走？部落社會企業與團結經濟的對話 論壇（二）從

部落廚房談起   

近年在社工進入部落的服務經驗中，皆不約而同的以部落產業和部落照顧為工

作主軸，而行動方向也以推動部落共同照顧的部落廚房在不同部落皆有推動和累積。

本論壇從這個原住民社會工作的實踐經驗出發，檢視政府原住民社工制度、多元就

業方案和近年如火如荼的社會企業政策方向，試圖探討和勾勒土地、國家、產業和

照顧之間的交互關係，和前線工作者的經驗與反思。 

 

主持人：黃盈豪（深耕德瑪汶協會秘書長、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

教授） 

一、部落照顧到生活回歸：產業經濟的實踐路徑 

發表人：蘇文仙（部落廚房產業經理） 

二、深耕，工作者的成年禮 

發表人：穆佩玉（部落廚房社工組長） 

三、用土地填充社工的生命經驗 

發表人：林建治（深耕德瑪汶協會執行秘書） 

四、台灣青年創業對於社會企業推廣下的價值誤解與簡單化 

發表人：趙浩宏（舉匠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學經歷：國立台北大學統計系、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 

現職： 

舉匠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隆恩埔婦女培力工坊 行銷企劃 

隆恩埔國高中生課輔班 負責人 

《職人》技職教育翻轉季刊 總編輯 

《SHOCK三峽客地方媒體》總編輯 

 

摘要： 

  面對近幾年國內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與社會創業 （Social 

Entrepreneurship）的相關討論快速增加，許多政府部會、媒體與民間團體開始大

量使用「社會企業」這個專有名詞來推廣計畫或是增加社會關注，然而坊間雖然有

著許多國外的案例分享和各種座談會，但許多希望以社會企業找到創業出路的青年

卻並不真實了解社會企業的內涵以及他國在已發展三十多年後的制度反思，甚至在

許多部門與研討會中都會有許多講者誤將社會企業簡化說明，將他當成一個小額創

業的適當管道，卻不清楚社會企業所需要的財務規模要求與社會服務的基礎。更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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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當前以高度發展社會企業模式的國家所檢討的使命偏移（mission drift）的風險

控制。 

  使命偏移的風險並非只有在社會企業，但是因為為了維持收入而增加的商業行

為容易優先於能夠實現原先社會目的社會活動，使得社會企業在使命偏移的狀況上

特別嚴重。另外，使命偏移的結果對社會企業來說是特別嚴峻的，因為不同於一般

的企業，商業模式對於社會服務的排擠效果將威脅到他們存在的理由。如果社會企

業為了複雜的商業活動和實現對於股東的承諾而忽略自身的社會使命，將無法或是

減弱其實現社會價值的工作，喪失幫助弱勢的目標與初衷。 

  然而，這些過去經驗的警惕在台灣短期內形成榮景的青年創業圈中卻是乏人問

津。過度簡單化的論述與過於正向的社企推廣，吸引了許多還同時無法具有商業模

式和社會服務基礎的團隊以此為號，而本篇文章就是希望藉由幾個自稱為社會企業

的青年團體進行探索，陳述臺灣社會目前「社會企業」推廣下的價值誤解與簡單化。 

 

五、社工從事社會企業的倫理價值衝突及反思 

發表人：黃盈豪（深耕德瑪汶協會秘書長、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

教授） 

學經歷：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 

現職：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秘書長、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在新自由主義的背景和政府政策推動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與社會創

業 （Social Entrepreneurship）的潮流下，社工界也開啟一股社會企業的風潮。

在這樣的潮流中，原本強調社會創新和營利模式的效益被過分美化，反而為什麼要

從事社企或可能的價值衝突被淡化和隱而不談，本文即想要從社企的源流，和實際

的經驗，探討社工從事社企的倫理衝突和反思。 

本文從歐陸社企的發展談起，借鏡其在合作經濟和團結經濟的概念和經驗，訪

談有實際從事社會企業經驗的社工人員，勾勒出台灣社工在發展社企面臨的困難和

可能的倫理議題。國外的社企經驗不是鐵板一塊，強調社會參與、商業模式、合作

社運動或社區發展等等不同的社會企業推動，都需要考量各國不同的政治經濟背景

而習成政策推動，台灣政府一窩蜂的社企推動，究竟是福還是禍？或祇是另一次的

外國經驗殖民和消費罷了？最後本文的提問是，用社會企業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產物，

來解決新自由主義所製造的社會問題是可行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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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會「閉幕論壇」 

主題：迎接新時代：部落重建工作經驗分享 

   主持人：朱偉誠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主講人：謝英俊  第三建築工作室建築師 

 

提綱： 

十六年來，參與了台灣 921震災、八八水災原住民部落重建、四川地震羌族和

藏族村寨重建、四川涼山州及雲南無量山彞族村寨新農村建設、以及西藏內蒙牧民

定居房建設。居民房、尤其是整個村社的興建，碰觸到部落村寨生產與生活的核心，

這經驗讓我深刻感受到現代文明與部落文明間的落差，也警覺到我們似乎淡忘了信

史文明之前，延續萬年人類文明的母體。那是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它是代表落後、

永遠只能在人類學文獻裏的文本嗎？ 

以傳統原住民多聲部的歌謠為例，它不需要指揮棒，全憑群體默契，結構、旋

律簡單，每個人都能唱，而且都能找到自己的共鳴點，也可以耍花腔，最後形成天

籟和聲。這就是所謂「互為主體」──淡化自我意識，與他者共存的狀態。這深刻

地影響到我們團隊的觀念與工作方法──專業者只做有限而必要的事，建立開放的

建築體系、簡化工法，讓居民可以參與，讓他們的勞動力與創造力可以發揮，讓居

民的「主體意識得以強化」，這顛覆了現代化強調專業分工的作為，澆熄了以自我為

中心所誘發出來輝煌現代文明的火種。 

「居民主體意識的強化」看來簡單的一句話，卻可以讓美國綠黨只能掛在牆頭

發霉的十個價值觀：「生態智慧、草根民主、社會正義、非暴力、去中心化、社區自

主經濟、尊重女性、多樣化、國際責任、可持續」，在眼前實現。 

再回頭來看我們面臨的生態、政治、社會、經濟危機，這十個價值觀似乎被無

意識地隱藏在佔領運動、318學運…等社會運動中。諷刺的是，這些看似無解的絕症，

藥方可能來自於「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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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交通資訊 
地址: 11605 台北市指南路二段 64 號 綜合院館 5樓  
備註：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晚會於「行政大樓 1樓」舉行 

 

捷運： 

 搭乘捷運新店線（綠線）至景美站，轉搭 棕 3 、棕 6 至「政大站」下車 

 搭乘捷運文湖線（棕線）至動物園，轉搭 236、237、611、282、295、棕 3 、
棕 6、棕 18、綠 1、指南客運 1503 至「政大站」下車。（公車路線圖連結至台
北市公車動態系統） 

公車： 

 欣欣客運 236、237、611、295、指南客運 1501、1503、282、530、小型公車 10 

 捷運接駁公車 棕 3 、棕 5、棕 6、棕 11、棕 15、棕 18、綠 1，至「政大站」下

車 

 搭乘捷運新店線（綠線）至景美站，轉搭 棕 3 、棕 6 至「政大站」下車 

 搭乘捷運文湖線（棕線）至動物園，轉搭 236、237、611、282、295、棕 3 、

棕 6、棕 18、綠 1、指南客運 1503 至「政大站」下車。（公車路線圖連結至台

北市公車動態系統）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1&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11&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5&period=2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17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16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295.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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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1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
http://www.e-bus.taipei.gov.tw/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11&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5&period=2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17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295.gif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16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164&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164&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1&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1021&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3&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4&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730&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1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1&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2&perio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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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16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Period23/295.gif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1&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7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5730&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tmp.ebus.web/Home/ShowRouteInfo?rid=10142&period=1
http://www.e-bus.taipei.gov.tw/
http://www.e-bus.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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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 

 從國道三號高速公路（木柵交流道 - 國 3甲台北聯絡道 - 萬芳交流道） 

萬芳交流道下北二高-> 右轉木柵路四段-> 左轉秀明路經萬壽橋直行至萬壽路右轉 

 從台北市東區（經信義快速道路南向） 

信義快速道路（南向）接萬芳交流道下北二高-> 右轉木柵路四段-> 左轉秀明路經萬壽橋

直行至萬壽路右轉 

 從辛亥路（辛亥隧道） 

過辛亥隧道-> 直行至興隆路左轉-> 左轉木柵路二段接秀明路過萬壽橋直行至萬壽路右轉 

 從和平東路（軍功路莊敬隧道） 

過莊敬隧道，走軍功路-> 右轉木柵路四段-> 左轉秀明路經萬壽橋直行至萬壽路右轉 

 從羅斯福路（公館） 

羅斯福路四段向南走-> 左轉興隆路-> 左轉木柵路二段接秀明路過萬壽橋直行至萬壽路右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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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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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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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