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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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英俊第三建築工作室建築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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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論醫療市場化

（下）：台灣健

康檢查產業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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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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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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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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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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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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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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