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大會議程
10/15(六)
09：00-10:15 開幕暨會議（輔仁大學聖言樓百鍊廳）
主持人：何東洪（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
主講人／演講主題：
熊建劬（上海創領醫療器械公司工程顧問）／「『全盤西化對超越前進：中西文化論戰』的再檢視」
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斷裂與延續：20 世紀與 21 世紀社會抗爭形式與內涵的異同」
李杰穎（原鄉 63-原住民文化餐廳店長）／「請問，現在談的是學運嗎？對 1990～2015 台灣學運史論述與議題的反省」
場次 A
場次 B
場次 C
場次 D
場次 E
A1
B1
C1
D1
E1
第一場
攜手共鬥台灣社會 醫療市場化對家庭 新自由主義背景下
10/15(六)
工作專業的勞動現 醫師制度之影響
的「另類」「青
10:30-12:30
場－天下第一社工
靠北武道大會

【聖言樓 235 教室】

【聖言樓 236 教室】

年」實踐主體的塑
造：來自中國大陸
的個案探究

【聖言樓 234 教室】

12:30-13:30
第二場
10/15(六)
13:30-15:30

午餐／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聖言樓 851 教室）
A2
「左翼」不「進
步」：殖民與現代
「苦難」

B2
抵抗的未來：現代
性管理下的批判社
工

C2
台灣新政權上臺之
後的變與不變：社
會福利、公共衛生
與醫療面

【聖言樓 237 教室】

【聖言樓 236 教室】

A3
新自由主義與性／
別

B3
社工即政治：社會
工作助人的培力與
壓迫

C3
「登革熱疫情下的
公衛體系與基層社
會：反思與翻轉」

【聖言樓 236 教室】

【聖言樓 235 教室】

D2
噬魂的高教：馬來
西亞僑外生在台的
顛沛處境

E2

【聖言樓 234 教室】

【聖言樓 235 教室】

第三場
10/15(六)
16:00-18:00

【聖言樓 237 教室】

D3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
論壇：社工專業與
原住民部落工作的
反思與對話

E3

【聖言樓 234 教室】

18:00~

第四場
10/16(日)
10:00-12:00

第五場
10/16(日)
13:00-15:00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晚宴（聖言樓一樓大廳）

A4
批判與實踐博碩士
獎碩士論文發表

B4
台灣精神醫療／復
健的批判性地景

【濟時樓 9 樓第一會
議室】

【濟時樓 9 樓第二會
議室】

A5
B5
批判與實踐博碩士 重構庶民主體的歷
獎博士論文發表
史：抵殖民部落教
【濟時樓 9 樓第一會 習行動的世代對話
議室】

10/16(日)
15:30-17:00

【濟時樓 9 樓第二會
議室】

C4
展望真實烏托邦 I：
社會福利的矛盾與出
路

D4
書寫社會主義經
驗：歷史轉折與敘
事重建

E4
振動中的東亞公民
社會：行動與理念
的變遷

【濟時樓 9 樓第三會議
室】

【濟時樓 9 樓第四會
議室】

【濟時樓 9 樓第五會
議室】

C5
展望真實烏托邦 II：
歷史變遷與另類社會
實踐

D5
語言政治、本土、
「中國」想像：港
台文化政治與社會
【濟時樓 9 樓第三會議 運動的相互參照
室】

E5

【濟時樓 9 樓第四會
議室】

2016「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頒獎典禮 （輔仁大學濟時樓 9 樓會議中心）
2016 年會「閉幕論壇」
主持人：王增勇（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
主講人／演講主題：
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非政黨政治過程和社會雙向運動--回顧與展望」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社會運動與政治」
洪申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拉倒國民黨之後－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之行動者觀點與
回溯」

第一天 10 月 15 (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聖言樓一樓大廳）

09：00－10：15

開幕暨會議主題演講（輔仁大學聖言樓百鍊廳）
致開幕詞
主持人：何東洪（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
主講人／演講主題：
1.熊建劬（上海創領醫療器械公司工程顧問）
「『全盤西化對超越前進：中西文化論戰』的再檢視」
2.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斷裂與延續：20 世紀與 21 世紀社會抗爭形式與內涵的異同」
3.李杰穎（原鄉 63-原住民文化餐廳店長）
「請問，現在談的是學運嗎？對 1990～2015 台灣學運史論述與議題
的反省」

10：15-10：30

休息

10：30-12：30

場次一

B1 攜手共鬥台灣社會工作專業
的勞動現場－天下第一社工靠北
武道大會
論壇發起人：
郭志南（高雄市政府約聘社工）
＊聖言樓 236 教室

與談人：
1.陶蕃瀛（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授、社團法人福
氣社區關懷協會理事長）
2.陳保穎（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社工）
3.陳新皓（桃園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
4.喬可君（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生）

C1 醫療市場化對家庭醫師制度
之影響
主持人：許玫玲（臺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鄭惠珠（義守大學醫務管理學系
副教授）
曾家琳（台灣醫療勞動正義與病
人安全促進聯盟理事、臺大醫院
整合醫學科主治醫師）
＊聖言樓 235 教室

1. 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國立成功大
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退休）
「研究醫療市場化應有的歷史、全球、與政治經濟的視野」
2. 陳怡君（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講師）
「英國家庭醫師制度發展及醫療市場化之影響」
3. 陳奕曄（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詹筱勻（社
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台灣家庭醫師制度發展及醫療市場化之影響」
4. 唐菁華（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代理理事長、汝安醫管
顧問公司執行長、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講師）
「論人計酬對台灣家庭醫師制度之影響，一個實務工作者的觀察」

D1 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另
類」「青年」實踐主體的塑造：
來自中國大陸的個案探究
主持人： 陳良哲 （國立交通大
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1. 陳焯宏（從事民間公益人能力建設工作，兼任中國社會福利基金
會益人義助聯合勸募基金審批委員會委員）
「背負十字架前行：一名八零後中國大陸社會行動者對於自我身份
認同和尋求出路的中觀思考 ——對 2013-2015 年的歷程的回觀」
2. 韓紅梅（流動婦女社群綜合發展工作中心工作者）

＊聖言樓 234 教室

「縱有來時路，難辨今日途」
3. 孫國嫄（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生）
「在不明不暗的虛妄中尋找青春：當代中國“80 後”非政府組織工作
者的價值觀和行為轉變研究」

12：30-13：30

午餐／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聖言樓 851 教室）

13：30-15：30

場次二

A2「左翼」不「進步」：殖民與 1. 游靜（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及研究生導
現代「苦難」
師）
＊聖言樓 237 教室
「『顫抖的港督』-- 殖民歷史中的『進步』性治理」
2. 宋玉雯（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狐狸的叫聲——左派『進步』政治中的路翎創作」
3. 林建廷（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佛祖不保佑： 科學與人文主義的『進步』想像」
4. 黃道明（國立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系副教授）
「『我們是自己的魔鬼』：田啟元的左翼實踐與倫理觀」
B2 抵抗的未來：現代性管理下
的批判社工
主持人：
王行（東吳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聖言樓 236 教室

1. 陶蕃瀛（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授）
「從『漂流』到『廟口』：一個教育者對社工實踐的深度關切」
2. 李憶微（東吳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行動者的歸來：參與東吳社工教育現場變革方案之始與終」
3. 萬心蕊（東吳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另翼精神復元：基進心理衛生社工的批判性實踐」
4. 鍾道詮（東吳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理解與再現：翻轉被社會污名的同志轟趴之論述行動」

C2 台灣新政權上臺之後的變與
不變：社會福利、公共衛生與醫
療面
主持人：官大偉（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楊志良（亞洲大學健康管理學系
名譽教授、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
生促進協會顧問）

1. 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國立成功大
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退休）
「從宏觀視野看福利、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的變與不變」
2. 唐菁華（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代理理事長、汝安醫管
顧問公司執行長、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講師）
「家庭醫師責任制的變與不變」
3. 劉惠敏（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綠色公民行
動聯盟理事、特約記者）
「台灣長照策略的變與不變」

盧其宏（2016 工鬥連線成員）
＊聖言樓 235 教室

4. 李清潭（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專任教授）
「台灣長照產業的演變：一項政策與法律商品化的觀察」

D2 噬魂的高教：馬來西亞僑外
生在台的顛沛處境
＊聖言樓 234 教室

1. 陳曉妮（國立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學程學生）
「馬來西亞籍僑外生在台勞動之政策與影響」
2. 李政豪（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大學部學生）
「大馬僑外生的統獨意識形態」

3. 黃康偉（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學生）
「輾轉難眠的流惘者與在台組織『萊佛士花讀書大會』的建立」
15：30-16：00

休息

16：00-18：00

場次三

A3 新自由主義與性／別
＊聖言樓 237 教室

1. 賴麗芳（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生、國立中興高中附設
進修學校教師）
「友善校園與性平治理」
2.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新)自由主義中的愛滋藥物政治」
3. 陳逸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所碩士、苦勞網記者）
「性勞動者的『築夢計畫』」

B3 社工即政治：社會工作助人
的培力與壓迫
主持人：陶蕃瀛（靜宜大學社會
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授）
＊聖言樓 236 教室

1. 徐森杰（台灣露德協會秘書長）
「我與愛滋感染者的培力工作歷程：1998 迄今」
2. 呂麗娟（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研究生）
「伊甸基金會象圈工作的社區培力」
3. 王行（東吳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儒家經典與自身實踐中培力與助人自助之道」

C3「登革熱疫情下的公衛體系與
基層社會：反思與翻轉」
主持人：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
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評論人：
薛瑞元（屏東縣衛生局 局長）
吳懷慧 （大仁科技大學寵物美容
學位學程 副教授兼系主任）
＊聖言樓 235 教室

1. 陳慈立（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疫情燒不停根本原因之一：基層公衛體系壞死」
2. 吳如媚（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疫情燒不停根本原因之二：民眾防疫主體性消失」
3. 王占璽（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博士後研究）
「尋找風險溝通的可能性：衛促會在登革熱疫情防制的論述與實
踐」

D3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論壇：社
工專業與原住民部落工作的反思
與對話
主持人：方喜恩 Besu Piyas（世
新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聖言樓 234 教室

1.陳怡君（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社工督導、新北市私立永
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社工師）
「從部落照顧看見照顧的初衷 反思社會工作的行動實踐」
2.胡璨恩（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生、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
發展協會產業組長）
「從『部落社工實習生』到『部落工作者』的轉換—角色認同與自
我對話」
3.宋聖君（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執行總書記、財團法人至
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落實共管機制之可能性初探」
4.Yabung Haning 吳雅雯（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修法聯盟部落事務專
員）

「那些說不出來的重要性－初探部落經驗與長照政策的行動對話與
反思」
18：00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晚宴（聖言樓一樓大廳）

第二天 10 月 16（日）
9：30-10：00

報到（濟時樓 9 樓）

10：00-12：00

場次四

A4 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碩
士論文發表
主持人：陳美霞（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退休）
＊濟時樓 9 樓第一會議室

1. 沈牧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所碩士）
「戰後臺灣天主教基層修會的勞工牧靈實踐： 以古尚潔與馬赫俊神
父為核心的考察」
回應人：王增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2. 陳中勳（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
「亞美混血兒，亞細亞的孤兒：追尋美軍在台灣的冷戰身影」
回應人：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3. 盧敬文（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牡丹鄉衛生所醫護人員的工作世界」
回應人：陳美霞（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退
休）
4. 楊力行（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國際關係學科的知識系譜（1870 年代至 1940 年代）」
回應人：林炫向（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專任副教授）

B4 台灣精神醫療／復健的批判

1. 孫德利（同心圓社區復健中心負責人，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協

性地景
主持人：田淑蘭（輔仁大學社會
科學院專案教師，身心障礙運動
組織者）
＊濟時樓 9 樓第二會議室

會理事，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福利學系兼任講師）
「在地支持的社群關係實踐」
2. 羅美麟（演慈康復之家負責人，台北市社會工作師）
「演慈康復之家在地生存實踐―不經意走向一個減藥與脫藥的生活
世界」
3. 王育慧（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向陽會所社區精神衛生護理
師）
「『自主調藥、與醫協商』—涵容瘋狂於家庭內，朝向社群的生活
行動實驗」

C4 展望真實烏托邦 I：社會福利
的矛盾與出路
主持人：黃崇憲（東海大學社會
學系助理教授）
＊濟時樓 9 樓第三會議室

1. 王建雄（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
士生）
「合作市場經濟的幼托福利想像：以台中市為例」
評論人：王舒芸（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2. 楊儒晟（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
評論人：林惠利（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兼任講
師）
「走向醫療的烏托邦？臺灣醫療不均的現實與出路」

3. 吳心越（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中國大陸轉型中的養老實踐」
評論人：張晉芬（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D4 書寫社會主義經驗：歷史轉
折與敘事重建
主持人：張立本（臺灣大學建築
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議人：蘇敏逸（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彭明偉（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
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郭耀中（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濟時樓 9 樓第四會議室

1. 符鵬（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社會主義經驗的重搆與新時期的價值起源——以張潔的《沉重的
翅膀》為中心」
2. 金浪（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
「遲來的“青春”與早至的“危機”——王蒙《青春萬歲》的改寫
與接受」
3. 羅成（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跨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化-生活”斷裂症候——社會史視野中的
《百鳥朝鳳》及其曆史意涵」

E4 振動中的東亞公民社會：行動 1. 廖志輝（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與理念的變遷
「借助外力的動員：澳門社會運動當中的台港因素」
＊濟時樓 9 樓第五會議室
2. 陳淑敏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生）
「2016 總統大選過後，『天然獨』媒體論述分析」
3. 楊辰昕（馬來西亞國際創進協會主席）
「淺談臺灣基督右派在臺灣社會公共領域與社會實踐的挑戰、處身
與醒覺：從第三方窺探基督宗教的個人性與公共性」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場次五

A5 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博
士論文發表
主持人：陳竹上（高雄師範大學
通識中心副教授）
＊濟時樓 9 樓第一會議室

1. 楊士範（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都市阿美族工地板模工班的勞動過程：一個日常生活史角度的考
察」
回應人：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2. 葉琇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
「『做個就業好公民』的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論述－以建制民族誌
觀點分析」
回應人：陳竹上（高雄師範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3. 夏傳位（清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台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發展型國家的變異與挑戰」
回應人：林子新（福建工程學院建築與城鄉規劃學院副教授）

B5 重構庶民主體的歷史：抵殖民 1. 廉兮（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林慧絢（國
部落教習行動的世代對話
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助理教授）
＊濟時樓 9 樓第二會議室
「抵殖民的教習空間：部落文化主體的行動研究」
2. Ipiq Matay（徐昱萱）（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碩士班二年級）

「部落地圖：情緒、自我敘事與社會行動參與」
3. 鄭曉婷（輔仁大學心理系博士、小學代理／代課教師）
「返向生活現實的教育實踐」
C5 展望真實烏托邦 II：歷史變遷
與另類社會實踐
主持人：黃崇憲（東海大學社會
學系助理教授）
＊濟時樓 9 樓第三會議室

1. 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
「台灣農村與合作市場經濟：關於三個小農社群經濟案例的歷史社
會學分析」
評論人：吳宗昇（輔仁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2. 鄭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傳統公共空間與社會主義烏托邦：關於福州溫泉澡堂與社會變遷
的社會學分析」
評論人：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D5 語言政治、本土、「中國」
想像：港台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
的相互參照
＊濟時樓 9 樓第四會議室

1. 麥樂文（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生）
「『我不說方言』：台港母語教育論述、解殖與語言政治」
2. 文己翎（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香港教學語言的鬼魅：語言作為身份政治與文化霸權爭奪的戰
場」
3. 鄭亘良（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
「『超越藍綠』的樸素政治情感與『中國』想像」

15：00-15：30

休息

15：30-15：40
2016「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
獎頒獎典禮（濟時樓 9 樓會議中
心）
主持人：
王增勇（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
學會理事長）

博士論文得獎人：
佳作獎：
楊士範（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葉琇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
夏傳位（清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碩士論文得獎人：
優等獎：沈牧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所碩士）
佳作獎：陳中勳（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
盧敬文（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楊力行（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15：40-17：00
閉幕論壇（濟時樓 9 樓會議中
心）

主講人／演講主題：
1 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非政黨政治過程和社會雙向運動--回顧與展望

主持人：
2.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王增勇（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 「社會運動與政治」
學會理事長）
3.洪申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
「拉倒國民黨之後－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之行動者觀點與回
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