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大會議程 

10/14（六）  

 09：00-10:15   開幕暨會議（台文講堂）   

主持人：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演講主題： 「我不是人，更不是個東西」 

主講人：周平（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理事） 

 場次 A 場次 B 場次 C 場次 D 場次 E 場次 F 

第一場 

10/14

（六） 

10:30-

12:30 

A1 台文講堂 

「台灣農業的

批判與實踐」

論壇 

B1 R.154 

「反污染運動

的「南方」實

踐：反污染的

在地行動與台

越對照」 

C1 R.135 

繁華角落的秘密

基地─課後照顧

的多元想像與實

踐 

D1 R.104 

「立足之地：東

部學校、部落與

農村裡的希望教

育學」圓桌論壇 

E1 R.155 

兒少通報系統

如 何 生 產 出

「罪犯」？ 

F1 R.134 

資本社會下養成

的我們如何改造

資本社會---衛促

會經驗與提問 

12:30-

13:30 

午餐／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 R.155 

第二場 

10/14

（六） 

13:30-

15:30 

A2 B2 R.154 

南方綠色青年

力論壇 

C2 R.135 

明明長年裸奔，

何來處處不合

身：透視社工勞

權篳路藍縷的組

織軌跡 

D2 R.104 

當教師法與勞動

法相遇：該平行

還是交會？  

E2 R.155 

圓桌論壇：社

會實踐、對話

探究與手工知

識的生產 

F2 R.134 

醫療市場化下的

另類實踐 I—公

衛護士的艱難處

境、社區疏離與

翻轉？  

第三場 

10/14

（六） 

16:00-

18:00 

A3 B3 R.154 

跨國文化行動

主義 

C3 R.135 

不能說出口的秘

密：社工師生的

真心話大冒險 

D3 R.104 

追著「邊界」發

動抗爭：反思台

灣高教國際化與

商品化現象 

E3 R.155 

原住民公民教

育的模組與實

踐 

F3  R.134 

醫療市場化下的

另類實踐 II—在

宅醫療、工會與

家庭醫師 

18:00~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晚會 R.154 

 10/15（日）  

第四場 

10/15

（日） 

10:00-

12:00 

A4 台文講堂 

批判與實踐碩士

論獎論文發表 I 

B4  R.136  

媒介社會與感

官研究 

 

C4 R.135 

社會工作新生代

的異鄉人：從故

鄉到異地的探索

與轉化 

D4  R.104 

怪胎親密結社 

E4   R.155 

同志權益不只

是婚姻平權 

F4  R.154 

學術評鑑與學術

倫理：年輕學者

的未來 

第五場 

10/15

（日） 

13:00-

15:00 

A5 台文講堂 

批判與實踐碩士

論獎論文發表 II 

B5   R.136 

新書座談《台

灣社會福利運

動與政策效

應：2000-

2016》白袍、

派遣勞工、孔

子打工仔與工

時的抗爭紀實 

C5 R.135 

國家弱勢治理下

的原住民民間組

織工作困境與行

動者的主體生成 

D5 R.104 

被諸眾遺棄的身

體——從陸生納

保議題看境外生

權益運動的集結 

E5 

 

 

 

10/15

（日） 

15:30-

17:00 

2017「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頒獎典禮（台文講堂） 

2017 年會「閉幕論壇」 

主持人：鍾秀梅（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監事） 

 主講人／演講主題： 

陳致曉（反南鐵東移全線自救聯合會會長）「戒嚴體制下的土地運動—以南鐵東移案為例」 

馬躍·比吼（紀錄片導演）「當轉型正義遇到原住民」 



第一天 10 月 14  （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成功大學台文講堂） 

09：00－10：15 開幕暨會議主題演講（成功大學台文講堂）  

致開幕詞 

主持人：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主講人／演講主題：  

周平（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理事） 

「我不是人，更不是個東西」 

10：15-10：30 休息 

10：30-12：30 場次一 

A1「台灣農業的批判與實踐」

論壇 

發起人：土拉客實驗農家園 

主持人：鍾秀梅（成大台文系

X 美濃愛鄉基金會董事長） 

＊台文講堂 

與談人： 

陳建泰（數位農民組合） 

劉志偉（鬼王） 

謝昇佑（好食機農食整合） 

蔡晏霖（交大人社系 X 土拉客實驗農家園） 

B1 「反污染運動的「南方」實

踐：反污染的在地行動與台越

對照」 

＊台文系 R.154 教室 

1.王麗萍（「氣！反空污」聯盟發起人／虎尾厝沙龍主人）、蔣耀賢

（「氣！反空污」聯盟發言人／新台灣壁畫隊策展人）、廖榮祥（雲林

縣台西鄉活力海岸工作協會、當地漁民代表） 

「『氣！反空污』策展做為運動的方法」 

2. 施月英（社團法人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 

「反彰化台化污染的現況與組織經驗」 

3. 阮文雄（神父、財團法人天主教會新竹教區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主持

人） 

「抗議台塑越南鋼鐵廠在越南的污染與越台的運動組織」 

C1 繁華角落的秘密基地─課後

照顧的多元想像與實踐 

＊台文系 R. 135 教室 

1. 廖貽得（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社工員，前課照據點社工員） 

「在社工與教育論述之外：課後照顧的另類想像與實踐」 

2. 李柏祥（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社工員）、顏采宜（社團法人台

灣社區實踐協會社工員） 

「『陪』如何可能-另類課後照顧的尋思故事」 

3. 陳柏蓁（曾為課後照顧方案社工員） 

「拋磚引玉—課照現場的拋、引、做、擋、搶」 

D1「立足之地：東部學校、部

落與農村裡的希望教育學」圓

桌論壇 

召集人：丘延亮（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主持人：廉 兮（東華大學教育

1. 張素連（花蓮縣西富國民小學護理師） 

「掉棒的危機：文化斷層下的教育斷裂」 

2.季紅瑋（花蓮縣花蓮女中教師） 

「與巫同行」 

3.林曉妮（花蓮縣豐濱國中教師） 

「拉扯前行，順勢而為：走一條與人相遇的教育之路」  



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台文系 R.104 教室 

4.徐玉琴（花蓮縣水源部落文化工作者） 

「回部落的單親媽媽：重構太魯閣族部落家庭互助文化」 

5.王福裕（大王菜鋪子、農法學堂與生活學堂創辦人） 

「種百工的田：重回自給自足的時代」 

E1 

兒少通報系統如何生產出「罪

犯」？ 

發起人：許雅斐（南華大學國

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台文系 R. 155 教室 

與談人： 

許雅斐（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唐睿檥（南華大學教育社會研究所研究生） 

全晏婷（案件當事人） 

郭家瑋（案件當事人） 

F1 資本社會下養成的我們如何

改造資本社會---衛促會經驗與

提問 

主持人：劉秀枝（台灣公共衛

生促進協會副理事長） 

評論人： 

陳柏謙 （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

會研究員） 

洪申翰 （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

秘書長） 

＊台文系 R.134 教室 

1. 陳奕曄（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

研究所碩士） 

「衛促會發展及反資本社會文化的建立」 

2. 高瑋蘋（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

士）、吳如媚（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台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

研究所碩士）、詹筱勻（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東海大學社會學

所碩士） 

「反資本社會文化拓展挑戰之一：新進運動者的帶領」 

3. 陳慈立（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

士）、陳弘煦（成功大學物理所） 

「反資本社會文化拓展挑戰之二：團結有可能嗎？反思社運團體內部民

主」 

12：30-13：30 午餐／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台文系 R.155 教室） 

13：30-15：30 場次二 

B2 南方綠色青年力論壇 

組織者：林吉洋（鍾理和文教

金會 研究員）、李亞橋（成功

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與談人：李宇軒 （文藻外語大

學國際事務系助理教授） 

＊台文系 R.154 教室 

1. 李至堉（守護茄萣青年聯盟發起人） 

「 地方發展誰決定？以茄萣濕地 1-4 道路開發案為例」 

2. 張文如（金煙囪文化協進會理事） 

「 大鼻困境與未境之路—期待草根民主的實現」 

3. 黃佳平（高雄後勁中油遷廠促進會執行長） 

「後勁反五輕運動的未竟之路」 

4. 李亞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班三年級）、曾維堂（高雄果菜市

場自救會助理） 

「二十一世紀台灣都市發展中的迫遷與反思：從高雄市果菜市場土地不

義徵收住戶自救會的抗爭談起」 

5. 黃瑋隆（地球公民基金會山林與國土組專員） 

「回顧近兩年南方環境抗爭經驗的共通性」 

6. 王繼維（尊懷文教基金會秘書） 

「旗時很冏-三個陷旗山於不義的開發」 



7. 林吉洋（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研究員） 

「水戰爭到水民主：從農民抗爭深水井看南方綠色運動的迢迢路」 

C2 明明長年裸奔，何來處處不

合身：透視社工勞權篳路藍縷

的組織軌跡 

主持人：廖貽得 （高雄社會工

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 

＊台文系 R. 135 教室 

與談代表： 

桃園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高雄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花蓮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NPOst 公益交流站 

D2 當教師法與勞動法相遇：該

平行還是交會？ 

發起人：陳竹上（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台文系 R. 104 教室 

與談人：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李明璁（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討論題綱  

 兼任教師權益 

 大學教師限期升等條款的現況與檢視 

 其他大學教師工作權益之探討（如服務期限、預告期間、離職證明等） 

 玉山計劃引發的大學教師待遇探討 

E2 圓桌論壇：社會實踐、對話

探究與手工知識的生產 

召集人：丘延亮（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台文系 R.155 教室 

1. 張佑維（新莊社區大學工作人員、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班） 

「從『邊 X 邊學』看新莊社大行動研究課程」 

2. 趙喬（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助理教授、石磐公關顧問有限公司總

經理、輔仁大學心理系博士班社會實踐與對話探究組） 

「從『勞動合作社』和『動手做』融入『勞動社會學』實作探索『共享

經濟』落實在大學校園的可能性」 

3. 城士淳（心理學系博士班旁聽生、荒野保護協會生態心理志工組長） 

「環境教育的另類實踐 --- 以生態心理學志工培訓為例」 

4. 周宜（輔仁大學博士研究生） 

「探索『都市橡皮人』的心靈出路---以上海死亡體驗館實踐為例」  

F2 醫療市場化下的另類實踐

I—公衛護士的艱難處境、社區

疏離與翻轉？ 

主持人：劉秀枝 （台灣公共衛

生促進協會副理事長） 

＊台文系 R.134 教室 

1. 陳美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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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特聘教授退休） 

「台灣衛生所興衰的政治經濟學」 

2. 蔡志斌（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約聘人員、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

士） 

「群體醫療執業中心對衛生所醫療化之影響：一個歷史發展的考察」 

3. 劉筱茜（臺中市豐原區衛生所公衛護士、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

事） 

「衛生所的日常工作及制度翻轉的可能」 

15：30-16：00 休息 

16：00-18：00 場次三 

B3 跨國文化行動主義 

發起人：戴瑜慧（國立交通大

1. 李哲宇（清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 

「『眾志：民眾文藝的跨境連帶』計劃報告」 



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台文系 R.154 教室 

2. 張馨云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專案經理，「進擊之聲:台菲公民社會音

樂暨藝術交流計畫」策展人） 

「進擊之聲:台菲公民社會音樂暨藝術交流計畫」 

3. 謝碩元（愁城成員、無妄合作社貝斯手）、楊子瑄（半路咖啡店長、

台灣海筆子成員） 

「『No Limit 東亞跨國串聯社群』參與經驗分享」 

C3 不能說出口的秘密：社工師

生的真心話大冒險 

主持人：沈曜逸（台灣社區實

踐協會社工員） 

＊台文系 R. 135 教室 

引言人： 

郭志南（朝陽科大社工系學士、政大社工所博士生） 

「為什麼現在的社會工作教育需要這場論壇？------累計第四場在台社的

社工教育論壇」 

分享人： 

楊雅伶（台大社會工作學系大四）  

張宜蕙（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畢業生） 

莊文芳（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潘佩君（自由的社工督導）  

D3 追著「邊界」發動抗爭：反

思台灣高教國際化與商品化現

象 

＊台文系 R. 104 教室 

1. 黃康偉（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世新大學學生勞動權益行動小組

成員、境外生權益小組成員） 

「從榨取人心到榨取金錢：台灣的高教國際化及商品化政策梳理」 

2. 謝毅弘（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肄業，私立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二年級在讀） 

「境外生學雜費脫鉤政策的過去與未來——尋找不分本外共同反抗高教

商品化的契機」 

3. 岑建興（台聯大（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無限輪迴的學生與勞工——僑外生勞動政策法條與處境分析初探」 

E3 原住民公民教育的模組與實

踐 

＊台文系 R.155 教室 

1. 盧建銘（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原住民學士專班兼任講師） 

「原住民公民教育模組的原理與型構」 

2. 王冠晴（中原大學設計學院景觀系碩士生） 

「中原原專班共食共學的生產生活實踐」 

3. 謝竹天（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 

「從自然生態的疏伐到生計產業重生—以浙江子陵村木工藝坊和酒藝坊的規劃

設計為例，來自一位大陸學生對原住民生態知識的學習思考與應用」 

F3 醫療市場化下的另類實踐

II—在宅醫療、工會與家庭醫

師 

主持人：陳怡君（長榮大學醫

務管理系講師） 

評論人： 

黃志中 （高雄市衛生局局長） 

1. 詹筱勻（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從醫院到厝邊好醫師？淺談市場化下的基層醫療照顧網絡」 

2. 余尚儒（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台灣在宅醫療學會理事長）、

張凱評（台灣在宅醫療學會秘書長／台大家醫科總住院醫師） 

「在宅醫療作為市場化健康照護體系改革的另一種可能想像」 

3. 白惠文（嘉基體系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關係企業工會理事／戴德森醫

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內科部老年醫學科暨居家醫療整合中心主治



鄭惠珠 （義守大學醫管系副教

授） 

＊台文系 R.134 教室 

醫師） 

「翻轉醫療市場化的另類實踐：工會勞權爭取與在宅醫療的結合」 

18：00-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晚會（台文系 R.155 教室） 

第二天 10 月 15（日） 

9：30-10：00 報到（成功大學台文講堂） 

10：00-12：00 場次四 

A4 批判與實踐碩士論獎論文

發表 I 

主持人：陳美霞（社團法人台

灣社會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台文講堂 

1. 劉冠儀（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 

「『誰不希望好？』：第二代都市原住民男性的勞動生命流轉」 

回應人：陳美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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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2. 葉惠貞（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研究所碩士）  

「爲自己出征～一位軍職母親的自我探尋」 

 回應人：許雅斐（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3. 黃亦宏（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友善的邪惡─台灣女性主義的忌性論述」 

 回應人：許雅斐（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B4 媒介社會與感官研究 

＊台文系 R.136 教室 

1. 蕭旭智（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創系助理教授） 

「官能調適與震撼經驗：分心渙散的當代問題」 

2. 李曉茹（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生） 

「著色畫、色票與色彩經濟：消費社會中的無光之彩」 

3. 王振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理論與評論組碩

士生） 

「觀光客凝視下的日本藝術祭：以 2016 年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為例」 

C4 社會工作新生代的異鄉

人：從故鄉到異地的探索與轉

化 

＊台文系 R. 135 教室 

1.李宜勳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士、University of Regina Master of Social 

Work） 

「原住民社會工作文化能力的迷思」 

2.陳怡禎（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士、University of Regina Master of Social Work） 

「照顧產業的革新：類老人社工的存在」 

3.林益澧（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碩士、University of Regina Master of Social Work） 

「大雁過冬－論氣候因素與遊民之路」 

4.郭柏斈（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士、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Master of Social Work）  

「社區工作的根本－人與環境的連結與互動」 

D4 怪胎親密結社 

＊台文系 R.104 教室 

1. 王修梧（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職趴——一種男同志的共同生活」 

2. 賴麗芳（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所）碩士） 

http://iab2.nhu.edu.tw/people/bio.php?PID=34
http://iab2.nhu.edu.tw/people/bio.php?PID=34


「溢出性平──台灣校園的兒少結社與酷兒空間」 

3. 陳逸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 

「再探『家』與『群』之可能——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

源》為理論」 

E4 同志權益不只是婚姻平權

發起人：呂欣潔（婚姻平權大

平台總召集人） 

＊台文系 R.155 教室 

與談人： 

鄭智偉（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社工主任） 

彭治鏐（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副秘書長） 

曾嬿融（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工作人員） 

F4 學術評鑑與學術倫理：年

輕學者的未來 

發起人：黃光國（國家講座教

授） 

＊台文系 R.154 教室 

1. 周琬琳（博士後研究員） 

「青年學者的困境：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2. 陳復（宜蘭大學副教授） 

「學術倫理的虛與實：請讓臺灣構築真實的學術典範」 

3. 吳瑞屯（臺灣大學教授）， 

「掛名不實衍生的倫理問題：心理學界的例子」 

4.黃光國（國家講座教授） 

「學術研究的自律與他律：評鑑制度的設計」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場次五 

A5 批判與實踐碩士論獎論

文發表 II 

主持人：何東洪（社團法人台

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 

＊台文講堂 

1. 葉怡廷（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碩士） 

「『每個人的身體都不一樣』：居家服務中的身體工作」 

回應人：日宏煜（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助理教授）  

2. 李月蘭（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  

「迴盪在換幕到真實的裂縫中－一條通往『民眾性』劇場實踐道路的反身

敘事」 

回應人：戴瑜慧（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3. 陳稚璽（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台澳政治經濟結構下的打工度假的性別、身體與國族」 

回應人：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B5 新書座談《台灣社會福利

運動與政策效應：2000-2016》 

白袍、派遣勞工、孔子打工仔

與工時的抗爭紀實  

主持人：王舒芸（中正大學社

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台文系 R.136 教室 

1. 劉侑學（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候選人） 

「工時改革法案之政治分析：勞工運動者的策略」 

2.    陳柏謙（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 

「到典型雇用之路：一個以派遣勞工為主體的產業工會終結派遣歷程」 

3. 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從邊緣到中心：大學兼任教師的勞權抗爭」 

4. 陳宥任（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候補監事） 

「無產階級化的醫療專業──臺灣醫師爭取勞動權益的歷史」 

C5 國家弱勢治理下的原住民

民間組織工作困境與行動者的

1. 瑪達拉・達努巴克（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理事） 

「在一起要做什麼？原住民民間組織公共參與經驗之初探」 

http://medhuman.tmu.edu.tw/people/bio.php?PID=68


主體生成 

＊台文系 R. 135 教室 

2. 溫芳怡（中正國宅青年） 

「夥伴的框架下勞動工作者：一個不斷自我提問的歷程」 

3. 王紫菡（高雄醫學大學兼任講師） 

「多元就業方案與原住民部落集體利益的協商與矛盾」 

4. 楊嘉宏（國中教師） 

「當我們認真編織時—如何跨越差異且不會糾結成團？」 

5. 傅銘偉（NGO 工作者） 

「當共想/享遇上了權力：符號的消費、消費的符號」 

D5 被諸眾遺棄的身體——從

陸生納保議題看境外生權益運

動的集結 

＊台文系 R.104 教室 

1. 黃康偉（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世新大學學生勞動權益行動小組成

員、境外生權益小組成員） 

「從僑保到全民健保——港澳僑外生納入全民健保的法條與經驗歷史」 

2. 蔡博藝（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研

究生在讀） 

「他者與台灣社會對話的可能性——在台境外生權益議題是如何串聯的」 

3. 張郁（境外生權益小組成員，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學生） 

「『純淨的身體容不下寄生蟲』——從社會身體形象的角度探討健保排斥

境外生的文化原因」 

15：00-15：30 休息 

15：30-15：40 

2017「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

文獎頒獎典禮（成功大學台文

講堂） 

主持人：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

社會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碩士論文得獎人： 

優等獎： 

葉怡廷（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碩士） 

劉冠儀（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 

佳作獎： 

葉惠貞（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研究所碩士） 

李月蘭（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 

陳稚璽（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黃亦宏（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 

15：40-17：00 

閉幕論壇（成功大學台文講

堂） 

主持人：鍾秀梅（社團法人台灣

社會研究學會監事） 

主講人／演講主題：  

1.陳致曉（反南鐵東移全線自救聯合會會長） 

「戒嚴體制下的土地運動—以南鐵東移案為例」 

2.馬躍·比吼（紀錄片導演） 

「當轉型正義遇到原住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