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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你解殖／資了嗎？全盤解析新自由主義國家》 

 

會議日期：2018 年 10 月 13、14 日（六、日）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六家校區 客家文化學院（新竹縣竹北市六家五路一段一號） 

 

主辦單位：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協辦單位：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 

 

 

緣起： 

當後冷戰的熱戰不衰反盛，新威權體制成形，外內殖民不斷增生， 

你，解殖了嗎？ 

究竟該反哪一種帝？解哪一種殖？ 

當房價物價年年漲，勞動條件直直落， 

你，解職了嗎？ 

究竟什麼樣的工作值得未來？什麼樣的勞動定義人生？ 

當全球新保守主義奮起，資本金字塔的「頂端」與「低端」都緊抱家庭價值， 

你，解直了嗎？ 

到底什麼樣的親密連結彼此？什麼樣的親密斷開他者？ 

當金融資本漫入所有生產與分配場域，全球貧富差距日深， 

你，解資了嗎？ 

究竟在地、團結、另翼、合作如何經濟？資本之側有多少可能？ 

當網路監控無所不在，連私人訊息都成為廣告與消費大數據， 

你，解質了嗎？ 

是否社群網路上的我已經比我更為真實？ 

2018年台社年會，請來一起大聲問：「你，解ㄓˊ 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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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大會議程 

 10 月 13 日（六）議程表 

10/13（六）09：20-10:15 開幕暨專題演講（客家文化學院四樓，國際會議廳） 

 

演講主題：從巨視與微觀重看新自由主義 

     The Macro-Worlds and the Micro-Worlds of Neoliberalism: What Can We Do About Them? 

主講人：Adrienne Chambon  

     (Professor Emeritus, Factor-Inwentash Faculty of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主持人：王增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場次 A 場次 B 場次 C 場次 D 場次 E 場次 F 

第一場 

10/13（六） 

10:30-12:30 

A1 HK104  

 

日據時代左翼

運動與時代精

神：從台共成

立九十週年談

起 

 

 

B1 HK105  

 

大學的「社會

責任」？兼顧

經驗參與、特

色研究與哲

學反思的批

判性思考 

 

C1 HK115  

 

困境與希望： 

台灣農村田野

觀察 

D1 HKB08 

 

誰分化了我

們？護理人員

何苦自己為難

自己？ 

看見護理勞動

權益抗爭經驗

的差異性與共

通性及思索團

結如何可能 

E1 HK106 

 

精障會所在台

灣：在地實踐轉

化的對話 

F1 

 

12:30-13:30 午餐 

第二場 

10/13（六） 

13:30-15:30 

A2 HK104 

 

不閱讀時代，

誰還買批判傳

播學？ 

 

B2 HK105  

 

挑戰資本主

義下的教育 

C2 HK115 

 

對抗標準化：尋

找台灣流行音

樂創新之路 

D2 HKB08  

 

醫療市場化下

的藥師專業角

色－賣藥人，配

藥人，還是社區

健康守護者？ 

E2 HK106 

 

長期照護 2.0體

系中 Polanyian

雙重運動？問

題化與另類實

踐 

F2  

 

15:30-16:00 午茶時間 

第三場 

10/13（六） 

16:00-18:00 

A3 HK104 

 

拆解「新南向

政策」的真實

與虛構 

B3 HK105  

 

不自辦的自

辦市地重

劃？ 

自辦市地重

劃的制度轉

型、重劃政治

與實務挑戰 

C3  HK115  

 

作為「詮釋者」

的知識公共性

如何可能？以

北醫大三個人

社型計畫的經

驗談起 

D3 HKB08 

 

反思社會運動

與組織運動者

培養的共生關

係－ 

以高教工會、基

護工會與衛促

會為例   

E3 HK106 

 

社會變遷下台

灣長期照護模

式之轉變與挑

戰 

F3 HKB09 

 

新世代有話想

說：我們的社會

工作專業可不

可以有點不一

樣？ 

18:00-- 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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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4 日（日）議程表 

 

 

 

 

 

 

 

 

 

第四場 

10/14（日） 

10:00-12:00 

A4 HK104  

 

寫在新自由主

義的前頁：

1970-80 年代

工人文學及其

困境 

B4 HK105  

 

圓桌論壇：解

殖陣地戰與家

園韌力 

C4 HKB09 

 

以性／別觀點

分析台灣長期

照護的老殘病 

D4  HKB08 

 

當我們開始遇

見彼此：社會服

務相關工會組

織的發展現況

及合作瞻望 

E4 HK106   

 

後太陽花學運

的中部觀點 

F4   

 

 

12:00-13:00 午餐／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 (HK104 教室) 

第五場 

10/14（日） 

13:00-15:00 

A5 

國際會議廳 

批判與實踐 

博碩士論文獎 

論文發表 

B5 HK105 

 

剝離英美語系

的冷戰知識中

介 

C5 HKB09  

 

基督宗教與同

性婚姻 

D5 HK115  

 

因應原鄉長照

的市場化 

E5 HK106  

 

行動者的批判

性實踐 

F5 

 

15:00-15:30 午茶時間 

10/14（日） 

15:30-17:30 

2018「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頒獎典禮暨閉幕論壇（國際會議廳） 

 

演講主題：崩解的台灣高教之終極診斷 

 

主講人： 

蘇碩斌（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黃厚銘（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 

鄧湘漪（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 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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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10 月 13 日（六） 

08：50－09：20 報到（客家文化學院穿廊） 

 

09：20－10：15 

開幕暨專題演講 

 客家文化學院四樓 

  國際會議廳 

 

演講主題／主講人： 

 從巨視與微觀重看新自由主義 

The Macro-Worlds and the Micro-Worlds of Neoliberalism: What 

Can We Do About Them? 

 

Adrienne Chambon   

(Professor Emeritus, Factor-Inwentash Faculty of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主持人： 

  王增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10：15－10：30 休息 

10：30－12：30 場次一 

A1 

日據時代左翼運動與時代精

神：從台共成立九十週年談起 

 

 HK104 教室 

 1928 年台灣共產黨建黨會議新探 

邱士杰（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台灣知識份子左翼運動形成、轉化與實踐（1920-1950 年） 

黃文源（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博士班） 

 舊台共與省工委（中共在台地下黨）在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與開

展初探：1945-1950 

陳柏謙（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 

 無政府主義在台灣之萌芽及發展 

林深靖（國際知識集體亞洲負責人） 

 回溯 1920 年代印尼共產黨發展：與台共的對話 

鍾秀梅（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鄭亘良（新國際雜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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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大學的「社會責任」？兼顧經驗

參與、特色研究與哲學反思的批

判性思考 

 

 HK105 教室  

 大學社會責任－前奏還是亂彈？ 

黃肇新（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基督教大學的社會責任－從基督神學的觀點進行批判 

  吳基仁（長榮大學校牧室主任、神學系助理教授） 

 落入凡間的學者精靈？反思台灣高等教育推動社會責任計畫的哲學

意涵 

  劉俊麟（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主持人： 

  劉俊麟（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C1 

困境與希望：台灣農村田野觀察 

 

 HK115 教室  

 「寄接梨」的誕生：東勢的農民家計經濟與農業技術創新 

  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商品化的禮物與道德的勞動： 

從「心」理解農村的維繫、衰退與斷裂 

  王法明（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做」出來的身分認同：埔里的留鄉青年是如何做農民的 

  吳宗澤（國立暨南大學人類所碩士生、穀笠合作社執行長） 

 

評論人：李威宜（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方怡潔（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容邵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主持人： 

  容邵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D1 

誰分化了我們？護理人員何苦

自己為難自己？ 

看見護理勞動權益抗爭經驗的

差異性與共通性及思索團結如

何可能 

 HKB08 教室  

 造成護理人員勞動條件惡化的歷史根源 

  陳奕曄（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弱弱相殘--護理勞動惡化下新人與資深護師的處境 

  梁秀眉（臺灣基層護理工會理事、《無論如河》書店店主） 

  蔡郁儂（臺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南區小組長） 

 基層衛生所勞動處境及改造挑戰 

劉筱茜（臺灣衛生所全國聯合會籌備處發起人、 

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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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 

黃玉珍 （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前理事長） 

楊瑞珍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主持人： 

  劉秀枝（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前理事長） 

 

E1 

精障會所在台灣：在地實踐轉化

的對話 

 

 HK106 教室  

 當「會所」遇見新管理主義 

  王增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去除污名不單是宣傳，而是回歸社會對話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以藝術之名」：精障會所」的社會展演和去污名對話 

呂又慧（陽明衛生福利研究所博士）、 

廖福源（伊甸活泉之家主任）、 

吳家琪（伊甸活泉之家社工員） 

 會所的「生理、心理、社會」多層次觀點剖析 

  陳芳珮（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萬心蕊（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暨系主任） 

 

12：30－13：30 午餐 

13：30－15：30 場次二 

A2 

不閱讀時代，誰還買批判傳播

學？ 

 

 HK104 教室  

 從宣傳的堡壘到批判的廢墟： 

新自由主義下新聞學陣地的潰散與轉移 

  劉昌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流行音樂文化研究的路上：需要教嗎？怎麼傳播？ 

  簡妙如（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傳播人在不讀不看時代的安身立命如何可能？ 

  魏玓（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戴瑜慧（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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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挑戰資本主義下的教育 

 

 HK105 教室  

與談人：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 

  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陳柏謙（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 

 

主持人：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 

 

C2 

對抗標準化：尋找台灣流行音樂

創新之路 

 

 HK115 教室 

 以文化工業理論探討台灣獨立樂團創作 

黃敔棠（文化大學音樂系研究所商業音樂組、 

    高中原創音樂社團指導老師） 

 傳統國樂與流行音樂／西洋交響樂之融合： 

國樂交響曲《諸神黃昏 RAGNROK》的中西交融與流行音樂性格 

劉宇儐（國樂新銳作曲家、流行樂隊鍵盤手、 

    胡琴教師、文化大學音樂系研究所商業音樂組） 

 台灣樂壇被忽略的音樂聲部： 

電貝斯的編創原則對應流行音樂風格呈現 

蔡牧恭（新北市新興國小正式教師 、電貝斯手 、法官學院 

    藝術講座講師、文化大學音樂系研究所商業音樂組） 

 

主持人兼評論人： 

  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D2 

醫療市場化下的藥師專業角色

－賣藥人，配藥人，還是社區健

康守護者？ 

 

 HKB08 教室  

 市場化下的基層醫療團隊－論社區藥師的角色 

  詹筱勻（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做一個入世的公衛藥師？醫藥雙軌制下如何突破並展現藥師的社會

責任 

  顏幸達（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 

 社區藥局的發展與未來藥師的多元化角色 

  翁青聖（藥師週刊總編輯／原隆安藥局負責人） 

 

評論人： 

王惠珀（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顧問、前藥政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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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幸燕（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 

  唐菁華（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 

 

E2 

長期照護 2.0 體系中 Polanyian

雙重運動？問題化與另類實踐 

 

 HK106 教室  

 老年的他者化—對「長照 2.0」政策的反思 

李晏佐（臺北醫學大學「以照護為本的活力展齡創新結盟」 

    計劃博士後研究員） 

 參與式預算及其敵人：以社區健康促進相關提案為例 

張書維（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訊學系博士生）、 

林子新（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暨博士後研究員） 

 新的照顧實踐／實驗：暖暖防跌工班與換工 

郭貽菱（臺北醫學大學「以照護為本的活力展齡創新結盟」 

    計劃研究助理） 

 文化照顧與照顧文化－以泰雅族 Tbahu 部落小米方舟文化 

復育工作為例 

林益仁（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 

    「以照護為本的活力展齡創新結盟」計劃執行長） 

 

評論人： 

  陳正芬（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主持人： 

  蔡博方（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15：30－16：00 午茶時間 

16：00－18：00 場次三 

A3 

拆解「新南向政策」的真實與虛

構 

 

 HK104 教室 

 台灣移民政策「本／外」結構的變與不變 

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婚姻移民大不同：台灣國族主義建構下的「外籍配偶」與「大陸配

偶」法令政策比較 

王娟萍（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創會理事長） 

 「東南亞熱」到底在熱什麼？ 

李佩香（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祕書） 

 「新南向政策」的試金石：從移工處境看新南向政策背後的階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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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汪英達（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主任） 

 從「新台灣之子」到「新二代」：全球政治經濟結構下的新移民論

述轉向 

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 

  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教授） 

 

B3 

不自辦的自辦市地重劃？ 

自辦市地重劃的制度轉型、重劃

政治與實務挑戰 

 

 HK105 教室  

 自辦市地重劃下政府、開發商、社區的關係重塑： 

台中市三個案例考察 

許瑞員（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不自辦的「自辦市地重劃」？路徑依賴與自辦市地重劃制度的形成 

顏誌君（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重劃瘟疫、壟斷地租與共識製造：台中自辦市地重劃的案例 

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論市地重劃公益性與必要性之評估 

何彥陞（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副教授） 

 

主持人： 

  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評論人：洪鴻智（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張梅英（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 

 

C3 

作為「詮釋者」的知識公共性如

何可能？以北醫大三個人社型

計畫的經驗談起 

 

 HK115 教室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是否用相同的精神解決團隊內部的問題 

  陳玉苹（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助理教授） 

 推幣機與橡皮筋：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動態分析 

  張育誠（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大學如何改造社會：論大學社會改造方案的特殊動力與常見路徑 

林子新（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暨 

    博士後研究員）、 

蔡博方（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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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與規約：北醫大自主學習制度發展的挑戰與省思 

  曾美芳（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大學社區實踐實作初探：以北部一原鄉的相關計畫為例 

蔡侑霖（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容邵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主持人： 

  林子新（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暨博士後研究員） 

 

D3 

反思社會運動與組織運動者培

養的共生關係－ 

以高教工會、基護工會與衛促會

為例   

 

 HKB08 教室  

 反抗資本主義運動中，培養”新人”的策略與挑戰－衛促會為例 

  陳慈立（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卓淑惠（釣魚台教育協會秘書長） 

 醫療商品化下護理運動者的社會對話行動與組織實踐經驗 

梁秀眉（臺灣基層護理工會理事、《無論如河》書店店主） 

 旨在改造社會的社運組織內外培力－實踐、困境與突破 

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陳柏謙（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 

 

評論人： 

  杜繼平（批判與再造主編） 

  周佳君（人民民主黨士林工作站主任） 

 

E3 

社會變遷下台灣長期照護模式

之轉變與挑戰 

 

 HK106 教室  

 台灣高齡者長期照護之安排：跨出家庭照顧框架 

  詹浚煌（康寧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系講師） 

 照顧服務員留任因素之差異比較分析 

  曾琳雲（長榮大學醫藥系助理教授） 

 台南地區民眾對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之服務使用傾向調查 

  張詠菡（康寧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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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兼評論人： 

  陳正芬（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F3 

新世代有話想說：我們的社會工

作專業可不可以有點不一樣？ 

 

 HKB09 教室  

 社福系畢業是社工嗎？ 

  馬明毅（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實習生眼中的社工工會 

  吳宗翰（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許博軒（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研究生） 

 灰社在實習議題中的走跳 

  董宜婷（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譚定宜（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主持人： 

  沈曜逸（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 

  郭志南（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秘書長） 

 

18：00－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晚會（客家文化學院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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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10 月 14 日（日） 

9：30－10：00 報到（客家文化學院穿廊 ） 

10：00－12：00 場次四 

A4 

寫在新自由主義的前頁：1970-80

年代工人文學及其困境 

 

 HK104 教室  

 工字出頭已入土：1970-80 年代「工人文學」中的藍領工人處境 

  蔡志杰（高雄市人民團體聘僱人員職業工會研究員） 

 隱沒的工人主體書寫：1970 至 80 年代台灣工人文學的發展 

郭航江（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成員） 

 一九八○年代消費社會下勞工文學的舊困局與新契機： 

兼論《人間》雜誌中的勞動者形象 

李亞橋（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主持人兼評論人： 

  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B4 

圓桌論壇：解殖陣地戰與家園韌

力 

 

 HK105 教室  

 台灣現代劇場與發現觀眾（民眾） 

吳思鋒（劇評人、澳門《劇場．閱讀》季刊副主編、 

    窮劇場文學編輯） 

 社區組織逗陣張力中的矛盾與發展 

游雅帆（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執行秘書兼社工督導） 

 參與台灣東部糧食自主行動的地方知識生成 

  詹于諄（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專案研究員） 

 部落教育作爲家園重建的接力棒實踐 

  盧建銘（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原住民學士專班兼任講師） 

 接壤 ─ 校園內外的解殖教習 

廉兮（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原住民專班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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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以性／別觀點分析台灣長期照護

的老殘病 

 

 HKB09 教室  

 愛滋感染者的安置困境  

  陳佳備（關愛之家社工員） 

 沒有名字的老拉生命故事 

  喀飛（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老同小組成員） 

 跨不出衣櫃的秘密 

蔡瑩芝（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秘書長） 

 障礙者的房間 

鄭智偉（手天使成員、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社工主任） 

 

主持人：杜思誠（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政策推廣部主任） 

 

D4 

當我們開始遇見彼此： 

社會服務相關工會組織的發展 

現況及合作瞻望 

 

 HKB08 教室 

與談人： 

  郭志南（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秘書長） 

  廖郁雯（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秘書） 

  簡瑞連（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長） 

  陳玉鳳（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理事長） 

 

主持人： 

  廖貽得（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 

 

E4 

後太陽花學運的中部觀點 

 

 HK106 教室  

 從《野百合通訊》到後太陽花的學運實踐 

  黃綺瑀（臺灣大學社研所研究生） 

 校園工會與社區化工運 

  莊崴珺（東海大學政治系、東海校園工會幹部） 

 中學異議性組織的培力與行動 

廖崇倫（中興大學環工系、中興黑森林工作室幹部、 

    蘋果樹公社幹部、明心館之夜參與者） 

 

主持人： 

  李杰穎（文史工作者、交大客家學院博士班研究生、 

  學運斷簡臉書社團版主、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學運斷簡」 

  專欄作者） 

 

12：00－13：00 午餐／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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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5：00 場次五 

A5 

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  

論文發表 

 

 國際會議廳 

 苦悶與超克：歷史－現實感的陳映真文學與思想脈動探索 

張立本（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家暴社工，我們為什麼要「演戲」？ 

──家暴安全網的建制民族誌分析 

許可依（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 

 

評論人： 

  黃琪椿（淡江大學中文博士／亞太文化研究室研究員） 

  陳竹上（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兼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主持人： 

  戴瑜慧（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B5 

剝離英美語系的冷戰知識中介 

 

 HK105 教室 

 愛與剝削：一種冷戰家國情懷  

  丁乃非（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後太陽花」的民族主義與「弱者連線」保護主義 

  洪凌（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娘砲」、大陸「妖」：穿梭兩岸怪胎性／別田野 

  林純德（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 副教授） 

 「其人也賤，無以覆加」：田啟元的「爛逼」革命想像 

黃道明（中央大學英文系 副教授） 

 

C5 

基督宗教與同性婚姻 

 

 HKB09 教室 

 同性婚姻正反辯：從基督教普世運動有關於同性婚姻的聖經研究與

神學發展談起 

  陳文珊（玉山神學院基督教人文學系助理教授、 

      玄奘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護家基督教「家／國」想像的系譜學：一個國教、叛國和反聖靈的

歷史 

  陳胤安（英國 Kent 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博士生） 

 國際政治中的基督教與婚姻平權 

陳乃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國際政治系碩士生） 

 

主持人： 

  陳文珊（玉山神學院基督教人文學系助理教授、玄奘大學兼任助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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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因應原鄉長照的市場化 

 

 HK115 教室  

與談人： 

  王鼎棫（網站法律白話文資深編輯、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兼任講師） 

  蘇建仁（地方政府社工督導） 

  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 （Apu’u kaaviana） 

  （那瑪夏達卡努瓦女窩創辦人、原住民族委員會專任委員） 

 

主持人： 

  Ciwang Teyra（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E5 

行動者的批判性實踐 

 

 HK106 教室  

 校園裡的土牛溝：以熱音社為場域的批判教育實踐 

鄧明宇（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生命關懷事業科講師／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建構「共享生活圈」的社會文化意涵： 

以 12 寮湖光村的在地實踐為例 

  李文玫（龍華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助理教授） 

 以對話與反映進行教育工作：以「電影、心理與人生」課程為例 

  張慈宜（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主持人： 

  張慈宜（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15：00－15：30 午茶時間 

15：30－15：40 

 

2018「批判與實踐」博碩士 

論文獎頒獎典禮 

 

 客家文化學院四樓 

  國際會議廳 

 博士論文得獎人 

優等獎： 

「苦悶與超克：歷史－現實感的陳映真文學與思想脈動探索」 

張立本（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碩士論文得獎人 

優等獎： 

「捕魚好苦啊！戰地政務體制下的馬祖漁業及漁民家庭處境」 

曹雅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 

 

佳作獎： 

「傷心的本土華人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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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構馬來西亞國立教育體制的不平等與種族政治」 

  黃科量（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佳作獎： 

「家暴社工，我們為什麼要「演戲」？ 

──家暴安全網的建制民族誌分析」 

  許可依（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 

 

主持人：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15：40－17：30 

 

閉幕論壇 

 

 客家文化學院四樓 

    國際會議廳 

 崩解的台灣高教之終極診斷 

  蘇碩斌（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黃厚銘（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 

  鄧湘漪（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 

  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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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你解殖／資了嗎？全盤解析新自由主義國家 

 

【開幕暨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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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演講主題： 

從巨視與微觀重看新自由主義 

The Macro-Worlds and the Micro-Worlds of Neoliberalism:  

What Can We Do About Them? 

 主講人： 

Adrienne Chambon 

(Professor Emeritus, Factor-Inwentash Faculty of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Toronto) 

 

 

 

 

 

 

*演講內文可於「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官網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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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你解殖／資了嗎？全盤解析新自由主義國家 

 

【場次一】10/13（六）10:30-12:30 

A1. 日據時代左翼運動與時代精神：從台共成立九十週年談起 

   －HK104教室 

 

B1. 大學的「社會責任」？兼顧經驗參與、特色研究與哲學反思的 

   批判性思考 

   －HK105教室 

 

C1. 困境與希望：台灣農村田野觀察 

   －HK115教室 

 

D1. 誰分化了我們？護理人員何苦自己為難自己？看見護理勞動權益 

   抗爭經驗的差異性與共通性及思索團結如何可能 

   －HKB08教室 

 

E1. 精障會所在台灣：在地實踐轉化的對話 

   －HK10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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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日據時代左翼運動與時代精神： 

從台共成立九十週年談起 

    1928 年成立的台灣共產黨，開展了壽命短但影響深遠的左翼運動歷史。台灣共

產黨是國際主義階級運動的繼承，為何形成於一九二十年代？其具體內容為何？

1928 年的建黨會議留下什麼珍貴資產？受盡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鎮壓之後的左翼力量

又如何轉進與發展？同是抵殖運動一環的無政府主義發展是如何萌芽的？其發展受

到麼限制？同時間成立的印尼共產黨又是如何發展的？是否有借鏡的可能性？此論

壇將逐一為大家解答。 

發起人：鍾秀梅（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鄭亘良（新國際雜誌研究員） 

 

 

1928 年台灣共產黨建黨會議新探 

邱士傑（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摘要： 

  1928 年成立於上海的臺灣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指導下的著名臺灣抗日組織，而

具體指導台共成立的中共中央代表“彭榮”則非常可能是近年新發現之共產國際檔

案所指向的任弼時。本文的目的是運用日共中央領導人被捕後供述的台共建黨情況

以及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在台共成立後一個半月即整理出來的台共檔案，來驗證“彭

榮＝任弼時”的推論，並首次全文譯介“彭榮”在台共成立大會上向台共黨員做的

中共黨史報告以及他們針對黨史和台共綱領而發生的具體問答。雖然“彭榮＝任弼

時”代表中共中央指導台共顯系偶然，但中國革命在中共領導下開始影響殖民地臺

灣的抗日運動，卻是偶然中的必然。正是在這樣的必然性中，呈顯出臺灣抗日運動

同中國革命漸相結合的長遠趨勢。 

關鍵字：中共對台共的指導 任弼時 日本共產黨 中共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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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知識份子左翼運動形成、轉化與實踐（1920-1950 年） 

黃文源（國小教師、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博士班） 

摘要： 

  本論文針對台灣左翼運動提出三個分期：第一期：1920-1931 左翼運動形成期，

第二期：1931-1945 左翼運動轉化期；第三期：1945-1950 左翼運動實踐期。第一期，

探討台灣知識份子左翼運動形成主要受到 1920 年代的國際思潮影響；第二期，以「轉

化」觀點來探討 15 年戰爭期間，左翼運動受到殖民政府壓制，台灣知識份子以外部

順從、內部轉換抵抗模式來對抗殖民統治；第三期，討論戰後台灣知識份子因不滿

國民黨的統治而參加中共地下黨走上實踐革命一途。每一期討論的知識份子並非單

純的存在，而是具有重層化，意即第一期橫跨第二期，第二期橫跨第三期，每一期

的知識份子之間的思想、運動經驗產生橫縱向的移植，影響左翼的運動模式。 

關鍵詞：轉化、許強、吳新榮、後殖民、左翼運動 

 

 

舊台共與省工委（中共在台地下黨）在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與開展初探：1945-1950 

陳柏謙（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 

摘要： 

   考察當前針對台灣工人階級歷史與工人運動的研究或是論述，一般認為史上，

台灣工人階級曾有過兩波工人運動高峰：第一波高峰出現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

1927 年到 1931 年；第二波則為解除戒嚴狀態後的 1987 年至 1989 年。 

  然而國府接收後，台灣工人階級與運動，難道自從 1945 年起，就一路無聲沈靜

到 1987 年解嚴後才突然甦醒嗎？又或者說，台灣工人階級與工人運動為何在脫離殖

民統治後，依舊維持了極長一段時間的低潮期？ 

  若回顧近三十年來的台灣工人運動與工會運動的研究，對 1945 到 1950 年短暫

期間台灣工人具爆發力的戰鬥性歷史的呈現與研究，過往，僅出現在藍博洲首次發

表於 1991 年五月《民眾副刊》，爾後被收錄進 1994 年出版的《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

與台灣人》中的〈五 O 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勞動者戰歌〉一文。 

  根據藍博洲此文的定位，他將戰後台灣的勞工動運動並置於：「台灣左翼運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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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週期1的一環，基本上是日據時期左翼工人運動的延長。」並且為「台灣省工作委

員會（地下黨）」群眾運動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文章簡要地介紹了這個時期地下黨

在台灣各地各業工人之間所積極開展的組織工作，包含了「鐵路工人」、「高雄地區

工作委員會」中負責工運的李份所開展的各產業工人支部（活動範圍包括了水泥廠

支部、肥料廠支部、鐵路工廠支部、碱廠支部、機械廠支部、鋁廠支部、街頭支部、

工會支部等）、「松山第六機廠支部」、「竹東水泥廠支部」、「苗栗油廠」內由地下黨

所建立的組織，以及「台北市司機工會」與「郵電案」等。 

  本文將試圖論述自 1945 年起至 1950 年，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全面退敗回台灣實

施戒嚴統治前的這段期間，30 年代前後位於本島的舊台灣共產黨幹部，以及後續由

中國共產黨派遣回台灣所開展地下工作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兩者，於這段期間

對於台灣工人運動組織工作上的承繼關係（人際上、網絡上），以及開展上的成果進

行初步耙梳與探索。 

 

無政府主義在台灣之萌芽及發展 

林深靖（國際知識集體亞洲負責人） 

摘要： 

    台灣的左翼運動裡有一股無政府主義(安那其)的系統，安那其青年十分活躍，以

文化行動介入社會的表現也十分突出，但是其如同流星一般的組織性格，卻又讓這

股力量很容易被忽略。有一個傳言，說是噍吧哖事件的帶頭者余清芳曾經到過日本，

受過幸德秋水思想的洗禮；若是此一說法屬實，那麼，台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可以

推到 1915 年之前，而且是導向了後來余清芳等人以「直接行動」的抗爭模式實踐。

若是只看史料有明確記載的，那麼台灣最早的無政府主義實踐，一開始即有日本、

台灣、中國大陸合流的血脈。出身嘉義、留學東京的范本梁於 1922 年赴北京參加「北

京安社」，從而組織了「新台灣安社」，發行機關刊物《新台灣》，在島內推動無政府

主義的宣傳。爾後，島內相繼出現了「台灣黑色青年聯盟」、「孤魂聯盟」、「台灣勞

動互助社」……等組織，這些安那其團體都曾經在台灣社會發生一定的影響力，其

思想脈絡以及活動模式，很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1
 關於台灣左翼運動史發展三個階段的歷史分期，首先是由林書揚於 1990 年所提出（林書楊，2010），

林以日本殖民時期 1920年代中後期一直到 1931年台灣共產黨遭全面鎮壓為止，為台灣左翼運動第一

期。以 1945年日本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投降後，逃過第一期撲殺命運的臺灣左翼份子重新活躍起，

直到 1950起白色恐怖再度對島內左翼進行更加血腥肅清為止為第二期，藍博洲此篇發表於 1991年的

文章，大體上依循著林書楊此前的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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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 1920 年代印尼共產黨發展：與台共的對話 

鍾秀梅（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若依照印共(PKI)主要領導者艾地（D.N.Aidit）的分類，印共的發展歷程共有四

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約 1920-1926 年，其內容為黨的建立與反白色恐怖的鬥爭。第二

個階段是 1926-1945 年，主要是黨的地下化與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本研究將跨越這兩

個階段，探討印共如何面對當時複雜的國際與社會形勢？此兩個不同階段的主要領

導者馬林（Henk Sneevliet）與陳馬六甲（Tan Malaka）的思想與領導風格為何？

如何反思印共一九二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鬥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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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大學的「社會責任」？ 

兼顧經驗參與、特色研究與哲學反思的批判性思考 

    自從科技部於 2014 年開始招募各大學進行「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以來，或許

因為實踐成效頗為不錯，教育部也延續這項企圖，並開始一連串策略性計畫，如「智

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計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與「高教深耕計畫」，目的

在於希望台灣大學教師可以善盡社會責任，避免只是待在象牙塔。然而，我們認為，

當國家如火如荼地推動大專院校密切與社區（社會）展開互動、建立關係之際，有

不少問題值得政府與學界共同反思與檢討。   

    首先，本論壇將從長榮大學所承接與面對的大學社會責任相關計畫開始談起。

黃肇新教授長期經營本校「社會力研究發展中心」，在教育部開始在 2017 年試辦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後，中心順勢集合校內二個學院四個學系師生及實習電台等

單位組成團隊以「沿荖濃溪走莫拉克的下一哩路」申請到補助。黃教授希望經由此

次研討進而從「大學可以幫助社區」的想像提供一些觀點，並認為根據社區過去與

大學對遇的經驗，當前大學教務與課務的框架不利於大學實踐社會責任。他也將進

一步指出教育部試圖單方面引領大學進入社區「實現社會責任」事實上若缺少了部

會及地方政府的協議最後將淪為船過水無痕。 

    其次，吳基仁教授則從本校身為一基督教大學作為關懷的起點。他認為，表面

上，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對於高等教育體制與當地社區皆有助益。一方面，高等

教育機構可以藉由知識分子回歸公領域以便善盡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共同參與的

社區將從高等機構所提供的專業知識進而獲利。然而，會不會有某些因素會被忽略

掉，以致於對於高等機構與社區兩者都會產生不好的結果？吳教授觀察到當今宗教

世界有回歸公共領域的現象，並試圖論證以前試圖在公共領域裡將宗教邊緣化的運

動確實是一種挫敗。因此，在所謂宗教回歸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先面對的環境是，

台灣基督宗教的周遭特色是標誌著全球化、民主與宗教多元主義的進步社會。另一

方面，吳教授也將積極論證公共神學的論點，並認為如此見解對於基督教高等教育

機構去從事在地社區的工作是可行的。如果現行台灣是一個充滿多元宗教的文化環

境，若從如此另類宗教的觀點去看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得到更多關於台灣基督教大

學在社會責任議題上的討論。 

    從黃肇新教授與吳基仁教授的研究角度上看，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議題根本不是一個簡單要求大專院校的學者教師們共同投入社區，關懷社區

等口號與行動那樣單純。其中涉及的複雜因素更有關於大學本身的特色定位、整個

大學體制本身的結構性問題，甚至怎樣才是大學對社會負起責任的概念與實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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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社區的建設與協助本來就是一件好事，大專院校與社區建立健康關係更是一件

自然生成之事，今天教育部與相關單位刻意積極讓高等教育機構是否就是完成社會

責任之事則是另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無法長期穩定地回饋在地社區，給予實質的回

饋，難道這不會淪為另一種撒錢消耗教育經費的管道？其中的學術倫理的議題值得

探究，而且對於任教於高等教育階段的知識份子而言，投入社區等同於證明自己已

經是一位公共知識份子了嗎？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究竟為何？劉俊麟教授認為

上述問題至關重要，值得在本次論壇上多做發揮。 

    總言之，本論壇主題將以「大學的『社會責任』？兼顧經驗參與、特色研究與

哲學反思的批判性思考」作為說明方向，以期作為台灣高教在大舉推動在地社區的

重要參考。 

發起人：吳基仁（長榮大學神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劉俊麟（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大學社會責任－前奏還是亂彈？ 

黃肇新（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台灣教育部自 2017 年開始試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說明它是為了「強化大

專校院與區域連結合作，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培育對在地發展能創造價值的大學生」，

並且在試辦期補助了大部份校院的提案。 

    長榮大學社會力研究發展中心集合校內二個學院四個學系師生及實習電台等單

位組成團隊以「沿荖濃溪走莫拉克的下一哩路」(「下一哩路」)獲得補助，並在試辦

期末分別對校內參與教師與校外社區代表辦理一次焦點團體討論，收集校內外成員

對於本計畫的觀感與收穫。 

    本文為「下一哩路」計畫執行的經驗與反思，將描述從校內提送計畫、校外聯

絡社區、計畫啟動執行等過程中的想像與現實。 

    本文將說明，在教育部補助款引導之下，各大學紛紛進入社區實踐所謂的大學

社會責任，假設了大學的師生與知識可以對地方社區之社會經濟發展有所助益。教

育部單獨指揮大學進入社區的做法因為沒有中央部會間的共識，也沒有地方政府的

知情同意，且大部份大學教師缺乏與社區合作的經驗，對社區而言往往是另一次的

教授帶學生來辦活動。其次，執行此計畫教師需在現行學期週數與學分鐘點制度中

尋找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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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希望由單一團隊經驗與反思為「大學可以幫助社區」的想像提供一些觀點，

認為社區過去與大學對遇的經驗，當前大學教務課務的框架不利於大學實踐社會責

任。本文亦將指出教育部試圖單方面引領大學進入社區「實現社會責任」缺少了部

會及地方政府的協議將淪為船過水無痕。 

關鍵字詞：大學社會責任，社區發展，府際關係，課程 

 

 

台灣基督教大學的社會責任－從基督神學的觀點進行批判 

吳基仁（長榮大學校牧室主任、神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In recent year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 governmental unit in Taiwan, has 

endorsed a social engagement project to reinforc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Its purpose is to push the institute, such as university or 

college, to enter local community and engage with the public issue concerned by the 

community.  In a word, the project pressures the intellectual to return to the public sphere.  

Prima Facie, the project seems to be promising for both the institute and the community.  

On the one hand, the institute will benefit from the support of the community by returning 

to the public sphere and, on the other, the community will benefit from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vided by the institute.  However, will this project make out a negative case 

against both the institute and community?  Yes, it will, if some certain factors are 

neglected. 

 For example, when a Christian university returns to the public sphere in Taiwan, it 

makes out a case of social engagement between the institute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on 

the one hand and axiological engagement between Christian and social values on the other.  

At the social level, the engagement is an explicit public factor in which both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mmunity are relationally involved and by which both are relatively defined.  

At the axiological level, the engagement is an implicit public factor that may cause serious 

religious confrontation due to the aggression of religious, as well as social, values engaged.  

Too often, this level of engagement has been neglected by both the university and 

community.  In a word, if the engagement is not fairly conducted, the confrontation will 

make out a negative case against both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mmunity.   

 Thus, this paper aims at addressing the risks of axiological engagement by teasing 

out some critically public factors which are highly possible to make out a negative case 

against both the university and community if neglected.  Firs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turning of religion to the public sphere is a setback for the movement trying to 

marginalize relig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of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Returning as such 

will deepen the altruistic spirit of the society which prevents religion from being 

marginalized in the public sphere.  Though characterized as a democratic civil society 

with multiple religions, Taiwan has not been immune from the social propensity of 

religious marginalization today; especially when Christianity in Taiwan has been 

considered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a culturally estranged religious minority im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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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West.   

 Secon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ristian public theology is an alternative theological 

reasoning relatively adequate and workable for the Christian university to engage with the 

public discourse in a local community without losing her religious integrity.  It defends 

rather the common good of the community than the interest of Christian church without 

losing its religious integrity.  In this way, it dilutes the chauvinistic image of Christianity 

conventionally perceived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as an aggressive mission approach to 

religious conversion in Taiwan.  In a word, public theology carries the university into the 

public sphere by means of ration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contestable religious reasoning 

in the public sphere, which in turn helps reshape the public image of Christianity in 

Taiwan.   

 Thir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ublic theology is contextual, varying itself from context 

to context.  What public theology may offer to the public discourse of the community in 

Taiwan is dependent on the larger social matrix and the local context in which the 

university and local community are jointly dwelling.  Taiwan has successfully turned 

herself into a young and vibrant democratic societ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 publicness and contextuality of public theology insists on creating a 

liberal, open, and inclusive space for r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the public discourse by 

allowing various forms of reasoning and voices contested in the public sphere of local 

community, as a way to sustain democracy in Taiwan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local 

community engaged.   

 At last, this paper will conclude with a contextual refection over the factors examined 

from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to envisio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Christian 

university upon returning to the public sphere in Taiwan.  In so doing, hope that this 

paper will solicit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oth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local community in Taiwan. 

Key Words: Christian Public Theology, Religion, Public Sphere, Taiwan 

 

 

落入凡間的學者精靈？反思台灣高等教育推動社會責任計畫的哲學意涵 

劉俊麟（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摘要： 

  在過去的高等教育中，服務於大專院校的學者專家基本上都是專注於自身的教

學與研究，對於其所創造或者發現的知識體系通常沒有準備或者想要落實於社會大

眾。然而，近年來，台灣的科技部與教育部積極推出「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智

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計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與「高教深耕計畫」等策

略性計畫，目的在於希望台灣大學教師可以善盡社會責任，避免只是待在象牙塔。

上述計畫的立意固然良好，但是，本論文仍然認為對於大學是否應該善盡社會責任

的公共論理或者民主論述議題仍然不夠深刻，有必要予以強化或者甚至予以修正可

能的行動方案。因此，本文的目的將搜尋、瀏覽並釐清相關計畫的重要概念、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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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執行方向，以期建構一個健全的高等教育社會責任理論，一方面希望減少學者無

所適從的心理壓力，另一方面也讓我們重新理解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在當代社會可

以有不同的定位或者自我認同。 

關鍵詞：大學、學者、社會、社區、大學社會責任、公共知識份子、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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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困境與希望：台灣農村田野觀察 

 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台灣農村正走向下一個歷史十字路口。從一個長期歷史的

眼光來看，台灣農業作為華南農業具有邊疆移墾性質的延伸，歷經殖民現代性的重

塑、發展型國家的整頓以及新自由主義化的衝擊，發展出極為獨特與複雜的歷史面

貌。返回區域的視野，台灣農村雖然也分享眾多東亞農村共有的特性，但也存在許

多獨特之處：國家、世界市場與地方社會共同型塑出某種極為彈性、堅韌與多樣的

小農生產網絡，大體來說善於技術學習卻拙於聯合產銷。如今，面對台灣後工業化

以來的劇烈社會變遷，台灣農村又將走向何方？鄉村人口的空洞化，究竟是台灣農

業毀滅的預兆還是新一波變革的契機？我們選擇回到田野，用雙眼見證農業前線的

奮鬥與角力，並且相信唯有將農民視為歷史的行動者，才有可能在困境中看見希望。 

  本論壇邀請三位碩博士生提供第一線田野觀察，探討台灣農業的限制與機會。

葉守禮分析了農民家計經濟與草根農業技術創新的關係，嘗試解釋東勢多樣性水果

經濟的崛起。王法明追溯了新埔神農梨誕生的社會過程，刻劃出地方社會與農民經

濟之間的多維互動。吳宗澤則從自身參與新農業運動的經歷出發，解析農民身份認

同與農業實作的交互滲透，試圖總結青年歸鄉的方法論。當代台灣農村呈現極為複

雜的面貌，歷史遺留的問題與新時代的挑戰彼此纏繞交錯，構成農村改革的巨大挑

戰。回到田野，總結歷史，是刻不容緩的一步。 

主持人：容邵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評論人：李威宜（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方怡潔（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容邵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寄接梨」的誕生：東勢的農民家計經濟與農業技術創新 

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本文試圖以東勢寄接梨經濟的發展歷程為例，探討當代臺灣農民家計經濟與農

業技術創新之間的關係。寄接梨是東勢農民首創的特殊水果栽培模式，希望克服氣

候的限制，在亞熱帶地區種植市場價格更高的溫帶梨，代價是必需付出遠高於以往

的農業勞動投入。雖然政府農政部門普遍認為寄接梨不符合現代農業發展潮流，農

民卻不排斥這樣勞力密集的水果栽培模式，如今寄接梨已成為臺灣梨產業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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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參與觀察、口述歷史以及民族志書寫，本文深入分析了家庭消費需求和勞動自

我開發之間的緊張關係，希望指出農民家計經濟不同於純粹資本主義企業的經營邏

輯，如何導引東勢草根農業技術創新走向「厚工—多樣」而非「省工—單一」的方

向，而這又要放在臺灣農業危機、城鄉關係與市場結構的宏觀脈絡下，才能獲得比

較恰當的理解。本文希望指出：寄接梨作為東勢農民集體創造的產物，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臺灣農村的共同處境，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隱性農業革命以及東亞工業化社

會下的城鄉關係。 

關鍵字：隱性農業革命、農民家計經濟、農業技術創新、勞動自我開發、城鄉關係 

 

 

商品化的禮物與道德的勞動：從「心」理解農村的維繫、衰退與斷裂 

王法明（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新埔鎮南平里是新竹縣最重要的水梨產地，卻也和台灣許多的農村一樣，面臨

了勞動力流失、生產停滯等問題。本文試圖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農村衰退的問題，

提出「勞動意識的轉換」作為解釋新埔農村勞動力流失的原因。本文觀察新埔梨農

生產與交易的過程，發現梨農在經濟運作中各個環節，不斷使用社會與文化的架構

來操作水梨生產的過程，並對之賦予意義。這種動用親屬人際關係的生產模式，使

水梨產業能在農村持續受到壓榨的情況下存續至今。 

  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新埔農村的勞動人口受到附近工業區的強大拉力。除了

直接的勞動力流失之外，在工業區工作的勞動經驗，也改變了當地人的勞動意識。

這種勞動意識的轉換使當地青年不再能接受自我剝削的小農生產模式。不過，有些

中年回鄉的梨農卻也對這套「工業經驗」賦予不同的意義，合理化自我剝削的處境。 

關鍵字：新竹、小農經濟、商品化、禮物經濟、勞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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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來的身分認同：埔里的留鄉青年是如何做農民的 

吳宗澤（國立暨南大學人類所碩士生、穀笠合作社執行長） 

摘要： 

筆者在大學時（2013）年曾和一群夥伴在埔里租地耕作水稻田，當時有幾個用意，

透過實際耕作貼近農民的經驗，並嘗試操作友善農法的方式和地方普遍施用慣行農

法的農友去做對話，讓各種農法、農民在那塊田區上產生碰撞。雖然學生從頭到尾

自掏腰包的自主學習操作，過程中在地的農民也提供各種經驗和工具上的協助，但

最後仍被視為是一種「體驗」的過程，在於農民認為是否能以此為生計，作為主要

的家庭收入來源，可能有現實上的差距。 

 爾後筆者在參與講座和分享的時候，不少聽眾會直接認為我們是青年農民，我

們有夥伴覺得不妥，因為相較於傳統的農民，我們可能不能算是農民，並不以農民

的方式來思考。而後我們大多的時間都在協力農民的農忙和銷售的事宜。身分也從

自己種田轉變成為協力的腳色。 

 筆者今年也自己租地負責一塊田區的生產，才開始注意到自身身分上的多種認

同的困惑，究竟我到底算不算農民？以及周邊其他青農是如何認為自己是農民的過

程，引發筆者的興趣。而這背後有幾個面向可以探討，青年為何想要返鄉務農？而

他們對農人的想像是什麼？而青年本身和他者（other）及制度之間是如何看待自身

是否為農民的，換而言之筆者認為農民的身分認同是一個相互建構的過程，以及如

何透過日常的實踐，從租地、巡田水、生產的配置、鋤草到銷售等日常的工作細節，

透過「做」，青年慢慢的轉變成對農民的身分認同。 

 本文將以埔里穀笠合作社社群周邊的青年農民作為調查的對象，無論是已經成

為農民和正在成為農民的青年們，探究他們是如何對農民的身分產生認同，比較其

中的異同，其中是否有哪些因素是能幫助我們更加釐清，青年是如何變成農民的。 

關鍵字：農民、青年、身分認同、穀笠合作社、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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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誰分化了我們？護理人員何苦自己為難自己？ 

看見護理勞動權益抗爭經驗的差異性與共通性 

及思索團結如何可能 

  2018 年 1 月勞基法再度修法，拍板定案，不僅延長每月工時、連續上班日，也

下修休息時數，而賴院長的功德說，更是讓許多勞工及團體群起抗爭，反對修惡。

此修法鬆綁了資本對勞動力的使用，更加彈性化，一些護理人員及團體也上街頭抗

議這種不公不義，衛福部預計於今年 8 月將護病比納入醫療法，也遭到醫改及護理

團體批評形同虛設，在在顯示護理人員勞動條件惡化的程度。 

  然而，台灣護理人員最早開始進行抗爭的是學校護理人員，1990 年代末在一波

政府組織再造的浪潮下，校護面臨被裁撤、外包的危機，因而集結起來抗爭，爭取

自身工作權及學童健康權，數十年下來，校護們仍舊無法擺脫種種的體制壓迫，抗

爭仍不間斷。再更早之前，1980 年代最先面臨到政府組織再造問題的是衛生所的公

衛護士，這使得公衛護士的職能有了巨大的轉變－由預防導向醫療，又 1990 年代末

面臨跟校護同一波的組織再造浪潮，衛生所的業務開始委外，公衛護士業務也因而

往目標績效導向、且逐漸片段化、破碎化，而隨著社會中勞動意識的抬頭，公衛護

士也開始有集結之勢。 

  回顧歷史，護理人員的抗爭運動從未停歇，持續面臨排山倒海而來的新自由主

義意識形態及其帶來的各種威脅。這些威脅不僅使勞動條件惡化，更讓護理人員分

化、弱弱相殘，如在護理界流傳著一些思維：在醫院中不同科別的護理人員的處境

不同、不同位階的護理人員處境也不同，你是不懂我的苦，我在這間醫院待不下就

到另外一間醫院，在醫院都待不下就嘗試看看衛生所，最好可以轉到學校去，衛生

所、學校的人不懂醫院的人的苦，學校的人不懂衛生所的人的苦。大多數的護理人

員在無共同力量時，多半用個人的流動來處理制度上的壓迫，從 A 醫院到 B 醫院，

從 A 醫院到衛生所，從衛生所到學校，但體制的壓迫從未改變，而且發展成誰輕鬆、

誰不輕鬆的主流個人論述。 

  本論壇是「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台灣衛生所

全國聯合會籌備處」合辦。我們認為，學校護士、臨床護理人員、公衛護士，看似

因著不同服務場域而有不同的遭遇，也發展出三條抗爭路線，但這三類護理人員或

更多受雇的護理人員不應是被分割的來看，面對的應是共通的敵人－新自由主義。 

  本論壇嘗試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個人與組織的反抗經驗，分析護理人員勞動條

件惡化的歷史根源及動力，並自這不同服務場域的護理人員從摸索、看見自身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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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到集結或進一步組織的生命經驗中，梳理其勞動處境與反抗運動條件的差異性

與共通性，依此做為集結廣大受雇護理人員的開始，及共同思索團結如何可能的方

法。 

發起人：本論壇由主持人及與談人們共同發起 

主持人： 

劉秀枝（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前理事長） 

評論人： 

黃玉珍 （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前理事長） 

楊瑞珍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造成護理人員勞動條件惡化的歷史根源 

陳奕曄（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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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公共的衛生與醫療體系的建立。但 1970 年代，資本國家經濟成長停滯，失業率

不斷升高，為尋求資本擴張的出路，以英美為首，開始解除世界各國對資本的管制，

資本得以開始快速全球化。此浪潮－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各國開始進行公營事

業私有化、資本去管制化、國家職責弱化等等政策，支持社會福利制度的條件也逐

漸瓦解。市場管理效率優於政府管理的意識形態籠罩全球，紛紛冀望“自由市場”

能解決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成長停滯的問題。 

  台灣無法獨立於世界之外，政府組織再造、公共職能退卻、公營事業委外及民

營化、市場及績效導向、勞動條件惡化等現象紛紛接踵而至。有什麼政治經濟發展，

就有什麼樣的公衛醫療體系。台灣的醫療體系從光復後至今，尤其在 1980 年代之後，

是不斷商品化、市場化，在醫療市場化的過程中，資本擴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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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包括公衛體系的基層衛生所、

學校衛生體系，它們也是不斷醫療化的過程，在 1980 年代後更加速進行。醫療服務

提供者在市場機制下，逐漸以追逐利潤、累積資本為導向。公衛政策也大轉彎，衛

生所從一個以預防為主，變成以醫療為主的機構，政府並讓其自負盈虧。衛生所被

迫投入競爭相當激烈的醫療市場，使得最能投入基層衛生工作的公衛護士的職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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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了巨大的轉變，1990 年代政府推動「衛生所組織功能再造」，更進一步強調「市

場機制」，造成衛生所許多業務委外。學校衛生則是遭受到醫療市場化、公衛醫療化

與教育市場化、商品化的兩面夾殺，學校衛生業務被邊緣化，甚至要交由醫療資本

來主導。 

  台灣的公衛與醫療體系及其相關部門因而形成以資本積累及商品交換為基礎，

並不斷擴大再生產。政府也不再是民眾服務的提供者，而是退至為服務發包者、評

鑑者或監管者。為滿足資本能持續不斷的積累，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公衛醫療體系的

運作邏輯的特徵之一，就是剝削其受雇者，取得剩餘價值(利潤)，以進行擴大再生產、

累積資本。在公衛醫療體系中，護理人員是為數最多的受僱者，卻也是最弱勢的受

僱者，資本透過升等、考績、績效、獎勵金、調整薪資結構及專科化等方式，逐漸

分化這群最龐大的受僱者，即便是政府聘用的公衛護士及校護，也不斷地面臨到資

本擴張的壓迫(如將正職改為約聘僱、業務委外)。護理人員在不同服務場域(如醫院、

衛生所、學校)的流動看似也加深了這個分化的過程，但因為有這樣的流動及不同服

務場域的經驗的串接與累積，也存在著共同正視造成分化、壓迫護理人員的敵人－

新自由主義－的可能。 

 

 

弱弱相殘--護理勞動惡化下新人與資深護師的處境 

梁秀眉（臺灣基層護理工會理事、《無論如河》書店店主） 

摘要： 

  筆者從事護理臨床教育相關工作十多年，見證資本主義將醫療商品化、市場化

如何影響護理勞動環境。長庚醫院首例將公司經營的人力資源管理理論運用於護理

人力，從此「節省人力成本」為醫院盈利邏輯下的重要目標。每個病房在這十年內

將「滿編」定義的人力從平均數字縮減至 5-10 人左右不等，粗估大型教學醫院每年

節省護理人力可高達一億左右。同時，醫院在護床比不變的狀況下，醫院還運用不

分科的「混床」策略減少空床率，讓護師無法專科照顧病人以精進專業，要求照顧

不同科別會使護師在護病比不變的假象下疲勞強度增加，護理品質降低、病人滿意

度下降。彈性人力調度護師支援不同病房的策略，讓人力不足的護理人員仍可極大

化撐起整家醫院的運作。 

  各種醫院為因應「護理人力極大化」的管理策略，十幾年來讓勞動強度一年一

逐步增加，最後終於到了臨界點引發護理職場環境崩壞。資深護理人員最後使用離

職做為自救手段，而剛畢業的新手護師被要求馬上成為補人力缺口的救火隊，試用

期由三個月淪為一個月甚至一週，如果沒有長出能力可全責照顧一組病人(7-13 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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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即會被質疑為無能的新世代草苺族甚至污名為「冰塊族」。 

  十年前資深護師主要工作是擔任教學與行政工作，現人力不足資深護師必須照

顧一組 7-13 人不等的個案同時身兼教學教師帶領新手護師，同時還要處理排班、評

鑑、品管圈等行政業務，經常疲於奔命而對新手護師無法和顏悅色有耐性。新人與

資深護師都處在不同狀況的高壓，學姐挑剔學妹適應不夠快、專業能力不佳; 而學妹

抱怨學姐教學態度差要求嚴苛。雙方只看到對方的問題，卻看不見壓迫他們的其實

是世界興起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在私有化、去管制化、國家職責弱化等等政策之下，

醫院轉而市場盈利導向、勞動條件惡化等現象才是元兇。 

  誤以為護理勞動底層的彼此才是惡劣環境的加害者，護理職場難以平靜，各種

人際關係的衝突不停上演，不停將問題個人化是學姐、學妹、阿長、督導甚至是主

任不適任或人格缺陷。人力充足時，多數為女性的護理團體本來就有小圈圈等人際

問題，勞動環境差弱弱相殘的互鬥更是不停上演。令人憂心的是，弱弱相殘已延燒

到護病關係，護理人員無法提供良好的照護品質，病人歐打護師的新聞層出不窮，

如果護理群體與病人間無法攜手合作對抗壓迫的體制，只會彼此仇視無助改善現況。

下一波即是引進外藉護師來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台灣護理人力充足卻不改善護理

勞動管理策略，引進外藉護師將拉低整體薪資與勞動條件，未來醫護品質日益沈淪

指日可見。 

 

 

基層衛生所勞動處境及改造挑戰 

劉筱茜（臺灣衛生所全國聯合會籌備處發起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 

摘要： 

一、衛生所的歷史發展與重要角色 

  行政院於 1940 年制定公布「縣各級衛生組織大綱」明訂各鄉鎮市區設置衛生所，

1954 年已設立了 360 衛生所及 140 家衛生室的規模，至 2008 年底已達 372 所，普及

民眾傳染病預防及慢性病防治教育推動工作，是除了醫療院所以外，重要的衛生建

設。 

二、衛生所的現況與困境 

  從早期的傳染病防治、家庭計畫、婦幼衛生管理，到大型社區健康篩檢、預防

保健服務、癌症篩檢與近年的長期照護與安寧服務，隨著人口數成長及平均餘命增

加，衛生所業務猶如大樹般枝繁葉茂，然而，基層人力配置與工作訓練，卻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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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轉變。基層衛生所在有限的人力，與新進人員培訓不夠完善的情況下，協助中

央推動各項預防保健與疾病防治，顯得相當乏力。 

三、籌組團體的行動 

  1774 年訂定「職業安全衛生法」保障就業人口的健康與風險，2002 年訂定並公

布「學校衛生法」保障師生健康權益，卻遲遲未見「公共衛生法」制定，無法保障

工作人員的專業及廣大國民健康權益。 

遂以 2016 年 8 月臉書粉絲頁成立，以基層衛生所為出發點，吸引許多公衛人目光，

也凝聚了一群對社區懷抱熱誠的夥伴，不斷互動對話，即將跨出籌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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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精障會所在台灣：在地實踐轉化的對話 

    精障會所（clubhouse）在台灣已經有將近二十五年的發展時間。這個從西方起

源的社區精神復健模式，它倡議「從病人到人」的觀點，重視以精神障礙者為主體

的服務設計，以及成為「伙伴」，肩並肩工作的專業關係。精障會所不是現行衛生福

利政策思維的產物。在台灣的衛生與社會福利政策中，一開始它沒有任何法令的背

書與公務預算編列的支持，也找不到一個可供歸類的範躊與服務項目。台灣各精障

會所的成立，皆是因著母機構在各種政策中，「新酒裝舊瓶」地尋找可能的服務補助

縫隙而存在。然而各會所或以會所為基礎哲學提供服務的各組織，卻也因此陸續發

展出實踐經驗的多元樣貌。 

    2012 年當伊甸基金會，向台北市社會局倡議「精障會所實驗方案」獲得認同之

後，「會所模式」卻在新管理主義主導的思維下，由公部門開始進行：普同的模式複

製和效益成本監管的政策操作。這樣的發展，對於精障會所的在地實踐，會產生何

種影響？是值得高度觀察與探討的議題 

    另外精障會所在台灣社會文化脈絡下，多年掙扎摸索實踐的歷程中，發展出非

醫療病理邏輯，以「媒體對話」和「藝術展演」等文化取徑的實作策略。面對資本

主義勞動市場嚴峻條件的環伺，和對待精神障礙者始終虎視耽耽不甚友善的社會大

眾，精神障礙者實際生存的大環境是如此艱難！！這種企圖去污名、袪除病人標籤，

轉化精神礙者主體和社會對話的作法，除了爭取社群發聲的話語權，還能為精障社

群的存在，開展出何種社會空間？與工作生存的可能？！ 

    精障會所模式從紐約活泉之家，發展超過半個世紀以來，不斷在世界各地發展

出多元在地實踐經驗的可能，讓精障社群能在百年精神醫學的凝視下，以獨有的會

所哲學與工作模式，掙脫長期被禁錮於「不正常/異人類」的牢籠，為社群開展歷史

新頁。然而究竟是何種元素或原理，能帶來如此解放與解殖的力量？鏡像神經元概

念出發的觀點，將豐富新的研究思維與實踐歷程。 

    本次論壇有三篇論文將從台灣在地的實況出發，試圖自福利政策，媒體對話和

藝術取徑的觀點，探討台灣精障會所從西方跨地而來，近 25 年來在台灣在地實踐轉

化的經驗發展。另外一篇論文也將從鏡像神經元概念，回頭檢視脫離百年精神醫療

帝國殖民的會所模式，之所以能對精障社群產生解殖的力量，就是因為順應人性，

回到「人」的自身。在互為主體的學習社群中，找到安然返回「人」的路徑。 

發起人：呂又慧（陽明衛生福利研究所博士） 

主持人：萬心蕊（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暨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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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會所」遇見新管理主義 

王增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摘要： 

    會所模式跨海來台落地生根二十五年，長出現有伊甸基金會的活泉、真福之家，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的慈芳關懷中心、向陽會所，以及蜂巢精神社區復建中心。經

過三十年的福利民營化，非營利組織辦理會所服務高度依賴政府補助，因此會所在

臺灣發展的演變背後主導力量是福利政策的補助與核銷制度。本文將從上述五所會

所的發展歷程，勾勒新管理主義是如何透過臺灣福利政策的補助與核銷制度限制、

扭曲與型塑會所服務在臺灣的發展？同時展現臺灣會所工作者在政策限制下的能動

性。研究發現，目前普遍存在福利政策中「量大即是美」的績效主義以及「資源不

集中」的福利依賴恐懼，所預設的個案服務模式與會所模式所強調的社區工作模式

正好相抵觸，導致會所模式所強調的社群發展與連結被消解在政府的績效評估與方

案評鑑中，造成工作者的無力感與負荷。會所的回應方式有三種：一種是透過會所

的西方知識優越地位，以國際會所認證來取代政府的評鑑指標；第二種是尋找核銷

成本最低的健保特約給付制度，來爭取較大專業自主空間；第三種是透過社區經濟

產業的發展，建立會所的自有財源。 

 

 

去除污名不單是宣傳，而是回歸社會對話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摘要： 

    媒體的污名化對精神障礙者有著極大的負面影響，如何使弱勢者去除污名，重

返主體，是相關研究及實務不可忽視的面向。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活泉之

家（Eden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採取會所模式（clubhouse），不只在行政工

作開放會員參與，活動設計也重視會員自主性。其所採取的社會對話行動，會員依

此回顧自身生命經驗，釐清生活與「疾病」的關係，反思自身的生命歷程，了解「疾

病」、了解彼此，相互支持，會員間的內部溝通與對話，也成了相互協力的重要力量。

而對外溝通的過程，更是自我培力的重要歷程，從大眾回應中從新整理自己，找回

信心，發現自己本是有能力的人，並能協助與其同受污名的弱勢者，不但自我培力，

提升自信，更能關心社會，參與挑戰及改善社會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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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藝術之名」：精障會所」的社會展演和去污名對話 

呂又慧（陽明衛生福利研究所博士）、廖福源（伊甸活泉之家主任）、 

吳家琪（伊甸活泉之家社工員） 

摘要： 

    二十世紀五零年代在紐約活泉之家發展出的會所模式，是一種強調精神障礙病

人自主互助的社會心理復健模式。2004 年，一向從事身心障礙服務的社福團體伊甸

基金會，率先依照「會所模式」（Clubhouse Model)的服務在台灣成立「活泉之家」。

「會所模式」的復健哲學，跳脫傳統醫療「對症下藥」的病理邏輯，它倡議「從病

人到人」的觀點，強調以精神障礙者（在會所裡稱之為「會員」）為主體發展服務，

重視精神障礙者參與的自願性，以及工作者與精神障礙者，在機構的「工作日」中，

一起肩並肩合作的伙伴關係。     

    對精障者而言，透過藝術可以發展個人，轉化創傷經驗朝向復原歷程。十多年

來，活泉會所開始發展出台灣在地獨有的實作模式。他們發展出「公民記者」、「寧

心繪畫團體」、「真人圖書館」、「藝術教育工作者培力」等以藝術形式為主的充權策

略，和精障會員一同創造各種「社會展演」的形式，作為推動去污名的實踐路徑。

這個在地轉變的獨特現象，是「會所模式」的知識從西方跨海到台灣，在地發展的

重要突破。 

    本研究發現：活泉會所逐漸捨棄西方與台灣重醫療的社區精神復健邏輯，這是

一種以藝術之名推動社會對話的策略。他們使用藝術形式，成為精障社群發聲的工

具與語彙。藉此發展精障者主體，袪除病人標籤，翻轉精障者看待自我的眼光，形

成新的角色認同。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在主流勞動市場普遍不利於精障者就業的條件限制下，活

泉會所在這樣的過程，導入文化勞動與商業的元素，企圖轉化精障者的生命敘說與

創作，成為具有經濟效益的商品，以開發出新型態的工作樣貌。希望發展出對精障

社群友善，能夠尊重差異接納多元；一種有別於醫療化的社區精神復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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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的「生理、心理、社會」多層次觀點剖析 

陳芳珮（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摘要： 

  精神疾病是個人的問題，還是環境的障礙？文獻中對「障礙」的理解已從疾病

觀點演化至社會觀點的探討，但面對患有精神疾病的障礙者，普羅大眾似乎仍難以

擺脫個人歸因。 

 社會模式凸顯的是環境中對障礙者有形的阻礙，而精神障礙者面對的污名化常

來自無形的態度與對待。人權的論述固然重要，但用鏡像神經元 (mirror neurons) 

的概念來看會所，或許能為去污名化、創造友善環境的重要性提出更具體支持。 

 鏡像神經元是在 1990 年代首次在猴子的實驗中被發現。不論是猴子或人類，大

腦前運動皮質區中的一些神經元不僅在個體本身執行動作時，或觀察他人執行該動

作時都會有反應。這就是「觀察學習」的生理基礎。鏡像神經元的作用已被用來解

釋「同理心」的由來，以及社會心理學中的「自我效能」等概念的生理基礎。 

 過去文獻常用社會心理學中的自我效能和社會學習來解釋為何會所對精神障礙

者會有幫助；現在以鏡像神經元的觀點更能推測會所特質如何作用。精神障礙者在

病情穩定的情況下鏡像神經元的作用與非精神障礙者相去不遠。會所中的「肩並肩」、

在開放空間中的工作模式，隨時提供會員各種觀察學習的機會，並且有許多正向的

行為、互動，與成功復元的模範可仿效。 

  當精神障礙者因污名而被孤立，甚或因歧視對待而產生自我污名，他們透過觀

察來做正向學習與嘗試其他可能性的機會也受到嚴重限制。會所模式呈現的是一種

可能：順應人的本能，ㄧ個友善的環境即能創造精神復元的空間，也為障礙的社會

模式新增ㄧ筆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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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你解殖／資了嗎？全盤解析新自由主義國家 

 

【場次二】10/13（六）13:30-15:30 

A2. 不閱讀時代，誰還買批判傳播學？ 

   －HK104教室 

 

B2. 挑戰資本主義下的教育 

   －HK105教室 

 

C2. 對抗標準化：尋找台灣流行音樂創新之路 

   －HK115教室 

 

D2. 醫療市場化下的藥師專業角色－ 

   賣藥人，配藥人，還是社區健康守護者？ 

   －HKB08教室 

 

E2. 長期照護2.0體系中Polanyian雙重運動？問題化與另類實踐 

   －HK106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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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不閱讀時代，誰還買批判傳播學？ 

  新自由主義、族群政治、全球化、數位化、解管制與再管制等等普遍與特殊的

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不僅形塑出絕無僅有的獨特台灣媒體環境與樣貌，也為傳

播學術建制帶來一重又一重的危機與挑戰。 

  在這個學生不再閱讀，不再看新聞，甚至連電影、電視、音樂也都愈來愈少接

觸的時代，傳播學老師們該怎麼教？ 

  在這個新聞記者不再受到尊重，傳播工作地位愈來愈被貶低，傳播學術既不被

了解也不被重視的時代，傳播學老師們該怎麼面對？ 

  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都不在表面，因為連問題的陳述都不見得是恰當的。但這

並不是我們不需要去面對的藉口。 

  幾位在傳統傳播學術體系養成，在傳播學術建制中掙扎，在與年輕傳播世代的

綿密相處中反思，雖還不確定該鳴些什麼，但確定不默而生的中年傳播學術工作者，

希望藉著這個 panel，起個頭，拋拋磚，想一想，談一談，說不定可以漸漸弄出一些

作法，激起一點迴響。 

發起人：魏玓（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戴瑜慧（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戴瑜慧（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與談題目： 

 從宣傳的堡壘到批判的廢墟：新自由主義下新聞學陣地的潰散與轉移 

劉昌德（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流行音樂文化研究的路上：需要教嗎？怎麼傳播？ 

簡妙如（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傳播人在不讀不看時代的安身立命如何可能？ 

魏玓（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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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挑戰資本主義下的教育 

    當前高教問題重重，績效管理主義下的各種制度造成扭曲的知識生產，評鑑體

系的增生導致階層化與官僚化的學術權力結構，大學存在的意義被簡化為市場服務，

而資源分配扭曲的集中在菁英學校，整體高等教育的體質正在急遽惡化當中。面對

這些問題，我們該如何分析與實踐？我們有可能把教育視為獨立於社會經濟結構之

外的自主領域嗎？如果我們應當採取了結構性視角重新看待高等教育，那麼教育領

域的社會實踐，是否就喪失了其特殊意義？或者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提問，在邁向進

步、平等與解放的諸多社會運動中，來自教育體系內部的反叛，其意義到底是什麼？

有什麼特殊性？與其它社會運動又有何關連？這樣的提問，企圖重新回到馬克思主

義辯論中對於文化領域的理解當中，並且透過檢視批判教育學的意涵，回過頭尋找

可能的實踐方向。 

發起單位：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主持人：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 

與談人：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 

  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陳柏謙（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 

 

關於左翼教育理論的討論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 

摘要： 

  「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是左翼對於教育體制的普遍看法，意指資本主義透過教

育體系形塑了人們的思想結構，從而接受資本的運作秩序。與「威權教育」概念有

所不同的是，這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層建築）緊密關連的分析方式，並非僅

是指涉「威權/強人崇拜」控制下的政治洗腦。換言之，此概念企圖討論的是「上層

建築」（意識、文化、思想）的問題。而在 1980 年代文化轉向之後，左翼在面對教

育問題時更傾向於強調「教育領域的相對（於「下層建築」的）自主性」，這也影響

到人們在教育領域內的實踐方向。本文企圖討論教育體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定位，

並辨明不同理論的差異，進一步面對台灣特殊的教育處境，提出可能的實踐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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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對抗標準化：尋找台灣流行音樂創新之路 

    綜觀目前台灣流行音樂市場，無論在詞曲創意、和弦編寫，或是樂器編制等，

曲風類型逐漸雷同，創作理念重複性高，趨近於相互複製。宛如在創作的過程中， 使

用了電腦編曲軟體中 Quantize（量化）功能，輕輕按一下，所有流行音樂的風格、

曲式都被量化，成為固定的風格樣貌及模式。 

    長久以來，聽眾都習慣了整齊的聲音，類似模式的旋律、節奏與編曲，而台灣

流行音樂的表現風格似乎也有了一種 Quantize 的標準化，音樂人在製作音樂時有市

場壓力及商業層面的考量，寧可使用既有的成功模式，導致市場中充斥著各種風格

雷同的作品。另一方面，當創作者嘗試脫離音樂的標準化時，會遭遇到何種難題？

其中包含聽眾接受與否、出版商是否願意為其創新承擔風險等，皆為創作人的一大

挑戰。 

    流行音樂本身便是可透過各式各樣且豐富多元的聲響組成，但在商業利益的背

後，部分創作者僅願意使用既有手法進行創作，卻忽略了許多傳統以及具特色之元

素， 本次專題參與者，皆為目前活躍於國內流行樂壇之音樂工作者，包括國樂／流

行樂新銳作曲家，流行樂團資深電 Bass 手（Electric Bass）與音樂研究所主修商業

音樂之研究生，將分別就台灣社會下發展流行音樂的現況進行研究與討論。 

本專題將探討傳統國樂、古典交響樂與流行音樂融合之下，能夠產生出怎樣的改變

及創新，國人對於此創新是否能夠接受與支持。並更進一步指出，在流行音樂文化

之下，被遺忘的樂器及聲響，點出台灣流行音樂目前重視與忽略的部份，最後並分

析研討流行音樂未來的走向及可能性。 

發起人：黃敔棠（文化大學音樂系研究所商業音樂組、高中原創音樂社團指導老師） 

主持人兼評論人：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以文化工業理論探討台灣獨立樂團創作 

黃敔棠（文化大學音樂系研究所商業音樂組、高中原創音樂社團指導老師） 

摘要： 

  近年來，獨立樂團在台灣流行音樂圈中逐漸發跡，從原先的展演空間（如：河

岸留言、The Wall 等業界知名音樂展演空間）售票演出、發表創作之外，也跨足了

戶外音樂祭（如：大港開唱、火球祭等），並進而仰賴著網路平台將其作品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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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積了眾多支持者。不僅如此，也有不少獨立樂團開始在金曲獎之中獲得佳績，進

而從次文化漸趨躍進為年輕人的主流文化之一。 

     然而，舉凡電影、電視節目、音樂這些所謂的“流行文化”，是否為真實反映

出當代人民之審美觀念，以及對時代環境之下的認同及共鳴，學者阿多諾（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在探討文化工業理論時也曾提及菁英化

的議題，大眾接受且追隨某階級之價值觀念（亦有可能為政府），進而鞏固強化其統

治權之擴張。 

      雖然獨立樂團的創作元素常呈現多元化的主題，但這些獲得主流文化圈認可後

的獨立樂團能否持續維持多元的創作風格，而不會因商業因素等操作或考量，淪為

標準化的商業模式，或是虛有其表且不斷複製的流行音樂產品，此議題將在本論文

中有細緻深入的研究分析。 

     本篇論文要探討之議題，即為引文化工業理論來研析台灣獨立樂團的音樂與路

線，筆者引用三首不同獨立樂團之音樂創作： 

1.草東沒有派對-《大風吹》2016。 

2.老王樂隊-《我還年輕 我還年輕》2017。 

3.睡帽樂團-《22》2017。 

    透過分析其歌詞內容所呈現的內涵以及創作理念，並以文化工業理論檢視其歌

詞及創作風格和理念，進而探討流行文化對於當代社會是否能夠具有充分之代表性，

而不淪落為某多數階級之價值觀念的宣揚品。 

 

 

傳統國樂與流行音樂／西洋交響樂之融合： 

國樂交響曲《諸神黃昏 RAGNROK》的中西交融與流行音樂性格 

劉宇儐（國樂新銳作曲家、流行樂隊鍵盤手、胡琴教師、文化大學音樂系研究所商

業音樂組） 

摘要： 

     近年來，在國樂大型合奏曲當中，為求多元化之下，加入流行音樂（Pop music）

及西洋交響樂（Symphony）等元素不在少數，從原先的中國傳統調性五聲音階、江

南絲竹合奏，到直至目前豐富及多重的發展模式，皆使國樂這項傳統音樂逐漸成熟，

成為國樂前進交響化的重要一環。筆者之國樂交響曲第一號－《諸神黃昏 

RAGNROK》即為其中一例。此曲於民國一 O 五年三月創作完成，並於同年八月在

國家音樂廳首演。融合東／西方、傳統／流行音樂元素之創新路線使樂評與聆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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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此曲大膽採用之嶄新題材、混合曲風及多元配器的手法感到耳目一新。 

    然而，國樂合奏的成長雖然日漸茁壯，也顯示其有著多重的發展性及可塑性，

卻終究無法跳脫出國人們對於國樂的刻板印象，認為這只是一項傳統音樂，只能使

用於一般民俗婚喪喜慶當中，難登大雅之堂，使得長期以來學習國樂風氣低迷，國

樂音樂會聆賞人數，也遠遠不及西洋音樂及流行音樂之人數，進而使國樂淪為被台

灣社會遺忘的對象。 

    因此，在本論文中，筆者將藉分析此曲在演出與評論上的成功回響，研析如何

透過國樂與流行音樂創作手法結合以營造一嶄新之創作路線。本研究也將深入探討

如何藉由國人對流行音樂的熟悉度與喜愛，以提升國樂於台灣社會被大眾接受的復

甦程度。另外，在此曲中，筆者運用西洋交響樂的和聲、動機延展等技法，加以流

行音樂之配器學與歌曲架構的角度進行創作。在主題上，此曲以北歐神話中的大災

難故事－諸神的黃昏之內容為創作題材，使用國樂器比擬故事中的角色刻畫，嘗試

展現國樂與新的流行音樂元素融合之下，所能呈現的效果、演奏技巧的運用、有別

於以往的聲響以及呈現嶄新的國樂合奏創作思想。 

 

 

台灣樂壇被忽略的音樂聲部：電貝斯的編創原則對應流行音樂風格呈現 

蔡牧恭（新北市新興國小正式教師 、電貝斯手 、法官學院 

    藝術講座講師、文化大學音樂系研究所商業音樂組） 

摘要： 

   自從 1951 年，李奧˙芬達(Leo Fender)在美國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把電貝斯(Electric 

Bass)後，短時間內就在美國及歐洲影響了許多重要的音樂作品，如 1957 年「貓王」

艾維斯˙普萊斯利(Elvis Presley)的《監獄搖滾》 (Jailhouse Rock)、1963 年披頭四(The 

Beatles)的《請取悅我》(Please Please Me)、1969 年傑克森五人組(The Jackson 5)

的《我希望你回來》(I Want You Back)。也開始成為許多西方流行音樂風格發展與

改變的要素，如藍調音樂(Blues)、搖滾樂(Rock&Roll)、靈魂樂(Soul)、鄉村音樂

(Country Music)、迪斯可(Disco)、放克(Funk)、融合爵士(Fusion Jazz)等。 

   至今，電貝斯這項樂器已經推廣到全世界，在各類型的音樂風格也造就許多經典

音樂作品，對於台灣的流行音樂文化演進，也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今年台灣第 29

屆金曲獎，特別貢獻獎得主之一即為甫過世的電貝斯手郭宗韶先生。然而，電貝斯

這項樂器，在台灣的流行音樂研究中，一直居於弱勢，在台灣的音樂學系與流行音

樂相關研究所或學程裡，至今仍缺乏關於電貝斯聲部運用於音樂風格的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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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電貝斯如何深刻地影響了台灣音樂文化發展的課題，系統性的討論也付之闕

如。 

    因此，本論文將以電貝斯為主軸展開研究。藉由訪談知名電貝斯手包含邱培榮(台

灣頂級演唱會貝斯手，合作包含張惠妹、張學友、江蕙、齊秦、黃品源等)、早川徹

(Toru Hayakawa，林生祥樂隊貝斯手，參與作品獲金曲獎、金音獎肯定)、吳馬丁

(Martijn Vanbuel，世界軌跡團長、絲竹空貝斯手，作品獲金曲獎肯定)等，以及整

理相關文獻，探討在編創電貝斯旋律時，需要優先重視的面向為何，是旋律性還是

律動感？音符與節奏如何選擇？其次，在編創電貝斯聲部時，如何運用不同的流行

音樂風格並做出選擇？進而與筆者本身經驗結合，整理出編創電貝斯聲部時應該重

視的原則與方向。 

    筆者將以自身參與編創電貝斯聲部的作品《漂流瓶》為例，探討電貝斯聲部編

創原則實際運用，以及音樂風格使用分析。這是一首純器樂演奏樂曲，也是台灣流

行音樂文化中較為被忽略的一環。本研究的進行預期能增加對電貝斯與台灣流行音

樂的型塑間密不可分的關聯的理解，並藉此勾勒出近年台灣流行音樂的整體風格與

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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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醫療市場化下的藥師專業角色－ 

賣藥人，配藥人，還是社區健康守護者？ 

  世界各國面對人口老化，疾病型態轉變問題，莫不以建置社區的基層醫療網絡

為首要目標，也是降低醫療耗用、藥品支出的主要解方。台灣社會老化速度更甚，

未來的社區要如何能讓人延長健康老年、延緩失能？讓醫療與照顧兼具？醫療體系

勢必面對人口老化最核心的問題－基層醫療的照顧團隊在哪裡？ 

  比便利商店還密集的藥局林立在社區當中，然而台灣民眾到社區藥局除了拿處

方箋外，最主要的目的是買藥物和保健食品。相較於社區藥事照護發展完善的先進

各國，台灣的藥局和藥師在民眾健康的照顧角色上仍不明顯，台灣的基層照護團隊

中，難見社區藥局與藥師，此問題深刻的影響慢性病用藥與照護品質。 

  事實上，由日據時期發展至今，醫師兼具調劑與診療權的發展下，台灣醫藥分

業採雙軌制，多數藥師受聘於診所（門前）藥局，專業自主性受限，社區藥局為因

應醫療市場競爭，只能採資本集中（如連鎖藥局）和多角化經營以求生存。從藥師

受僱比例節節攀高即可知，醫療市場化對藥師專業角色產生明顯而不利的影響。然

而，面對在地老化、讓照顧回到社區的急切需求，藥師如何從賣藥人、配藥人的角

色，找出突破點成為社區健康守護者，是本場次討論的核心問題。 

發起人：本論壇由主持人及與談人們共同發起 

主持人：唐菁華（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 

評論人：王惠珀（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顧問、前藥政處處長）、 

        謝幸燕（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市場化下的基層醫療團隊－論社區藥師的角色 

詹筱勻（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摘要： 

  台灣社會急遽老化、醫療耗用持續增加，透過建立基層醫療團隊，改善目前以

醫院和和疾病照顧為中心的醫療體系，完善醫療與長照的銜接，已是近年政策的首

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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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對老化問題，基層醫療照護工作的藥師專業是最被忽略的一環。據健保署

統計，臺灣的藥費支出，每年都約占健保總體支出的 1/4 以上，門診慢性病藥費占

半數以上，其中約有 1％為跨院重複開藥、領藥，顯示每年有高達數十億的藥費的藥

物浪費。 

  嚴重的藥物浪費問題來自於不足的藥事照護，而不足的藥事照護與醫藥分業不

彰的制度脈絡有關，然而，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台灣藥師角色受醫療服務體系的市場

化影響－無論從藥師成為受雇者比例的提升、從傳統社區藥局與銷售商品為主的連

鎖藥局的消長….都是顯著的趨勢。 

  面對老化社會，除了基本的藥事照顧，如何在市場化下，重現社區藥師的角色，

無論是預防端的公衛角色，或是後端的長照任務，都將是藥師與台灣民眾的重要課

題。 

 

 

做一個入世的公衛藥師？醫藥雙軌制下如何突破並展現藥師的社會責任 

顏幸達（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 

摘要： 

  隨著醫療技術進步以及照護技能提升，人類壽命延長成為趨勢，台灣於 2018 年

躍升為高齡社會國家，同年 3 月藥師作為醫療專業團體，納入長期照護 2.0 的醫療服

務團隊必要成員之一。這表示藥師再也不只是傳統觀念中配藥的機械手。 

  依國外相關文獻，藥師如今已如火如荼展開跨專業合作，走出藥局、深入社區，

被賦予更多公共衛生與健康促進的任務，諸如參與健康篩檢、疼痛控制與諮詢、健

康教育及健康自我管理、戒菸、吸毒預防與家庭計畫中，都能成為民眾健康守護者，

扮演了社區照護的重要角色(Swinger K et 2002)。 

  由於台灣藥師現行執業規範上，仍採醫藥分業「雙軌制」（診所可聘請醫師調劑），

而非相對有利於藥師專業發展之「單軌制」（診所不聘藥師從事調劑，醫藥分業相對

確實），不但影響藥局收入，甚至導致去專業化的不利發展（謝文紘、陳美霞，2001）。

在此制度情境下，多年來藥師專業角色認定不明。 

  然而，高齡社會時代來臨，為突破現局、彰顯專業，使藥師重回社區、迎向群

眾成為趨勢，藥師工作型態更為多元，從事衛教、高診次用藥輔導、戒菸宣傳、促

進健康自主管理、長期照護、學校宣傳等，都是把從以救”疾”為主，轉為促進健

康的”人”為觀念，實實在在地建構出新的專業藥師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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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醫藥雙軌制下，突破並擺脫過往的配藥人員及賣藥商人舊有形象？健康促進

及疾病照護將成為藥師新的社會責任角色。 

 

 

社區藥局的發展與未來藥師的多元化角色 

翁青聖（藥師週刊總編輯／原隆安藥局負責人） 

摘要： 

  早期的藥事人員主要的工作是藥品調劑和製造，亦即「藥劑」工作，為的是讓

民眾『有藥可用』。民國 68 年，原「藥劑師法」修正為「藥師法」，正式將『藥劑師』

正名為『藥師』，但隨著時代的進步，藥事人員從事的工作更為廣泛，像近年來強調

的加強臨床教育和專科養成，為的是讓民眾『正確且安全的用藥』。民國 96 年，藥

師法新增藥師職責為：藥事照護相關業務，藥事照護是藥師直接照顧民眾藥物治療

的專業行為。藥師負責進行病情與用藥評估、擬定與執行照顧計畫、做療效追蹤，

以確保病人藥物治療都符合適應症、有效、安全及配合度高，進而提升其生活品質，

藥師的專業得以有更好的發揮。 

  實施醫藥分業後二十一年來，雙軌制下藥師專業受到限制，為因應整體醫療市

場發展與競爭，社區藥局朝向多元發展，目前全國健保特約藥局數量已達到 6 千家

以上，藥局密度甚至高於我們日常生活常光顧的便利商店，可見藥局已是民眾生活

用藥的專業據點。然而，在此發展脈絡下，民眾對藥師與藥局的專業認定限於販賣

藥品、調劑，又在市場機制的發展下，藥局朝向大型化發展，削弱了藥師的專業核

心－藥事服務與健康守護角色。 

  實際上，社區藥局應具專業、鄰近、方便等特性，可以在社區中扮演更多的角

色，尤其在協助公共衛生和長期照顧方面，社區藥局是社區的一份子，可以是在地

的健康志工，在藥事照護發展成熟的先進國家，藥局已民眾所普遍認識，是社區健

康照護的重要守護者。近年因應台灣高齡社會問題，不少藥師們已走出藥局，為獨

居老人提供居家藥事照護訪視，現今藥事照護將更多元，民眾有任何關於用藥的問

題，都可以尋求在地社區藥局藥師的服務，藥師會提供諮詢，協助正確用藥，為鄉

親的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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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長期照護 2.0 體系中 Polanyian 雙重運動？ 

問題化與另類實踐 

  台灣社會的高齡化使得長期照護同時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與解方，但是，以一

種「體系化」的方式來處理高齡者的照護，製造的問題與解決的問題之間究竟何者

為多？更遑論，以福利國家的執行方式，如何面對國家財政赤字與科層組織僵化的

問題？這樣的場景讓我們不禁想起 Karl Polanyi 對於 19-20 世紀的描述。 

  在 Polanyi 的觀察中，19 世紀的現代社會展現為一種「雙重運動」：一邊是不擴

張的市場，使得現在社會成為了一種「市場社會」，一邊則是各種「社會自我保護」

運動，希望把市場限縮在一個特定的方向與範圍之內。換言之，「經濟自由主義 vs.

社會自我保護」成為西方社會 19-20 世紀的主要基調。 

  在當代台灣社會關於長期照護的問題與爭議中，我們似乎還是看到這樣的主旋

律。將長照體系加以體系化、完善化的思維與實踐，一直都只是「將高齡者加以問

題化」的結果與手段。定義了「需要被照護者」與其源源不絕的潛在可能需要被照

護者，則產生了如 Polanyi 所批評的「自律市場」幻覺一般的恫嚇效果。關於自律市

場失靈的恐慌，堪比高齡失能者被社會拋棄的可怕。與之相抗衡的，則是各種關於

高齡者、老者、失能者的「自我保護」運動。諸如「失能壓縮」或「老有所用」的

想法，再次駁斥了體系化長期照護的盲點。不論是將人人會面臨的最終失能階段，

透過延長「亞健康」階段而限縮；抑或是重新賦予長者一種自主的、另類的價值，

以減緩老化的貶抑作用。透過這種 Polanyian 式的觀察，本論壇的四篇文章將聚集

在我們所謂的「長照 2.0 中的 Polanyian 雙重運動」。 

 〈老年的他者化——對「長照 2.0」政策的反思〉一文將從 Foucault 式的他者化

角度指出，新自由主義與其市場解方未必是最值得反思的，問題的根源或許在於「將

高齡者加以問題化」。〈參與式預算及其敵人：以社區健康促進相關提案為例〉一文，

在呼應「失能壓縮」主張的基礎上，進而深究：社區式的健康促進如何有別於個人

式的健康管理，甚至在其倡議公共性的過程中會遭遇那些再度回歸「個人化」的論

述對手？〈新的照顧實踐/實驗：暖暖防跌工班與換工〉一文則以「換工」現象引出

了對於「長者/無用」、「慈善/互助」這些相近卻又相異的範疇的反思。家戶內獨居

的長者及其家屬，接受防跌工班施作之後的換工過程，如何形成一種新的照顧實踐。

〈文化照顧與照顧文化--以泰雅族 Tbahu 部落小米方舟文化復育工作為例〉ㄧ文轉

向原鄉場域，去探究兩個彼此交織卻又看似分離的概念：長照體系中對於「文化照

顧」的政策呼籲，與文化復育工作中其實際產生的「照顧文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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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論壇的角度來看，普遍適用的宣稱（諸如：台灣長照的唯一道路是政府或市場、

人人都會老也都會需要長照、長照體系需要更增加適用範圍或覆蓋率）正如自律市

場的幻覺，既掩蓋了其體系背後的初始「問題化」，也對各種看似非體系或不相關的

「另類照顧」視而不見。 

發起人：李晏佐（台北醫學大學「以照護為本的活力展齡創新結盟」計劃博士後研

究員） 

主持人：蔡博方（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陳正芬（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老年的他者化—對「長照 2.0」政策的反思 

李晏佐（臺北醫學大學「以照護為本的活力展齡創新結盟」計劃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面對臺灣社會的高齡化，政府提出了「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2.0」做為因應之道，

企盼藉此解決高齡化社會產生的問題。長照 2.0 政策提出之後，學界與實務界各自提

出不同的檢討，不論是正面地肯定從長照 1.0 到 2.0 的改進，或是認為 2.0 在設計上

有諸多窒礙難行之處，似乎都將高齡社會「問題」的解方訴諸於長照 2.0。然而，這

個解藥會不會是另一種毒藥？長照 2.0 所製造的問題，會不會比解決的問題更多？ 

  本文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一書所運用的方法論，

探究當代社會在長照制度下所形成的排除結構，如何將高齡者予以他者化。透過檢

視長照 2.0 政策核定本，試圖指出，僅從醫療角度思考長期照顧，不僅將高齡社會的

問題簡化為醫療問題，更可能將老年人口的面貌單一化以及他者化，而無法落實「活

躍老化」的目標。本文首先論證，長照 2.0 如何呈現出老人問題的問題化過程，也就

是老人如何被建構成為社會上必須被解決的「問題」，被視為一種必須被扶養的、造

成社會負擔的、身心失能的、仰賴照顧的他者，而且是一種同質的、只有單一面貌

的他者；其次則探討此一老人問題化的問題，也就是這種「問題化」的過程帶了什

麼樣的影響，如何在以人為本的出發點下反而讓老人變成「非人」，如何在對抗年齡

歧視的過程中製造出另一種年齡歧視，從而讓長照政策始終無法滿足高齡者的需求；

再者，本文將嘗試以台北醫學大學人社計劃的研究經驗進行對話，具體檢視長照 2.0

政策的侷限，並思考老年健康與照顧的另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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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預算及其敵人：以社區健康促進相關提案為例 

張書維（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訊學系博士生）、 

林子新（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暨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在台灣，參與式預算是一種新興的預算制度，主張民眾應該且能夠直接決定政

府預算的使用方式。為促進社區健康，我們試著將相關課程導入社區，一方面鼓勵

學生將其社區調查成果轉化為可供社區居民進行審議的預算提案，另方面建置網路

票選平台以方便社區居民審議學生提案並從中進行票選。我們發現，在推動「學生

調查提案—居民審議票選」活動的過程中，最大的阻礙並不來自學生或居民之能力

不足，卻反而來自間接民主制度之最基層機構——里辦公處——之意願低落。在課

程導入的基礎上，指出「直接」與「間接」這兩種民主制度之間的結構性衝突，如

何導致里辦公處普遍缺乏推動參與式預算的意願，於是成為本研究的核心任務。 

 

 

新的照顧實踐／實驗：暖暖防跌工班與換工 

郭貽菱（臺北醫學大學「以照護為本的活力展齡創新結盟」計劃研究助理） 

摘要： 

2017 年初，台北醫學大學與左下角工作室在暖暖成立了「防跌工班」。什麼是防跌工

班？防跌工班的起源來自於 2016 年冬天的眷村訪談，對象是過港社區與中興社區的

長者，在與長者的互動中發現長者極需無障礙空間，無論是室外礙於氣候與地形造

成的濕滑，抑或是室內設計不友善空間導致的跌倒，都是長者日常處境的隱憂。實

地了解長者的需求後，試圖解決跌倒處境的設計完成：邀請社區中壯年（約 45 至 65

歲）居民組成志工工班，進入有意願、有需求的家戶中，一起審視環境、討論方案、

挑選材料，最後義務施工、加裝防跌設施，材料費由長者家戶自行負擔。 

    工班的第一階段任務：安裝防跌設施，已經進行了數十戶，在施工中工班志工

基於社區互助理念不能收取任何工資費用。不收工資費用是為了第二階段任務：「換

工」的推行。 

    換工是什麼意思？換工是防跌工班實踐中的第二層設計「以工換工」：以「工班

志工的工」交換「長者的工」，透過交換，讓志工與長者處於平衡對待的狀態，打破

助人者與受助者、年輕人與衰老者的二元對立價值觀，讓長者以勞動重新進入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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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際網絡、在信任關係中重新認識自己與社區、連結失落的社區連結。 

  我們將這些長者的工媒合社區有需求、有興趣的民眾，並邀請參與民眾換出可

換之工。什麼人會有興趣接觸長者的工，又即將換出什麼工，必須經過設計與想像，

每一步都是有趣且艱辛，但我們企圖以各式各樣的工達成社區互相照顧的目的，希

望所有人能活在一個「老得起」的社區。 

 

文化照顧與照顧文化－以泰雅族 Tbahu 部落小米方舟文化復育工作為例 

林益仁（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以照護為本的活力展齡創新結盟」

計劃執行長）、芭翁都宓（泰雅族 Tbahu部落「小米方舟」計畫主持人）、黃雅鴻

（「以照護為本的活力展齡創新結盟」計劃博士後研究員）、蘇姵瑜（「以照護為

本的活力展齡創新結盟」計劃專任研究助理） 

摘要： 

  照顧(care)，這個概念因為政府推動長照 2.0 政策而成為眾所注目的焦點。本文

從文化的角度切入探索「照顧」的多層意涵，同時試圖超越單一醫療想像的照顧空

間。關於「照顧」，我們採取哲學家 Milton Mayeroff 的觀點做為討論的起點，他定

義「照顧」是「協助他者成長」(Help others to grow)，而這個「他者」並不侷限在

人身上。文化，是不同人類社群生活日常(livelihood)的總成，根據 Mayeroff 的定義，

文化作為他者彼此相遇的場域，勢必在不同人群的「照顧」所及範圍中成長，或是

消退，這是我們對於「照顧文化」概念的理解。此外，文化做為一個集體，它是影

響個人行為的重要因素。在相當程度上，不同文化必然在過程中展現出特定人群對

於「照顧」的認識與操作的方式。換句話說，文化照顧著不同人群的成長，是我們

在探討「照顧」時不能忽視的面向，這正是本文中我們對於「文化照顧」的基本理

解。文化，可以做為演繹「照顧」概念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非單向互惠

(reciprocal)關係的重要媒介，其主要理由是在文化形塑中不可避免的自我(self)與他

者(others)不斷相遇的過程，它也因此展現了「照顧」概念的重要特徵。 

  本文將以北醫人社計畫尖石團隊兩年來的參與研究做為案例，從 Tbahu 部落的

小米復育工作過程，探討婦女、耆老、部落族人與外來團隊如何參與在泰雅族的小

米品種、文化與知識的建構與再現，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雙

向互惠的「照顧」內涵是如何被展開。同時，我們也指出小米文化知識的建構無疑

是 Mayeroff 所言的「協助他者成長」，而泰雅族小米文化的展開過程更讓其中的參

與者不管是老人與婦女，或是外來團隊都得到被培力的「照顧」精神，這同樣也是

一種「協助他者成長」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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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你解殖／資了嗎？全盤解析新自由主義國家 

 

【場次三】10/13（六）16:00-18:00 

A3. 拆解「新南向政策」的真實與虛構 

－HK104教室 

 

B3. 不自辦的自辦市地重劃？ 

   自辦市地重劃的制度轉型、重劃政治與實務挑戰 

   －HK105教室 

 

C3. 作為「詮釋者」的知識公共性如何可能？ 

   以北醫大三個人社型計畫的經驗談起 

   －HK115 教室  

 

D3. 反思社會運動與組織運動者培養的共生關係－ 

   以高教工會、基護工會與衛促會為例  

   －HKB08教室 

 

E3. 社會變遷下台灣長期照護模式之轉變與挑戰 

   －HK106教室 

 

F3. 新世代有話想說：我們的社會工作專業可不可以有點不一樣？ 

   －HKB09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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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拆解「新南向政策」的真實與虛構 

  隨著蔡英文政府高唱「新南向政策」和各種慶賀東南亞文化的展演活動蓬勃發

展，各項為了吸引東南亞各國留學生、觀光客的利多也隨之展開，而最近行政院更

高調宣佈將推動「新經濟移民法」以吸引中高階外籍工作者（以南向的國家為主要

目標）來台灣工作進而定居。本論壇將由五位在移民議題倡議十多年的團體代表與

學者，分別就不同的面向拆解新南向政策看似華麗與對歡迎新移民表象下的真實狀

況，以及其背後的區域及全球政治經濟發展的脈絡。 

發起人：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台灣移民政策「本／外」結構的變與不變 

廖元豪（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摘要： 

從台灣繁複的移民法規發展分析台灣移民政策的「本／外」結構的變與不變。 

 

 

婚姻移民大不同：台灣國族主義建構下的「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法令政策比

較 

王娟萍（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創會理事長） 

摘要： 

同為婚姻移民，大陸配偶與東南亞配偶的法律規範卻不盡相同，將比較二者之異同

以及背後的因素。 

 

 

「東南亞熱」到底在熱什麼？ 

李佩香（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祕書）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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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東南亞的婚姻移民和其子女曾被視為「人口素質」低落，如今卻突然廣受重視，

文化展演活動和東南亞語課程邀約不斷。將探討這看似正向的轉變背後值得反省的

問題。 

 

 

「新南向政策」的試金石：從移工處境看新南向政策背後的階級意涵 

汪英達（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主任） 

摘要： 

從分析自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的真實處境拆解新南向政策以及其背後的階級意涵。 

 

 

從「新台灣之子」到「新二代」：全球政治經濟結構下的新移民論述轉向 

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摘要： 

將分析「新台灣之子」到「新二代」論述轉變背後的區域和全球政治經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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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不自辦的自辦市地重劃？ 

自辦市地重劃的制度轉型、重劃政治與實務挑戰 

    歷年來台灣陸續開啟多種土地開發的模式，包括一般徵收、區段徵收、都市更

新與市地重劃等，其中，市地重劃的開發範圍、影響層面日益擴張，卻鮮為人知。

以台中市自辦重劃為例，台中郊區以自辦重劃單元的模式進行開發，開發商自 2004

年後，大舉在市郊圈地，近似於發生一場重劃區瘟疫，許多政商集團挾帶資本轉進

房地產市場，如台中單元二黎明重劃區，面積高達 186 公頃，開發規模超過一整個

台北都會區的都更。在台中盛行的市地重劃，也引發許多爭議，包括參與重劃門檻、

抵費地分配問題、參與重劃意願、會員大會投票爭議；在地景空間上，原地主在重

劃後，往往因分配面積低於門檻，而無法續留原住處，只能領取不合比例的賠償金

走人；重劃區域內的公共設施品質與數量，也往往無法符合重劃區內應有的規模，

使得重劃區與鄰近社區競爭生活空間。 

  面對當前遍地烽火的重劃爭議，本論壇《不自辦的自辦市地重劃？自辦市地重

劃的制度轉型、重劃政治與實務挑戰》將以研究論文的方式，有系統地針對自辦市

地重劃問題進行深入探究，共有四篇論文。首先，許瑞員〈自辦市地重劃下政府、

開發商、社區的關係重塑：台中市三個案例考察〉從微觀層次分析三個自辦重劃案，

考察自辦重劃過程中，地方政府、開發商與社區居民的互動關係及其型塑的新形態

社會結構；顏誌君〈不自辦的自辦市地重劃？市地重劃的制度轉型與修法者社會網

絡分析〉則關注自辦市地重劃的爭議現象，以宏觀的歷史制度論調節微觀的社會網

絡分析，釐清為何台灣會建立現今充滿爭議的「自辦市地重劃」制度？市地重劃經

歷過怎樣的制度轉型？又是哪些組織行動者推動市地重劃的修法？楊友仁〈市地重

劃瘟疫、壟斷地租與都市共識政權：台中自辦市地重劃的案例〉面對 80 年代持續至

今的台中市地重劃之驅動機制與結構矛盾，欲理解台中自辦重劃開發的制度安排與

組織運作特徵為何？其開發主體─重劃會，究竟如何取得地方領導權？重劃範圍內權

利關係人之多數決同意制，又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最後，何彥陞〈論市地重劃

公益性與必要性之評估〉以參與重劃修法的實務經驗，闡述在修法歷程中面臨的實

務挑戰。 

發起人：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主持人：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評論人：洪鴻智（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張梅英（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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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市地重劃下政府、開發商、社區的關係重塑：台中市三個案例考察 

許瑞員（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摘要： 

  2004 年起，台中市政府大規模地推動自辦市地重劃，期待引入市場的力量加快

開發進度。然而重劃過程中，開發商掌握了重劃權力，侵犯到居民財產權，衍生許

多訴願與抗爭。本研究以台中市整體開發區的三個代表性自辦重劃案為例，援引都

市企業化與動員結構理論，透過整理比對相關會議記錄與民眾訴願檔案紀錄，以及

深度訪談自辦重劃過程中的關係人，考察自辦重劃過程中，地方政府、開發商、社

區居民間的互動關係，及其型塑的結構。 

  我們發現與舊有的政府辦理的重劃與徵收案例相比，引入開發商的自辦市地重

劃，造就出不同利益集團於社區的運作方式。在政府主導的徵收與重劃，利益團體

只需影響都市審議體制；然而在自辦市地重劃下，開發商必須獲取唯一開發主導權，

透過包括社區動員，建立一套利益分享機制，聘請前地政官員居中協調以加快重劃

籌備速度，最後獲取重劃會理監事過半數人馬支持。利益團體的社區動員模式也分

裂了原有的社區共同體，使得重劃異議者無法再以社區整體來發動抗爭，今日反對

自辦市地重劃的運動組織策略因而更為複雜多元。 

關鍵詞：都市企業化、市地重劃、動員結構 

 

 

不自辦的「自辦市地重劃」？路徑依賴與自辦市地重劃制度的形成 

顏誌君（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一般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皆屬政府進行土地開發的政策工具，隨著大

埔事件的爆發，近年來台灣舉辦區段徵收的次數有減少趨勢，而市地重劃則呈現增

長趨勢，台中在 1986 年《平均地權條例》修法以來，推動多期公辦市地重劃，並在

2004 年開放郊區自辦市地重劃，以開發單元模式吸引資本投資。至今台中的自辦重

劃數量比公辦重劃更多，而自辦重劃的開發主體--重劃會，並非如制度所規範的由私

人地主組成，而是由具政商背景的開發公司主導，成為近年來台中都市擴張的主要

機制，並在開發過程中引發許多爭議。本研究的問題意識為，為何台灣會建立現今

充滿爭議的「自辦市地重劃」制度？市地重劃經歷過怎樣的制度轉型？又是哪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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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行動者推動市地重劃的修法？本研究嘗試運用歷史制度論的取徑，從宏觀層次探

討市地重劃的制度轉型，梳理市地重劃的起源、制度修正的過程，釐清「自辦市地

重劃」制度的興起與爭議。此外，本文從集體行動系統的社會網絡分析，透過微觀

視角進一步探究是哪些組織行動者推動重劃的歷次修法，以及分析相關行動者是基

於何種政治經濟利益，以及透過哪些資源交換來進行市地重劃的修法。 

關鍵詞：市地重劃，歷史制度論，平均地權條例，制度變遷，修法者，集體行動系

統 

 

 

重劃瘟疫、壟斷地租與共識製造：台中自辦市地重劃的案例 

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從都市政治經濟學角度，探究 80 年代持續至今的台中市地重劃之驅動機制

與矛盾結構，我們的問題意識為，台中自辦市地重劃的制度安排與組織運作特徵為

何？其開發主體-重劃會，究竟如何取得地方發展領導權？作為重劃範圍內權利關係

人之多數決同意形式的重劃會員大會，又如何在其中扮演角色？本研究提出「共識

製造技術」與「都市共識政權」概念，以理論化在台灣私有產權體制下，成長機器

進行自辦市地重劃的中介機制，並對台中重劃區開發熱潮進行解釋。本文指出，台

中的市地重劃是成長機器藉由制度化的壟斷權力奪取城郊地租的工具，政商集團透

過重劃會的組織形式，運作無記名投票的重劃會員大會，儘管無法存在可茲得出有

過半地主同意之土地面積比例的可能性條件，仍取得重劃範圍內地主多數決的表象，

在這樣的共識製造技術中介下，政商集團圈地造成的社會矛盾被轉移、個別化且正

當化，進而形塑出不同於威權侍從模式的都市共識政權，制約了受害地主之集體行

動政治化的可能。本文強調台中的政商壟斷權力以及會員大會共識製造技術之交互

作用，確保了壟斷地租利潤率，並形構新的都市政權正當性，在共識轉向的政治社

會脈絡下，構造出台中重劃區的擴大生產。 

關鍵詞：壟斷權力，共識製造技術，都市共識政權，成長機器，重劃會員大會，無

記名投票，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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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市地重劃公益性與必要性之評估 

何彥陞（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副教授） 

摘要： 

  市地重劃，是藉由都市計畫引導一定區域內土地之整體發展，重新規劃其土地

之使用、整理其地籍並設置或改善當地公共設施，增加重劃地區土地之利用價值。

近年來，自辦市地重劃屢屢發生爭議，導致原土地所有權人與重劃會之糾葛，也影

響都市發展之期程。故許多的直轄市、縣市政府轉以辦理公辦市地重劃為主要施政

方向。然而，公辦市地重劃仍然有其既有的窠臼有待改善。是以，發動市地重劃不

只是要面對公益性與正當性的檢驗外，亦需正視市地重劃是否必要、程序是否公平、

公正與公開的課題。 

  依德國通說，土地重劃尚屬憲法上人民土地財產權「內容及其限制」(Inhalt und 

Schranken)之範疇(亦即屬於社會義務或制約)，原則上不生損失補償問題。惟亦有大

法官認為，原本不願重劃者被強制劃入重劃區，已經侵犯其保有財產現狀的權利，

以致於侵犯其受憲法保障的「存續狀態之保障」（Bestandsgarantie），而後儘管可再

獲分配土地，但已經違背其意志，造成強制更易財產標的之結果，不能不謂類同徵

收之侵害也。是以，本研究第一個聚焦的課題，是台灣之市地重劃於憲法財產權保

障之下，是否如德國制度，為財產權之社會義務？抑或是已經是類同徵收之侵害，

第二個課題，是市地重劃的目的性與功能性。土地法第 135 條第一項與平均地權條

例第 56 條第一項第一款到第三款規定的重劃開發目的，基本上就是都市計畫之土

地開發。需注意者，平均地權條例第 56 條所規定之「新設都市地區實施開發建設」

與「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二

者與都市發展之「公共性」之連結較高。然而，「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與「公共性」

與「公益性」之連結為何？則有釐清之必要。另外，如果市地重劃在都市計畫興建

新社區可能是「私益」，則透過私人自己的意願，配合「市地重劃」之規定進行土地

之開發，則其並非不可為之開發行為。但是，此種情形與民間「協議合作開發」之

概念相似，其是否亦需具備公益性與必要性？ 

  對於前述之課題，本研究先以文獻分析的方式進行國內外文獻之收集與分析，

針對前述二個課題，則透過法釋義學的方式進行討論，並就個案部分，以法院判決

實證分析之方式，提出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與討論，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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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作為「詮釋者」的知識公共性如何可能？ 

以北醫大三個人社型計畫的經驗談起 

  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方式可能有許多種樣態，本論壇僅聚焦於以下模式：以特

定的「競爭型計畫」作為基礎，鼓勵且補助大學教職員組成團隊，以創新型態的研

究或教學方式進入社會。本論壇五篇文章有兩個特別的共同點。首先，作者所選擇

的經驗個案大多以臺北醫學大學（後簡稱北醫大）為基礎，並加入一篇以政治大學

的經驗為基礎的對照。另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在於，五篇論文作者皆自己擔任計畫內

部成員計畫的一線角色（亦即，專案教師或博士後研究員）的經驗為基礎。這樣的

位置與角色正介於「大學/社區」交界那道曖昧又複雜的地帶。角色認同與利益旨趣

的變化，同時受到學校計畫定位與個人生涯規劃的影響。 

  從 2015 年開始，北醫大陸續獲得教育部與科技部所補助的「大學學習生態系統

創新」計畫（A 類：未來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第二期進場）、「人

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補助（第二年進場）。執行以校為單位，

計畫主持人則為副校長，計畫中的共同指持人以北醫大校內僅有的人文社會科學的

教師為主(分別為通識中心、人社院醫學人文研究所、醫學院醫學系醫學教育暨醫學

人文學科)，同時跨域協力整合醫療照護背景之教師進入團隊，並在執行過程中聘有

人社背景的博士後研究員、專案教師、研究助理。三個計畫都有自己的執行重點：

在未來大學計畫是「行動學院與自主/半自主學習」；在人社實踐計畫是「以照護為

本的活力展齡」；在 HFCC 則是「社區健康促進的創新方案」。 

  不論這三個計畫是以教學或研究為主軸，這樣的全校型計畫毋寧地衝擊了以醫

護專業系所為主的北醫大，也同時讓各計畫的總辦公室成員、其他夥伴學校，感受

到不同於一般綜合型大學的組織文化。本論壇文章各自提供的深具反思性與批判性

的視角，或者對比「計畫精神/團隊執行」、「計畫執行/社區動態」之張力，或者比

較「創新手段」（例如：改變社區組織、改變學習模式）本身的困難。深究其背後共

同籌組論壇的知識旨趣，實則出於計畫執行過程中，關於「大學教師之於團隊夥伴、

社區成員、學習者(學生)所扮演的角色為何」的困惑。 

  當代社會理論家 Zygmunt Bauman 早已指出，知識分子作為立法者角色消逝，

取而代之的是「詮釋者」角色。這種後現代狀態的社會存有基礎，一方面在於「真

善美」三者分化而無法兼顧，另一方面在於「真善美」的普世性不在而早已被地方

化。知識分子僅能在特定社群(舒適圈或象牙塔？)之內懷抱著「立法者」的鄉愁，卻

在整個社會之內四處流竄以為闡釋者。若從此觀之，不難理解北醫大計畫教師們的

http://www.hfcc.org.tw/
http://www.hfcc.org.tw/
http://www.hfcc.org.tw/
http://www.hfcc.org.tw/
http://www.hfcc.org.tw/
http://www.hfc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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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實踐，既不是公共知識分子的「重返」，也不是「變調」，倒比較像是面臨一

種新的迷惘與挑戰，亦即：作為「詮釋者」如何於不同社群之間穿梭翻譯，卻仍能

維持人文社會知識的公共性？這個問題，四篇論文只提供暫時性的回答，歡迎各種

評論與對話，以期延續這個思考。 

發起人：蔡博方（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主持人：林子新（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暨博士後研究員） 

評論人：容邵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是否用相同的精神解決團隊內部的問題 

陳玉苹（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2012 年開始，教育與與科技部開始提倡以人文關懷及學術研究創新的角度，探

討當前臺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透過議題研究與社會行動方案設計，彰顯人文與社

會科學對於社會改革的貢獻，而提倡了幾個大型的計畫，如ＨＦＣＣ，人文創新與

社會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等。幾個大型計畫試圖將人文社會科學的精神帶入解決社

會問題的過程，以人文社會的思考提出對既有問題的「新解決方案」。 

  這樣的計畫面臨了從理念到實踐上不同層次的問題，包括第一，跨學科合作的

方法（提問方式、解決路徑、對基本社會現象的理解以及解決問題的預設程度）。第

二，在進入社區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地方政治、如何與地方上既有單位建立合作關係

而非競奪關係、學術團隊內部的「地盤」、「路線」之爭。第三，計畫成果的界定以

及呈現方式。 

  本文將以筆者參與的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之過程，討論以上三個層次所面

臨到的問題，以及試圖提出解決的方式。 

 

 

推幣機與橡皮筋：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動態分析 

張育誠（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分析社區發展協會運作的動態。透過任職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機會，

我參與了甲、乙二社區的運作，除了參與規劃與執行社區相關活動外，並於乙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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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企畫培力工作坊。基於此期間的參與經驗，我以組織的解散與維持二種動力來

分析協會。在解散的動力方面，我以推幣機作為譬喻，強調協會中的各種造成組織

無法正常運作的因素，在這些因素的總合下，協會日常運作充滿權變因素，在組織

中推動各項工作，行動者會有投入與產出不對稱的感受---有時個人持續推動各項工

作但組織並無反應，有時行動者的日常行動，卻產生預期之外的效果。另一方面，

雖常經常發生降低組織功能發揮的事件，協會仍然受到各種因素的作用，讓協會不

致崩解。在我的田野經驗中，最明顯的因素便是政府各單位因業務等需要而努力維

持協會持續運作。基本上，正常運作的協會可以消化政府單位的各項業務或者績效，

因此，地方單位有動機協助協會運作。這種維持的動力，我以橡皮筋譬喻之。我希

望透過推幣機與橡皮筋二種譬喻來增進對社區協會的理解。我們可以從在解散與維

持這個維度來看待協會，而組織目標往往便在這二種作用力之間拉扯。最後，必須

說明的是，我的社區工作經驗雖無法概推到整體，但所提的個人(參與志工、居民等)、

組織、政府間的關係構成情況，可以解釋志願團體並非單純僅是常識認知下的“一群

有共同目標的民眾組合而成的組織”，而這樣的理解，我相信能促進大學與社區的良

性互動。 

 

 

大學如何改造社會：論大學社會改造方案的特殊動力與常見路徑 

林子新（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暨博士後研究員）、 

蔡博方（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2018 年，大學社會責任正式成為台灣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然而，相對於「大

學是否應該」改造社會的問題，「大學如何能夠」改造社會的問題則甚少獲得關注。

為使大學能夠如實承擔起改造社會的責任，本文將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建立四種理

念類型為分析方式。不同類型作為初始狀態與推進目標，讓類型之間的轉換成為大

學進入社區、產生改變的幾種常見路徑。建立在對於類型、路徑、策略、動機的討

論，本文逐步闡明大學在改造社會方面的優勢與限制、可能與不可能。研究發現，

由於爭奪政府經費與公共聲譽才是大學競相投身社會改造事業之首要動機，如何穩

定地在計畫執行期間（或包含此期間之前或之後能維持具有一定期間之可持續）去

平衡出資機構與執行單位的雙重要求，成為大學教職員工從事社會改造活動的最高

指導原則。在此動機下，大學計畫團隊成員致力於發展出彼此不同、卻又相似的幾

種路徑，來彈性地推動其社會改造方案。因此，本文認為，在大學與社區之間形成

新的動機、在計畫團隊內持續新的動力，進而改變目前常見的幾種發展路徑，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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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大學承擔社會改造責任的當務之急。 

 

 

自主與規約：北醫大自主學習制度發展的挑戰與省思 

曾美芳（臺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上許多大學都面臨到一個相同的問題：網路世代學生學

習方法與學習態度的改變，過去以知識傳遞與人才培育作為主要發展目標的大學，

遭受極大的挑戰與質疑。由於「知識」取得變得快速與容易，學生上課時的學習態

度與學習興趣大幅降低；加上未來世界變化詭譎多端，學生畢業後面對的實際需求

與過去的課程規劃，已出現明顯落差，哪些學習內容及學習模式更符合學生的需要，

成為二十一世紀大學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臺北醫學大學過去二年多來，透過執行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逐步思考學生學習需求，進而投注於自主學習制度

的發展。 

  由於自主學習制度在台灣才剛起步，制度面與規劃面都缺少具體可參考的案例，

我們從黑暗中慢慢摸索，從無到有創建了北醫通識自主學習制度，特別是「完全自

主學習」制度，打破過去學生對學習的想像，讓受到本校剛性課程設計的束縛，無

法發展自己學習興趣的同學，能夠有時間與機會，發展自己有興趣的學習主題，對

學習展開不同的想像與嘗試。在二年多的時間裡，不僅參與的學生逐步開始找到自

己的方向，參與其中的老師及助理們，對於大學學習的想法，也有了許多省思，本

文將從北醫完全自主學習制度建立過程中所遭遇的難題出發，討論在制度建立過程

中的各種挑戰與困難，以及過程中學生與教師對大學學習生態的反省與思考。 

 

 

大學社區實踐實作初探：以北部一原鄉的相關計畫為例 

蔡侑霖（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我們處於一個強調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時代，這股風潮已沛然成勢，近年來包

含主管國家科學研究與高等教育的科技部與教育部在內等政府部門紛紛以大型計畫

補助大學教師成立團隊，進入社區或部落與在地組織協作，｢產學合作｣被認為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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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參與社會實踐與承擔社會責任重要的一環，並具備將傳統產學合作加以社會化的

可能性。然而在上述的規範性關懷與期待下，具體實作究竟呈現何種面貌？其｢產｣

與｢學｣的具體內涵是甚麼？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效應？本文嘗試透過在 W 原鄉執行的

相關計畫，檢視這些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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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反思社會運動與組織運動者培養的共生關係－ 

以高教工會、基護工會與衛促會為例 

  台灣為了對抗 1980 年代起新自由主義浪潮帶來的種種問題，從民間相應形成許

多自我保護的運動，如反醫療市場化、商品化，反教育市場化、商品化，其中「台

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簡稱「基護工會」)、「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簡稱「高教

工會」)、「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簡稱「衛促會」)就是推動自我保護運

動的組織。 

  在這些運動中投入的組織者、行動者一方面努力推動各類型的抗爭行動，組織

更多人參與，嘗試改變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壓迫，另外一方面自己及許多投身

運動的參與者卻也被資本主義社會養成，那麼殘留在行動者身上的、甚至是箝制著

我們的有利於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價值觀與慣性，要如何將之打破、擺脫其束縛，

讓行動者的思想方法、態度與實踐能夠深化、一致？ 

  我們認為，要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並非有一個具體對象讓我們推翻，新社會也

不可能從天而降，我們需要在運動的過程中不斷的改造自身和他人受資本主義社會

所影響及塑造的世界觀，從中建立起能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才有可能往新人、

新社會逐步邁進，即改造外在世界的同時，也要進行自我改造。 

  本論壇以「基護工會」、「高教工會」、「衛促會」的實踐經驗為引，嘗試梳理過

去建立“新人”和“新社會”文化的方法及拓展遇到的挑戰，也希望跟更多夥伴們共同

來思考這樣的問題。 

發起人：本論壇由主持人及與談人們共同發起 

評論人：杜繼平（批判與再造主編）、周佳君（人民民主黨士林工作站主任） 

 

反抗資本主義運動中，培養”新人”的策略與挑戰－衛促會為例 

陳慈立（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卓淑惠（釣魚台教育協會秘書長）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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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問題，更揭露出台灣社會中資本主義的動力及其弊端。一群有理想、熱情的有志

之士，以「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為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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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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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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變公衛體系面臨的種種問題，僅揭露這些問題是遠遠不足，根本上

是要顛覆整個資本社會，才有可能徹底根治公衛體系的問題。而要翻轉資本社會的

根本力量來自於如何培養出一群可以與資本社會世界觀、價值觀及歷史觀持續抗衡

的行動者。然而，當行動者是從資本主義制度的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當中被養

成時，行動者如何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認識到改造主觀世界是與之相互聯繫且相

互促進的關係，往往得經歷許多挫折、衝突以及掙扎，才有可能窺見光明的一隅。

唯有認識了欲改造的客觀世界與被須被拋棄的、“舊”的主觀世界的關係之後，“新”

的行動者才能漸漸長出來，打造一個“新”的客觀世界也才有可能。《衛促會》深刻

期待，這一個個的“新我”能漸漸匯聚成一群”新人”，一群有別於被資本主義制度養

成者的新人，如此才有可能形成一股能與資本社會長久抗衡、進而顛覆之的穩健力

量。 

  現在或曾經投入《衛促會》的所有工作者，包含全職工作者與工讀夥伴，每一

位的身上，都潛伏著反抗資本社會的能量，《衛促會》透過各種工作方法，如新人工

作坊、領導人才培訓、務虛討論等等，希望能夠長出如何在推動務實工作過程中，

辨識資本主義制度對各種公衛議題，甚至對團隊建設以及個人思維與行動等方方面

面影響的能力，進而能破除舊我、建立“新”我。但是，這在個人、在集體中，卻常

常會感受到進一步、退兩步的情形。反抗資本主義的運動者都清楚與資主義制度交

手，從來不是省心的事，然而，讓人有自我意識的從資本制度中剝離出來，更是如

挖心一般的大事，這個過程往往會把許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能“簡單運作”的事情，

變的十分尖銳、步步難行，不論做事情的方法、與人的互動。這個像爬天堂路一樣

的過程，會需要個人與集體非常大的精力去投入。但，這並非值不值得的問題，而

是這個必經的過程，能如何砥礪出一條與資本主義抗衡的經驗的道路。 

 

 

醫療商品化下護理運動者的社會對話行動與組織實踐經驗 

梁秀眉（臺灣基層護理工會理事、《無論如河》書店店主）、 

蔡郁儂（臺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南區小組長） 

摘要： 

  《基護工會》的基層隱含二種含意，一是基進(radical)，亦是基層。台灣護理歷

史背景始於清朝、日據威權統治時期，早期的護理多屬軍事化的管理，以服從醫囑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你解殖／資了嗎？全盤解析新自由主義國家》研討會 

68 

為重點(劉仲冬，2006)，而教會學校作為最早培育護理人員的學校，以宗教情懷作為

護理核心精神影響至今。在自身歷史條件影響下，台灣的護理成了一個極右派、強

調犧牲奉獻與不和體制對抗的狀態。這些特點很容易落入社會控制，現代護理作為

專業，淪入為資本主義社會所製造的醫療商品化的問題擦屁股，勞動處境也因此水

深火熱。基護工會期待的「基進」路線經常被護理人員視為太過「激進」，護理從教

育一直到臨床工作，被證照馴養、被體制訓化成難以鬆動體制、打壓多元想像、必

須能力夠強、夠專業才有資格要求合理的勞動條件等限制，集體缺乏對社會結構的

認識與批判。 

  面對護理勞動條件長期溫水煮青蛙，而水已沸滾的惡劣現況，許多青蛙被燙死，

而許多已麻木的青蛙仍然想要用不看、不聽、不面對來處理問題，除非自身權益嚴

重受損才想要尋求協助。護理群體重視合群與低調以求自我保護，願意投身涉入工

會運動被組織的護理人員意願普遍不高，而少數敢登高一呼勇於出現，往往成為鎂

光燈的焦點與眾人注意的對象。 

  在此背景下，基護工會內部的組成與團體動力往往有著許多矛盾與差異，基護

工會一邊想要拆解護理長期積累在權威教育、資本社會養成的習性，朝向護理改革

的方向;一面要迎上各種沈重繁複的護理勞動議題與承接不完的個案，讓少數的工會

幹部應接不暇疲於奔命。工會組織方法為人人理事長，不以能力取勝，而以願意付

出心力學習與上位置從事各種組織工作者為考量。但工會內部重要成員從社會議題

立場、權力位置與各種相處認知差異都分歧的狀況下需要高度投入與磨合。長期積

累擠壓下，終於在幾年前的會員大會破局而分裂，幾名重要成員出走另發起工會。 

  籌備基護工會七年多來，我們帶著期待護理人員不只是專業服務者，更可以踏

在一個社會位置為病患權益與自身處境發聲，與各個底層階級站在一起的企圖前進。

人人是理事長即是一種組織護理人員成為自身主體，轉化護理職業作為公共性社會

角色的機制與方法。在實踐的路上，如果我們得到任何社會關注，那是因為護理勞

動議題已經火燒屁股，我們只是踏上無數屍體上得以墊高位置而被看見，做為組織

者取得任何關注與話語權都應該時時內省以免迷失方向。基護工會此路線仍在困頓

艱難發展中，以肉身搭起橋樑，期待集結改革力量與不同領域、不同社會位置的人

平等地討論與前進，一起面對資本主義化身的醫療商品化的龐大怪獸。要前進就得

不怕碰撞，才能帶來彼此看見，進而改善惡劣現況的可能性。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你解殖／資了嗎？全盤解析新自由主義國家》研討會 

69 

旨在改造社會的社運組織內外培力－實踐、困境與突破 

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陳柏謙（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 

摘要： 

  1940 年代巴西知名農民、工人識字運動推動者－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在

68 年所出版影響整個第三世界教育學著作的《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中，其中曾這

麼為旨在介入改造社會的「教育工作者」定位： “在解放的任務中…正確方式不是

去進行「解放的宣傳」，也不是僅在受壓迫者心中「植入」自由的信念，以為這樣可

以贏得受壓迫者的信任。正確的方式是在於對話。藉由對話的過程，受壓迫者相信

他們必須為自己的解放而戰鬥，因為解放不是革命領袖所賞賜的，而是受壓迫者自

身覺醒的結果。” 對於任何一個旨在改造社會的社運組織工作者而言，Freire 上述的

文字一部分貼切地點出了組織內部、乃至於組織對外推展運動；進而試圖培力群眾

的關鍵。然而，這個準則，卻也是社運組織對內對外最艱困的考驗之一。  

  對社運組織內部而言，如何讓成員在日常既定繁重、惱人甚至極度耗損的工作

中及工作之餘，仍不忘自身投入運動的初衷、並保持持續反思實踐工作與抽象層次

的思想指導原則之間的差距以及縮減這樣差距的方式。簡單來說，如何在實踐的過

程中，時時刻刻不以「務實」為藉口，輕視甚至鄙視社會科學的理論分析作為行動

指引的根基，而將原欲「根本改造」社會的運動，帶往單以純粹推動法令、政策或

僅為提供個人服務與協助的「公益化」發展。  

  另一方面，在組織對外所設定的「影響對象」（無論是一般民眾、社區居民、工

會會員等），如何在運動的實踐，以及作為動詞的「組織」過程中，既不能陷入帶著

成見與類似上對下的「解放者」或「啟蒙者」姿態，忽視所欲組織的對象群體與整

個社會早已高度固著、生根的文化與意識型態，期望跳過彼此在運動與組織的過程

中互動與對話的不可取代性，而奢求一次性或短期內，立即翻轉「受壓迫者」腦海

中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但又堅持不放棄一吋一吋地與群眾共同前進、相互培力，最

終開展出自身所蘊含改造現狀與社會的真實力量。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分享高教工會過去幾年組織的工作經驗，在這其中的具體實

踐、所遭遇到的困境，以及也許仍然極為有限的些許突破，來作為這個子題進一步

討論與激盪的一個參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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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社會變遷下台灣長期照護模式之轉變與挑戰 

  根據內政部四月份公告的的統計數據，台灣已於 2018 正式邁入高齡社會，預估

2026 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面對人口急遽老化，長照需求攀升，「如何養老，誰來養

老？」近年在社會各界受到熱烈的關注及討論。有鑑於「照顧」此項重任長期在台

灣社會被視為家庭的責任，當人口結構改變，傳統家庭型態發生變革，以及當長久

承擔照顧負擔的婦女不願再掙扎尋求職業及家庭的平衡點，而選擇放棄婚姻及生育，

走出家庭，尋求職業發展時，照顧該由來誰承擔？許多家庭在此困境下轉而依賴外

勞，但這僅再次將問題家庭化，推遲正視問題並提出根治此疾之良方的時間點。事

實是，無論是由家庭獨力承擔或是完全交由市場，都勢必面臨部分高齡者無人照顧，

難以安然養老的殘酷局面。在此情勢下，政府有責任介入，但如何介入？長久以來

台灣在照顧相關的福利政策上多採殘補式的福利輸送模式，雖歷年來有各項立意良

善的政策發展（例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設立，本地照顧服務員課程培訓的補助），

然而許多政策卻往往無法收其成效，為何如此？ 

  此 Panel 意圖探討此問題，並嘗試從三個議題下手：1)家庭照顧觀念之革新：台

灣傳統家庭價值觀傾向將照顧責任扛在自家人身上，但面臨即將來到的超高齡社會，

如要打造適於全體社會的高齡照顧模式，必得打破家戶觀念，思索其他方式來回應

高齡者的需求；2)影響本地照服員留任長照職場之相關因素探討：歷年來培訓通過考

試的本地照顧服務員約有十萬，但實際投入長照市場者的人數卻極低。此研究藉由

比較資深照及新進照服員的留任職場意願，以了解影響照服員續留長照職場的相關

因素；3)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之服務利用現況：2016 年長照 2.0 上路，推出社區整體照

顧模式，以 ABC 三級的分層服務為主軸。然而此模式上路至今，各地區對社區整體

照顧模式之服務利用普及度不一，其中除了資源是否充足的因素外，民眾對此模式

的想法及觀感也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該如何鼓勵民眾願意從家庭走入社區，

扭轉傳統家庭照顧的價值觀，是我們想要討論的另一個主題。 

  根據上述討論，此 Panel 擬討論的三份研究報告主題包括：1)台灣高齡者長期照

護之安排：跨出家庭照顧框架；2)照顧服務員留任因素之差異比較分析；3)台南地區

民眾對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之服務使用傾向調查。 

發起人：張詠菡（康寧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兼評論人：陳正芬（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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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齡者長期照護之安排：跨出家庭照顧框架 

詹浚煌（康寧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系講師） 

摘要： 

  人口高齡化是全世界一致趨勢，預防及處理老化所產生的問題，為二十一世紀

全人類所需面對的主要議題；為了回應人口高齡化，各方多建議老人經濟保障與老

人照護提供均應加強或提早因應。目前台灣在高齡化趨勢下所面對的巨大挑戰之一，

便是如何為高齡者提供適當的照護。在儒家傳統的文化背景下，台灣與其他東亞社

會一樣奉行孝道，認為子女應在父母年老時與父母同住並提供在家的照顧。然而，

隨著經濟與社會變遷，台灣社會逐漸偏離傳統的華人家庭價值規範，而漸採用現代

化的代間居住型態，子女與父母同居不再如過去那般被社會視為理所當然。先前的

研究指出父母與已婚子女的同居比例出現下降的趨勢，而這也迫使傳統的家庭照護

安排跟著改變。另一方面，根據歷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在經濟上、或照顧上需要

協助的老人雖多，但生活自主的 65 歲以上老人其實佔了高齡人口中的大多數，我們

的社會需要更多思考如何透過高齡學習等途徑來回應他們的需求，提升高齡人口的

生活品質。在上述社會脈絡下，此研究企圖探討今日台灣社會的高齡者照護安排所

面對的危機與契機。 

關鍵字：高齡照護，高齡化社會，孝道，高齡學習 

 

 

照顧服務員留任因素之差異比較分析 

曾琳雲（長榮大學醫藥系助理教授） 

摘要： 

  內政部於 2018 年表示全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率在 3 月底達到 14.05

％，也就是說，7 個人中就有 1 個是老人，臺灣正式宣告邁入「高齡社會」，而於 2016

年核定、2017 年正式實施的長照 2.0 正是因應這樣的趨勢而生。政府資源湧入，似

乎為長照市場帶來生機，與長照相關的科系也拉出招生長紅，似乎也成為各大學的

潛力科系。 

    然而，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101 學年度長照科系畢業生共 1262 名，從事

長照相關工作者卻只有 38.2%，104 學年度投入長照職場的更降到 20%，而完成照服

員結訓課程後實際投入相關職場的也僅占 26%，長照新制上路，原本期待為此職場

打一劑強心針，現階段卻爆出照服員因不熟悉新制而出現離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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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擬以不同年資的照服員為對象進行訪談，以了解新進人員與資深人員願

意留在長照的差異因素，同時也了解不同年齡層可能造成的工作價值觀、挫折容忍

力等差異現象，提供相關單位參考，藉以去除阻礙，提高照服員留任的可能性。 

關鍵字：照服員、留任、工作價值觀 

 

 

台南地區民眾對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之服務使用傾向調查 

張詠菡（康寧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隨著台灣邁入高齡社會，家庭結構快速轉變，如何面對未來日益高漲的照顧需

求，成了今日台灣的一大挑戰。在照顧福利體系長久採取殘補式給付模式的現實下，

今日的長照供給一方面深陷於下放照顧責任至民間市場與家庭之泥淖中，另一方面

又嘗試打造社區照顧體系作為解方。自 1990 年代起，政府陸續訂定社區照顧的相關

政策，並於 2005 年推出「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2016 年長照 2.0 上路，

政策中以社區整體照顧模式為一大主軸，社區照顧模式在台灣整體長照政策發展中

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然而該如何落實社區整體照顧，資源的整合不可能只單靠市場

與民間，政府在這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服務公共化、普及化為最終的目標。

但長照 2.0 實施至今，部分地區至今對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仍了解不清，服務的使用率

極低，為探討社區整體照顧模式的實施情況，以釐清這當中的阻礙與困難，此研究

以台南市民眾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及社區照顧據點的觀察與訪談，了解

各社區資源整合的困境，以及民眾對使用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之服務的傾向及障礙。 

關鍵字：社區整體照顧模式，長照，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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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新世代有話想說： 

我們的社會工作專業可不可以有點不一樣？ 

  如果說，不同世代都有各自必須要面對和承擔的問題及挑戰，那麼台灣社會工

作專業下一個十年的主力，也就是 1990 年後的社工世代，究竟是如何認識他們自己

的生活世界呢？為此，我們嘗試聚集了幾位有話想說的社工學子，希望在既有專業

體制中，發出有別於以往的另類聲響：馬明毅將以社會福利學系畢業生的經驗，分

享社會福利學系的學生在社工師立法後，究竟面臨何種衝突和挑戰；吳宗翰與許博

軒兩人同時作為全台首先進入社工工會的實習生，將嘗試敘說他們如何認識社工工

會，進而願意選擇社工工會實習，以及他們在實務工作現場看見那些光怪離奇的勞

動爭議；董怡婷與譚定宜則會分享，如何醒覺並發現社會工作教育規劃或研擬過程

中，普遍缺乏學生的聲音，以及灰社如何成為社工學子發展組織、展開行動取回自

我學習主體的發聲與思辯歷程。 

發起人：郭志南（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秘書長） 

主持人： 

  沈曜逸（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 

  郭志南（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秘書長） 

與談題目： 

 社福系畢業是社工嗎？ 

馬明毅（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實習生眼中的社工工會 

吳宗翰（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許博軒（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研究生） 

 灰社在實習議題中的走跳 

董宜婷（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譚定宜（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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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你解殖／資了嗎？全盤解析新自由主義國家 

 

【場次四】10/14（日）10:00-12:00 

A4. 寫在新自由主義的前頁：1970-80年代工人文學及其困境 

   －HK104教室 

 

B4. 圓桌論壇：解殖陣地戰與家園韌力 

   －HK105教室 

 

C4. 以性／別觀點分析台灣長期照護的老殘病 

   －HKB09教室 

 

D4. 當我們開始遇見彼此： 

   社會服務相關工會組織的發展現況及合作瞻望 

   －HKB08教室 

 

E4. 後太陽花學運的中部觀點 

   －HK106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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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寫在新自由主義的前頁： 

1970-80 年代工人文學及其困境 

  台灣在邁向新自由主義之前，工人議題已逐漸受到關注。1965 年台灣邁向工業

化社會，1980 年代又進入消費社會，在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工人文學」書寫呈

現出社會變遷的重要歷程，以及階級剝削的關係。在 1990 年代後，面臨新自由主義

的鉅變、政黨兩度輪替，並未解決台灣社會困境，階級不平等更加深化。因此，重

新探討新自由主義之前，台灣工業化與工人文學如何發展，才能理解台灣社會變遷

的物質基礎，以及階級問題浮現的源頭，而本論壇思索「工人文學」書寫為何仍是

少數，以及過去的「工人」形象，逐漸由各行各業的「勞動者」的身影所取代，藉

此形塑台灣新自由主義開展之前的社會樣貌。 

  因此，本論壇「寫在新自由主義的前頁：1970-80 年代工人文學及其困境」主要

分成三個部分：其一為蔡志杰〈工字出頭已入土：1970-80 年代「工人文學」中的藍

領工人處境〉，探討 1970、80 年代台灣的現代化歷程，以政治經濟分析為基礎，視

察工人文學當中的工人處境；其次為郭航江〈隱沒的工人主體書寫：1970 至 80 年代

台灣工人文學的發展〉，試圖從工人文學被歸類在各文類範疇之下、消費社會的興起

等原因，解釋為何工人文學發展過一段時期後卻又隱而未顯；最後為李亞橋〈1980

年代消費社會下的勞動者形象：以陳映真《人間》雜誌為討論核心〉，以《台灣文藝》

的「工人文學座談會」為起點，思索為何「工人文學」並未真正蓬勃發展，並透過

陳映真「消費社會」的討論為基礎，《人間》雜誌中各種勞動者形象的呈現，來解釋

1980 年代社會的變貌，以及勞動者的複雜形象。 

發起人：李亞橋（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主持人兼評論人：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工字出頭已入土：1970-80年代「工人文學」中的藍領工人處境 

蔡志杰（高雄市人民團體聘僱人員職業工會研究員） 

摘要： 

  1970 年代興起的「鄉土文學」，其寫作風格實為「現實主義」文學，作者多從社

會上基層民眾的日常經驗汲取素材，表達其生活的困苦與艱辛，關照的對象包括農

民、漁民及工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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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其中，「工人文學」是常被提起的一個分支，「工人文學」的寫作者，尤其

是描寫藍領工人處境的作家，往往自身亦有在製造業的職場工作的經驗。最具代表

性的如楊青矗與陌上塵等，他們從自身的經歷出發，或透過觀察、調查，理解周遭

同事甚至不同性別、行業工人的處境，從而轉化為其筆下故事的角色。 

  論者有謂，「工人文學」的寫作者往往帶有崇大的淑世理想或道德情懷，欲以表

現工人在評等制度等管理方式上的挫敗與受辱，來展示工人在勞資關係上的不公不

義待遇。這樣的昭示，相當程度是想要促成現實的改變，提升工人的勞動條件。只

是，這樣的淑世或道德情懷，就常常將故事主角設想在處於高度困境、卻又缺乏資

源的個別工人身上，這反而使得行動的主人翁難以找到現實上的出路，或陷入自毀

的情境。 

  本文的目的，就在於從檢視 1970-80 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開始，梳理台灣戰

後的現代化歷程，以此來重新還原台灣勞工出頭天的契機。 

關鍵字：工人文學、勞動者、現代化 

 

 

隱沒的工人主體書寫：1970 至 80 年代台灣工人文學的發展 

郭航江（高教工會青年行動委員會成員） 

摘要： 

  1966 年高雄加工出口區成立，是台灣因應產業轉型下的結果。高雄加工出口區

作為全球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加上政府「工業取代農業、低廉工資代工」之政策，

社會逐漸由農業轉型為工業，導致農民向工業區或都市移動，淪為廉價勞動力，為

資本家大量的出口經濟及收入。 

  在急速的工業化下，工人階級的群體樣貌越來越受到社會重視，同時文學界亦

發生「鄉土文學論戰」，倡導文學回歸現實生活，轉向社會寫實主義。1970 年代工人

文學作品通常描繪鄉下人或者小鎮居民在經濟困頓下的困局，其中不乏凸顯出台灣

經濟發展係以犧牲工人階級為代價，而於此物質基礎上發展出書寫工人文學的作品。

如陳映真、楊青矗、李昌憲、陌上塵等為代表作家。 

  工人文學主要描繪工人階級於工廠中受到雇主的苛刻對待，以及薪資微薄造成

生活困頓，機械化的工廠生活，間接導致各種生命的悲劇而不可挽回。同時有夾帶

有男工或者女工各種現實生活裡的心理描寫及情感刻劃，充分具體的表現出工人階

級於脈絡下的真實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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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工人文學作品陸續出現，但數量並不多，隱而未顯的狀況，其背後的

原因及造成的現象是否因工人文學於文學範疇的擺置及經濟變遷影響下所造成。  

  因此，本文主要想嘗試梳理 1970 至 80 年代工人文學隱而未顯的原因。本文首

先梳理工人文學的作品，及台灣經濟變遷的脈絡及背景，及其產生的社會變化及消

費社會對工人主體意識及工人文學創作的影響，其次，在各種文學範疇如何將工人

文學置於其中，以及消費社會興起後對工人文學發展的影響。 

關鍵字：工人文學、消費社會、文學範疇 

 

一九八○年代消費社會下勞工文學的舊困局與新契機： 

兼論《人間》雜誌中的勞動者形象 

李亞橋（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試圖從「勞工文學」的角度來看，探討台灣勞工文學發展和社會變遷的交

互影響，並透過《人間》報導文學中的勞工議題，思索勞工文學發展與討論的可能

途徑。一九八○年代《台灣文藝》舉辦「工人文學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除了思考

「工人文學」的定義之外，也總結了一九七○年代以降台灣勞工文學的發展。然而，

除了過去「工人文學」定義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它也被放置在不同的文類之中，無

論是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寫實主義文學、民族文學，這些框架實際上掩蓋了「工

人文學」發展的可能性，「式微說」的論點也無助於思索台灣勞工文學的未來發展；

一九八○年代台灣逐漸進入消費社會，一方面引發左翼知識分子的討論，另一方面也

為台灣勞工文學打開新的書寫契機。消費社會產生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過去「工人

文學」所限定的、特定的勞動者身分，恐怕也無法涵蓋消費社會興起後的各種勞工

樣貌，因此本文試圖探討消費社會下的台灣勞工文學發展，思索此一文類未來發展

的可能性。 

  一九八○年代台灣消費社會興起，可做為思索台灣勞工文學的舊困局，以及展現

新契機的起點。本文首先梳理台灣勞工文學發展的舊困局，包括「工人文學」與「勞

工文學」的定義問題、勞工文學被歸類在其它文類、以及「式微說」的誤判。其次，

本文透過一九八○年代「消費社會」的討論，打開勞工文學在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

可能途徑，並以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系列」作品為例。再次，以《人間》的「勞動

者」形象為討論焦點，藉由報導文學來思索未來台灣勞工的發展可能。 

關鍵字：工人文學、勞工文學、消費社會、《人間》、報導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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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圓桌論壇：解殖陣地戰與家園韌力 

  本論壇試圖從文化、社區、糧食生產與教育領域工作者的實踐歷程中，分析新

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經濟與文化政策如何建構當前生產與生活的社會地景與諸眾面貌。

本論壇發表人皆來自花東。花東，一個被視為退休養老的理想地，卻並非政治從未

侵占的桃花源，而是直接感受、面對政治的一線戰場的「地方」。由此置身之地，本

論壇發表人將從現代劇場在台灣的演化歷程中，分析新自由主義的「公民社會」論

述下的文化殖民與人民性的替換軌跡。並經由資深花蓮社區組織工作者，重新檢視

新自由主義的社造政策下，人民生活現場成為政策成果展演舞台，進而反身探問在

碎片化的社區工作處境中，接續人民主體能動的可能方法。本論壇也企圖回到人民

勞動生產的物質基礎上，探討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農業產業斷鏈與產銷如何重建？在

地人民、廠商與 NGO 組織，如何發展共同協作自主行動策略？在新自由主義市場

化的大學教育中，是否可發展解殖的教學策略與世代接續的家園韌力？本論壇將邀

請與會者協同對話，重看人民的歷史處境與自身的潛在創造性，共創解殖的實踐知

識與路徑。 

發起人：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原住民專班客座教授） 

主持人：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原住民專班客座教授） 

 

台灣現代劇場與發現觀眾（民眾） 

吳思鋒（劇評人、澳門《劇場．閱讀》季刊副主編、窮劇場文學編輯） 

摘要： 

  劇場創作史也是觀眾的接受史，或者說，創作者與觀眾通過劇場的文化場域，

形構的社會關係，也是討論劇場的一個角度。循此，回溯 1980 年代以降以台北為主

的台灣現代劇場「創作（者）－劇場（時空）－觀眾（民眾）」之鍊結，當陳界仁在

2014 年，三十年後回顧 1983 年的《機能喪失第三號》，他認為是「圍觀群眾形成的

無組織『集會』狀態」，保護他們不用在旁伺機政治審查的警察帶離現場。而 1986

年日本舞踏團體「白虎社」在國父紀念館演出，引發觀眾衝上台，1987 年王墨林、

王俊傑、河左岸劇團、環墟劇場及筆記劇場在開發停滯的台北錫板廢船廠演出環境

劇場《拾月》劇場的身體暴動。這段時期的劇場，散發著一種觀演關係的粗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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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一種野性。 

  九十年代（尤其中期以後）至兩千年初，隨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文化

部）帶狀投注現代藝術補助、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成立、各縣市文化中心改制為文

化局、戲劇學院的改制與增加、劇場空間的新闢等等，使得原本是與整體文化、社

會連帶的劇場，必須與文化體制化遭逢，尤其 2004 年朱宗慶擔任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董事長開始推動的行政法人，更是新自由主義之下，新公共管理的文化治理方案。

在這段時期，除了領域化、去生產等「現代不適應」癥候之外，觀演關係在體制化

的牽制下，被整編進入鏡框式舞台、（西方）現代劇院式的秩序空間，這時候，西方

戲劇理論的「第四面牆」如何打破，變成一項主要的課題。 

  來到更近的這幾年，參與式劇場、沉浸式劇場興起，其講求觀眾也是演出的一

部分、以身心體驗特定空間的性質，又致使前述的三角鍊結產生新的變化。此些仍

源自西方的類種進入台灣劇場，經由地方創作者的實作，發現了什麼「觀眾（民眾）」，

一方面有待觀察，一方面據現有的演出案例中，亦可窺見新自由主義無孔不入的滲

透跡痕，這不只是當代的課題，也是歷史殘留，未曾清理的課題。 

 

 

社區組織逗陣張力中的矛盾與發展 

游雅帆（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執行秘書兼社工督導） 

摘要： 

  1962 年出生在台灣南部的我，童年住在墳墓區幾塊板子搭成的房子中渡過。母

親失去丈夫後必須獨力扶養我跟弟弟及姐姐，當時都是在 5 歲下的孩子。因此母親

採用找一個男人來共撐家庭的方式過活，過程中換了 4 個男人也多了 3 個弟妹，不

僅無法脫離家庭困境，反而讓生活落入更困苦的處境。也讓我清楚生命的出口是必

須自己努力去轉變的，靠山山倒、靠人人是會跑的，念小學時就需要幫忙賺錢養家

的我，從來沒有放棄念書，我想只要我努力一定會成功的。 

  1995 年已婚擁有 4 個孩子的我與先生2住在花蓮豐田，正值文建會3提出「社區

總體營造政策」時期。先生認同這政策的價值：能讓民眾關心及協力經營自己的家

園，凝聚社區意識，改善社區生活環境，因此全家投入這樣的社區工作，而牛犁協

                                                 
2
楊鈞弼 

3
 2012 年升格為中華民國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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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4也在於 2011 年 11 月成立正式組織。而我則看見透過這樣的社區工作不僅可增能

還可以擴展我的社會網絡，是一條讓底層婦女透過社區工作有翻轉的機會，就不會

像母親的一樣過著一種無法選擇生活方式的處境。 

  2018 年的今天牛犁協會擁有 20 人的專職工作人員，而我在大學當兼任講師，似

乎改善了生活環境，但是也讓自己卡在一個動彈不得的位置上，許多專業的學習要

求、證照化的制度，雖然帶來經濟與位階的提升，卻也在這樣的遊戲中我們逐漸變

成棋子，同時也失去了更多並卡在一個更沒得選擇的位置上。執行政府業務中有期

程、自籌款的壓力，還有面對生活的窘境以及能力、人力的侷限，一個看似美好的

社區設計項目都會在這上述的困境中，只能符合到工作項目完成而已，甚至沒有時

間去反思其價值，又會在下一波工作中被淹沒了。 

  當我想擁抱全球化的經濟生活，又期待保有個人生命價值以及主體性時，誰來

保障我們可以這樣共同生存及保有各自不同的特點？若期待於一個組織、法律、或

制度，是否又落入一個權力的場域中？我因此期待透過本研究去關注在政府的政策

之下的社區工作，究竟要如何讓民眾由下而上擁有主體性。 

 

 

參與台灣東部糧食自主行動的地方知識生成 

詹于諄（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專案研究員） 

摘要： 

  全球的農產貿易不但關乎一個國家的民生經濟與糧食安全，對生產地的地景環

境與牽涉的農村地區發展之影響更是密切與深遠。以目前國際貿易大宗原物料「黃、

小、玉」為例，有橫亙美國中西部及五大湖區，跨越 10 個州數千萬公頃面積單一種

植的「玉米帶」，以及橫跨在南美洲巴西、巴拉圭及玻利維亞的亞馬遜河流域，也世

界上最大的熱帶濕地--潘塔納爾（Pantanal），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同時也是原

住民生存的居所，卻有數百萬公頃變成貧乏單一的黃豆田。 

 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浪潮席捲全球，有許多國家面臨到貿易保護壁壘屏障被取消

後，遭受大國傾銷，使得原有的農業體系崩解，如墨西哥的玉米產業；或者在跨國

公司投資與兼併土地，將大量原本供給本地糧食作物種植的土地，轉為種植外銷出

口的經濟作物，致使糧食缺乏甚至形成糧荒。台灣的玉米在 1955 年之前尚可自足，

                                                 
4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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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人飲食習慣改變，對畜產品需求逐年增加，連帶使得作為飼料使用的玉米需

求量遽增。期間政府曾透過補貼政策，使得 1989 年台灣玉米的種植達到 67,345 公頃

的高峰，總產量達 27 萬 6 千餘噸。然後來因加入 WTO，在市場開放與農業補貼削

減的限制下，使得台灣的農產品包括玉米在內，遭受極大的國際競爭，導致玉米種

植規模迅速遞減，目前國內玉米自給率僅 1％。 

 這些變化與後續延伸的問題都不是在一夕之間發生，又是如何具體作用在某個

農村社區與人民？本文主要乃是呈現過去三年，筆者參與到台灣花蓮奇美部落，試

圖發展已中斷許多年的玉米產業，並試圖建立新型態有機玉米耕作與六級化產業操

作，發展部落自主經濟。在此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和這些困難是如何具體顯現在

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脈絡裡？包括產業鏈斷鏈與產銷如何重(創)建。以及在地的人民、

廠商與 NGO 組織，如何發展共同協作，試圖在其中尋找突破的可能。 

 

 

部落教育作爲家園重建的接力棒實踐 

盧建銘（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原住民學士專班兼任講師） 

摘要： 

  2008 年年底，桃園縣政府以興建鶯歌到大溪河濱公園的自行車道為由，行文通

知要拆除河岸部落。Sa'owac niyaro'（撒烏瓦知部落）遂在 2009 年二月的一個早晨

遭到縣府突襲、拆毀家園。短短幾天後，部落長老們決定以自己的力量，從怪手壓

碎的廢墟上整地建屋， 重建自己的部落，營造新菜園，找回祖先傳承下來的生活。 

就在接下來的一年中部落組織所集結的力量，得以慢慢地建立更接近原鄉經驗的生

活文化。於 2010 年 7 月，迎來了第一屆豐年祭。 

  此後的幾年，部落積極向社會爭取福利，地方政府基於基本人權的照顧，如今

門牌有了電通了、自來水也可飲用了；部落上下面對的是部落文化如何傳承、部落

生活如何得以永續。除了生存經濟的維持、生活儀式的重構，最重要的是年齡階層

組織的重建；找出能夠適合未來世代的生存方式，並期望能將這樣的生活方式，傳

遞給漸漸在斷絕文化根源危機中的子孫們。   

  本文回顧，2013 年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原住民學士專班成立以來，原住民專班與

撒烏瓦知部落長期持續的合作發展，戮力推動教學部落化與部落教學化的教育實踐。

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找出部落、學校和社會都能夠接受和尊重的生活方式。並展

望這一實踐，為撒烏瓦知部落耆老回鄉重建提供資源與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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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壤 ─ 校園內外的解殖教習 

廉兮（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摘要：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中，青年世代面臨激烈競爭的就業市場與零碎片段的勞動條

件。當青年離鄉離農、飄盪他鄉，成為資方主導的勞力市場便宜好用的新血時，鄉

村也面臨人口老化、偏鄉小校裁併校，社會貧富更是兩極分化。 

 在台灣日益敗壞的勞動處境裡，若學校只談論提升競爭力，標榜訓練學生成為

社會菁英，則無異於強化新自由主義市場化與私有化的規訓與馴化。若兒童與少年

的價值養成過程，是一個同化於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不斷貶抑與遺忘勞動人民史觀

的教育歷程，我們的社會如何能發展抵抗新型態的殖民剝削、並關注於共同生活的

社會團結需要？在離地而行、無能守護家園的教育裡，我們的青年將帶著怎麼樣的

眼光去認識自身與他人，在這個世界裡的關係與作用？我們該如何看待與理解，在

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共同的歷史與生活經驗？ 

  本研究試圖以大學教育工作者的位置，探討庶民主體的解殖教習可能空間。在

庶民勞動、多元社區與家庭生活的視域中，構連庶民主體的歷史視域。在社會實質

關係中，支持在地勞動的尊嚴，發展人民互助共生的情誼。以教育介入社會困局，

在個體與群體的慾望接壤行動中，創造教育越界的公共抵抗陣地，走一條自內解殖

的實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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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以性／別觀點分析台灣長期照護的老殘病 

  當台灣政府大張旗鼓的開辦長照 2.0，我們在相關政策與服務中仍看不見性／別

的觀點，對照蔡英文政府在其競選政策中提到的「實現在地老化」、「符合個人需求

的服務，並增進其選擇權」、「支持家庭照顧能力，分擔家庭照顧責任」等口號，若

以性／別的觀點來解析，台灣現行的長期照護政策及服務對同志、對愛滋感染者、

對障礙者是否有達到上述目標？政策中的個人需求是否能包含性的需求？而民進黨

遲遲不動的婚姻平權立法又怎讓同志成家？愛滋感染者安置機構不斷被社區抗議驅

趕又如何在地老化？現行的老人養護機構是否能夠讓跨性別安養天年？ 

  手天使將談以障礙者為主體，說明障礙者需要的不只是日常居家的吃喝拉撒睡

的殘補式長照服務，障礙者對於親密關係、性欲的需求如何被滿足，在台灣的長照

政策中是否不被重視及面對，就算有縣市政府有擔當依大法官釋憲成立性產業專區，

仍無法滿足所有障礙者的需求，尤其是無移動能力的重障者。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老同小組將分享這四年針對中老年女同志進行的口述歷

史行動，試著描繪出台灣 55 歲至 70 歲這世代的女同志們的生命史，包含了慾望、

壓迫、家庭、情感等面向，及其對於台灣目前長照政策的感受與期待。而跨性別小

組將針對老年跨性別者在安養機構中所面臨的歧視及協助之經驗，針對目前安養機

構中普遍存在的性別二分制度，造成跨性別老年人在機構中遭受排斥的事例，來檢

視目前長照制度仍未隨著性別多元的事實而改善。 

  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則以個案說明近年來愛滋感染者所面對的歧視，尤其是

居住權與在照顧系統中受拒的例子，及近年醫療工作者權益與愛滋感染者隱私權保

護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發起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主持人：杜思誠（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政策推廣部主任） 

與談題目： 

 愛滋感染者的安置困境  

  陳佳備（關愛之家社工員） 

 沒有名字的老拉生命故事 

  喀飛（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老同小組成員） 

 跨不出衣櫃的秘密 

蔡瑩芝（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秘書長） 

 障礙者的房間 

鄭智偉（手天使成員、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社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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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當我們開始遇見彼此： 

社會服務相關工會組織的發展現況及合作瞻望 

  近年來，我們除了看見長年不佳的勞動條件，不但使得社會服務的品質逐漸惡

化，嚴重損及民眾生命健康安全之外，更有越來越多從事社會服務相關的專業工作

者在職場上倒下，復以民進黨政府上台後將勞動基準法大幅修惡，還有資方主管的

各種惡行，社會服務相關的「職業工會」與「產業工會」儼然必須更積極扮演保障

基層工作者的最後一道防線。為此，我們邀集社工、醫師、護理師及教保人員等職

業工會與產業工會的組織者到場對談各領域的勞動困境，分享工會組織的發展現況，

進而期待彼此能夠互相學習，以及瞻望跨領域結盟合作的可能性。 

發起人：郭志南（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秘書長） 

主持人：廖貽得（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 

 

與談人： 

  郭志南（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秘書長） 

  廖郁雯（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秘書） 

  簡瑞連（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長） 

  陳玉鳳（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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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後太陽花學運的中部觀點 

  2014 年太陽花學運，被視為是台灣學運繼 1990 野百合學運後的另一個高峰。然

而，在轟轟烈烈的佔領立法院結束、台灣再次的政黨輪替後之後，台灣學運究竟因

為這場歷史性事件而有哪些變化，或者當前的發展情況如何，卻無人問津。當我們

說著太陽花改變了台灣的歷史之後，台灣的學運實踐本身是否有因為太陽花而改變，

或者除了佔領立法院以外，繼續在野百合留下的軌跡原地踏步？ 

  由於台灣社會對於學運的理解，存在著強烈的台北中心、政治中心、廣場中心

的偏斜，因此使得輿論往往無法注意到學運的變化。這個論壇從台灣中部的視角出

發，除了對於後太陽花的學運發展嘗試提出整體性的觀察，同時也介紹一些新生的

力量的萌芽與思辯。 

發起人：李杰穎（文史工作者、交大客家學院博士班研究生、 

        學運斷簡臉書社團版主、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學運斷簡」專欄作者） 

主持人：李杰穎（文史工作者、交大客家學院博士班研究生、 

        學運斷簡臉書社團版主、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學運斷簡」專欄作者） 

 

從《野百合通訊》到後太陽花的學運實踐 

黃綺瑀（臺灣大學社研所研究生） 

摘要： 

  二十年前的野百合學運當中，當年的學生踏出中正紀念堂後，以「民學聯」為

主的異議性社團編輯了《野百合通訊》七期，在這七期當中，以多方面的視角，深

刻的辯論了學生運動的路線與實踐探討，而這些問題意識的「幽靈」至今仍在台灣

這塊島嶼上徘徊，裡面討論到的諸多問題、現象，也更是從過去到現在台灣的社運

史當中所不斷出現。 

  然而綜觀至今，即便是在 2014 年時的太陽花運動後，青年們口喊「出關播種」

踏出議場，雖然有許多嘗試，但卻沒有人們、組織以當年系統性的方式，來如《野

百合通訊》這般深沈的檢討與討論太陽花運動後的路線與實踐問題。 

  執是如此，而它背後所代表的「學運經驗與反省」，又該如何被詮釋與解釋？對

筆者來說，大型社會運動的意義除了「當下」，「後續」所發生了什麼才是歷史更為

有趣的地方，「後野百合」討論了什麼？二十年後，我們該如何重新看待《野百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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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這份刊物？它是否提供了不一樣的「野百合學運」？這是過去大家談論野百合

學運所鮮少琢磨的地方，因此本文希望能夠重新檢視這份台灣 90 年代學生運動重要

的史料。 

  且重要的是，我們若放置在「學生運動」與「異議性社團」的連結之下，從《野

百合通訊》當中的省思，筆者相信必然對於現在此時此刻的組織者們，仍有重新檢

視與詮釋之必要，而本文希望從後太陽花的青年實踐中，來檢討與反思。 

 

 

校園工會與社區化工運 

莊崴珺（東海大學政治系、東海校園工會幹部） 

摘要： 

  校園工會有別於過往傳統工會，組成分子多為高流動性學生及面對學習與勞動

曖昧模糊的權力關係。而中部大學多以大學城型態發展，大學周邊社區、商家與學

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中部校園工會面對的課題不僅只存於校園內，更要跨出大

學的邊線深入社區之中。 

  青年貧窮問題嚴重，大學周邊商家必須以低廉的價格販售商品求生，因次只能

不斷壓低勞動成本；學生為了支撐生活所需，只得進入廉價的勞動市場，忍受不合

理的剝削。大學周邊商家多以餐飲、服務業為主，技術門檻低、可取代性高，傳統

處理不合理的勞雇環境手段（勞檢）可行性不高，「不爽隨時可以走人換別的工作，

不需要花費成本對抗」「便宜的勞動力滿街跑，也不需要太多訓練成本不爽別做」商

家與學生沒有足夠的誘因改善現存的惡性循環。 

  我擔任東海大學工會幹部期間，面對學生之於勞資對抗的心理、學生之於社區

的關係有自己的分析與經驗。這樣的惡性循環怎麼打破？如何建立工學聯合？校園

工會在這樣的關係中又是怎樣的位置？血淋淋的對抗門檻太高，我們能用甚麼方式

打破這樣的關係？ 

  學生會不斷流動，但生活著的社區會長時間存在。以學生跟社區之間的勞動關

係為主，讓校園工會不再只是「保險」，是我這次想發表深談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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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異議性組織的培力與行動 

廖崇倫（中興大學環工系、中興黑森林工作室幹部、 

    蘋果樹公社幹部、明心館之夜參與者） 

摘要： 

  相對於眾多歷史悠久的大學學運社團，過去中學端的異議參與大多趨於零星或

個案。礙於更強烈的課業壓力、行政壓力、保守氛圍，中學異議性組織往往難以在

校園中撐出長久的空間。 

  然而在 2015 年的反課綱微調運動前後，中學生走上街頭成為一種常態；甚至是，

向校方發動抗爭；甚至是，跨校之間的倡議與結盟。在在展現著不下於大學生的動

能及校園影響力。現狀或許已經和大眾傳統上的想像相當不同。 

  2016 年自台中一中畢業後，我仍持續與高中時創辦的論壇「明心館之夜」保持

接觸。時至今日，這依然是個人的參與重心所在。因此中學生組織如何定位自己、

如何介入議題、如何傳承經驗；這些思考與行動又面臨了甚麼樣的限制，將是我想

藉由這次發表深入去談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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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你解殖／資了嗎？全盤解析新自由主義國家 

 

【場次五】10/14（日）13:00-15:00 

A5. 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論文發表 

   －國際會議廳 

 

B5. 剝離英美語系的冷戰知識中介 

   －HK105 教室 

 

C5. 基督宗教與同性婚姻 

   －HKB09教室 

 

D5. 因應原鄉長照的市場化 

   －HK115教室 

 

E5. 行動者的批判性實踐 

   －HK106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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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論文發表 

主持人：戴瑜慧（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苦悶與超克：歷史－現實感的陳映真文學與思想脈動探索 

報告人：張立本（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指導教授：劉可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黃琪椿（淡江大學中文博士／亞太文化研究室研究員） 

博士論文優等獎 獲獎說明： 

本論文首先對既有的陳映真研究做出有力的反思性解讀，詳細梳理陳的「左統」既

定框架如何限縮了不同的評論者對於陳的解讀可能。其次透過細膩的版本比較與相

關歷史的重新脈絡化，揭露一種讓陳映真「自己說話」的可能隙縫。由於作者並非

文學科班訓練出身，因此頗能突破既有文學研究的一些套路，同時作者對於前此類

似非文學套路的若干非常具影響力的讀法也非照單全收，而是同樣採取具批判式的

檢視，因此能夠有相當重要的新發現。本論文可以說是很不容易地在分析文本時達

到了與實踐的結合，因為作者分析的提問是從自己思考相關實踐問題的困頓出發，

而且在分析的過程中也充分展現這種困而求思的過程，極具啟發性。這是一份勇於

跨越學科界線、也最勇於挑戰自己與思想前行者的論文，值得給予「批判與實踐」

論文獎的肯定。 

摘要： 

  本文核心提案，是將陳映真置回歷史與現實的脈動，以重新感受陳映真著作的

思想潛力。本論文亦可概分為上、下兩部：第三章前重釐辯，鋪陳「陳映真研究」

總的問題意識侷限與「歷史－現實」之潛影響的關係，從而指出未來實需步步還原

文脈、迂迴地調整認識；第四章至第六章則是戮力採證各種參照，揣摩詮釋之可行

性，並於詮釋試驗中提出：縱貫陳映真思想的力量泉源於「苦悶－超克苦悶」的構

思張力。 

  本論文貢獻之一，是發現不曾有人警覺陳映真著作版本差異所具之意義。陳映

真研究發展三十餘年來愈形刻板，詮釋與研究方式皆存在程度不一的化約，本文則

首度以「版本差異」為客觀證詞，提出詮釋限度之命題。然不止於討論版本，以版

本質問、校準詮釋與證據之落差時，本文更發現歷史地形成的政治、社會張力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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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爭執等之影響，愈發滲入閱讀方式而塑成制約構造。較之較為通行的方式，

本文以〈永恆的大地〉實作詮釋步驟與方式之新可能，提出必須以文本內部為前提，

與來回於文本深層邏輯的必要性。而除了建議回歸文本，本文也要求將文本置回「歷

史－現實」之境況，以便盡可能還原陳映真著作所表露之思想的原始意義。所謂還

原，既在於緊跟著戰後特定歷史－社會構造，把握陳映真思想的具體指涉，也在於

試圖體會陳映真的感受、心情；後者之目的既是創造更多維度把握陳映真思想、體

會其動態辯證，也是在歷史、現實與讀者的知識狀況之間，發揮更多積極互動。 

  本文第四章也具有學科開拓性。該章針對〈賀大哥〉，試著綜合陳映真心繫或

關懷之各種面向、具體的歷史發生與轉折、當下現實、陳映真的心緒深層可解讀性

等，揣摩可如何多層次把握陳映真小說。也即通過〈賀大哥〉，本論文提出須掌握

陳映真文學內涵著的「苦悶－超克」思想力之多層次。接著，以「如何思想於『歷

史－現實』」為逼近之方法，以「苦悶－超克」為思想探源，本文概括地總的回應

了當前已顯封閉的陳映真研究。本文指出，緊貼著對現實的感觸，將凸顯入獄前陳

映真不斷地回應歷史、社會狀況的意圖；而同樣緊貼外在情勢，出獄後的陳映真不

僅同樣將苦悶心情展現於文學，亦不斷構思著如何調動人心、超克歷史與現實。陳

映真文學之回應現實的質地，根本的顛倒了當前研究陳映真的基本方法。 

  本文認為，陳映真一生的思想精華即在於不斷感受現實構造、構造中的人，明

知新世界之難以來臨卻不放棄，而此「不放棄」也使「超克苦悶」得以轉化為思想

能量。總的來說，本文提出研究者必須從方法論先行超越自身既定的意志，即歷史

－社會地構成的框構，方可能復以迂迴、多序的方式將文本、思想還於其位。綜觀

陳映真一生，不同小說自有思想厚度、成分之別，也有實際對應之對象之異，彰顯

了研究、分析必要的複雜程序。然而，陳映真又總是思想著如何實踐於世，雖苦悶

又持續想超克苦悶、超克造成苦悶的社會狀況，這使得我們必須跟著陳映真行走於

時空，因之難以化約。總結而言，本文認為陳映真文學的動人力量即在於不斷地回

應其所感，若能不斷將陳映真置回脈動，不僅將因豐富了語脈而厚實研究者的考慮

面向，也將有助我們參照、發展。 

關鍵詞：陳映真、思想、文學、歷史－現實感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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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社工，我們為什麼要「演戲」？──家暴安全網的建制民族誌分析 

報告人：許可依（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 

指導教授：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陳竹上（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碩士論文佳作獎 獲獎說明： 

一、作者實際投身成為一名家暴社工，與婦女工作的經驗，揭露了當前國家是如何

治理「家庭暴力」，並以一種「安全至上」的意識形態，支配著整個網絡人員

的工作。運用參與觀察／訪談／文本分析，採用建制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開

展其論述，與家暴防治的制度運作現實面相當契合，透過指標性案例與制度展

開對話。作者的寫作風格自由、展現主體性，頗具特色。 

二、現有家庭暴力的論述已經高度專業化，鮮少有論文可以像可依的論文，跳脫現

有家暴論述，從基層工作者的日常經驗出發，貫穿法令制訂、政策執行、到現

有體制意識形態的批判。 

三、可依的論文讓我們注意到政策如何被執行往往才是關鍵，案主的需求是如何在

過程中被體制所取代，正是這種排除案主需求的政策下，社會工作者才被迫必

須要「演戲」，才能提供案主所需要的服務。這些「勞動」是目前政策看不見

的， 但卻是基層社工貼近案主需求的必要。透過這本論文，這些在地知識與

工作被充分看見，改變才有可能。 

四、隨著建制民族誌在臺灣的展開，可依的論文藉由建制民族誌的理論架構，非常

流暢地從日常經驗分析到法令制度的限制，讓讀者可以看到建制在日常家暴工

作中的運作，這使得可依的論文開啟一個從基層社工的視角看見家庭暴力如何

無法回應案主需求，也成為實務工作者進入建制民族誌視角的重要參考文獻。 

五、可依對社工的熱情與正義追求，轉化成他在基層社工的蹲點，點滴轉化成這份

論文。他在基層的實踐與知識上耕耘，正是台社學會論文獎的精神所在，相信

他將來是一位優秀批判知識工作者。 

摘要： 

  本論文研究的起點，始自我實習時聽到一位家暴社工抱怨參加「安全網」的網

絡會議就像是去「演一場戲」。由於大學時代所學到的「家暴安全網」，是一個將家

暴高危機案件篩選出來，藉由網絡會議進行工作交流與服務整合的方案。理想上，「家

暴安全網」是將有限資源提供在需要密集服務的案件上，不解為何這樣提升服務效

能的美意，卻淪為社工實務場上的「演戲」。於是，為了探究「社工為什麼要演戲」，

我決定採用建制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並站在一線家暴社工的立足點上，解構這個

「演戲」經驗如何在建制中被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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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實際投身成為一名家暴社工，與婦女工作的經驗，揭露了當前國家是如何

治理「家庭暴力」，並以一種「安全至上」的意識形態，支配著整個網絡人員的工作。

當各種建制的文本啟動，定義著婦女的「安全」，婦女的多元經驗便在「安全」的單

一視框中被排除，以致「安全網」時常聽不懂婦女的需要，而網絡的資源也難以「投

其所好」。 

  然而，一線的家暴社工，一面鑲嵌在「安全至上」的流程中，受到各種表單、

指標與會議的規訓，一面又要與婦女的自主性並肩前行，在「建制最佳利益」與「案

主自決」的角力下，「演戲」便成為社工在這場拔河下的生存方式。只要社工按照安

全網所期待的安全劇本演出，婦女就有機會從安全網中「解除列管」。屆時社工就得

以從各式的流程、指標中解放，讓工作回歸到相對低度建制的狀態，找回與婦女工

作的彈性並減輕行政工作的負擔。 

  研究結果讓家暴社工看見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因著建制的流程為自己戴上

了一副「安全」的眼鏡，產生了一連串權力關係所建構的知識，藉此看清楚社工所

處的權力位置，進而長出抵抗的可能。 

 

 

捕魚好苦啊！戰地政務體制下的馬祖漁業及漁民家庭處境 

曹雅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獲獎人因故無法出席年會） 

指導教授：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碩士論文優等獎 獲獎說明： 

  作者以馬祖漁業為軸線，漁民家庭為主體，回到歷史分析的視角，透過馬祖戰

地歷史與漁業史的梳理，分析馬祖戰地政務特殊體制對漁業社會的介入，突破過往

承襲於國家意識型態的漁業論述，在一切以「軍事戰備為優先」的特殊管制狀態－

戰地政務（1956-1992 年）體制之下，重現在以國族意識為主導的漁業及遷移論述

中消失的漁民群體樣貌，具有解構的批判性分析，同時具有為在地行動形成新的在

地主體的實踐效果。作者運用大量文史資料與訪談，結合歷史與故事，讓鉅視結構

與微觀故事之間產生交織與互補的效果，呈現歷史透過故事立體化，故事透過歷史

得以深化的「大歷史中的小人物」敘事風格。在實踐上，作者曾投入「馬祖反賭青

年社團」，反對賭博業進入馬祖；之後成立「馬祖青年發協會」並擔任理事長。畢業

後便返回馬祖工作，受聘於好多樣文化工作室，從事馬祖戰地遺產保護、認識、推

廣工作，企圖捲動地方未經歷戰爭的世代，透過「戰地引路人培訓活動」作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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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基於其論文的歷史分析，作者不僅試圖拼回以馬祖戰地遺產關係人為主體的歷史

論述，更期望透過跨世代的認識、對話，達成世代間的和解。這種勇於批判與實踐

的精神，非常符合台社論文獎的精神。這是一篇非常優秀的論文，具有歷史批判的

力道，提供後續實踐的紮實論述。值得高度肯定。 

摘要： 

  筆者透過自身反賭場運動歷程，重新回看、思考馬祖這塊土地面臨「撤軍」議

題時，驚覺自小生長的土地是一座真真實實的「戰地島嶼」，進而開始探究漁村人口

外移的原因，發現過往的漁業論述及相關書志都將漁村人口外移與沒落歸因於「大

陸漁船」濫捕、炸魚，完全忽略了 1956-1992 年戰地政務時期，國家體制運作的動

態歷史過程。因此，本研究嘗試以漁民家庭為主體，以戰地政務時期馬祖漁村及漁

民家庭的處境作為馬祖漁業論述的補充。 

  本研究分別以「強化軍事化體制」及「強化戰時經濟體制」兩個層面相互為用

的視角切入分析戰地政務體制。「強化軍事化體制」包含基層組織的控制與動員、物

資、人口的出入控制，還有政治思想的監控，「強化戰時經濟體制」則是透過爭取美

援資金，以建構戰時的鞏固機構，進而動員農漁村經濟發展。在這樣的架構下，國

民政府運用法規建構對外鞏固政權合法化，而「金馬戰地政務實驗辦法」則是鞏固

戰區內軍事權力的合法性，進而使軍事權力合法的支配憲政體系進行「基層組織」、

「生產事業單位」、「物資及人口出入」、「教育權力」及「檢查權力」的合理支配。

同時，運用美援在農村的執行單位－農復會，推動馬祖漁業經濟動員，作為維繫漁

民生計以降低內部動亂的風險，同時，穩定軍糧來源，使國府軍事化專政從內到外

更加穩固，在這樣雙重作用之下，漁業被塑造成「辛苦沒有出入」無法承擔家庭生

計的行業。 

  1961 年馬祖漁業勞動力已經開始減少，同時也是漁村崩解的開始，而現今面對

漁業勞動力缺乏之問題，根源於軍事控制及戰時經濟體制雙重作用下，使馬祖漁業

勞動力往因軍人而繁榮的商圈從事非漁業生產村莊，以及向台灣加工出口區移動，

進而導致現今「漁業勞動力缺乏」、「凋零化」及「仰賴大陸漁工」的原因。 

關鍵字：戰地政務、馬祖漁業、農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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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心的本土華人世代：共構馬來西亞國立教育體制的不平等與種族政治 

黃科量（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獲獎人因故無法出席年會） 

指導教授：范雲（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碩士論文佳作獎 獲獎說明： 

  黃科量的研究以敘事認同和認識論的實在的理論路徑，處理馬來西亞解殖之後，

國家以族裔劃分的不平等「特殊優惠措施」教育系統，導致華裔馬來西亞學生升學

管道的阻礙和階級上升的抑制，黃科量就歷史制度、升學歷程和抵抗行動等三個面

向，提出了馬來西亞國家教育政策，創造了華人內部的妒恨共同體和劃分道德相對

低落的馬來人群體。而華人學生的抵抗策略，就作者的論點，「顛覆敘事」成為策略，

挑戰升學體制。 

  本論文從高等教育升學爭議談作者稱為「受傷的華人」的馬來西亞族群政治「共

同妒恨體」（不只華人），就東南亞從華人族群政治碩論中，無論就內容與資料上呈

現的豐富性，實為用心之作，展現了鞭辟入裡的（自我）批判，最後作者也呼籲國

家與非政府組織要直面本地華人的傷心情緒和對世代正義的訴求。 

以上是本論文得獎的正面表述，評審團有四點建議如下： 

1.若能在行文上更為精簡，拉出更好的論證層次以避免論點上的重複，應可在修改

後發表為具有影響力的研究論文。值得肯定。 

2.新自由主義下的高等教育發展與不同族裔之間（馬來、印度、華人等）的不平等

的發展，和馬來國族主義建構的國民教育有何差異？ 

3.華裔社群的另類教育方案是否是認同政治的抵抗方式（著名的如白小運動）？ 

4.如何反思「敘事認同」的運動策略，有何侷限？ 

摘要： 

  馬來西亞解殖建國近六十年，種族爭議不曾間斷。尤其是教育制度的特殊優惠

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劃分種族群體的公民權利，引致華人學生年復一年地

透過華人媒體、政黨，控訴與抵抗國立升學體制。過往研究偏重討論歷史制度、教

育政策與政黨政治，欠缺關注常民在種族爭議中扮演的能動角色與個人的敘事經驗、

生命歷程。因此，本研究採取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與認識論的實在

（epistemological realities）的理論取徑，透過關係性的分析視角（relational 

approach），探討本土生長的華人世代如何敘說不公平的升學經歷，及其抵抗行動與

階級不平等、種族政治的共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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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驗上，本研究關注兩個面向：第一，教育制度的優惠措施政策，如何影響

華人學生對升學前景的想像，與升學的競爭實作？第二，面對申請國立大學挫敗的

升學爭議，華人學生如何敘說不平等的個人遭遇與感受，以及如何捲入種族政治，

控訴與抵抗國立教育體制的差異分配？在理論上，則以升學爭議作為理論個案，藉

由敘事分析探討以種族為名的爭議與衝突如何不斷再製，及其如何反映行動者之間

與歷史制度、文化敘事、抵抗行動的關係性？在方法上，本研究透過新聞報章、政

治人物、非政府組織、部落格尋找捲入升學爭議的學生，並深度訪談 35 位華人學生，

以及輔以分析自 2000 至 2016年的新聞報章資料、升學論壇、升學資訊網站、與學

生部落客的心得分享。 

    本研究發現分為三個面向：歷史制度、升學歷程與抵抗行動。第一，在歷史制

度的面向，本研究指出當代的升學爭議是國立教育體制不平等與認同政治的共構結

果，而不僅是教育體制的內部競爭結構問題：其一，自 1950年代，國立教育體制延

續殖民建國的社會契約，對華人造成文化與階級的雙重排除，致使當代華人陷入災

難性的恐懼與憂慮的教育爭議，與計算種族群體差異的數字政治。其二， 自 1990

年代，馬來西亞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推動教育私營化的政策改革，加劇「制度的

族群區隔」，且與階級不平等相互交織。 

  第二，在升學歷程的面向，本研究提出「敘事想像的種族劃界」（racial boundary 

making of narrative imagination）的概念，指出華裔學生共享不信任國家的「陰

謀論」與二輪競逐劃分種族群體的升學標準。在敘事想像的升學競賽中，華人學生

為難自己、為難彼此，進而形塑華人打華人的妒恨共同體與劃分道德相對低落的馬

來人群體。 

  第三，在抵抗行動的面向，本研究援用「顛覆敘事」（subversive stories）的

概念，指出升學爭議是華人學生由下而上的抵抗行動，具有強化種族秩序、情緒與

認同的社會後果，並將階級的鬥爭轉化為種族政治。這些華人學生透過公開與隱蔽

的抵抗管道，以及挪用五種抵抗行動策略：「階層關係」、「匿名性」、「道德觀」、「政

治利益」與「反對敘事」，挑戰升學體制，深刻反映本土華人世代與歷史制度、殖民

建國社會契約的衝突與矛盾。 

  最後，在政策改革方面，本研究建議，國家與非政府組織正視本土華人世代的

傷心情緒與對世代正義的渴求，以推動歷史教育改革與創造跨族群敘說和解的故事

的民主運動空間。 

關鍵詞：敘事認同、顛覆敘事、階級與種族不平等、馬來西亞本土華人世代、 

    優惠措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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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剝離英美語系的冷戰知識中介 

  本論壇企圖反思英美語系所中介的冷戰知識框架體系及情感結構如何形構國共

歷史分斷下的性／別政治地景。在近代史的長河中，四篇論文在各自的脈絡裡對西

方殖民現代性提問。 

發起人：丁乃非（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愛與剝削：一種冷戰家國情懷  

丁乃非（中央大學英文系 教授） 

摘要： 

在公娼制度與同志婚姻權看似矛盾的連帶中，制度性買賣之「剝削」與自由性「愛」

之婚約權，如何彰顯又遮蔽特定之英美語系冷戰話語作為一種中介／形式？而「妾」

的不同領域之研究又是如何（不）撼動既有知識之家國分斷。 

 

 

「後太陽花」的民族主義與「弱者連線」保護主義 

洪凌（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副教授） 

摘要： 

2014年太陽花事件迄今的台灣民族主義／進步主義的雙軌連線如何以保護主義下衍

生的「唯弱」正義論，遙遙呼應亞洲另一個始終與西方帝國主義同步（甚至更決絕

地殲滅異己）的民主進步小國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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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娘砲」、大陸「妖」：穿梭兩岸怪胎性／別田野  

林純德（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 副教授） 

摘要： 

當代中國大陸妖調研的過程如何挑戰西方酷兒理論框架，並思索著抵禦由西方所帶

動的全球性／別文明化與進步性的在地「爛逼政略」的可能性。 

 

 

「其人也賤，無以覆加」：田啟元的「爛逼」革命想像 

黃道明（中央大學英文系 副教授） 

摘要： 

拉回台灣解嚴時刻，田啟元如何以反帝解殖的史詩劇場對抗小劇場運動的英美後現

代美學、扣問黨國買辦菁英主體、顛覆異常，從而提出一個非從身份認同出發的左

翼革命想像，走出冷戰失語精神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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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基督宗教與同性婚姻 

  自 2013 年以降，同性婚姻成為撕裂台灣社會及教會、最為熱議的課題。反對同

性婚姻立法的護家盟等團體，曾表示同志是「性變態」，若同性婚姻合法會讓「同性

戀暴增」，接下來社會將「毀家滅國」，帶領人類走向滅絕的道路。在大法官 748號

釋憲案通過，公投法門檻下修後，下一代幸福聯盟提出反同公投三案，主張同性結

合不得適用婚姻章規定，需另立專法訂定，並禁止在國中小學階段實施同志教育。

基督宗教右派勢力的崛起，不但牽動了台灣本土政教分離的版塊，並促使了新一波

台灣教會圈內教權的合縱連橫，信徒教派認同的崩壞與解離。在過去，號稱最支持

同志及本土政黨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 2014 年通過牧函後，亦有不少南北成員教

會改弦異轍地以反同婚為由，呼籲信徒不要投票給綠營政黨後選人，或動員罷免支

持同婚的現任立法委員。 

  憲法第七條規定，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前一律

平等。也就說，人民有「被平等對待的權利」，而同志應有「不因自己的性傾向而被

不公平對待」的權利。是故，本論壇場次意圖藉由研究普世教會運動在同婚上的討

論(陳文珊  <同性婚姻正反辯:從基督教普世運動有關於同性婚姻的聖經研究與神

學發展談起>)，基督教會史上對婚姻教導的變遷(陳胤安<護家基督教「家/國」想像

的系譜學: 一個國教、叛國和反聖靈的歷史>)，以及跨國基督教運動在國際政治上

的政教關係(陳乃嘉  <國際政治中的基督教與婚姻平權>)，來解構基督教必定反同

的刻板印象，將基督宗教的反同勢力重新放置在時空脈絡下來重新省視，希翼能對

本土基督教反歧視、支持同婚及少性眾人權的教會內非主流勢力，提供未來可行的

社會運動策略及信仰論述。 

發起人：陳文珊（玉山神學院基督教人文學系助理教授、玄奘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主持人：陳文珊（玉山神學院基督教人文學系助理教授、玄奘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同性婚姻正反辯：從基督教普世運動有關於同性婚姻的聖經研究與神學發展談起 

陳文珊（玉山神學院基督教人文學系助理教授、玄奘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同性婚姻法制化是當前第一世界國家方興未艾的時代趨勢。但在基督宗教為主

的國家中，同性婚姻立法均受到不同教派的基督教會的抵制。反同婚立場的教派相

互結盟串連，以形成具政策影響力的遊說團體，向政府相關立法及行政部門施壓。

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此股基督宗教的反同浪潮先是在同一宗派間進行串連，後來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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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跨越國族的邊界，從西方達至亞洲及非洲等地，最後，連並不關心如何向各國政

府進行政治遊說的普世合一運動也不能倖免。 

  普世合一運動係在二十世紀初由歐美基督新教教派，在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後

所發起的跨國運動，旨在促進基督教會內各宗派及教會在信仰上重新合一，在宣教

上相互合作，故又稱為「向心運動」。普世教會協會，創立於 1948年，是目前推動

全球教會普世運動的最大也最重要的組識。其會員含括各個主流教派，僅天主教會

未正式加入，僅派出觀察員參與會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雖因 1970年代國民黨戒嚴

時期，因政治因素被迫退出，卻在 1980年代以降，重新加入該組織。一開始，合一

運動推動的困難，在於教會在神學教義上的歧異，近年來，受到諸如墮胎、離婚、

安樂死及同性婚姻社會重大爭議的影響，亦不得不舉辦系列的神學研討會，意圖解

決這些新歧見所帶來的衝擊。 

  與台灣反同護家盟的期待大相逕庭，普世教會是傾向於接受同性婚姻的立場的。

1998年，在辛巴威的第八屆大會中，同性戀的議題首度被提及，隨即引發正反不同

立場支持者之間的張力。由於辛巴威當時將同性性行為入罪，不少基督徒及教會甚

至抵制大會在當地舉辦。較多傾向支持同志的西方新教教會代表與亞非等地保守教

會的對峙，使得同性戀的道德及信仰爭議猶未達成共識，隨即陷入殖民主義與反殖

民主義的糾結中。 

  本文嘗試以普世教協近二十年來有關於同性戀及同性婚姻的相關討論及會議為

軸，比較並分析正反雙方在聖經研究及倫理神學上的攻防，以及相關論述如何受到

其他心理及社會學相關同志研究，乃至於酷兒神學的影響，俾能提供本土基督教會

在大法官 748號釋憲案通過後，未來無論是在社會反歧視或是教會同志牧養上該何

去何從的參考借鏡。 

 

 

護家基督教「家／國」想像的系譜學：一個國教、叛國和反聖靈的歷史 

陳胤安（英國 Kent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博士生）  

摘要： 

  2016 年，蔡英文政府推動「婚姻平權法案」（修改民法 972條），引發宗教團體

（尤其是基督教）以「守護家庭」為由，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而本文企圖探討這

些關注家庭價值的護家基督教是「誰」。但本文並非要理出臺灣護家基督教的教會「族

譜」，且本文認為透過神學或宗派作為分類基礎的研究，並不能夠理解護家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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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將使用 Foucault 的系譜學作為方法，將歷史視為非連續性，以及一連串

轉折和「意外」的事件，使得護家基督教得以形成。從這個角度來看，護家基督教

的政治想像和家庭觀念如何在歷史中形成，這並非僅是美國宗教右派的平行植入的

新現象，而是在不同的歷史時間點，臺灣教會排除、常規化（normalise）特定神學

的結果。因此，本文將關注三個時代中，教會如何透過排除「異端」神學，逐漸形

成護家基督教的「家/國」想像。 

  首先，十七世紀的「不從國教」運動開啟基督教政教關係的新模式。1662年英

國的大退出（Great Ejection），大批清教徒牧師離開作為國教的英國聖公會，促使

清教徒在北美發展「宗教自由」，以確保清教徒的教會不被國家教會所限制，宗教自

由是保障國家不介入教會神學，沒有任何教會可變成「國家教會」，而非人民有選擇

宗教或不信宗教的自由。清教徒更從未想過這個「上帝應許的新大陸」會在百年後，

逐漸世俗化、去基督教化，這促使美國發展出不同的「公共」神學和神學。 

  再者，在臺灣的脈絡中，蔣介石政府打壓「叛國」教會，許多教會成為護國反

共的一部份。在冷戰的結構、中共入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處境下，1960年

代的臺灣教會被迫退出具有左翼色彩的普世教協（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反普世派轉向反共、護國、擁蔣的政治意識形態，且批評 1980年重返普世教協的臺

灣長老教會是異端、叛國。同時，普世教協提倡的平等、公義、多元等議題都在叛

國之中被視為異端。 

  最後，結束威權政治的臺灣，教會不再受到政治壓迫，普世與反普世之爭也不

再是個問題，而是轉向靈恩運動（重視聖靈工作的彰顯），批評傳統教會抵擋上帝透

過聖靈的工作。靈恩運動強調透過「屬靈」的眼光閱讀聖經的字句，大量使用聖經

中的父權意象（例如「天父」、「丈夫」、「家長」等）來透連上帝、社會與個人。一

夫一夫、一妻一妻的新婚姻家庭形式不僅是挑戰婚姻價值，更是破壞「兩」性作為

家、國的語言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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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中的基督教與婚姻平權 

陳乃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國際政治系碩士生） 

摘要： 

  21世紀開始至今，性別人權相關的運動在世界各地多有進展，尤其以婚姻平權

最顯著，截至目前為止，全球有 20多個國家保障了同性伴侶的結婚權，也有國家以

伴侶制度來保障不同的親密關係。然而，反對勢力也同時集結了，並在不同的社會

和不同的組織中運作，企圖阻止自由派人權運動的推展，其中的代表即是基督教保

守教會。本文試圖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剖析教會在全球化時代，如何本於「反對全

球化、反對普世人權」的立場，但利用全球化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來鞏固及輸出

保守的宗教價值觀。 

  本文認為，基督教對於婚姻平權運動的阻礙，不應忽略國際政治層次的討論，

然而既有的文獻及研究，多集中討論文化衝突、教義的歧異等等，而較少注意基督

教保守運動作為一股跨國力量，對個別國家的人權進展所造成的衝擊。本文將討論

兩種不同的保守勢力集結動員模式，分別是以俄羅斯及前蘇聯國家、非洲國家為主

的「政治加宗教」的動員，透過地緣政治及對美國霸權的抵抗來分析；另一種模式

則是以美國保守基督教會為首，透過國際政府間及非政府組織，輸出保守價值的動

員模式。 

  本文將側重在後者，雖然後者沒有美國政府直接的奧援，但得利於全球化下國

際間的各種官方及非官方的管道，保守教會仍能將資源輸出至其他國家，甚至積極

與第一種模式的政府合作，讓普世人權價值陷入危機。本文將以既有的研究資料和

報導為基礎，分析第二種動員模式對台灣婚姻平權運動的衝擊及影響，以及保守運

動可能的運動方向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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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因應原鄉長照的市場化 

  談到長照，部落裡面很強調共同照顧。傳統上，是以部落族人彼此關係作為發

動照顧的連結因素，藉此體現互相支持。然而原鄉經過長期殖民、市場經濟入侵，

許多部落裡的照顧人力，因維生不易，無法繼續留在部落，而失能者的照顧，就應

由國家基於保護義務，予以承擔。雖長照服務的提供，政府部門並非唯一媒介，尚

可由志願部門、商業部門為之，然政府不得將任務概括移轉至私人部門，並以減輕

負擔為由，放棄透過物資或服務等方式傳遞照顧，否則就是迴避責任。 

  尤其營利部門很難期待在無利可圖下，滿足每位被照顧者的個別需求，非營利

部門也同因資源匱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尚須由政府與民間各方發揮相互特色，

共同協力補充彼此不足。 

  面對前述原鄉長照的市場化，原住民長期照顧修法聯盟發起論壇，欲探討受照

顧者如何能在市場化的風潮中，保有充分選擇自主，並確保政府能落實監督與管制，

結合民間有能力、有意願的團體，共同提昇服務品質。 

  像是因應長照市場下「資訊之不對稱性」，且考量長照資訊蒐集成本頗高，有賴

政府積極從中介入，廣泛提供介紹，確保相關事業營運的透明性，故我們將介紹日

本「介護服務資訊公開制度（介護サービス情報の公表制度）」，看看其他國家的先

例是怎麼運作的。 

  而為了讓年輕人留在部落，促進部落產業即屬重要，然不慎將會造成「認知錯

置」，讓原本的互相支持關係，異化成了勞雇關係。因為由原本雙向支持：由資深部

落族人進行教學，讓年輕工作者提供協助的集體互動，轉為透過現代市場運作，把

部落生活分割成原子化的運轉；原本互相照顧的部落體系被支解地體無完膚。而政

府該如何適當培育原鄉的民間團體推動長照，過往部落工作者又會如何具體透過麵

包窯等產業，逆轉照顧零碎的局面，也是我們要一起來討論的。 

發起單位：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 

主持人： Ciwang Teyra（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 

王鼎棫（網站法律白話文資深編輯、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兼任講師） 

蘇建仁（地方政府社工督導） 

阿布娪．卡阿斐依亞那 （Apu’u kaaviana） 

      （那瑪夏達卡努瓦女窩創辦人、原住民族委員會專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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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行動者的批判性實踐 

  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下，實用主義的精神被應用於各個場域，用熱情投入某個

場域，卻未必能夠產有批判性的思考，實際工作者如何才能生產對自己有用的知識，

並反思性的思考行動者、場域和社會的關聯。本場的三位作者都是關注於某個在地

實踐的場域，關心行動者如何能生產具有實踐知識。第一篇研究是大學的教育工作

者，使用電影作為教育的媒材工具，透過團體對話和反映的過程，採取批判教育的

立場，使學生看到自己所未被看到的意識型態，有別於傳統生命教育的教學。第二

篇研究針對新竹十二寮青年的在地實踐，透過觀察和訪談方談，從論述方式去探究

偏鄉農村的共享生活圈可能性，也反思禮物式經驗和地景藝術，是否也隱含著強勢

／弱勢、國際／在地的問題。第三篇研究是專科學校的教育者所進行社團教育的實

踐工作，反思了技職教育和醫護教育的工具理性，透過私混的雙向社會關係，有意

識地創造一個化外之境，作為抵抗教育體制的批判教育行動。 

發起人：張慈宜（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主持人：張慈宜（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校園裡的土牛溝：以熱音社為場域的批判教育實踐 

鄧明宇（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生命關懷事業科講師／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摘要： 

   研究者是後段技職學校的教師，透過行動者的自我敘說，進行教育現場的反思

性探索，本文以批判教育學的立場，呈現以有意以熱門音樂社指導老師這個角色所

進行的另類教育實踐。後段技職學校學生往往來自勞動階層，在經濟資本和文化資

本的雙重匱乏下，被家庭工具性的生涯定性。在台灣邁向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階段，

技職教育作為階級翻身的想像，吸納了勞動家庭小孩成為勞動者教育所，教育機構

因其職業訓練功能性，往往形成規訓管理的體制，讓準勞動者的本能受到系統所控

制，減弱了自我實現的能力；而醫護教育傾向把克盡職責、關愛等文化標籤，當作

是個人的內在特質，強加在被教育者身上。在台灣高教環境的惡化下，後段技職教

師成為教育機器的一部份，作為教師的專業權力減弱，教師成為教育加工的小工頭，

課堂教育往往成為囤積式教育。行動者企圖透過熱門音樂社的社團教師身份，進行

具有輔導意涵的教育活動。 

  行動者放下傳統教師的樣子，企圖消解市場取向的人際關係，在私混的雙向社

會關係裡，發展出集體性、分享性的生產性關係。陪伴幾個熱音社學生的過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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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看到勞動階層學生受苦的生命經驗，如何在以白色純潔規訓的校園文化裡編織

更大的痛苦，她們用龐克搖滾的裝扮，作為扺抗社會的武器，在搖滾節奏裡用嘶吼

進行痛苦的肆放。行動者有意地創造一個化外之境，在校園最偏僻的角落，長長的

看台區分了校園內規訓與慾望的兩個世界，土牛溝外是充滿反抗體制的有機園地，

行動者作為社團的園丁，把奇型怪狀的生命聚在一起，暫時躲避外在現實風暴，扺

抗教育規訓的慣行耕作，透過音樂和群體生活，撐起草地上暫存的自由生機，希望

讓受傷的生命得到療遇之效。 

關鍵字：技職教育、在地實踐、批判教育、搖滾樂 

 

 

建構「共享生活圈」的社會文化意涵：以 12寮湖光村的在地實踐為例 

李文玫（龍華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以 12 寮湖光村青年團隊所建構的「免費商店」與「共食廚房」作為分析的

起點，以及今年所策展的「12 寮竹編地景藝術節」，透過論述分析的方式來探究這些

文化行動背後的社會文化意涵。 

    在過往的農村社會中，「生活共享」是一種真實的存在，當年輕人透過包裝與活

動的方式來進行時，讓老年化的村莊中透過每周一次的共食廚房，它所展現的究竟

是「禮物經濟」的實踐？還是一種弱勢文化的包裝？又或者其實是同時存在著對於

農村落後與凋零的不安，及期待透過主體行動的賦權實踐呢？ 

    2018「12 寮竹編地景藝術節」，來自不同國家的駐村藝術家結合在地素材與耆老

訪談，透過竹編藝術呈現過往的生命故事以及在湖邊與樹林中的地景藝術，是一種

全球國際化的象徵？還只是一種農村地區對於國際化的想望？在其中呈現了多少

「共享生活圈」的精神？ 

    本文透過實地走訪觀察、深度訪談、和網站文宣資料的蒐集，以論述方式進行

探究，發現不論青年團隊有多清楚的核心信念，面對農村地方的凋零與純樸，透過

在地實踐與文化行動所展現出來的社會文化意涵，竟也同時包含著上面所提問的雙

重面向，弔詭地同時呈現禮物經濟的實踐與弱勢文化的包裝、全球國際化的象徵與

對於國際化的想望，前者以一種包裝的形式與信念的引領，呈現在文宣資料與青年

團隊的執行理念中，但是不可否認地，後者卻是真真實實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無

論如何，在文化行動與在地實踐的過程中，都朝向「共享生活圈」的可能性，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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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帶動老人們的活力與社區主體性的開展。 

關鍵詞：共享生活圈、禮物經濟、弱勢文化、在地實踐 

 

 

以對話與反映進行教育工作：以「電影、心理與人生」課程為例 

張慈宜（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摘要： 

  電影作為一個普遍受到歡迎的文化媒介，因應各種教育目的，廣泛被使用在大

學教育過程中。本文根據作者過去十餘年來在大學使用電影作為課程素材的實踐經

驗，試圖引介一種不太一樣的生命教育實踐方法。 

    在「知識」看似已經可以在網路上隨手可得的這個時代，被 Paulo Freire 評為

「囤積式」教育的傳統講授方式，就顯得處境更為侷促。而「對話」在教育過程中

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被廣為認知並接納 (如，Vella, 1995；Gergen, 2009)。在教育

現場要如何對話，才能有效地前進？Freire 對此有重要的提醒：「教育工作者必須明

白他/ 她的『此時』、『此刻』幾乎總是受教者的『彼處』、『彼時』。…. 教育工作者

仍必須從受教者的『處境』著手，而不是以教育工作者的標準出發。」(方永泉、洪

雯柔、楊洲松譯，2011：56-57)。 

    我在「電影、心理與人生」這門課上，藉由小團體動力的方式來推進課程。在

團體對話過程中，扮演一個催化、促進者的角色，並且使用 Chris Argyris 及 Donald 

Schön 所發展出來的行動科學(action science) (如，夏林清、鄭村棋譯，1989)作為對

話反映的方法。課堂主要針對什麼來進行反映呢？ 

    如同海德格所說，人是被拋擲到這個世界上。那麼「既然世界不是我發明的，

我要如何使得這個世界成為我的？」(Das, 2007：4) 人作為使用語言的存在，不可避

免透過語言的浸淫學習、透過與重要他人的交流 (Taylor, 1995)，在不自覺當中習得

了世界觀、主導意識形態、價值等等。「電影、心理與人生」這門課就是協助學生們

能夠反映劇中主要人物的選擇與行動，是受到什麼樣的主導意識形態或價值的影響？

以促進對這些角色有更深層的同理。另外，課程也協助學生們看見自己在劇中人物

身上所投射的很多情感與想法，委實是受到自己所未曾意識到的某些主導意識形態、

價值所框定。先是「看見」，然後思索「改變」的可能性。 

關鍵字：生命教育、批判教育學、行動科學、對話、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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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你解殖／資了嗎？全盤解析新自由主義國家 

 

【閉幕論壇】 

崩解的台灣高教之終極診斷 

 

主持人： 

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 

蘇碩斌 

（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黃厚銘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陳政亮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 

鄧湘漪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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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交通資訊 

《你解殖／資了嗎？全盤解析新自由主義國家》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新竹縣竹北市六家五路一段一號） 

 

 會議第一天（10/13，週六）開幕及專題演講、第二天（10/14，週日）論文獎論

文發表場次、閉幕及專題演講場地位於四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廳內禁止飲食。 

 其餘論壇場次於客家文化學院之 HK104、HK105、HK106、HK115、HKB08、

HKB09 教室舉行。 

 台社學會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於 HK104 教室舉行。 

 10/13（六）台社年會晚會於客家文化學院中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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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自行開車： 

1. 中山高竹北交流道下（往芎林方向）->光明六路東 ->自強南路 -> 

 經國橋下迴轉至六家五路一段 ->經伯公廟進入學院。 

2. 中山高竹北交流道下（往芎林方向）->光明六路東 ->自強南路 ->文興路一段 

 ->嘉豐二街 -> 進入停車場 ->步行至學院。 

3. 光復路一段 ->慈雲路 ->經國橋 ->自強南路 ->文興路一段 ->嘉豐二街 

  ->進入停車場 ->步行至學院。 

4. 公道五路二段 ->慈雲路 ->經國橋 ->自強南路 ->文興路一段 ->嘉豐二街 

 ->    進入停車場 ->步行至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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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 台灣高鐵： 

搭乘至台灣高鐵新竹站，轉乘國光客運 182 號公車至「文興嘉興路口下車」，步

行約 5 分鐘即可抵達。 

2. 搭乘火車(台灣鐵路局)： 

搭乘至新竹火車站，轉乘國光客運 182 號公車至「文興嘉興路口下車」，     步

行約 5 分鐘即可抵達。 

3. 國道客運： 

搭乘至交大站或清大站，轉乘國光客運 182 號公車至「文興嘉興路口下車」，步

行約 5 分鐘即可抵達。 

4. 請留意─校車於周末停駛。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步行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