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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

會議日期：2016 年 10 月 15、16 日
會議地點：輔仁大學聖言樓百鍊廳、濟時樓會議中心（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主辦單位：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協辦單位：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緣起：
殖民、冷戰、世界資本主義的層層風暴，堆疊出台灣社會的複雜紋理。我們往
往無從爬梳，只能搶搭名為「進步」的列車，在高速與失速的賽局中競逐前行。從
公民運動到第三次政黨輪替，進步的話語朗照一切。從婚姻平權到動物保護，進步
的想像定義文明。從農村再生到都市更新，進步的巨輪輾平所有。從自由貿易到高
教邁頂，進步的慾望永不止息。進步！進步？多少惡與善假汝之名而行。然而或許，
我們從未「進步」過？
與其擁抱進步，2016 年的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邀請各界進步、退步、漫步、
踏步者齊來試煉進步。當進步許諾希望，我們以歷史抵抗遺忘。當進步讓一切快速
方便簡單，歷史帶我們回返盤根錯節的共生樣態與倫理現場。
本次研討會之開幕與閉幕論壇，將分別邀請代表三個世代的進步知識分子進行
專題演講，期見世代之間對於實踐所帶對社會的關懷、對歷史的詮釋之對話。研討
會子題將探討「跨歷史／跨域連結：思想、批判，與行動」、「檢視新政府進步性」、
「大聲喊出進步：語言、民粹與新自由主義」、「第三勢力如何可能？」、「瓦解金權
城市的進步思維」、「審判者的進步與被進步」、「網狀娛樂、性／別青春」、「歷史斷
裂下的行動建立」，以及其他具批判性之相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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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大會議程
10/15(六) 09：00-10:15
開幕暨會議（輔仁大學聖言樓百鍊廳）
主持人：何東洪（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
主講人／演講主題：
熊建劬（上海創領醫療器械公司工程顧問）／「『全盤西化對超越前進：中西文化論戰』的再檢視」
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斷裂與延續：20 世紀與 21 世紀社會抗爭形式與內涵
的異同」
李杰穎（原鄉 63-原住民文化餐廳店長）／「請問，現在談的是學運嗎？對 1990～2015 台灣學運史
論述與議題的反省」
場次 A
第一場
A1
10/15(六)
10:30-12:30

場次 B

場次 C

B1
攜手共鬥台灣社
會工作專業的勞
動現場－天下第
一社工靠北武道
大會
【聖言樓 236 教
室】

C1
醫療市場化對家
庭醫師制度之影
響
【聖言樓 235 教
室】

場次 D
D1
E1
新自由主義背景
下的「另類」「青
年」實踐主體的塑
造：來自中國大陸
的個案探究
【聖言樓 234 教
室】

12:30-13:30 午餐／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聖言樓 851 教室）
第二場
10/15(六)

A2
B2
C2
D2
E2
「左翼」不「進 抵抗的未來：現 台灣新政權上臺 噬魂的高教：馬來

13:30-15:30 步」：殖民與
現代「苦難」
【聖言樓 237
教室】

代性管理下的批
判社工
【聖言樓 236 教
室】

之後的變與不
變：社會福利、
公共衛生與醫療
面【聖言樓 235
教室】

西亞僑外生在台
的顛沛處境
【聖言樓 234 教
室】

第三場
A3
10/15(六) 新自由主義與
16:00-18:00 性／別
【聖言樓 237
教室】

B3
社工即政治：社
會工作助人的培
力與壓迫
【聖言樓 236 教

C3
「登革熱疫情下
的公衛體系與基
層社會：反思與
翻轉」

D3
E3
原住民族社會工
作論壇：社工專業
與原住民部落工
作的反思與對話

室】

【聖言樓 235 教 【聖言樓 234 教
室】
室】

18:00~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晚宴（聖言樓一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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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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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C4

D4

E4

10/16(日) 批判與實踐博
10:00-12:00 碩士獎碩士論
文發表
【濟時樓 9 樓第
一會議室】

台灣精神醫療／
復健的批判性地
景
【濟時樓 9 樓第
二會議室】

展望真實烏托邦
I：社會福利的矛
盾與出路
【濟時樓 9 樓第
三會議室】

書寫社會主義經
驗：歷史轉折與
敘事重建
【濟時樓 9 樓第
四會議室】

振動中的東亞公
民社會：行動與
理念的變遷
【濟時樓 9 樓第
五會議室】

第五場
A5
10/16(日)
批判與實踐博
13:00-15:00 碩士獎博士論
文發表
【濟時樓 9 樓第

B5
重構庶民主體的
歷史：抵殖民部
落教習行動的世
代對話

一會議室】

C5
展望真實烏托邦
II：歷史變遷與另
類社會實踐
【濟時樓 9 樓第
【濟時樓 9 樓第 三會議室】
二會議室】

D5
E5
語言政治、本
土、「中國」想
像：港台文化政
治與社會運動的
相互參照
【濟時樓 9 樓第
四會議室】

2016「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頒獎典禮
（輔仁大學濟時樓 9 樓會議中心）
10/16(日)
15:30-17:00 博士論文得獎人：
佳作獎：楊士範（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葉琇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
夏傳位（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碩士論文得獎人：
優等獎：沈牧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所碩士）
佳作獎：陳中勳（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
盧敬文（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楊力行（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2016 年會「閉幕論壇」
主持人：王增勇（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
主講人／演講主題：
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非政黨政治過程和社會雙向運動--回
顧與展望」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社會運動與政治」
洪申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拉倒國民黨之後－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
之行動者觀點與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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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聖言樓一樓大廳）

09：0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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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10：30

休息

10：30-12：30

場次一

B1 攜手共鬥台灣社會工作專業 與談人：
的勞動現場－天下第一社工靠 1.陶蕃瀛（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授、社團法人福
北武道大會

氣社區關懷協會理事長）

論壇發起人：

2.陳保穎（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社工）

郭志南（高雄市政府約聘社工）3.陳新皓（桃園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
＊聖言樓 236 教室

4.喬可君（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生）

C1 醫療市場化對家庭醫師制度 1. 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國立成功大學
之影響

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退休）

主持人：許玫玲（臺北醫學大
學醫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鄭惠珠（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
系副教授）

「研究醫療市場化應有的歷史、全球、與政治經濟的視野」
2. 陳怡君（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講師）
「英國家庭醫師制度發展及醫療市場化之影響」
3. 陳奕曄（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詹筱勻（社團

曾家琳（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 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病人安全促進聯盟理事、臺大 「台灣家庭醫師制度發展及醫療市場化之影響」
4. 唐菁華（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代理理事長、汝安醫管顧
醫院整合醫學科主治醫師）
＊聖言樓 235 教室

問公司執行長、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講師）
「論人計酬對台灣家庭醫師制度之影響，一個實務工作者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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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另類」1. 陳焯宏（從事民間公益人能力建設工作，兼任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
「青年」實踐主體的塑造：來 益人義助聯合勸募基金審批委員會委員）
自中國大陸的個案探究

「背負十字架前行：一名八零後中國大陸社會行動者對於自我身份認

主持人：陳良哲（國立交通大 同和尋求出路的中觀思考 ——對 2013-2015 年的歷程的回觀」
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2. 韓紅梅（流動婦女社群綜合發展工作中心工作者）
＊聖言樓 23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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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3：30

午餐／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會員大會（聖言樓 851 教室）

13：30-15：30

場次二

A2「左翼」不「進步」：殖民 1. 游靜（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及研究生導
與現代「苦難」

師）

＊聖言樓 237 教室

「『顫抖的港督』-- 殖民歷史中的『進步』性治理」
2. 宋玉雯（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狐狸的叫聲——左派『進步』政治中的路翎創作」
3. 林建廷（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佛祖不保佑： 科學與人文主義的『進步』想像」
4. 黃道明（國立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系副教授）
「『我們是自己的魔鬼』：田啟元的左翼實踐與倫理觀」

B2 抵抗的未來：現代性管理下 1. 陶蕃瀛（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授）
的批判社工主持人：王行（東 「從『漂流』到『廟口』：一個教育者對社工實踐的深度關切」
吳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2. 李憶微（東吳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聖言樓 236 教室

「行動者的歸來：參與東吳社工教育現場變革方案之始與終」
3. 萬心蕊（東吳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另翼精神復元：基進心理衛生社工的批判性實踐」
4. 鍾道詮（東吳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理解與再現：翻轉被社會污名的同志轟趴之論述行動」

C2 台灣新政權上臺之後的變與 1. 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國立成功大學
不變：社會福利、公共衛生與 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退休）
醫療面

「從宏觀視野看福利、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的變與不變」

主持人：官大偉（國立政治大 2. 唐菁華（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代理理事長、汝安醫管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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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問公司執行長、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講師）

評論人：

「家庭醫師責任制的變與不變」

楊志良（亞洲大學健康管理學 3. 劉惠敏（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綠色公民行動
系名譽教授、社團法人臺灣公 聯盟理事、特約記者）
共衛生促進協會顧問）

「台灣長照策略的變與不變」

盧其宏（2016 工鬥連線成員） 4. 李清潭（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專任教授）
＊聖言樓 235 教室

「台灣長照產業的演變：一項政策與法律商品化的觀察」

D2 噬魂的高教：馬來西亞僑外 1. 陳曉妮（國立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學程學生）
生在台的顛沛處境

「馬來西亞籍僑外生在台勞動之政策與影響」

＊聖言樓 234 教室

2. 李政豪（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大學部學生）
「大馬僑外生的統獨意識形態」
3. 黃康偉（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學生）
「輾轉難眠的流惘者與在台組織『萊佛士花讀書大會』的建立」

15：30-16：00

休息

16：00-18：00

場次三

A3 新自由主義與性／別

1. 賴麗芳（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生、國立中興高中附設進

＊聖言樓 237 教室

修學校教師）
「友善校園與性平治理」
2. 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新)自由主義中的愛滋藥物政治」
3. 陳逸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所碩士、苦勞網記者）
「性勞動者的『築夢計畫』」

B3 社工即政治：社會工作助人 1. 徐森杰（台灣露德協會秘書長、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的培力與壓迫

「我與愛滋感染者的培力工作歷程：1998 迄今」

主持人：陶蕃瀛（靜宜大學社 2. 呂麗娟（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研究生）
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 「伊甸基金會象圈工作的社區培力」
授）

3. 王行（東吳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聖言樓 236 教室

「儒家經典與自身實踐中培力與助人自助之道」

C3「登革熱疫情下的公衛體系 1. 陳慈立（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與基層社會：反思與翻轉」

「疫情燒不停根本原因之一：基層公衛體系壞死」

主持人：陳美霞（社團法人台 2. 吳如媚（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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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

「疫情燒不停根本原因之二：民眾防疫主體性消失」

事）

3. 王占璽（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博士後研究）

評論人：

「尋找風險溝通的可能性：衛促會在登革熱疫情防制的論述與實踐」

薛瑞元（屏東縣衛生局局長）
吳懷慧（大仁科技大學寵物美
容學位學程副教授兼系主任）
＊聖言樓 235 教室
D3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論壇：社 1.陳怡君（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社工督導、新北市私立永
工專業與原住民部落工作的反 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社工師）
思與對話

「從部落照顧看見照顧的初衷 反思社會工作的行動實踐」

主持人：方喜恩 Besu Piyas（世 2.胡璨恩（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生、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
新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發展協會產業組長）

＊聖言樓 234 教室

「從『部落社工實習生』到『部落工作者』的轉換—角色認同與自我
對話」
3.宋聖君（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執行總書記、財團法人至
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落實共管機制之可能性初探」
4.Yabung Haning 吳雅雯（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修法聯盟部落事務專員）
「那些說不出來的重要性－初探部落經驗與長照政策的行動對話與反
思」

18：00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晚宴（聖言樓一樓大廳）
第二天 10 月 16（日）

9：30-10：00

報到（濟時樓 9 樓）

10：00-12：00

場次四

A4 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碩 1. 沈牧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所碩士）
士論文發表

「戰後臺灣天主教基層修會的勞工牧靈實踐： 以古尚潔與馬赫俊神

主持人：陳美霞（國立成功大學 父為核心的考察」
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

回應人：王增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授退休）

2. 陳中勳（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

＊濟時樓 9 樓第一會議室

「亞美混血兒，亞細亞的孤兒：追尋美軍在台灣的冷戰身影」
回應人：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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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盧敬文（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牡丹鄉衛生所醫護人員的工作世界」
回應人：陳美霞（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退休）
4. 楊力行（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國際關係學科的知識系譜（1870 年代至 1940 年代）」
回應人：林炫向（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專任副教授）

B4 台灣精神醫療／復健的批判 1. 孫德利（同心圓社區復健中心負責人，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協
性地景

會理事，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福利學系兼任講師）

主持人：田淑蘭（輔仁大學社會 「在地支持的社群關係實踐」
科學院專案教師，身心障礙運動 2. 羅美麟（演慈康復之家負責人，台北市社會工作師）
組織者）

「演慈康復之家在地生存實踐―不經意走向一個減藥與脫藥的生活

＊濟時樓 9 樓第二會議室

世界」
3. 王育慧（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向陽會所社區精神衛生護理師）
「『自主調藥、與醫協商』—涵容瘋狂於家庭內，朝向社群的生活行
動實驗」

C4 展望真實烏托邦 I：社會福利 1. 王建雄（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
的矛盾與出路

士生）

主持人：黃崇憲（東海大學社會 「合作市場經濟的幼托福利想像：以台中市為例」
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王舒芸（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濟時樓 9 樓第三會議室

2. 楊儒晟（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
評論人：林惠利（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兼任講師）
「走向醫療的烏托邦？臺灣醫療不均的現實與出路」
3. 吳心越（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中國大陸轉型中的養老實踐」
評論人：張晉芬（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D4 書寫社會主義經驗：歷史轉 1. 符鵬（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折與敘事重建

「社會主義經驗的重搆與新時期的價值起源——以張潔的《沉重的翅

主持人：張立本（臺灣大學建築 膀》為中心」
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 金浪（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

評議人：蘇敏逸（國立成功大學 「遲來的“青春”與早至的“危機”——王蒙《青春萬歲》的改寫與
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彭明偉（國 接受」
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3. 羅成（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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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郭耀中（國立臺灣 「跨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化-生活”斷裂症候——社會史視野中的
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

《百鳥朝鳳》及其曆史意涵」

選人）
＊濟時樓 9 樓第四會議室
E4 振動中的東亞公民社會：行 1. 廖志輝（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動與理念的變遷

「借助外力的動員：澳門社會運動當中的台港因素」

＊濟時樓 9 樓第五會議室

2. 陳淑敏（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生）
「2016 總統大選過後，『天然獨』媒體論述分析」
3. 楊辰昕（馬來西亞國際創進協會主席）
「淺談臺灣基督右派在臺灣社會公共領域與社會實踐的挑戰、處身與
醒覺：從第三方窺探基督宗教的個人性與公共性」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場次五

A5 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博 1. 楊士範（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士論文發表

「都市阿美族工地板模工班的勞動過程：一個日常生活史角度的考

主持人：陳竹上（高雄師範大學 察」
通識中心副教授）

回應人：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濟時樓 9 樓第一會議室

2. 葉琇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
「『做個就業好公民』的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論述－以建制民族誌觀
點分析」
回應人：陳竹上（高雄師範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3. 夏傳位（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台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發展型國家的變異與挑戰」
回應人：林子新（福建工程學院建築與城鄉規劃學院副教授）

B5 重構庶民主體的歷史：抵殖 1. 廉兮（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林慧絢（國
民部落教習行動的世代對話

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助理教授）

＊濟時樓 9 樓第二會議室

「抵殖民的教習空間：部落文化主體的行動研究」
2. Ipiq Matay（徐昱萱）（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碩士班二年級）
「部落地圖：情緒、自我敘事與社會行動參與」
3. 鄭曉婷（輔仁大學心理系博士、小學代理／代課教師）
「返向生活現實的教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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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展望真實烏托邦 II：歷史變 1. 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
遷與另類社會實踐

「台灣農村與合作市場經濟：關於三個小農社群經濟案例的歷史社會

主持人：黃崇憲（東海大學社會 學分析」
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吳宗昇（輔仁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濟時樓 9 樓第三會議室

2. 鄭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傳統公共空間與社會主義烏托邦：關於福州溫泉澡堂與社會變遷的
社會學分析」
評論人：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D5 語言政治、本土、「中國」 1. 麥樂文（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生）
想像：港台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 「『我不說方言』：台港母語教育論述、解殖與語言政治」
的相互參照

2. 文己翎（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濟時樓 9 樓第四會議室

「香港教學語言的鬼魅：語言作為身份政治與文化霸權爭奪的戰場」
3. 鄭亘良（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
「『超越藍綠』的樸素政治情感與『中國』想像」

15：00-15：30

休息

15：30-15：40

博士論文得獎人：

2016「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 佳作獎：
獎頒獎典禮（濟時樓 9 樓會議中 楊士範（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心）

葉琇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

主持人：

夏傳位（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王增勇（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 碩士論文得獎人：
學會理事長）

優等獎：沈牧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所碩士）
佳作獎：陳中勳（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
盧敬文（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楊力行（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15：40-17：00

主講人／演講主題：

閉幕論壇（濟時樓 9 樓會議中

1 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心）

「非政黨政治過程和社會雙向運動--回顧與展望

2.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王增勇（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 「社會運動與政治」
3.洪申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
學會理事長）
主持人：

「拉倒國民黨之後－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之行動者觀點與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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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會「開幕暨會議主題演講」
主持人：何東洪（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
一、「『全盤西化對超越前進：中西文化論戰』的再檢視」
與談人︰熊建劬
現職：上海創領醫療器械公司工程顧問
簡歷：1945 年出生於重慶，1949 年隨父母來臺，1967 年台大化學系畢業。1968 年
赴美進入馬利蘭大學攻讀化學物理，1970 年轉入密西根州立大學， 於 1976
年獲生物物理學博士。在美國國家衛生署的支助下，其博士後的學業是計算
機在醫療業的應用。1981 年後進入明尼蘇達雙子城的醫療器械業，先后服務
於美敦力（Medtronic）及 Guident (CPI)等主要公司。是 Guident 第一個自
動植入性除顫器研發團隊的主要成員。1971 年參加了保衛釣魚臺運動及其後
的臺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活動至今。從美敦力退休後，2010 年回到上海微創
醫療器械公司為工程顧問至今。希望能為促生國產植入性起搏器除顫器產業
盡一份心力。在設計醫療器械，書寫軟件之余，也致力于科學方法，歷史哲
學等方面的學習。
摘要：
50 餘年前，筆者還在台大讀書的 60 年代初發生了一場所謂的“中西文化論戰”。
爭論雙方，一邊是由李敖主編的《文星雜志》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派”，另一邊是
胡秋源主編的《中華雜志》的“超越前進派”。雖然就內容的豐富度，立論的水準
言，現在回看或是當時看都給人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但有一點是不容否認的是，
此議題的確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為民族振興謀，魂系夢縈的議題。
1968, 與當時很多同學一樣去了美國留學，經厲了 1968 席捲歐美的反越戰學生
運動，尼克森訪問北京，美元與黃金脫鉤，聯合國中國代表權更替，蘇聯解體等一
系列事件。 與此相應，中國大陸也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加人世界貿易組
織，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這 50 年，從任何標准言，都可說是發生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在這千變萬化的背後，有什麼脈絡可尋，有什麼不變的規律與道理可
讓我們掌握。這只有以鳥瞰式，長時距，大範圍的全球視野總結人類 3 千年的文明
史，才能對歷史的規律及未來世局發展略見端倪。
當年的少年如今已是老年，既然是魂系夢縈的議題，那麼就讓我這個“少小離
家老大回，大洋兩岸經常飛”的老年人，以在美國實際工作生活了近 50 年，站在柏
拉圖，湯恩比，馬克斯等經典作者的肩膀上，以野人獻曝的心情向大家報告一下這
些年對此“文化論戰”議題的一些心得。借此也對“歷史終結論”， “民主普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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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論”等“歐洲中心論”的孿生兄弟們提出批判,並對未來世局發展的可能方向作
一些玄思：是向有如古羅馬帝國統治地中海世界那樣的單極世界，還是像古中原大
地秦，晉，齊，楚春秋鼎力的多極世界。
二、「斷裂與延續：20 世紀與 21 世紀社會抗爭形式與內涵的異同」
與談人︰陳信行
現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簡歷：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美國壬色列理工學院科學與技術研究（STS）
博士。參與的社會運動從 1980 年代末期的後勁反五輕等反公害抗爭，2000 年
代的一些工運，以及最近 10 年的前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員工集體職
業病求償運動。近作有台社發行《看見不潔之物：工業社會中體制化知識權
威的文化實作》（2016）。
摘要：
在 20 世紀初期逐漸定型的兩個反抗運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以
及意欲推翻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體制的社會主義運動，在該世紀中期儼發展成為與全
球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相對抗的一體兩面的運動。雖然有各種內部矛盾與路線派別
之分，除了在如台灣等高度白色恐怖壓制之下的社會之外，20 世紀後半期世界各國
的各種反抗者，多半可以把自己的運動思維與實踐參照到反帝反資這個座標中：溫
和或激進、、親近或疏離、組織形式鬆散開放或紀律嚴明等等。例如，1970 年代歐
美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以及以歐洲綠黨為代表的「新社會運動」，雖然標榜其對於
「舊社會運動」的批判乃至揚棄，其參照批判的對象依舊是當時尚稱強大的反帝反
資運動綱領。
1990 年代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徹底瓦解之後，一時間，全新時代已經來臨的宣稱
充斥各地：從資本主義永垂不朽派的「新世界秩序」等說法，到主張與 20 世紀綱領
徹底決裂的各種後現代思潮和相應的 NGO 主義等作法。然而，資本主義全全球化甚
至在上個世紀結束以前，就開始遇到意欲重建團結基礎的人民反抗運動、其內在矛
盾所引發的一次次危機、乃至各種「託古改制」形式的暴力對抗。2008 年開始的全
球經濟危機，以及美、歐國家與各種以伊斯蘭為名的力量無休止的糾纏，只是比較
醒目一些例子。
在許多國家，21 世紀的人民反抗運動採取的組織與運作形式，相較於 20 世紀的
類似運動，要遠為去中心化。其或隱或現的主張也包含各面向上更多激進民主、反
權威的元素。作為接收國家機器的預備機構的「政黨」這種組織，扮演的地位及其
號召力往往大幅下降（雖然在很多狀況中，這種趨勢是以民粹主義、個人崇拜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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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形式出現的）。這表示我們已經進入了全新的時代，因而舊綱領真的必須全盤
揚棄嗎？
我認為，在資本主義的根本性質與運作法則相同、國家機器的型態與運作也大
致與 20 世紀類同的狀況下，全面揚棄 20 世紀的反帝反資綱領，是過度誇大且過時
的作法。真正需要的，是認真直視在 20 世紀後期失敗了的那套舊綱領，分清楚其中
的時勢性與根本性的元素，不教條、不虛無，才能在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打造出我們
時代的運動思想與實踐。

三、「請問，現在談的是學運嗎？對 1990～2015 台灣學運史論述與議題的反省」
與談人︰李杰穎
簡歷：原鄉 63-原住民文化餐廳店長、地方文史工作者
摘要：
自 1990 年野百合以來的臺灣學生運動，經常被定期的被宣布死亡，又定期的被
宣布復活。而在死亡與復活之間，則是超越藍綠統獨左右各黨派，具有一致性的矛
盾、反覆、遺忘、斷裂、跳躍、模糊….的學運論述。而這個每逢臺灣遇到重大的政
治變革的關頭，就會被召喚出來的學運幽靈，其實體和歷史為何，卻似乎總是次要
的事情。
本文從作者個人能力所及的各種材料出發，試圖勾勒出一個從 1990～2015 年的
臺灣學運的歷史圖像，並對於當前學運實踐中的一些議題，嘗試釐清其在歷史中的
發展過程，以做為當前與未來的行動者，進行思辨實踐的資源。
對應於自太陽花學運以後，各種五花八門不斷繁衍出來的對於學運的討論，本
文則呼求一種以「主體生成發展的歷史」為核心的學運分析視角，以期望能產生出
對於現實中的校園行動者具有自我培力作用的學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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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

【時段一】10/15(六)10:30-12:30
【B-1】攜手共鬥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勞動現場－天下第一社工靠北武道大會
—聖言樓 236 教室
【C-1】醫療市場化對家庭醫師制度之影響
—聖言樓 235 教室
【D-1】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另類」「青年」實踐主體的塑造：
來自中國大陸的個案探究
—聖言樓 23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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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共鬥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勞動現場
天下第一社工靠北武道大會

親愛的社工，您是否正面對著永無止盡的案量、永遠不足的人力和資源、輪迴
的加班、用不完的補休、不合理的法規制度和服務流程、繁瑣的評鑑制度、難以考
取的社工師證照，惱人的專科制度。或者，你正面臨薪資回捐、延遲給薪、惡意解
聘，亦或是遭遇他人和其他專業不明究理的汙衊和指責……面對工作條件日益惡劣
的社工職場，你有情緒嗎？有話想說嗎？或者，你生氣嗎？你憤怒嗎？你無奈嗎？
你無助嗎？
你想要發洩心裡的苦悶嗎？想要吶喊你的憤恨和不平嗎？
為此，我們想要為苦悶的社工舉辦一場名為「天下第一社工靠北武道大會」的
圓桌論壇。不過，這絕對不是一場高雅艱澀又充滿學術邏輯的專業論壇，而是一場
為基層社工得以發聲的庶民論壇。我們會邀請數位分處在不同社會位置上的社工夥
伴為與談人，和現場的夥伴一同暫時拋開社會工作專業的慈善、道德枷鎖，直接透
過各種粗鄙、下流、天外飛來一筆卻又貼近工作現場的生活語言，毫無保留且不受
任何限制向在場聽眾陳述自身處在社會工作專業勞動現場的經驗、感受或處境，那
怕那是難以訴說的不堪、流不出的眼淚或失控的吶喊。
如果參與、行動需要意義，那麼舉辦這場論壇的意義，就是期待集結有苦難言
的社工人，企圖不卑不亢的寫下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的勞動新頁。當然，作為社會工
作專業的實踐者，論壇本身或許呈現出某種另類的失序狂逆，但願意公開坦誠自我
最真實的勞動心聲，卻也是代表著我們願意開始嚴肅面對眼前的專業限制和勞動困
境，並且深信先有情緒才會有理性，沒有憤怒就沒有改變的動機。所以，這場論壇
不為其他，只為與眾人一同面對基層社工的勞動處境，重新遇見被專業、非營利組
織、國家機器交互共謀壓迫宰制的真實情緒，藉此讓基層社工的勞動處境能從個體
問題逐步邁向公共議題，創造不同於以往的問題突破口。
論壇發起人：郭志南(高市府約聘社工)
邀請與談人：
1.陶蕃瀛（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授、社團法人福氣社區關
懷協會理事長）
2.陳保穎（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社工）
3.陳新皓（桃園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
4.喬可君（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生）
15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C-1

「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研討會

醫療市場化對家庭醫師制度之影響

1970 年代起，以英美為首，世界興起新自由主義的浪潮，私有化、去管制化、
國家角色的弱化等等政策之下，社會福利制度逐漸瓦解。市場管理效率優於政府管
理的意識形態籠罩全世界，紛紛冀望“自由市場”能解決資本國家經濟成長停滯的
問題。在此浪潮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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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也是如此。
台灣也無法例外，1980 年代開始，醫療的相關政策越來越商品化、市場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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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在此情
境下，支出也從 1995 年開辦的兩千多億快速成長到目前的六千多億。為此，全民健
康保險署(簡稱健保署)也祭出各種節省支出的手段，其中包含 2003 年實施「全民健
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制度試辦計畫」(簡稱家醫計畫)，期望基層診所的醫師
能作為守門員(gatekeeper)，投入健康促進及預防醫學，減少醫療資源浪費和提升
醫療品質。但此舉，能為翻轉醫療市場化帶來什麼可能？家醫計畫又如何受到醫療
市場化的影響？政府的角色為何？
本論壇作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簡稱衛促會) 2011 年至今，投入台社年會醫
療市場化相關論述1的延續。從歷史及政經分析的視野，分析英國及台灣醫療市場化
的動力來源，並探討家醫制度如何受到市場化的驅力所影響。
主持人：許玫玲（臺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鄭惠珠（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曾家琳（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理事、臺大醫院整合醫學
科主治醫師）
一、研究醫療市場化應有的歷史、全球、與政治經濟的視野
發表人：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
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學歷：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社區衛生教育及行為博士
經歷：芝加哥大學社會服務行政學院衛生行政與政策研究所副教授、成功大學醫學

1

過去<衛促會>曾在台社年會召開有關醫療市場化相關的論壇包括: 2011 年「透視臺灣醫療體系市場
化與私有化問題」；2012 年「市場化—臺灣醫療危機的根源」；2013 年「多角度透析醫療市場化—
臺灣分析」、「多角度透析醫療市場化－國際比較」及「全民健保的永續之道」；2014 年「再論醫
療市場化：國際篇」及「再論醫療市場化（II）：臺灣篇」；2015 年「再論醫療市場化（下）：兩
岸的公衛醫療市場化與大陸公衛體系」、「再論醫療市場化：臺灣醫務管理與洗腎產業」及「再論全
民健保的永續之道：家庭醫師計畫在醫療市場化下的挑戰與借鏡日本在宅醫療」

16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研討會

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成
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現職：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
特聘教授
著作簡目：
(1) 陳美霞, 導言-原住民健康問題的形成：建構新批判論述,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97: 203-208, 2014.
(2) 陳美霞, 世界及台灣原住民健康問題：歷史及政治經濟學的視野, 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 97: 209-246, 2014.
(3) Chen， M.S.

Health of Asians, In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Health, Illness, Behavior, and Society,
Robert Dingwall, & Stella Quah (eds.).

William C. Cockerham,

Wiley-Blackwell, 2014;

89-97.
(4) 陳美霞, 研究與實踐：福利／公衛／醫療作為反抗資本主義制度的場域,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94:
(5) Chen, M.S.

181-198, 2014.

Book review: Textbook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Global

Health in a Dynamic World, Global Public Health, 7(7): 792-794,
2012.
(6) 陳美霞, 資本主義養成的、如何可能批判/改造資本主義？兼論公共衛生
批判知識分子的形成,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7: 335-345, 2012.
(7) 陳美霞, 公共衛生體系醫療化與市場化的共生關係：一個歷史的考察,
疾病與社會：台灣經歷 SARS 風暴之醫學與人文反省, 蔡甫昌、江宜樺主
編. 台北：台大醫學院, 2012; 128-153.
(8) 陳美霞, 台灣公共衛生體系醫療化與市場化的歷史發展分析,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81:3-78, 2011.
(9) 陳美霞, 書評：達悟民族，你為什麼不生氣？――精神失序社會學分析
下的蘭嶼"鉅變", 台灣社會學, 20: 209-219, 2011
(10)

Chen, M.S. and Chan, Anita.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

China: The Case of State-Managed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40(1): 43-60, 2010.
摘要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70 年代，西方工業化國家在特殊政治經濟條件下（如經濟
持續的成長、工人運動的折衝、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
，建立起不同廣度與深度的社
會福利制度，其中包括公共衛生醫療體系的建立、擴展、及公有化/公共化。但是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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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資本國家經濟成長停滯，失業率不斷升高，資本開始快速全球化，支持社會
福利制度的政治經濟條件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代表跨國資本及跨國公司利益的
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浪潮。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開始崩解，私有化、去
管制化、國家角色的弱化…是普遍的現象。“自由市場”是新自由主義者大力鼓吹
的萬靈丹，於是，“市場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橫掃全球各角
落、社會各層次—公衛醫療體系也無法倖免。台灣及其他社會的公衛醫療市場化就
是在這樣的大情境下發生的。因此，公衛醫療市場化的研究，必須有上述歷史、全
球、與政經的視野，才不致落入見樹不見林的境地。
二、英國家庭醫師制度發展及醫療市場化之影響
發表人：陳怡君（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講師）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班，高雄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碩士
經歷：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全面品質管理計畫顧問、高雄醫學院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中級醫管師、中央健康保險局南區分局辦事員、行政院衛生署醫政處約
聘研究員
現職：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講師
近期著作：
(1) 陳怡君，Panel 再論公衛醫療市場化（I）
：國際篇―醫療體系市場化的台灣
基層醫療。2014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_網羅與崩壞―知識份子再議，
2014。
(2) 陳怡君，Panel 多角度透析醫療市場化―國際比較：醫療服務市場化的政府
角色-臺灣經驗。2013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_重返民間：從規範性論述
到在地歷史解釋，2013。
摘要
家庭醫師是英國國民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以下簡稱 NHS）的
守門員（gatekeeper）
，1970 年代以前，一直以領取政府固定薪資方式守護民眾健康。
1970 年代與 1990 年代，柴契爾領軍的保守黨政府將市場機制導入 NHS，開始了英
國家庭醫師服務的市場化，家庭醫師被鼓勵成為資本持有人，之後，工黨（1997-2010
年）與聯合政府（2010 年迄今）執政，市場化並沒有回頭，2012 年，英國議會通過
健康與社會照護法案（The Health and Social Care Act），家庭醫師完全脫離國家的
直接管轄，轉以歐盟商事法規範。目前，大英國協境內的四個主要國家-英格蘭、北
愛爾蘭、蘇格蘭與威爾斯各自以不同的機制提供家庭醫師服務，英格蘭是典型的市
場化模式，其他三個國家則不然，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大英國協境內四個主要國家
的家庭醫師服務轉變與後果，思考醫療市場化對家庭醫師制度以及由家庭醫師所守
護的民眾健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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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家庭醫師制度發展及醫療市場化之影響
發表人：陳奕曄（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詹筱勻（社團法人臺灣
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陳奕曄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生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著作簡目：從社會控制的代理人到社會轉化的施為者？健康專業人員與基層公務員
參與「公衛教育在社大」的社會學分析，2006，成大公衛所碩士論文。
詹筱勻
學歷：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著作簡目：環境付費中的國家角色：以台灣空氣污染防制費為例，2008，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摘要
健保署為了抑制醫療費用的快速增加及鼓勵民眾大病在大醫院、小病在小醫院
看診之分級轉診制度，以減少不必要的醫療浪費、抑制全民健保的支出，於 2003 年
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制度試辦計畫」
，透過整合社區各專科的基
層診所形成服務當地社區民眾的社區醫療群，並作為民眾健康問題的守門員，期望
社區醫療群能更投入健康促進及預防醫學，減少醫療資源浪費和提升醫療品質。
但此計畫在醫療市場化的情境下，民眾有充分選擇專科醫師與採買各種醫療服
務的自由，這種看似高度效率、高度可近性的背後，卻是逛醫院、無數的藥物浪費
等醫療資源浪費的現象；基層診所為了在醫療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也得彼此競爭
及跟大型醫療院所競爭，得不斷提供、甚至創造醫療商品，健康促進及預防醫學被
視難以維生的服務項目，甚至被視為是做功德。
在此情境下，推動此計畫的健保署的角色為何，又如何看待醫療市場化的情形？
基層診所醫師如何看待自身在醫療市場的服務提供模式，以及在家醫計畫中被視為
守門員(gatekeeper)的角色？本子題嘗試透過文獻資料蒐集與訪談，探究家醫計畫
中健保署、基層診所醫師等角色在醫療市場中彼此的連繫與作用。

四、論人計酬對台灣家庭醫師制度之影響，一個實務工作者的觀察
發表人：唐菁華（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代理理事長、汝安醫管顧問公司
執行長、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講師）
學歷：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靜宜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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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天主教惠華醫院藥劑科代理主任、清泉醫院藥劑部主任、沙鹿光田綜合醫院
管理中心高級專員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汝安醫療顧問管理公司執行長、
台中技術學院講師
摘要
現行全民健保主要以論量計酬的方式給付，出現各種弊端，例如醫療提供者因
此衝高服務量，甚至提供不必要的醫療服務。2011 年 1 月 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二代
健保法、增加實施「論人計酬」的條文。論人計酬被視為是解決健保難題和醫界困
境的改革方向。不過我們有必要針對論量計酬與論人計酬這兩種制度做更深入的利
弊分析，思考可能造成的影響，才能對健保和醫療改革做出較正確的判斷。在論量
計酬之下，因為醫療提供者提供愈多的服務，健保支出就會不斷上升，所以健保署
嘗試用總額來抑制支出，醫療市場的服務提供者也彼此競爭、爭取更多的服務量。
論人計酬則是預估每個人所需的費用，整筆支付給服務提供者，期待服務提供者提
供完整性的照顧。
國外的論人計酬大都會搭配基層醫師擔任民眾的就醫守門員，也就是俗稱的〝家
庭醫師制度〞
，為民眾提供衛教或保健服務及擔任診療的第一關，進行分級轉診。但
台灣的情境是，基層診所長期處於競爭激烈的醫療市場環境中，家醫制度仍在建立、
發展中，民眾也仍自由選擇就醫的醫療院所。本子題嘗試透過一個實務工作者的觀
察，探究在台灣醫療市場化的情境下，論人計酬的推動對台灣現有的醫療市場與家
醫計畫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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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另類」「青年」實踐主體的
塑造：來自中國大陸的個案探究
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日益深入，外向型經濟的發展
伴隨沿海城市崛起，而新世紀之後內陸的基礎設施建設為新一輪城鎮化搭建了新的
座標。中國的 GDP 增長一路狂飆突進，30 多年的功夫，已然到達工業產能過剩的階
段。但是，另一方面，舊的社會組織形式解體，同時肩負經濟效益和社會保障功能
的城市單位體制解體，國有企業工人下崗，農村集體經濟衰落，農村公共事務懸置。
教育、衛生、醫療、養老……社會各層面被推向更深重的市場化。社會達爾文主義
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邏輯與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相互交織宰製社會生活的軌
跡。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洪流之中，中國大陸的志願性社會力量，尤其是廣大“青年”
參與社會改造的意識日漸覺醒。中國的社會組織自 90 年代興起，一批又一批的“青
年”積極投身社會“公益”事業，試圖通過“公益”事業、社會企業、志願參與、
社區營造等管道直面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背後的社會問題。
本組文章正內在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中，三篇文章分為兩類，陳焯宏與韓紅梅
的兩篇文章以自己從事 NGO 工作的經歷為反省對象，在他們的自我剖析中，他們發
現，個體的靈魂和生命與這個時代有著複雜的關係，在奔向“公民社會”，爭取民
權，呼籲社會公正，尋求自由、解放的過程中，如何回應時代的呼喚，安置個體的
生命與生活，如何面對社會改造實踐的成效？這些問題不僅是個人化的，也是社會
性的。另外兩篇文章不是“公益”人士的自我反省，而是站開了一定距離的同齡人
對於社會改造者工作與生活的觀察與思考。她們發現，中國大陸這些勇於投身社會
改造的“另類”（alternative）“青年”在實踐中構建另類文化（生活樣式）的同
時，也深陷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的結構性泥潭之中。
三篇文章共同面對的問題是：在中國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社會環境中，那些
試圖反其道而行之，探索以平等、可持續、大眾參與等為特徵的“另類”發展道路
的各類社會組織與個體，如何面對已然存在的新自由主義大環境？上述的歷史背景
本身就存在幾個方向上的拉鋸、撕扯：“改革開放”對於先富的褒揚以及將先富作
為模範標杆的示範作用，個體生命在這競爭社會中面對現實的生存壓力的無處躲藏，
而“青年”對社會“公益”、社會問題的投入，又昭示著反思矛盾現狀，開拓新的
發展空間與發展方向的可能性。然而，在這三個方向撕扯的過程中，城、鄉的各類
社會組織以及社會組織中的“青年”個體，如何應對新自由主義大局勢的壓迫，承
擔起探究“另類”美好未來的責任，而不以暴力反抗與個人犧牲為手段，在這個以
多元化社會運動為特徵的、後“68 五月風暴”式的，溫和改良型的社會話語中，取
得（改良）事業與個體（醒悟與正常生活）的雙重成功，則成為一個非常迫切而又
現實的問題。這裡面包涵了組織的問題、個體塑造的問題、集體形構的問題以及開
創另類道路的可能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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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陳良哲（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一、
《背負十字架前行：一名八零後中國大陸社會行動者對於自我身份認同和尋求出
路的中觀思考 ——對 2013-2015 年的歷程的回觀》
發表人：陳焯宏（從事民間公益人能力建設工作，兼任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益人義
助聯合勸募基金審批委員會委員）
簡歷：從 2008 年起從事民間公益人能力建設工作，兼任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益人義
助聯合勸募基金審批委員會委員。從 2012 年起參與政府資訊公開的民間推動
工作，長期關注公民教育、青年人社會參與等議題，曾以不同方式介入公共
事件。相關作品有：
《黃埔公益領導力協力營：走在彼此完善的路上》
、
《明心
見志創未來——我們的黃埔歲月！》、《我們在場 ——記 916、918 廣州反日
遊行中的非暴力呼籲行動》。
摘要：
2013 年對我而言是具有諸多關鍵轉捩點的一年：包括第一次尚未帶有自覺意識
地制定個人年度目標、第一次線下接觸公共事件中的受壓迫者……可以說，這是我
從“教育者”的職業身份，開始向“行動者”邁進的一年。
2014 年，民間公益發展的大環境明顯地日益變得嚴峻，我所供職的 NGO 也處於
策略轉型期（一方面與大環境相關，另一方面也是機構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基於嚴
肅思考的主動求變）
，而我個人則面臨工作和生活的“中年危機”。無論是社會、機
構還是個人，都處在一個比往年更強烈的“變”的過程中。
年齡漸長，驚覺自己工作近十年卻一事無成——我這一生要成就什麼？我在目
前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中要擔當什麼角色？我想做的工作會讓我失去我愛的人嗎？
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別人會記住我什麼？所有這些沉重的問題，使我產生了
深深的迷茫和恐懼。
年紀越大，越發明白自己活得粗糙（生活品質而言）
、卑微如螻蟻（能對社會帶
來的改變而言）——原來，我也是一個“普通人”；原來，以往對於自己想要過的
“舒適生活”的想像，有多大程度上是內心深處的清醒的選擇，抑或是被外界所影
響和構建的，這些都是未經檢視的。在“選擇”中，我的自主意志和自由、以及體
現我主體性的努力有多少？
而面對中國大陸持續在發生的深重的苦難，“我們（作為自詡的行動者）可以
做些什麼？”有時甚至成了我不願想起的問題。魯迅先生在《希望》一文中引述詩
人裴多菲的話：“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然而他又接著說：“倘使我還
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漂渺的青春。”
是啊，既然“偷生”是不得不承認的現實，那拒絕苟且，總歸是我創造人生意
義感與奪回人的主體性的一點努力吧——“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
一擲我身中的遲暮。”我越來越有這樣一種感覺，民權的爭取，是我們這一代人背
負的十字架，它是重負，但同時也是指引、讓精神肌肉變得強健的器械、是跨越溝
壑的梯梁。而本文，正是反映一位八零後中國大陸青年，在背負十字架前行的過程
中，對於自我認同和尋求出路的涼薄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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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縱有來時路，難辨今日途》
發表人：韓紅梅（流動婦女社群綜合發展工作中心工作者）
簡歷：2004 年投身中國民間草根運動，在十二年間，紮根青年人和邊緣社群服務，
以影像創作、劇場表演、女性主義寫作等方式成為推動行動者教育和社會改
變的策略。2011 年，聯合發起創辦北京首家公益公共空間，以沙龍、講座、
培訓、小組等形式鼓勵更多公眾參與到對中國社會發展批判性的反思和討論
中。2012 年發起製作系列影像作品傳播女性主義話題，參與公共辯論。2013
年，落地北京某社區，為流動婦女提供服務，創立了社群綜合發展的工作中
心。
摘要：
我，作為一枚生于 80 年代的公益青年，人生的經歷可謂簡單而複雜。簡單是說
我自從畢業就一頭紮進公益這個行當，十多年浸泡其中；複雜是說因了這個職業，
更加看到生命的錯綜複雜和暗流不斷，在我的身上附著著太多的身份和符號，這些
東西從我的身體上枝蔓出去，都有不同的探尋和延展，卻有時覺得要將我的靈魂和
生命撕裂。而“我”分明覺得我便是在這樣的生命張力下堅韌的生長，有一些倔強，
也有一些難以言明的苦。
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有其悲涼之處，像一群在野蠻生長的雜草，任由在風雨中瘋
長，不知方向、不辨兇險，以狂勁之力，躋身公益同輩中，以期拓寬公民社會發展
的空間，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們內在有對社會公平正義、人的自由和解放充滿了
嚮往，並且相信微弱之力，終有可用之時。雖身如螻蟻，卻心如磐石，期盼在偪仄
的縫隙中覓得一絲光亮，為更多如我輩一樣的年輕人踏下前行的腳印。
在我的自我成長的過程中，卻也伴隨著深深的苦痛，但是我仍不以為然，暗自
稱其為重要的生活經驗。我在渴望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的道路上努力地自我探索，
我深刻經歷著婚姻和生育對女性成長的影響，我熱切地投入到一場未知的運動中，
在灰暗、恐懼以及希望、光亮中動盪。而個體生命成長和運動的發展又是在這個過
程中相互影響、交錯前行。這些交織的生活經驗對我認清自己和看清來路多有幫助，
而我將以這些經驗為基礎，梳理我在女性主義自我脫變成長的道路上、如何在痛苦
中生長出行動的力量，以及探索以如何透過梳理年輕行動者的生命经验以獲得滋養
和向前一步的能量和力量。
三、
《在不明不暗的虛妄中尋找青春：當代中國“80 後”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的價值觀
和行為轉變研究》
發表人：孫國嫄（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生）
簡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發展研究碩士（英國 Sussex 大學發展研究
院）。
著作簡目：羅玉蘭、孫國嫄(2009)，“發展教育”在香港. 中國教育發展報告.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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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是一個關於人的成長和轉變的敘事研究。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是：一方面，1990
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社會的進一步市場化，青年文化呈現出去政治化、物質主義、
“小時代”的窄化的走向。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希望進入“體制”，以求得社會認可、
物質有保障之生活。但另一方面，1990 年代以來亦是中國民間非政府組織（NGO）迅
速發展的時期，一小部分青年人選擇在 NGO 工作。然而，NGO 長期以來面臨著公眾的
不理解、政府一定程度的漠視甚至猜測以及物質上的低回報。本研究正是希望進入
NGO 工作者的生命故事，理解他們為何逆窄化的價值之流、選擇在 NGO 工作，形成了
怎樣的文化以及如何形成這一文化。另一方面，本研究亦希望向組織內部回觀以批
判性地分析 NGO 攜帶的意識形態、操演等如何對工作者的價值觀和行為產生不經意
的影響，以期改造其身處之社會脈絡。
因此，本研究試圖回答的研究問題是：在 1980 年代的以來的社會脈絡之下，“80
後”NGO 工作者如何與發展主義和“小時代”的青年文化、以及 NGO 內部的文化與操
作進行協商？形成了怎樣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
本研究通過敘事研究方法，深入理解 10 位 NGO 工作者的生命故事和日常實踐。
採取 Dorothy Holland 等(1998)的形意世界(figured worlds)理論視角，本研究認
為：一方面，NGO 工作者在參與 NGO 的過程中增進了自我認識和成長，對社會發展有
更深的理解和反思，並且形成一定的介入社會和公共生活的行動。另一方面，NGO 的
操作中，可能帶有縮窄批判思考和開放的學習多種思想資源的空間，缺乏對社會問
題成因和解決方案的深入分析與公開論述，習慣性地以“主流”/“另類”二元簡化
的分析視角，這無益于 NGO 工作者的成長，也可能阻礙 NGO 對於社會和人的改造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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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

【時段二】10/15(六)13:30-15:30
【A-2】「左翼」不「進步」：殖民與現代「苦難」
—聖言樓 237 教室
【B-2】抵抗的未來：現代性管理下的批判社工
—聖言樓 236 教室
【C-2】台灣新政權上臺之後的變與不變：社會福利、公共衛生與醫療面
—聖言樓 235 教室
【D-2】噬魂的高教：馬來西亞僑外生在台的顛沛處境
—聖言樓 23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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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不「進步」：殖民與現代「苦難」

本論壇旨在透過跨區域的歷史連結與對話，仔細檢視歷史與國家發展敘事中的
「進步」話語如何構築出當代社會中多重複雜的殖民現代性：性/別治理、科學人文
主義、語言與創作、以及身體與倫理觀等。 本論壇的各篇論文從文學、報刊、電影
或劇場等文化文本與場域進入複雜的殖民與冷戰歷史進行耙梳：游靜剖析香港殖民
文化與歷史中的「進步」性治理，宋玉雯閱讀分析路翎創作中複雜的「苦難」敘事
與「左派」政治，林建廷回溯科學人文主義的「左派」進步想像與冷戰政治，黃道
明則重新挖掘田啟元劇作中的左翼政治與美學。各篇文章皆不以單一的國族歷史框
架自限，認真嚴肅地面對現代「進步」論述中盤根錯節的性/別政治、種族關係、階
級意識、人文主義、「苦難」想像與身體實踐等，同時也透過這些跨域的歷史對話，
試圖打開跨界的批判視野與知識實踐，這樣的知識實踐並不輕易地踩在一個不證自
明的「左翼」位置，還包括了嚴肅。
一、「
『顫抖的港督』-- 殖民歷史中的『進步』性治理」
發表人：游靜（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及研究生導師）
簡歷：倫敦大學皇家郝露威學院媒體藝術系博士, 夏威夷大學洛克菲勒基金會獎助
人文學科博士後。現任香港電影資料館特約研究學者,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
究系電影研究中心研究員及研究生導師, 並為臺灣漢學研究中心獎助學
人。
近三年著作簡目：
游靜 (2016) 《游動的影》, 香港：文化工房
游靜 (2016) 〈在「路邊野花不要採」與 「家花不及野花香」之間的男人: 《何處
是儂家》 (1947)及《野花香》 (1959)〉, 香港電影資料館特約研究學者講座
游靜 (2015) 《游於藝》, 香港：文化工房
游靜 (2015) 〈本是同根生：1930 年代中國電影的「姊妹」家國〉，「性／別廿年」
研討會，臺灣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
游靜 (2015) 〈香港五十年代左翼電影運動的性別政治〉
，香港馬克思節，香港馬克
思學會主辦，實現會社發表
游靜 (2015) 〈家與國的桎梏與重塑:《女性之光》
（1937）〉, 香港電影資料館特約
研究學者講座
游靜 (2014) 《我從未應許你一個玫瑰園―香港文化政治生態》, 香港：文化工房
游靜 (2014) 〈身體與創意的邊緣化〉, 載於許寶強、張秋玉合編,《遊走於體制內
外――香港的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 香港: 牛津出版社, 頁 119-127
游靜 (2014) 〈超越公民運動的抗爭〉,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網上學刊》42 期
游靜 (2014) 〈打造香港道德: 香港五十年代左翼電影的倫理觀〉, 「新自由主義
下的新道德」國際硏討會，香港嶺南大學主辦
游靜 (2014) 〈紀錄片形式的話語〉, 廣州中山大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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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靜 (2014) 〈伍錦霞的獨特視角〉, 香港電影資料館講座
游靜 (2014) 〈「徒然惆悵，但知道自己已歸根的成為公民」――香港三十至五十
年代詩及電影中的「本土意識」〉，第十屆香港文學節「文學與記憶」研討會，香
港公共圖書館
摘要：
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在殖民地以控制傳染病——主要是梅毒——的散播為名對性
工作、性行業推出一系列的規管政策 。這些「傳染病條例」(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變相設立公娼制度，規定女性性工作者申請牌照、繳稅、定期驗身；性
工作者如得病被驗出則被強制拘留。香港是在整個帝國的管治版圖中最早通過該條
例的地方(1857 年)，比英國本土（1864 年，並只限於軍營地區 ）與印度等都要早
很多（1868 年）。條例在殖民地的訂立和實施是以保護當地婦女為名，在英國通過
時則靠「保障軍隊健康」的說法來取得合理／合法化。然而，在 1860 至 1870 年代，
當這些條例開始在大英帝國訂立得如火如荼之際，醫學界卻清楚知道，梅毒根本不
構成一種社會威脅；極少人因梅毒致命。
英國早期女性主義者抨擊這在香港實施近八十年的公娼制度（1857-1932)為野
蠻落後，讓不能自控的男性對被拐婦女的剝削合法化，經過數十年抗爭最終贏得在
整個大英帝國中立法廢娼。本文透過把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香港報刋中對性條
例的報導，及二十世紀初香港電影中的性工作再現並置重讀，分析衞生、性、殖民、
種族政治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企圖重新檢視香港文化迄今植根深遠的現代殖民
性。
二、「狐狸的叫聲——左派『進步』政治中的路翎創作」
發表人：宋玉雯（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學經歷：清華大學中文系、社會所畢業，文字工作者。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近三年著作簡目：
宋玉雯：
〈階級・性・變態——舒暢小說中的分斷情感〉
，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
究》，第 33 期，頁 79-117，2013 年 12 月。
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
〈心不在焉的母親與家庭親密關係想像——動漫與文學作
品中的死媽媽〉，《中外文學》，第 43 卷第 3 期，頁 139-174，2014 年 9 月。
劉人鵬、宋玉雯、蔡孟哲、鄭聖勳（編）
：
《抱殘守缺——21 世紀殘障研究讀本》
，新
北市：蜃樓，2014 年 11 月。
摘要：
路翎（1923-1994）
，四十年代「國統區」的代表性作家，主要以小說揚名載入文
學史冊，著重描寫人物「異樣」的內心世界。在企求覺醒、有力人物的革命年代，
堅持現實主義創作路線的路翎創造了一個個憂鬱而暴烈的「不覺醒」底層工農，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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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受到左派主流評論家的批評；解放前後改弦易轍，五十年代工人題材作品與朝鮮
前線「戰爭書寫」
，都力圖追擊新時代鼓點，呈現「舊人」變身「新人」的心理轉折
過程，結果一樣迎來凌厲批判。1955 年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入獄，關押多年身
心崩解。八十年代初以詩作「復出」，受到肯定的同時也經常被指為「美化現實」，
晚年累計約五百五十萬字的十餘部中、長篇小說則無處發表，少數讀過部分內容的
研究者多半表示只是覆誦毛時代的教條，為作家和作品讓人激賞的反抗性盡去而黯
然神傷或憤激不平，認為「改造」成功，「一身二世」，昔日的天才作家如今只能一
再覆誦語境相似的過時頌歌。
本文嘗試對詩人與詩的「落後」提出不同看法。
「傷痕文學」當令的年代，路翎
繼續說述社會主義理想，在「不信」的時代主調中表述「相信」
，在紛紛「控訴」的
巨大聲量中如此節制。這樣一個遭際如此「酷烈」的創作者，本有雄厚的「政治受
難資本」供其言詮，但路翎拒絕戲劇化的陳述，不以個人苦難作為重回文學道路的
通行證，在他節制有度乃至時現漠然的敘述姿態裡，呈現出另種「倖存者」的身分
意識。我認為路翎並非不述說苦難，也非美化苦難，而是盡其所能地選擇了另種呈
現苦難迎對生活的敘述。
三、「佛祖不保佑： 科學與人文主義的『進步』想像」
發表人：林建廷（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學經歷：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與文化研究博士。現任中央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
近三年著作簡目：
1. Chien-Ting Lin. “Governing Secrecy in Medical Modernity: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Mi-Yi Outlaw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6.2 (2015):
227-243
2. Chien-Ting Lin. “Revisiting Cultural Politics of Techno Music in Taiwan
and Beyond.” (In)Sight: Visual Culture and Aesthetics. Eds. Pin-Chia Feng
and Shun-Liang Chao. Taipei: Bookman, 2011. 119-145. (in Chinese)
摘要：
將台灣譽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醫學現代化模範，美國歷史學者 John Watt 採
取了一個我們聽起來並不陌生，有關於美國現代性的人道主義與進步發展敘事，亦
即，透過美國戰後的醫療援助與國際合作，台灣成功地踏上西方現代性的國家發展
道路。這些決定性的冷戰記憶與論述經常與台灣民主化的社會想像與操作密不可分，
尤其是透過人道主義、自由與科學等話語，構築出台灣醫學現代性的政治力量與國
家動員，包括醫療發展的經濟理性思維，醫療民主化與人權，科學進步與專業主義 ，
以及相關學科的知識建制與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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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打算從吳念真 1996 年的電影「太平天國」(Buddha Bless America) 來帶出有
關冷戰的問題意識，藉由電影敘事呈現的有關美國在亞洲的軍事佈局，以及故事主
人翁對於美國現代醫學與科技的想像，一方面詰問台灣解嚴民主化與醫療現代化過
程中軍事帝國主義的文化重構，一方面追溯自四十年代以來有關科學人文主義
(scientific humanism)的「左派」想像與國際主義操作的轉折與消逝，特別是科學
人道主義與聯合國的人權體制於冷戰時期的交合，藉此重新省思各種後殖民亞洲國
家發展中的各種進步性話語：「民主」、「權利」與「自由」。
四、「
『我們是自己的魔鬼』：田啟元的左翼實踐與倫理觀」
發表人：黃道明（國立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系副教授）
學經歷：
英國薩克斯大學媒體研究博士，現任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系副教授。
近三年著作簡目：
1. 'HIV Care as Social Rehabilitation: Medical Governance, the AIDS
Surveillance Industry, and Therapeutic Citizenship in Neoliberal Taiwan'.
In David Halperin and Trevor Hoppe (eds.), The War on Sex (Duk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 〈列管制度下的醫療治理：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與新道德威權〉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4 期（2014 年 3 月）
， 頁 107-146。
（TSSCI）
3. 《愛滋防治、法律與愉悅的政治》
（編）
，中壢，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出版系
列，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叢書，2014 年 12 月出版。
摘要：
1996 年因愛滋病逝的鬼才導演田啟元在近十年的劇場生涯中創作了二十五齣劇
作，為台灣後解嚴時期小劇場運動的核心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因挑戰黨國體制、性
禁忌及同性情慾而廣被視為「前衛」
，然而在冷戰結構效應的持續發酵下，他鮮明的
左翼視野及性╱別政治觀卻從未被劇場界與同志研究正視過。透過田啟元手稿、劇
本分析及臨界點前團員訪談，本文將進入田啟元的劇場世界，探討其左翼政治及美
學，看待他如何以瀕臨臨界狀態的戲劇現象紀錄做為持續進行中的歷史事件，介入
台灣右翼資本異性戀社會。本文將揭示，田啟元不但以一貫的自我批判及唯物史觀
面對殖民歷史當下，更涉入文化傳統及民俗信仰，藉著誠實探討「人」的社會處境、
處理污名，從而積極轉化壓迫結構的可能性。在亞際文化研究反思知識生產狀態的
今天，特別是同志運動及愛滋產業幾近全面擁抱主流價值而避談污名的此刻，本文
認為重探田啟元的劇場觀（書寫、編導、表演方式）與生命倫理觀，對眼下的知識、
社會實踐都著重要的提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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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的未來：現代性管理下的批判社工

上世紀的盡頭，J. kristeva（1998）如是說：
「…今天我們越來越意識到，“世界新秩序”並不利於這種反抗…如果權力已經腐
敗，價值觀出現了真空，那麼對誰進行反抗？更嚴重的是，如果人已經被逐漸縮簡
為器官的聚合體，如果他不是一個自由的“主體”…那麼還有誰能進行反抗？」
置身於國家機器運轉的齒輪中，以「助人」為初衷的社會工作實踐者，從不知
「抵抗」到試圖「抵抗」的曲折路徑裡，面對新管理主義，績效主義，專精化主義
等等「世界新秩序」
，諸多努力的結果是否已陷於「山窮水盡疑無路」之境？望盡生
涯路，是否仍該期待著在山迴路轉中出現了「又一村」？承載身心具困的靈魂，是
否該自許能修得「坐看雲起時」的胸懷？
或許有這樣的靈魂，如同 kristeva 所言：
「反抗是我們的神祕信仰，與尊嚴同義。」
本論壇將邀請以下社會工作教育者，從己身的社會實踐中，敘說屬於社工的「反
抗」，反思屬於社工的「反抗」：

論壇主持人：王行（東吳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一、從「漂流」到「廟口」：一個教育者對社工實踐的深度關切
報告人：陶蕃瀛（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授）
最高學歷：Virginia Commonweulth 社工學院博士
經歷：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授、社團法人福氣社區關懷協會理
事長
摘要：
九二一災區重建的工作，促使一小撮社區社工們深刻地批判與反思自身與國家
機器的關係，而以「漂流社工」之名開顯出專業體制內部的矛盾性。透過迴身反觀
「漂流」的處境，凝集成「以左抗右」的言思與行動，爾後散落各處。狀似孤魂般
的左流社工，相忘於江湖之志亦不免相濡以沫之情，以「普渡」之名短聚於南投深
山，再思抗詰之途。如今「普渡」之會以化為「廟口」之遇，除了激亢之論外，更
時有深思之智。「對抗」已非工具，而是存在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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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者的歸來：參與東吳社工教育現場變革方案之始與終
報告人：李憶微（東吳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輔仁大學心理學博士
經歷：東吳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針對學生被動吸收、對知識缺乏興趣、所學理論與場域實作的斷裂等問題現象，
東吳社工系自 2005 年開始實施「社區實作課群」方案，開啟了大學社工教育的教學
改革實驗，打破傳統分科教學模式,結合 8 門課程組成「社區實作課群」方案，提供
學生選修。課程強調「經驗學習」、「合作學習」與「自主學習」等精神，以「做中
學」「尋解取向」等方法，促進學生學習發展（闕漢中等，2008）。2010 年，本系進
一步以社子島社區實作課群經驗為基礎，將「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會工作研
究法」、「方案設計與評估」、「實習（一）」四門必修課,整合為 18 學分,二、三年級
必修的「方案實習課群」
，由 14 位老師分為兩梯次共同教授，每位老師僅帶領 20-25
位學生，以兩年時間完成上述 18 學分的學習。此一以小班、蹲田野、打破學科切割、
老師各自獨立教學的課程改革行動，對社工教育改革與發展乃是創舉。
課程改革實施至今已 6 年，因敵不過教師應付各項教學與評鑑要求的沈重負擔，
願意繼續投入方案的師資不足等問題，決定於 107 學年度(2018 年 8 月)起，將課群
縮減為僅剩「方案設計與評估」
、
「實習（一）」兩門課 6 學分為期一年的新方案。在
過去的 6 年，筆者站在行動科學知識論立場，一方面對自己教學行動進行探究，希
望發展有效的教學實踐外，同時也對參與實作課群的老師與學生進行訪問，釐清了
解教育現場其他參與者的體驗、狀態與困難，探究教育改革實踐可能的路徑與困難。
本文即是筆者針對自我、其他教師、方案學生三方面所進行的探究整理。
透過筆者對自身教學實踐的探究，而更理解到學生們的多元樣貌，諸如課堂專
業學習只是學生多重生活之一，因缺乏動機與感動而困難成為學生真心的關注；在
課堂中聽課是無需動腦思考，學生期待以最省力的方式得到最好的分數（老師的肯
定）而非學習開展，因此團體作業只有分工沒有合作，而缺乏整體性理解；讓學生
有主體性規劃自己的學習計畫，對他們而言是有很大的困難與困惑…等等學習狀態。
也就是要解構學生過去的被動不思考、等待被灌輸、缺乏主體性的學習方式，對師
生雙方都是非常辛苦，需要花很大的力氣、時間與毅力，而在這拉扯過程，師生、
生生間信任關係的發展、以經驗為基礎的不斷反思與對話、以差異與問題作為師生
共學的素材資糧，則是解構與再建構學生有效學習的重要基礎。
從訪問中可看到老師們在知識論立場、價值觀、教學風格上有很大的差異但缺乏
足夠的資源條件,協同將差異轉化為彼此學習的素材,只能各自消化；新的課程結構
打破教師獨立教學的習慣，而面臨被評比的壓力；因為小班而形成的師生關係緊密
與相互了解，令老師可以針對學生的個別狀況予以協助，對學生而言是正向的學習
發展，但也同時造成師生雙方大量時間、精力付出的壓力。新的課程結構與教學方
式，令教師投入教學的時間、精力與情感勞務的負荷大量增加,但卻無益於教師的評
鑑與升等。
在學生方面則認為無論在師生、生生間信任關係的發展，理論知識與學習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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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對實務場域的理解等方面多是有幫助，尤其是學生自我成長方面更是有很大
的進步。整體而言師生對方案課群的改革是持著正面的態度，認為對於學生的學習
有很大的幫助。但是何以有助學生學習與自我發展的課程改革方案卻無以為繼？這
是社工教育值得探究的議題。

三、另翼精神復元：基進心理衛生社工的批判性實踐
報告人：萬心蕊（東吳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最高學歷：輔仁大學心理學博士
經歷：東吳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摘要：
我，臨床精神醫療社會工作十六年後，進入大學校園教書，對自己和體制進行
深刻反省及批判，也同時有意識地藉著社工教師及心理衛生社工專業學會理事長之
社會位置，協同社會實踐團體及學生，進行典範轉向的增權實踐，破除治療之階級
性，朝向更平等的夥伴關係，互為主體地，聆聽精神疾病倖存者的聲音和與其對話，
甚而協同進行體制變革。此過程之實踐（應用）與研究（創造知識）也回應至社工
教學（傳遞知識）
，三者結合，相輔相成。
我們這些團體的社工多是醫院精神醫療社工出身，在精神科醫療團隊中，經歷
了醫療體制「重生理、輕社會」
，造成「社會問題個人化、個人問題病態化」之結果，
社工內化此微視觀點，協助精神醫療施行強制介入性治療，成為幫兇而不自知。但
在每日工作中，眼見精神病人及照顧者深受此強制性治療之壓迫，生命被醫療專家
所掌控、決定，毫無選擇之權，一輩子成為「病人」
，翻不了身，這些苦痛深植心中。
最終，我們都選擇離開醫院，在各自的社會位置，繼續找尋不同於主流精神醫療之
另翼可能。
十多年來，在主流精神醫療和社工知識雙重壓制下，我們極不易地累積了一些
邊緣另翼實踐經驗，具有拓荒性、批判性和創造性意義的行動得以開展。此篇文章
即以行動研究，探究我如何與學生及心衛社工團體，結成社群，集體協作，進行批
判性對話，形成對抗性論述，朝向批判精神醫療不人性及開創另翼精神復元空間之
歷程及對未來行動建議。

四、理解與再現：翻轉被社會污名的同志轟趴之論述行動
報告人：鍾道詮（東吳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澳洲雪梨大學社會工作與政策研究所博士
經歷：東吳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近年來男同志社群內部愛滋病毒感染率突升，同志轟趴被認為是造成此現象的
主要原因；再加上，轟趴中的用藥文化與多人性愛，使轟趴早已遭受嚴重污名。罪
與罰也成為台灣社會處理轟趴參與者的主要方式。但這種思維忽略：轟趴參與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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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滿足參與者需求；轟趴參與及愛滋病毒感染間也並非存有直線式的因果關係。
為翻轉被社會污名的同志轟趴，研究者及夥伴使用下述三種不同策略：
一、整理與理解參與轟趴的男同志的實際經驗：主要是整理他們對轟趴、轟趴內的
風險等看法；參與轟趴，卻因此被捕的經驗等。進而理解到參與轟趴的男同志主觀
經驗中的三類主要風險：轟趴參與、用藥、及用藥與性行為混雜帶來的風險。
二、實證研究資料蒐集：因轟趴參與及愛滋病毒感染常被視為有因果關係，用藥文
化也常被視為深切影響身心健康。因此研究者試著從男同志社群內部蒐集實證資料，
以探討及理解「轟趴參與及愛滋病毒感染」和「用藥及身心健康」間的關聯。雖研
究方法有些瑕疵（例如，無法以隨機方式接觸不同男同志參與調查等）；但現階段
的資料分析都指出：「轟趴參與及愛滋病毒感染」和「用藥及身心健康」間的關聯
其實值得高度懷疑。
三、教育宣導：有了前兩類資料後，研究者及夥伴分別在男同志社群、助人專業社
群、大學校園內舉辦演講與活動，試著藉不同面向資料與訊息的提供，鬆動聽眾對
「轟趴參與」和「用藥」的想像，以求能有進一步的對話空間，進而翻轉被社會污
名的同志轟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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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台灣新政權上臺之後的變與不變：社會福利、公共
衛生與醫療面
台灣歷經四十年戒嚴，終於在 1987 年掙脫戒嚴法的威權統治。之後，台灣的西
方式民主政治，經過藍—綠—藍—綠兩大政黨的三次輪替，每一次輪替，主要都是
因為台灣大眾對舊政權失望、不滿，因此經由選舉，拋棄舊政權，同時將新政權簇
擁上來。自然的，台灣社會對新上台的政權就有著殷殷的期待，希望新政權上台之
後，台灣“明天會更好”。然而，台灣社會的失望、不滿相對於殷殷期待的心情轉
換，似乎跟隨著三次輪替，有節奏的原地踏步。就在這原地踏步中，台灣社會的貧
富差距不斷的擴大、區域不平等問題不斷的惡化、階級分化的鴻溝不斷的加深，而
這些“不斷”，跨越藍、綠政權統治時期。那麼，我們如何分析這個現象？本論壇
將以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檢視新政權上台之後，在社會福利、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
面向的變與不變。進一步分析這個變與不變，是表象還是根本規律。
主持人：官大偉（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楊志良（亞洲大學健康管理學系名譽教授、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顧問）
盧其宏（2016 工鬥連線成員）
一、從宏觀視野看福利、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的變與不變
發表人：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
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學歷：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社區衛生教育及行為博士
經歷：芝加哥大學社會服務行政學院衛生行政與政策研究所副教授、成功大學醫學
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成
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
現職：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
特聘教授
著作簡目：
(1) 陳美霞, 導言-原住民健康問題的形成：建構新批判論述,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97:
203-208, 2014.
(2) 陳美霞, 世界及台灣原住民健康問題：歷史及政治經濟學的視野,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97: 209-246, 2014.
(3) Chen， M.S. Health of Asians, In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Health,
Illness, Behavior, and Society, William C. Cockerham, Robert Dingwall, & Stella
Quah (eds.). Wiley-Blackwell, 2014; 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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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陳美霞, 研究與實踐：福利／公衛／醫療作為反抗資本主義制度的場域, 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 94:181-198, 2014.
(5) Chen, M.S. Book review: Textbook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Global Health in a
Dynamic World, Global Public Health, 7(7): 792-794, 2012.
(6) 陳美霞, 資本主義養成的、如何可能批判/改造資本主義？兼論公共衛生批判知識
分子的形成,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7: 335-345, 2012.
(7) 陳美霞, 台灣公共衛生體系醫療化與市場化的歷史發展分析,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81:3-78, 2011.
摘要
臺灣公共衛生體系的醫療部門從光復後至今--尤其在 1980 年代之後，是不斷商
品化、市場化的過程；而公衛體系則是不斷醫療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在 1980 年
代後加速進行。而這個醫療體系不斷商品化、市場化的過程，不管是在藍或是綠主
政下，都沒有變化—也沒有因綠或藍主政而停頓下來。民進黨今年在第三次政黨輪
替下，再次成為執政黨。目前比較明顯的變化是福利制度一部分的長期照護體系。
其中，財政的面向，在舊政權—藍主政時期，是以保險制度，類似全民健保的方式
籌備長照經費，也就是以保險商品化的方式操作，而新政權則是以稅收方式，試圖
將財政部分去商品化。然而，不管藍或綠，舊或新政權，長照提供系統是依照商品
化的規律進行的。至於公衛體系及醫療系統，則未聞任何主要的變化，或根本新政
策的制定。我們若分析台灣社會政治經濟規律，社會福利、公衛體系、及醫療體系
的基礎都是資本積累及商品交換，而觀察藍或綠政黨過去多年來所展現的資產階級
意識形態，則不管新舊政權，假如有“變”，必然是一個表象，“不變”必然是規
律。
二、家庭醫師責任制的變與不變
發表人：唐菁華（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代理理事長、汝安醫管顧問公司
執行長、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講師）
學歷：靜宜大學企業管理所碩士、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學士
經歷：清泉醫院藥局主任、光田醫院院長室高級專員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代理理事長、汝安醫管顧問公司執行長、台
中科技大學講師
著作簡目：
(1).唐菁華,某地區教學醫院異常處方籤之分析與探討,THE JOURNAL OF PHRMACY,
2001 年 74 期第 19 卷第 1 期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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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實施論量計酬支付制度，長時間下來，強化醫師在醫療服務上以
症狀治療為主，專科醫療為上的意識型態，造成片段照護品質的問題叢生；而論量
計酬支付制度未能鼓勵醫療團隊參與健康促進服務，反倒鼓勵醫療浪費與醫院間的
惡性競爭；由於醫療給付以治療為主，完全忽略預防性醫療照顧服務；導致健保花
大錢治病，卻不肯花錢讓人不生病；民眾覺得反正看病很方便又便宜，何必辛苦做
健康促進與疾病管理；沒有誘因鼓勵醫療專業人員促進民眾健康，也沒有民眾保持
健康的誘因，或任何處罰機制以抑制不健康的行為。醫療單位間只有競爭缺乏合作，
民眾隨時可以享受一站式完成且高品質的醫療服務，使轉診制度難以落實；以致基
層醫療嚴重萎縮；現在即將面臨快速人口老化及各種新興疾病威脅，所衍生的各種
醫療照顧需求問題。
台灣健康體系所面臨的困境，包括民眾缺乏社區照顧的專責醫師，所以無從獲
得整以性、持續性且周全性的健康醫療服務；雖然藍綠更迭，也不見有任何創新之
舉；期待自 2003 年實施迄今的家庭醫師照護計畫能落實執行，健全從基層醫療保健
為主的社區醫療這護體系。

三、台灣長照策略的變與不變
發表人：劉惠敏（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
事、特約記者）
學歷：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學士
經歷：聯合報醫藥記者、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專員、台灣立報環境前線專欄、社區大
學公共衛生課程講師、交大傳播科技學系特聘講師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特約記
者
著作簡目：
(1).劉惠敏，營養聖戰 40 年。天下文化出版，2014。
(2).陳清芳、林芝安、劉惠敏，台灣長照資源地圖：長期照顧實用指南。天下文化
出版，2016。
摘要
台灣從 1993 年進入高齡化社會，高齡化的速度愈來愈快，預估 2017 年將成為
「高齡社會」，而約在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比許多已開發國家速度還要快。
在這段期間歷經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八年（2000-2008）、國民黨執政
八年（2008-2016）
，民進黨又再次上台（2016）
。衛生署推動「老人長期照護三年計
畫」
（1998-2001）
。2000 年行政院籌組長期照顧小組，在七年後才參照日本策略提出
「長照十年計畫」
。2009 年底行政院推出〈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以作為建置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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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體系的基礎法，但在 2015 年三讀通過，仍有許多爭議。
在每天新增六十個失能失智患者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的建置仍緩步，照顧體
系大量仰賴外勞。
民進黨上台，推翻國民黨欲推動的〈長照保險法〉
，改以稅收取代保險，作為主
要財源，是否可達至建置服務先再增加財源的目標，有待觀察。然在服務體系、人
力建置上，兩黨目前尚無差異。台灣長照服務仍可能如醫療體系在建置過程愈來愈
商品化，改變服務人力仍仰賴外勞之現狀、讓長照服務符合社區、人民需求，需政
策思維翻轉。

四、台灣長照產業的演變：一項政策與法律商品化的觀察
發表人：李清潭（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專任教授）
學歷：英國華理克大學法律學博士
經歷：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長
現職：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專任教授
摘要：
本研究的主旨在於經由台灣的長期照護產業的演變過程，說明做為社會主體的
老人與受照護人如何在公共醫療政策中被完成其商品化的過程。其中，辯證的過程
是藉由政策的形成與法律的結構化做為文本，對照政府在這一產業的演變裡，經由
干預、主導與補助等各項角色與功能，逐步配合資本的運動完成此一商品化過程。
首先，本研究藉由長期照護相關的企業商業模式，針對其構成要素的顧客價值、
關鍵資源、關鍵流程與利潤公式等環節，進行對證於政策與法律的檢驗，希冀對於
當前台灣政商關係塑造長期照護產業的環境，進行架構性的辯論與剖析。其次，除
了政策與法律的建置之外，本研究亦試圖引用當前台灣的長期照護產業的實務爭議，
做為檢驗的切入面，進行「在地老化，在宅養老」、「小型多機能機構」…等政策，
在照護勞動、補貼政策、土地與生產工具等優惠、…具體項目的實質與形式之檢驗。
本文試圖歸納產業生產關係的爭議之起源，並經由反思與展望，提出可行的建議方
案。
最後，鑑於政策與法律做為社會關係的丈量尺度，本文將對當前台灣的長期照
護產業日漸傾向資本集中、商品化過程，提出警訊，並對於利害關係人的困境提出
可行的政策與法律之另類的比較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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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魂的高教：馬來西亞僑外生在台的顛沛處境

台灣的僑教政策自 50 年代開始推行，不少馬來西亞人由於家境惡劣，在原生母
國苦於沒有升學管道，選擇到台灣「歸國就學」
，成為被國民黨視為國民一部分的僑
生。他們即是流離的主題，又是踏實生活的「國民」
，文化與認同錯亂中，哪裡是「國」
只能留在細縫中。
物換星移，經歷過全球高教商品化後，原生母國馬來西亞和台灣的高等教育產
業蓬勃發展，但原生母國馬來西亞的高學費政策卻讓許多經濟狀況不佳的馬來西亞
人難以升學。加上長期受到台灣大眾傳播洗腦的青年們，在國內苦於沒有出路，在
多重因素下，決定遠走他鄉，走上「出國升學」之路。
但受同一種流行文化影響的青年們，在台灣受到了何種的文化衝擊呢？又是什
麼讓他們覺得「我們沒什麼不一樣」
，卻又受到諸多不公平的政策待遇呢？本論壇欲
從三篇論文出來，講述馬來西亞籍僑外生在台灣的方方面面，釐清這群「孤魂野鬼」
的處境及思索其未來。
一、馬來西亞籍僑外生在台勞動之政策與影響
發表人：陳曉妮（國立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學程學生）
著作簡目：1. 《跨界移動：新加坡國族政治與馬勞的裸命》
摘要：
本文意圖探討台灣對於在學僑外生之政策與限制如何影響大馬留台生的打工經
驗與勞動位置。從過去的僑教政策內容到與及近年來勞動部在畢業僑外生留台工作
資格的放寬，經過國發會、教育部、僑委會等跨部會共同檢討，持續研議簡化僑外
生留台工作資格與申請程序，大馬留台聯總也與台公司合作吸納留台生；大馬留台
生在面臨返回原居地的就業困難與留台工作限制之間，有許多多重複雜的因素影響
了大馬留台生的選擇與其勞動條件的轉變。
二、大馬僑外生的統獨意識形態
發表人：李政豪（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大學部學生）
摘要：
對於「中華民國」這個概念在台灣尚未有共識，它是台灣？在台灣？不是台灣？
而它的死對頭「中國共產黨」也很不客氣地給出這樣的立場：1）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國；2）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3）中國的合法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於國民黨來說，他們能同意 1 和 2 卻否決 3 的說辭；但民進黨只能接受 1 和 3，
因為他們不認為台灣是中國，故要把兩者切割。在 2016 年台灣的總統大選中，不管
是總統或國會議席，民進黨都獲得多數執政權，從此正式進入全面執政時期。外界
一般認為台灣人接受民進黨的獨立口號，但學術界卻認為台灣只是默認了非獨也非
統的『維持現狀』而已。
這樣的說法是有根據的，今天兩大黨的政策都傾向溫和路線，從洪秀柱被撤換，
到蔡英文堅持「維持現狀」等，都可看出激進的份子與政策早已被兩大黨唾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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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基礎建設發展，謹慎地在中美之間取得平衡的關係，才是目前主流的政治現況。
台灣已經政治轉型 20 有餘，是唯一在華人地區上擁有健全民主憲政的政治實體。
但過去兩大黨都在玩弄統獨課題，在 228 事件和白色恐怖宣揚仇恨情緒，或多或少
都在分裂台灣人，而台灣四小龍時代也遠去，這使得台灣人從國族課題，轉而更重
視務實的生活層面問題。
居住正義、都更、道路建設、最低薪金、年輕人就業率、福利制度等等，都應
該是我們更為重點處理的課題，不管統獨與否，我們都不希望未來的台灣又缺水缺
電，物價高失業率也高。
因此台灣人並非都是「天然獨」的，從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圖表來看，急統與
急獨各佔 2%與 6%民意，溫和獨立佔 18%、溫和統一佔 8%，60%的多數民意，仍屬「維
持現狀」。可見平日在宣稱自己是獨或統的人們，在面對那麼多不確定性的因素後，
打算把理想收歸於心裡，從而務實地讓「維持現狀」作為台灣最好的選擇。
依照這樣的前因，本文將注重在大馬僑外生的統獨立場上是否更傾向『維持現
狀』
。台灣和中國大陸一直在國際上拉攏海外華僑，希望這群僑胞可以在必要的時候
支援『祖國』
，在上個世紀，尤其是當地政府有相當程度的排華政策時，僑胞們更是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
一般僑外生回國，都會成為精英人士，在政經界都有影響力。故他們的統獨意
識形態將會對海峽兩岸起到一定作用，本文想藉此機會來探討當代年輕僑胞會更傾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台灣本土派、抑或只是如今這樣模糊的兩岸關係，
只要經濟上能滿足他們未來的需求即可？
三、輾轉難眠的流惘者與在台組織「萊佛士花讀書大會」的建立
發表人：黃康偉（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學生）
著作簡目：1. 《族群認同與媒體再現—以習近平訪馬報導為例》
摘要：
多少在外流離的主體，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飄泊，他們時而被認為是「華人」
，時
而被認為是「馬來人」
，但又是什麼樣的歷史情境，打開了馬來西亞籍僑外生如此的
情景。馬來西亞人又有什麼需要的歷史補課，才能完整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
本文嘗試釐清馬來西亞籍僑外生的身份處境，並從該群體建立的「萊佛士花讀
書大會」
，討論這群流離的人該如何尋找「家」
，迷惘的人又如何尋找「國」
，或者回
答簡單的「我是誰」
。這些疑惑都是流惘者不敢回答，不懂怎麼回答的問題，流惘者
又是如何在閱讀與討論中，一步步解開謎團，發現將自己套牢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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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

【時段三】10/15(六)16:00-18:00
【A-3】新自由主義與性／別
—聖言樓 237 教室
【B-3】社工即政治：社會工作助人的培力與壓迫
—聖言樓 236 教室
【C-3】登革熱疫情下的公衛體系與基層社會：反思與翻轉
—聖言樓 235 教室
【D-3】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論壇：社工專業與原住民部落工作的反思與對話
—聖言樓 23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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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與性／別

自由主義自 20 世紀發展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發展打著自由、平等的進步口號，
鼓勵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想像在其中參與競逐的主體皆生而平等，故抹除了自由
主義本身的歷史如何經由全球化之後的世界霸權力量，抹除了座落於第三世界解殖
民國家，因著地理時空與資本條件不足而產生的階級、種族、性/別差異。
我們的小組討論將脈絡置放在 2000 年後的台灣歷史與時空背景中，試圖從用藥、
兒少性及性工作等三個面向探究自由主義的階層劃分透過了那些既有機制？又接合
於哪些新論述、意識形態、情感或道德，為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與優勢階層續命，
轉為看似換上「新」面貌的自由主義機制，三篇論文詰問的核心是，新自由主義的
階層劃分如何連帶地重構內在其中的性別佈署，如何生產出規範性異議分子的性道
德。
一、友善校園與性平治理
發表人：賴麗芳（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生、國立中興高中附設進修學校
教師）
摘要
本文試圖探討 1990 年代末期的台灣教育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進行改革，思想
上以進步的公民道德為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市場續命，
「友善校園」可說是台灣政治
解嚴後的公民社會與國家政府之間共同產出的官民共治結果，服膺聯合國的兒童權
利公約，以「反兒虐」／保護兒少的修辭，從維護兒少身心健康擴張至全面文明言
行的校園「性」管制。2004 年，教育部發布「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做為校園現
代化、進步且文明的終極目標，透過諸多進步道德來規範校園師生的文明舉止，偏
離「友善」文明常軌的言行因而被建構為「危險」
、
「不友善」而顯得「有問題」
，成
為新興校園秩序中的「偏差」
，引以輔導技術與司法制度作為主要的社會矯正或懲治
手法。
本文聚焦於現行性別平等教育中探討校園性部署，經由分析校園政策、法律、
教學等如何建構邊緣與偏差，以論證名義上友善且改革開放的校園，其所開創的民
主自由風氣，對待邊緣性主體的作為實則顯得更為苛刻。
關鍵字：友善校園、兒少保護、性別平等、女性主義、性／別、道德治理
二、（新）自由主義中的愛滋藥物政治」
發表人：王修梧（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與美國高價愛滋藥物相反，台灣政府出於防疫目的，在最初愛滋專法中 (1990
年) ，便明訂各衛生機關應通知確診者「至指定之醫療機構免費治療或定期接受症
狀檢查」
，透過可能相伴感染者終生的長時定時藥物發放，政府與感染者間形成一種
「服藥權利—被監控義務」關係，譬如上段條文後接著表示「必要時，得強制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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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予以隔離」
，而 2013 年開始的「HAART 用藥品質提升計畫」
，不僅要求指定醫院「應
每月定期追蹤個案服藥順從性」
，且將「使用二線藥物之個案」列為「必收案對象」。
隨著感染者年年遞增，服藥量與金額也倍數提升，主管機關一方面欲經費總額控管，
另方面在與壟斷全球市場的國際藥廠議價時，卻又怠惰失能，稍窺 2000 年因健保局
與葛蘭素威康公司四次議價失敗而導致的「３ＴＣ斷藥事件」
、2012 年 6 月開始的「同
療效、價廉之處方優先」政策等例子，我們能看到透過藥及改藥、透過彈性柔軟卻
也日漸嚴密的人身控管，感染者有知無知地被迫以身心耗損為代價，承擔起壓低經
濟成本重責。
本文試圖分析透過愛滋藥物，在「市場—感染者主體—國家」間形成怎樣的支
配技術及權力關係，尤其關注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權利—義務」公民觀，
以及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依憑的市場掛帥邏輯、風險承擔個人化是如何深
深影響甚至形塑著感染者主體。
三、性勞動者的「築夢計畫」
發表人：陳逸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所碩士、苦勞網記者）
摘要本文把數位不同世代、族群背景性工作者的勞動經驗放在新自由主義的理
論框架之下進行分析。
第一部分是年輕世代的酒店小姐，筆者將其勞動經驗放在台灣社會當前的勞動
環境之下進行討論，過去 30 年間，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思潮影響，全球工業先進國家
的勞動市場朝彈性化方向發展，非典型的臨時性就業成為就業的選項之一，勞動彈
性化的現象日益嚴重，房租、學貸等經濟問題直接衝擊了剛離開校園、進入社會的
新鮮人們，造成了「青年貧窮化」的惡果，年輕的酒店小姐們也遭遇同樣的處境。
第二部分著墨於透過「婚姻」方式來台的陸籍女子，在拿到身分證後的幾年間
無論是先生過世，或者是選擇離婚，離開丈夫活得「自由身」的她們在工作的選項
上多了一個「性工作」的選擇，近十年間的台灣更遇上金融風暴後景氣下滑，勞動
彈性化以及 22K 導致的低薪問題，對於這群在台灣沒有「具參考性的學歷」、「被企
業認可的專業技能」又帶著被受歧視的「陸配身份」與「大陸腔」而只能遊走在各
種低薪的勞動領域（例如清潔人員、餐廳服務人員、家事服務人員）中「四處打工」
的陸籍配偶而言，陪酒賣淫提供了另一個維持經濟的可能性。
透過不同世代與族群階級背景的小姐們的勞動經驗，本文試圖將其選擇視為新
自由主義之下一種另類的「築夢計畫」
，當這些性主體逐漸透過計畫築起經濟高台的
同時，也築起了自身性污名的高台，這個不能如「考律師執照」、「念醫學系」般說
出口的築夢計畫，反映出當代社會「笑貧更笑娼」的矛盾思想。
關鍵字：性工作者、性勞動、新自由主義、性／別、性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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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即政治：社會工作助人的培力與壓迫

1976 年 Barbara Bryant Solomon 出版《培力黑人：在受壓迫社區裡的社區工作》
(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y)。第一本社會工作培
力觀點的專書在社會工作這個職業出現七八十年之後才面世凸顯社會工作與受壓迫
者並肩前行的困難與重要。
四十年後在臺灣的社會工作仍然努力追求被體制背書的專業化的 2016 年臺灣社
會研究學會年會，我們想要檢視臺灣社會工作者與受壓迫者社群同行的培力社會工
作實踐經驗。
論壇主持人：陶蕃瀛（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一、我與愛滋感染者的培力工作歷程：1998 迄今
報告人：徐森杰（台灣露德協會秘書長、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摘要
自大學及服完義務兵役後，我因緣際會投身服務愛滋社群的社會工作。一路來
從懵懂、裝模作樣、不斷地透過各式各樣的學習機會想要成為更專業的助人者。經
由這近廿年的服務歷程，近日來，透過服務場域的行動實踐與回觀反思，我企圖與
服務對象從專業助人關係朝互為主體的相互培力助人文化發展。
本研究以敘說行動探究我與愛滋感染者為因應愛滋部分負擔政策及相關疾病伴
隨而來的汙名與歧視，集結愛滋感染者夥伴共同參與行動，建構帕斯堤(Positive)聯
盟的培力歷程。本論文有三個研究目的：一、探索及檢視帕斯堤及行動者的培力歷
程。二、瞭解帕斯堤聯盟參與者對培力歷程的經驗與看法。三、累積社工專業在培
力歷程上的行動知識。
我與帕斯堤聯盟夥伴透過探索一系列的行動策略、反思與培力實踐，除了從我
反身觀照自己的行動歷程，覺解自己的行動識框外，同時也從培力者的角度觀看帕
斯堤聯盟發展過程中的各項行動，並訪談八位協同行動者回觀參與此培力行動的經
驗。綜合整理相關論述，並與文獻探討交織呼應，為累積社工專業在培力歷程上的
行動知識，提出培力是互為主體相互尊重的文化實踐、重新覺解現身對培力行動的
意義、以及持續擴大愛滋感染者與社群之參與三個結論。
二、伊甸基金會象圈工作的社區培力
報告人：呂麗娟（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研究生）
三、儒家經典與自身實踐中培力與助人自助之道
報告人：王行（東吳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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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登革熱疫情下的公衛體系與基層社會：反思與翻轉
2015 年登革熱疫情在南台灣爆發。台南、高雄各大醫學中心因為大量病患湧入，
造成一床難求、醫護人員疲於奔命的情況；而在社區一線進行疫情調查、環境消毒
的工作人員，更是馬不停蹄、夙夜匪懈。然而，醫護防疫體系的高度動員，並未能
夠有效的遏止疫情的蔓延。在台南、高雄、屏東，登革熱疫情延燒不停，單日新增
病例、累積病例皆破歷年新高。而疫情失控造成的社會恐慌，也對社會經濟發展帶
來負面影響。就此，登革熱疫情的季節性爆發已然成為台灣社會重要的健康風險，
疫情失控的結果也突顯出既有防疫工作成效不彰的困境。然而，面對登革熱這個南
台灣民眾健康上的”世仇”，究竟是哪些制度因素與社會脈絡制約了防疫工作的推
展與成效？對此，台灣的公衛體系似乎仍然缺乏深刻的反思與策略調整。
對於前述問題的完整認識與深刻解析，不僅是在防疫工作上避免重蹈覆轍的根
本之道，也應能為理解台灣社會各領域風險溝通的實踐提供重要啟示。為此，衛促
會積極投入 2016 年的疫情防治工作，並且基於對防疫前線的高度參與以及在基層社
區的密集觀察，試圖探究過去登革熱疫情燒不停的根本原因，並且重新思考翻轉這
個困境的根本策略。
主持人：陳美霞（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評論人：薛瑞元（屏東縣衛生局局長）
吳懷慧（大仁科技大學寵物美容學位學程副教授兼系主任）
一、疫情燒不停根本原因之一：基層公衛體系壞死
發表人：陳慈立（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著作簡目：
1.
2.

陳慈立。2007。《酒的商品化與原住民飲酒行為及其相關健康問題：一個政治
經濟學的歷史分析》。成大公衛所碩士論文。
陳慈立。2014。〈臺灣原住民族飲酒相關健康問題的政治經濟分析〉。《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97：247-282。

摘要：
因應全球化及社會不斷快速變化，公衛問題諸如傳染病、食品安全等更難預料，
公衛體系難以及時應對，人們對之越加失去耐心。而國家凝聚力面臨挑戰，公衛體
系更難以有效發揮。因此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其會員國呼籲：「重振基層衛生
可以為目前支離破碎、極度醫療化、市場化、虛弱不堪的公衛體系提供更有力的方
向感及統一性」。當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基層衛生：過去重要，現在更重要」之時，
臺灣卻讓基層衛生組織逐年被腐蝕，以致防疫末梢壞死。
1970 年代之前，基層衛生工作網領，即地方衛生所的建立是臺灣公衛史里程碑
之一。獲致瘧疾、 霍亂、痢疾、小兒麻痺等險惡傳染病銷聲匿跡重大成就。但 1980
年代後政府公衛政策大轉彎，衛生所從一個以預防為主，變成以醫療為主的機構，
政府並且讓其自負盈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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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了巨大的轉變－從社區轉入診間，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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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與社區民眾也越來越疏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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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衛生所業務委外的情形普遍，此舉更是火上澆油！ 讓
台灣的基層公衛防疫機能倒退至 1970 年代之前，迄今將近半世紀！
從<衛促會>對基層衛生所人員訪調可見，過去衛生所人員要深入社區，透過親
訪，建立與民眾的信任關係，真的可以為民眾做不少事情。現在工作量大而且繁瑣，
上級交代或規定的業務居然超過 100 項，在經費有限，人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衛
生所工作人員，尤其公衛護士，流動率很高。除了不合理的工作量外，衛生所對社
區資源沒有主導權、合作困難，工作倦怠感大。
登革熱防疫期間，衛生所工作更是雪上加霜，尤其是在「疫情熱區」的衛生所，
工作人員早上清除孳生源、確認是否有案例通報、進行疫調、放消毒噴霧罐、安排
噴藥、清除孳生源、 看通報、疫調、安排噴藥…無限循環。必須要處理緊急完登革
熱的相關工作後，到下午五、六點後才繼續做其原本負責的業務。在非熱區 每天做
完之後都是晚上九點、十點，熱區可能到晚上十點、十一點，皆屬常態。然而，真
正應該要在疫情來臨之前就做好的預防工作，卻因為前述種種不合理的業務量、扭
曲的工作環境中，無法好好推動，永遠忙碌於治標不治本的工作當中。
衛生所工作人員在長年極為不利的工作條件下，竟然仍一息尚存！展現他們為
基層衛生事業奉獻每一滴血汗的精神。政府不應該糟蹋基層衛生人員的血汗投入，
應該重振衛生所當年「小兵立大功」的能量及榮景。反之，假如持續讓防疫末梢壞
死，去年登革熱、今年食品安全、明年流感、後年自殺、大後年禽流感…等等公共
衛生問題的防治工作，將一如往年，狼狽不堪！
二、疫情燒不停根本原因之二：民眾防疫主體性消失
發表人：吳如媚（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學歷：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公共事務研究所
著作簡目：
1.
2.

學位論文：吳如媚。2015。以 Bill Moyer 社會運動 MAP 模型與四種角色為框架
分析花東公民運動。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公共事務研究碩士論文。
研討會發表：Cultural Space, Transform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 Small City:
The Case of Taitung city, Taiwan / UGI in CHILE

摘要：
登革熱的好發地區主要集中在熱帶與亞熱帶等有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分布的國
家。在全球化與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登革熱開始在各國之間蔓延擴散，成為嚴重
的傳染病問題，台灣正處於此高風險地區。由於登革熱的擴散與人的流動有關，國
內已有許多研究證實，社區民眾對於登革熱的知識與態度，是登革熱防治成效的重
要關鍵，透過社區民眾的警覺心與主動做好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工作，才能有效防止
登革熱的流行。
雖然過去台灣在登革熱防治工作上已有相當成效，然而 2015 年在台南再次爆發
疫情大流行，全台累計共超過兩萬病例，造成民眾人心惶惶，地方一線防疫工作人
員、醫護人員疲於奔命的困境。過去的耕耘中還有哪個環節被忽略了？從衛促會的
訪調資料中發現，一線防疫人員在進行防疫宣導及工作的過程中，時常感受到民眾
被動的態度，例如，民眾會認為清除家戶陽性積水容器是防疫工作人員的事情；以
及民眾冷漠防衛的行為，例如，噴工進入屋內噴藥遭反鎖或拿菜刀威脅，或對於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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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醫生通報病例感到憤怒而起手動腳。這些案例都顯示，以民眾為主體的防疫行動
與溝通網絡，在當前的社區中並沒有被良好的彰顯出來，導致登革熱防治工作事倍
功半。
登革熱是社區性疾病，疫情與人的流動密切相關，而人的行為和關係是多元、
複雜且難以掌控。因此，僅靠政府單向作為是不足的，要如何突破既有的衛生教育
與社區風險溝通模式，讓民眾在平日即能展現能動性，並善用防疫科學知識，成為
防疫工作的主角，加上運用人際關係及網路技術，形成一個一個的社區防疫節點，
進一步串連成為以基層社區為主體的公衛防疫網，將是台灣未來面對嚴峻的防疫工
作最迫切需要與投入之處。
三、尋找風險溝通的可能性：衛促會在登革熱疫情防制的論述與實踐
發表人：王占璽（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博士後研究）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著作簡目：
1.
2.
3.

4.

王信賢、王占璽。2006。「夾縫求生：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困境」，
《中國大陸研究》，49(1):27-51。
王占璽、王信賢，2011，〈中國社會組織的治理結構與場域分析：環保與愛
滋 NGO 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5(2):115-175。
王占璽，2014，
〈聚合的力量－國際行動者在中國的互動網絡：以愛滋防治領
域為例〉，載於王信賢主編，《邁向公民社會？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
分析》，五南出版社，頁 125-165。
王占璽，2014，
〈中國愛滋問題的發展與治理〉」載於左正東、蔡育岱主編，
《中
國與非傳統安全》，翰蘆出版社，頁 217-256。

摘要：
面對 2015 年南台灣登革熱的大流行，民眾對於疫情的關注及憂慮不可謂不高，
而政府在疫情防治上的投入亦不可謂不多；然而，雖然政府與社會之間具有共同的
關懷與目標，卻無法在疫情防治的實踐上建立共識與協調行動。此一現實的矛盾正
突顯出既有的防疫工作缺乏良好的風險溝通模式，而這也是台灣社會不同領域共同
面對的問題。而欲克服此一困境，需要藉由建立風險溝通的不同論述來重新引導防
疫政策的推展方式，並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尋找有效可行的行動方案。
衛促會透過在防疫前線的多角度觀察，發現在多元開放的社會中，社會民眾對
於疫情風險的感知方式、防治策略的有效性、醫護資源的可靠性，都會產生不同於
政府的意見與態度。而缺乏以民眾為主體的風險治理，便難以避免的將會遭遇到社
會的不信任與消極抵制，從而成為防疫工作的障礙。換言之，衛生防疫工作的推展
不再只是政府對民間社會的單向動員，而必須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建構多面向的雙向
溝通平台，作為凝聚共識、開展行動的基礎。同時，關於疫情防治的科學知識與政
策方針，也必須透過良好的轉譯工作與溝通管道，提高社區民眾的理解與信任。而
在實踐過程中，也需要依照不同防疫階段的具體需求、不同地區的社會環境、不同
群體的生活情境發展出多面向的溝通策略，才有可能落實政府與社會共同參與的防
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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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論壇：社工專業與原住民部落工
作的反思與對話
原住民族在殖民四百年的歷史中，在經濟上形成依賴被邊緣化，政治上形成無
聲缺乏管道參與，而在主流社會福利的意識型態下，變成"弱勢"，在政治、經濟、意
識型態持續弱化下，社會工作應該如何與原住民族一起"工作"，如何改變及實踐，本
論壇嘗試從不同社會工作的經驗中書寫並在經驗上對話，了解社工專業與部落應如
何相互理解尊重，為部落繼續呼吸。
主持人：方喜恩 Besu Piyas（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一、從部落照顧看見照顧的初衷 反思社會工作的行動實踐
發表人：陳怡君（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社工督導、新北市私立永康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社工師）
摘要
當一個在都市的長照機構服務達九年的社工在進入原鄉部落後，真切地體會到
社會福利資源運用在原住民部落的制度及分配問題，衛政單位所倡議全民平等的受
照顧權利無法被實際運用，而部落組織在推動互助式的照顧服務計畫下，每年則須
要面對社福單位不穩定的經費支持，又將如何發展照顧部落？這些居住偏鄉的原住
民，無論老人壯年還是孩子，究竟是否平等受惠於社會所賦予的權益，是否有能力
行使要求國家積極作為的權力？當部落的青壯年受制於經濟問題漸漸造成部落人口
外移，那些真正仍留在部落竭力付出的族人，又是否因為部落產業發展有限、資源
嚴重不足、福利獲得困難，而無法享有都市中等同於勞務付出所能得到的待遇？
從都市裡的角度來看長期照顧服務，我們無從理解長期照顧服務是如何不普及
於每個老人身上，許多長期照顧的體系都建構在人口較為密集的範圍，老人的照顧
可以透過居家、醫療、社區服務來獲得完善的支持，相較於筆者在進入寒溪部落以
後，發現許多資源服務並不普遍存在與部落家戶裡面，而大多的照顧服務都是仰賴
在地協會透過組織，一點一點譜出部落照顧的光景，用方案計畫的方式來提供老人
送餐及居家訪視，使長者維持基礎生活。然而，老人照顧是一個連續性的概念，依
循著身體障礙失能的不同程度，所產生出的照顧方式及服務密度也不盡相同，長期
照顧服務主要橫跨「衛生保健」與「社會福利」兩大領域服務，當照顧對象罹患慢
性疾病、身心障礙、失能、失智時，這些基礎生活照顧便無法支撐一個老人得以在
家安老。部落老人也需要資源，但是現行的長期照顧服務卻無法應付每一個族群、
每一個角落、每一種文化以及多重複雜性家庭結構的落差，更不貼切於城鄉之間的
差距，這也使得「老族」與「病老族」所發展出的長期照顧政策與實際需求，還隔
著一條懸殊的鴻溝。
因此，本文希望藉由筆者在寒溪部落實際參與老人照顧工作的經驗，來討論部
落老人在長期照顧服務使用上的困境，並進一步說明筆者將資源福利服務實際輸送
到偏鄉部落所遭遇的問題；而在實際參與部落照顧的經驗中，一個體制內所養成的
社會工作者，又如何透過組織工作與行動實踐的過程，辨識照顧與市場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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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本身作為一個專業社會工作者所產生的反思與轉變進行論述。
關建字：社會福利政策、長期照顧、社會工作
二、從「部落社工實習生」到「部落工作者」的轉換—角色認同與自我對話
發表人：胡璨恩（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生、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
會產業組長）
摘要
首先，去年七月在部落生活至今走過的歷程中，我在角色自社工實習生轉變為
部落組織工作者，從只以兩個月為限的部落生涯，拉長為須持續扎根、情感跟責任
連帶在部落上的狀態，且因工作者於台南讀書，行動轉型為宜蘭台南兩地移動，相
對在部落的時間受到壓縮，處在部落的時間影響自身對部落關係的認定，時近時遠，
儘管假日三天在部落工作，卻已經無法像暑期實習一樣感到真實生活在部落內，甚
至有時認為自己與整個部落關係產生疏離，分為我者與他者，更長時間處在徬徨的
心情，類似社會工作專業中提到的專業界線，反省無法有意識的切割在難以切割的
部落關係與工作者自身間有所區別。
回顧去年的實習的內容，在部落走動是一個最踏實的工作方式，根據寒溪戶政
事務所統計，寒溪部落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為勞工，大部分的青壯年人口以臨時工作
或到外地就業的比例偏高，以我自己為例，我每天早上五點會自然醒來，然後大約
在五點半從協會出發，走入部落，在每一條巷子遇見的每一個族人，我認為都是彼
此對話的機會，也都是一個可能開啟另外一種認識部落的管道。在實習前面幾週走
動部落，我把自己設定為「讓大家認識我這個人」實習中走動部落，我設定自己「有
機會駐足攀談，甚至進入族人家中對話」這個過程很不容易，因為跟每個族人的互
動幾乎都算是全新的互動，而我在互動後會立刻記下族人名字以及特性，提高下次
互動的流暢性，並且從與每個族人對話的過程中，我會去找出「共同性」
、
「相似性」
及「差異點」特別在泰雅文化下衍伸出來的生活型態，蒐集小部分觀察紀錄後，我
就可以詢問協會的夥伴們作釐清跟了解。
而部落工作沒有所謂的結束，不像個案工作有所謂的開案及結案，部落工作是
持續工作的過程。在部落走動到後期，我的心情是複雜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怎麼
下去」或者是說「與之前能夠有什麼不同」這樣的不同其實就是被交織在期待的一
部分，而在期待更外圍的影響是「社會工作」的框架，二分法讓我們去區分專業與
不專業，如此忽略了中間灰色地帶的瑣碎，到底如何去區分「正式」與「非正式」
對話的意義性，對我來說，每次的互動就像是田野調查，而田調本身就具有瑣碎繁
雜的特性，而必須經過一點一點地累積，將會找出一些規則，不一定是很完整的原
則，但是你有看到方向，就像是社會工作理論實踐中提到 「部落工作者在進行介入
工作的時候，必須有一套基本的價值和實踐的原則，方可達致社區工作的目標，因
此這些價值觀和原則是社區工作的基礎。要靠社會工作者本身以及群體的不斷批判
跟反省。」
三、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落實共管機制之可能性初探
發表人：宋聖君（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執行總書記、財團法人至善社會
福利基金會）、方喜恩（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陳怡君（宜蘭縣
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社工督導、新北市永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社工師）
摘要
48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研討會

《長期照顧服務法》通過，代表的是長期照護是一種知識、政治權力高度集中
式的管理模式，而抹殺不同文化、族群照顧需求的多元照顧模式，強化了以知識專
業霸權宰制的壟斷商品化社會福利服務，而擠壓台灣社會原有的以家庭或社群／部
落為基的互助照顧。而偏鄉的困境甚至可能有需求或沒有服務願意提供。但對不同
文化或族群的觀點來看，何謂失能跟需要照顧者的定義都與現行定義不同，“一元
化”、“中央集權”以及“專業照顧”的需求去設計整套服務體系及其相關規範，
卻忽略多元族群需求的不滿。
但在原住民區域或不同社群，早都有相當豐富的“多元照顧”經驗，這些經驗
是符合在地或當事者需求的，本研究是希望整理宜蘭大同鄉泰雅族部落長期在部落
做照顧工作者的經驗，宜蘭的經驗是從一線的長期多元照顧的工作經驗的養分，而
開始長出參與立法或修法的動機，設計更符合在地的需求的架構跟機制，甚至長出
台灣少有的原住民族共管機制雛型，讓照顧的體制是由下而上，是可參與式的，本
研究希望能夠整理行動過程中的行動者因素並發掘特定的歷史及脈絡條件如何達到
此結果，為未來的更多的社福體制開創更多的多元與族群的參與性，這才是落實真
的多元文化的價值觀。
四、那些說不出來的重要性－初探部落經驗與長照政策的行動對話與反思
發表人：Yabung Haning 吳雅雯（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修法聯盟部落事務專員）
摘要
當代原住民族有其文化以及歷史脈絡的特殊性，當我們談何謂文化照顧的時候，
重要的不在於定義甚麼是該族群文化照顧應該長成的樣子，而是檢視這個社會政策
影響或危害了該族群的甚麼生活現狀。然而，台灣在缺乏多元族群的視角，並強化
管理主義、專業證照、資本市場、現代醫療，以及殘補式且個人式的社會福利思維
下，2015 年制定通過了長期照顧服務法母法，而子法尚在草擬中。面對這樣的狀況
2014 年 10 月一群關心原鄉長期照顧服務的夥伴們聯合組成「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修法
聯盟」，其中包括有部落工作者、衛生所醫師、專家學者、學生、律師、立委助理，
以及筆者本身亦是。
在推動原鄉長照修法的行動過程中，可以盡量文字化、量化在體制內或者體制
中間的原鄉長照模式，可是那些體制外、全部落式的文化照顧卻仍然無法整理成可
操作性的論述崁入原鄉長照的修法內容。利用筆者自身的族群身分、文化養成、社
會政策分析以及行動研究素養為基礎，本文將討論在推行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修法的
過程中，透過如何組織部落的工作者以及一同整理部落經驗對於照顧的論述，轉化
成長期照顧政策可操作的項目內容，其行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與改變，進而去思考
部落照顧經驗與長照政策論述的斷裂關係以及影響。
第一、修法行動的過程中整理接觸到的部落經驗有甚麼。
第二、修法行動過程中分析面對修法對象各來自甚麼系統與系統之間的關係。
第三、修法倡議的過程中遇到了甚麼問題與困難。
第四、修法倡議的過程中，看到了甚麼改變與影響。
關鍵字：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服務、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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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

【時段四】10/16(日)10:00-12:00
【A-4】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碩士論文發表
—濟時樓 9 樓第一會議室
【B-4】台灣精神醫療／復健的批判性地景
—濟時樓 9 樓第二會議室
【C-4】展望真實烏托邦 I：社會福利的矛盾與出路
—濟時樓 9 樓第三會議室
【D-4】書寫社會主義經驗：歷史轉折與敘事重建
—濟時樓 9 樓第四會議室
【E-4】振動中的東亞公民社會：行動與理念的變遷
—濟時樓 9 樓第五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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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碩士論文發表

主持人：陳美霞（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退休）
一、「戰後臺灣天主教基層修會的勞工牧靈實踐： 以古尚潔與馬赫俊神父為核心的
考察」
發表人：沈牧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所碩士）
指導教授：陳瑞樺副教授
回應人：王增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既有研究中，對於戰後臺灣勞工運動如何興起的解釋，主要歸因於勞支會成立
與解嚴的因素，並且也以 1980 年代中期後的廠場爭議個案為研究焦點。本文則由宗
教行動為切入點，探究臺灣戰後天主教修會神父中，以工會運動及勞工教育為場域
的勞工牧靈實踐，與早期臺灣自主工會運動形成什麼樣的關聯及相互的作用為何？
並且將這樣的行動放在歷史時空脈絡下理解與臺灣社會變遷的關係，促進我們理解
在戒嚴時代下工會行動如何可能。
考察主軸為耶穌會古尚潔神父（Fr. José Ellacuría）以及聖高隆龐修會馬赫
俊神父（Fr.Neil Magill）兩人。古尚潔神父於 1956 年來台學習中文，六零年代經
由教會正在發展的「儲蓄互助運動」和勞工成長團體「中國天主教職工青年會」接
觸到臺灣勞工，進而決心投身勞工研究與工會教育的領域。1971 年創設臺灣第一個
天主教勞工研究暨服務單位，引進亞洲勞工兄弟聯盟（BATU-WCL）的資源與臺灣省
總工會長期合作。十年後正式被耶穌會認可成獨立的教會非營利機構，取法 1891 年
教宗良十三世因應工業革命頒布的「新事通諭」之精神，命名為「新事勞工服務中
心」。
馬赫俊神父則在 1979 年帶著韓國的經驗來台深耕，1984 年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頒布的「工作通諭」中再次重申的「勞工優先於資本，人是工作的主體」為核心理
念，成立「愛生勞工中心」
，同時也與八零年代新興的草根勞工團體及政治反對運動
人士有所互動。八零年代是臺灣天主教勞工中心成長的高峰期，事工的方向多元，
新事擔當其中重要的經驗傳承角色。新事與愛生兩個教會勞工中心最主要的貢獻在
於：1.推動以全人的解放為目的之勞工教育。2.啟蒙北部地區戰後第一波自主工運
的運動先鋒，支持與輔助臺灣的自主工會運動發展。
我國非以天主教為國教或信仰大宗，但受到羅馬教會一貫的聖統制實施影響，
仍然以相當嚴謹的方式在臺灣運行。戰後天主教隨同國民政府來台，這段歷史的淵
源使得天主教會上層和黨國的關係緊密，外籍修會神父以宗教價值介入協助勞資關
係的舉動備受爭議。直至 1989 年馬赫俊及古尚潔兩位從事勞工牧靈的神父陸續被迫
離境，天主教會與國民黨政府才正面引發政教衝突，同時，關於宗教與社會行動範
疇的關係也形成一波社會輿論。但後續基於教會、政治等種種因素，兩位神父在台
實踐勞工牧靈的故事也隨之成為一段討論有限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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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透過這兩位神父，觀察受天主教六零年代人文主義轉向影響的西方傳
教士身兼勞工運動者，和宗教團體的內部、政治結構及社會的脈動形成怎麼樣的張
力，以豐富化我們對天主教勞工牧靈行動所扮演的角色、勞動權利意識的萌發和戰
後勞工運動行動者／網絡形成三者的理解。
二、「亞美混血兒，亞細亞的孤兒：追尋美軍在台灣的冷戰身影」
發表人：陳中勳（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
指導教授：劉紀蕙教授
回應人：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摘要
我的論文研究台美混血兒，使用賽珍珠基金會的檔案呈現冷戰歷史的另一面。
透過電影、小說、口述以及檔案所勾勒出來的混血兒輪廓是：他們的出生年橫跨韓
戰到越戰，父親是駐紮在亞洲的美軍，母親的職業也環繞在美軍基地周遭的福利社、
俱樂部、酒吧以及相關的娛樂設施，所以混血兒的身世背景非常接近，也有著相仿
的冷戰印記。美國大兵、台灣母親、混血兒的三位一體不僅僅只是孤立於台灣的現
象，而是受到冷戰情勢的多重制約所決定，也因此混血兒的問題是「亞美混血兒」
的問題。
從六百三十份混血兒檔案的身世資訊，這篇論文展開以下的問題意識：由於混
血兒從小到大承受著程度不一的污名與歧視，母親面臨美軍情人離去的打擊也顯得
不願意回首過往，兩者的集體失語幾乎導致冷戰歷史的空白，但是他們的聲音為何
消失？作為因應冷戰而生的跨國認養機構，美國賽珍珠基金會及其台灣分會如何運
作？當時從事美軍相關工作的女性又面臨什麼情境？從母親與混血兒的所在地分佈
又反映出什麼樣的勞動變遷與群聚效應，甚至是跨國移動的圖景？
為了填補台灣當代史的美軍空白，論文也將藉由八○年代名噪一時的槍擊要犯
林博文思考混血兒與美軍酒吧的誕生，並且指出這些現象分別與《中美共同防禦條
約》還有《在華美軍定位協定》脫離不了關係。美國決定從台灣撤軍以及混血兒現
象的消失，背後原因不但涉及美國與中共建交，同時也是冷戰情勢環環相扣的結果，
然而台灣當時的反美情緒為何沒有導引出認清自己所處的位置？最後我們又該如何
反思這一段距離當代最為貼近的美援時光？
三、「牡丹鄉衛生所醫護人員的工作世界」
發表人：盧敬文（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指導教授：劉紹華副研究員、林文蘭助理教授
回應人：陳美霞（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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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考察山地醫護人員的工作世界，描繪他們實作衛生政策時遭遇的困難和
評估政策成效的機制，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山地鄉衛生所醫護人員工作的特殊性為
何？衛生所的 IDS 巡迴醫療如何運作，對醫護人員與醫病互動關係產生什麼影響？
山地鄉原住民的健康問題與相關防制政策，又如何影響醫護人員的工作策略？
我分別在 2014 年八月至 2015 年一月，以及 2015 年八月下旬，兩次至臺灣南部恆春
半島的牡丹鄉衛生所進行田野工作，利用參與觀察、訪談和文本分析等方法，跟隨
山地醫護人員的行程，理解醫療和公共衛生工作的過程。
本研究發現山地醫療人員必須因應山地鄉的環境、設備和地理條件，調整其工
作策略。此外，依靠 IDS 經費的巡迴醫療，規律地在部落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辦
理，改變了醫病關係。但過於強調量化形式績效的檳榔防制政策，忽略醫護人元第
一線實作的問題，無法貼近居民生活經驗；不同衛生單位負責的防制措施間缺乏整
合，也導致防制工作經驗無法延續。
本研究透過描繪山地醫護人員的工作世界，指出醫療服務的實作深受山地鄉地
理環境、族群文化慣習和衛生政策變化的影響。藉由實作上的問題和評核機制的缺
失，反思衛生政策的問題，理解山地醫護人員的貢獻與處境，可作為未來偏遠地區
醫療改革的參考。
四、「國際關係學科的知識系譜（1870 年代至 1940 年代）」
發表人：楊力行（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指導教授：黃競涓教授
回應人：林炫向（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專任副教授）
摘要：
權力互構的，由此筆者欲探究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學科是如何在歷史中由權力構
成，並且又如何與權力互構。
為此，筆者從傅柯對西方國家的治理技藝的考察中，整理出現代歷史的力線作
為生成國際關係學科的構成性外在，並且以系譜學的途徑搜羅並檢視自 1870 年代至
1940 年代的國際關係文本，同時輔以以人民視角書寫的同時期的歷史，交叉檢視國
際關係文本。最後，透過上述的權力、知識與歷史三者的交叉比對論證國際關係是
一門誕生於現代，且受制於重農主義－自然主義－自由主義，以及種族主義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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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精神醫療／復健的批判性地景

90年代以來，日益向新自由主義傾斜的健保和社會福利體制及其變遷，深刻型
塑了台灣精神醫療與復健的取向，但同時也刺激了不同位置實踐者的反思和多樣化
與另類的嘗試。
在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治理議程裡，人們的身心狀態被個人化，不同於常人或失
序的狀態被病理化。然後，在個人化和病理化的概念，以及商品化、管理主義、成
本控制的基礎上，所謂的醫療與復健服務被機械化地切割成一段段、一片片。以政
府的服務架構來看，似乎面面俱到；但是由需求者出發，面對的現實卻是一個殘缺
不堪、充滿挫折的破網。
發病後，許多人就此失去作為人的社會身份，被甩出了創造自我的軌道而變成
「病人」、與社區脫節，甚或成為背著診斷標籤的軀殼，飄盪在社會邊緣學會當永
遠的「案主」。精神障礙者的家屬，在法規要求和服務資源殘破的現實下，承擔了
主要的照顧責任，孤單而疲累。專業工作者在商品化和管理主義掛帥下，支持與資
源不足，勞動條件惡化，有心無力。藥物治療在當前生物化學病理掛帥的論述，以
及服務系統的利潤與成本管理考量下，往往成為病人、家屬和專業人員唯一的選擇。
不過，尋找生路的努力，從來沒有斷過。座落在衛生福利體制的限制性結構、社區
動態紋理裡的家屬、專業工作者、教育者，在這十多年來通過行動、辨識著自身獨
特的處境，打造各種各樣另類實踐方案，朝向恢復「人」，以及人的社區性與社會
連結而努力。在這個地景裡的實踐者，得學習超越體制所賦予/侷限的身份標籤，不
斷返身重構自身的多重性，才能成為自我轉化、同時轉化周遭的能動主體。
主持人：田淑蘭（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專案教師，身心障礙運動組織者）
一、在地支持的社群關係實踐
發表人：孫德利（同心圓社區復健中心負責人，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協會理事，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福利學系兼任講師）
研究發表
2004.11

日間病房病患自主權之行動研究

2004年精神醫學會年會

2006.12

建構以人為中心的社區復健服務

5th,2006SWH

2008.12

社區復健中心產銷模式初探

社區服務事業學術研討會

2015.11

To enhance recovery experience by

12th,2015WAPR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symbolic meaning of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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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和精神障礙者併肩工作的過程中，發覺關係若僅透過貼標籤、下診斷，給予藥
物的方式，疾病診斷的思維，範定彼此關係的樣態，常使我們陷入關係的二元對立
片段選擇中，找不到也看不見在過渡地帶中，有多元豐富面貌的可能，工作者需要
返身回到人與人關係的本質中，透過開放、真誠有意識的相伴，開拓自己的視野，
也找到彼此結伴的可能。
當跳脫習慣的規則與角色位置後，我們的認識才有機會出現縫隙，透過凝視縫
隙才有機會看到，在不斷追尋專業角色的過程中，面臨到單一資訊獨霸壟斷，服膺
專業權威的體系與知識系統，其實是種偏執、扭曲的狀態，這使我們遠離了服務對
象既存的生活經驗與處境。
然而，進入服務對象的生活領域、經驗脈絡中，對專業工作最大的挑戰，來自
於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存在焦慮？！在體制中挪動工作位置，衝撞了習以為常的社會
期待，凸顯出我們對於想像安定的攀附，我們很少有機會去辨識是真的有維持生存
需求的威脅呢？！或是我們對於存在變動的焦慮呢？！透過這樣的辨認才有機會和
自己相認，面對人的痛苦，我們又怎麼能夠視而不見呢？！
回到相互為伴的過程中，許多的突發、未預期變化的出現，在在衝撞著我們的
理所當然中，透過震動而出的縫隙，我們發覺倘若在彼此的經驗中找到勾連，一方
面得以結伴同行；另一面則能夠積累具足機緣，並在這些機緣中瞥見絲毫縫隙，透
過撐展縫隙找到跳脫無望循環的可能呢？！
透過這些過程觀看與辨認中，我們發覺每一個人都擁有療癒自身的方式與機會，
只是需要有個地方能夠去承接與支持，提供這樣的養分過渡生命中的狀態，我們也
只是看見這些限制，不妄圖做為任何妄圖干預的工具或媒介，於是各式各樣的撐展
姿態才有機會出現，人們最終仍是回到好好過生活的這回事而已了！
二、演慈康復之家在地生存實踐―不經意走向一個減藥與脫藥的生活世界
發表人：羅美麟（演慈康復之家負責人，台北市社會工作師）
學歷：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研究生
現職：演慈康復之家負責人，台北市社會工作師
著作：Chia-Ti Hsieh, Mei-Lin Lo , Ghi-Feng Yen. Management Types of Housing
and Related Ethical Debates in Taiwan- Perspectives of Manager’s
Philosophy and Peoples’s Recovery. Academy of Taiwan 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11(2), 2015.08, 99-110. ISSN 1813-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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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演慈康復之家是台灣社區復健康復之家服務模式開辦初期成立的機構（1997年），
我因為不知道要怎麼跟一群等待被協助長期滯留慢性病房的前「病人」相處，在「歐
巴桑」提供生活照顧的思維／脈絡下開始工作。經過多年學習我成為熟稔精神復健
理論與實務的專家。知識／技術／理論奠高我的認識基礎，面對康復之家一起生活
的住民朋友，我變成理所當然地給出最好的建議跟指導，而忽略這樣做當事人是否
覺得對自身有意義？她／他生命此刻是否覺得這麼做對她／他是重要的？找回「歐
巴桑」提供生活輔導協作與共的初衷，是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的地方。
演慈康復之家在2007年初推動志工角色復健方案，協助一些走不出去的住民透
過這個方案學習融入社區生活，過程中遇到很多尷尬場面。藥物在她／他們體內利、
害相搏，她／他們努力撐著；藥物帶給混亂生命一股穩定力量，被藥物困住的軀體
卻也成為個體進入社區生活、工作、學習的障礙。
我們請求精神科醫師減少精神科用藥／劑量，降低個體吃進體內的化學藥劑，
造成社區活動很難克服的困擾如口乾舌燥、唾液分泌過量、身體僵硬、表情僵化、
反應遲鈍···，以及總是吃不飽的樣子。減少藥物劑量同時就增加了軀體的能動性，
也比較不會顯出無精打采的樣子。
然而減少精神用藥／劑量增加軀體的能動性，卻也釋放了個體暫時被藥物抑制
的焦躁、不安、痛苦，以及企圖走出生命困局的衝撞。這個兩難的格局是我們必須
認真面對的。找出個別的，另類的，可能的，不完全以藥物抑制為主的對待方式，
是我們推動個體走入社區，克服被藥物監禁的軀體走出「疾病」困擾，不得不的抉
擇。因而打造一個安心、安身、安神的支撐性社群生活，以便安放暫時被藥物綁住
因為減藥被釋放出來的軀體得以平安渡過，進而協助個體拿回自己身體的主控權，
回到自身有意義的生活，成為我們協助心理困擾個體走出「破病人生」活出自己，
不經意走出來的在地實踐經驗。
三、「自主調藥、與醫協商」—涵容瘋狂於家庭內，朝向社群的生活行動實驗
發表人：王育慧（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向陽會所社區精神衛生護理師）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臨床護理研究所 社區護理組碩士
私立輔仁大學社會文化與諮商心理學組 碩士生
經歷：思覺失調症資深家庭照顧者、台北榮總桃園分院精神科居家治療暨出院準備
服務計畫(DP，Discharge Planning)護理師、台大醫院精神科S-TOGET研究護理師(計
畫名稱:台灣精神分裂症家族基因體研究(Schizophrenia Trio Genomic Researc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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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簡稱：S-TOGET)、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清新坊長青關懷中心生活重建
輔導員
文章發表:
1. 王育慧(2014，1月)．從「打開那個家」到原湯化原食的精神科居家工作實踐．
於蜂巢社區復健中心主辦，走鐘人生之玩真的—瘋WORKER論壇①．桃園市：蜂巢社
區復健中心。
2. 黃玉珠、王育慧(2015，8月)．伴我路遙遙—家屬及公衛護士照護社區精神病患
之現況與困境．台灣護理學會，62(4)，26 - 33。
3. 王育慧(2016) ．踏不出家門的專業—從「咱們」關係初探精神失序者（思覺失
調症）的照顧經驗．陽明大學臨床護理所碩士論文。
摘要
「以一個設備維修的專業技術人員面對一部常發生故障之設備予以維修，但對
病人能全部更新嗎？不可能的！這就是照顧主力的辛苦家屬最感無力又無奈的！設
備時好時壞總會找到一個最有權威的修護專業人員找到問題，維持故障率的降低，
對一個捨不得將設備報廢的使用者可以如此期待，有能力者當然全部更新、減少困
擾，所以醫師的開立處方籤的流程如下，醫師會問：那最近情況（服藥）如何？門
診得到的答案不外乎是：1.繼續服用—因為狀況一樣，不再惡化2.調整藥量—因為
狀況有了改善3.更換藥物—因為狀況有了變化；原來受了專業的精神科醫師也只不
過多讀了幾年書，知道目前開發出來的種種藥性功能對這些精障者作試驗品而已，
是關心、照顧沒錯！但對家屬的感覺來說，就是這是一部永遠無法恢復功能之設備，
時好時壞又不能丟棄的設備！這部機器一直被測試，機器也很無力感的，被一試再
試、被摧殘，她也無法表達自己的無力感或抗議：『不要再測試我了！我已精疲力
盡了！』/引自資深照顧者—昆哥的照顧者日記
本文從精神失序者/思覺失調症的日常生活照顧經驗最出發，以混亂敘事及恢復
敘事的分析角度，看見家庭照顧者進而從「咱們」關係中「入戲演出」、「面質搏
鬥」發展出照顧策略，並撐展出家內共享、共在的居家生活空間。並嘗試以我的多
重自身（multiple selves）/家庭照顧者經驗帶入，與立基於實證醫療模式內生長
出的精神科護理專業知識之限制進行對話和反省。藉由書寫肯認、公開這一小群無
名的照顧者在數十年來毫無外援的家庭內部裡頭，自力在精神醫療的侷限、護理衛
教之外，搏出了一條另類居家照顧的實踐經驗，透過家庭內的照顧歷程與經驗，並
以照顧者的語言重新敘說「他們」眼中的精神失序/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
呈現照顧精神失序者（思覺失調症）的照顧經驗，同時映照出結構與制度的共同問
題與困難—以服用/拒絕/妥協精神科藥物經驗為例，指出照顧者、受藥物經驗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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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失序者的聲音如何在主流精神醫療體制內被「消音」、「標籤」為不配合治
療、不遵醫囑、沒有病識感的一群人，而沒有承認「醫療觀點不足以回應家庭照顧
現場、服藥經驗」的真實。
精神科藥物的生化性與隨之而來的「必要之惡」會對人的身體產生一定的身心
作用，但治療「效果」和「生理依賴」其實並無法準確預期，面對精神科藥物治療、
就醫的歷史過程，從來不單只是醫院裡頭的個案研討，報告個體的疾病藥物史而已，
而是一整條精神失序者與家庭照顧者面對精神醫療與社會的張力、主體與藥物的局
部妥協的軌跡，到最後只能以藥物作為唯一支撐、搏鬥過後的生活現實。這和盤托
出一整條清楚的軸線，那就是我們的社會面對主體承受其痛苦與不幸經驗的視角，
除了理解為精神「症狀」所產生的「困擾」需要服藥治療、就醫的唯一「安全」路
徑與治療證據之外，家庭照顧者、專業工作者、服藥經驗者很可能受生物醫學模式
的視角給箝制住，而「被迫」失能，三方失去得以去發展成停、進、出於有機的、
相對能涵容瘋狂的生活空間和關係支持力所需要的條件和對於其他身心復元方法的
豐富認識。
本文所提的案例並非是指已經完全脫離藥物，而是無法遵從醫囑/不遵醫囑/部
分遵從醫囑的奮鬥歷程，受藥物經驗所苦而走向自主減(調)藥與醫協商的結果很可
能換來主體逐漸的清醒以及身心的敏覺和起伏，家內涵容瘋狂的幽默、展演的生活
能力逐步提升，轉化對待，並同時能在精神失序者、家庭和醫院之間起作用。
當實踐者願意真實、懇切地進入家庭內部(照顧者、服藥當事人)之間條件的差
異性，不迴避面對每一正在經驗醫療的服藥當事人(特別是帶著某種自主性、甚至拒
絕服藥者、對藥物感到苦惱者)以及與他們共同生活，一起感到痛苦的家庭照顧者面
貌，其實都是落在一種相當邊緣、孤獨的社會處境位置，如此朝向協作自主調(減、
脫)藥物、與醫協商，才是真正從生活與關係細部的努力同步開始，一起朝向整體的
看見，朝向社群生活、關係互助的身心支托的一種社會實驗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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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真實烏托邦 I：社會福利的矛盾與出路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嗎？美國知名左派學者 Erik Olin Wright 在近作《真實烏
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中否定了歷史終結論等悲觀論調，提出「解放
社會科學」（emancipatory social science）的號召，相信人類仍然有能力推動基
進社會變革，鼓勵我們繼續擁抱夢想與實踐間的張力，探索邁向社會主義的可能道
路。Wright 強調，社會學家不應該滿足於冷靜抽離的學術分析，而應該將社會分析
的能量投注於推動社會變革的集體事業中。面對未知的 21 世紀，人類社會面對著無
數嚴峻的挑戰，歷史的走向難以預測，社會學應該在其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本論壇
企圖具體分析幾個當代關鍵社會問題，並且探索可能的出路：踏實的社會分析，基
進的未來想像，這就是真實烏托邦的綱領！延續東海社研所 2016 年春季黃崇憲老師
所開授「政治社會學專題：國家與分配正義」課程的能量，本論壇由 6 位分屬不同
專業的碩博士生組成「社會福利的矛盾與出路」和「歷史變遷與另類社會實踐」兩
個論壇，分合進擊，展望真實烏托邦。
主持人：黃崇憲（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一、合作經濟的幼托福利想像：台中市經驗的初探
發表人：王建雄（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王舒芸（中正大學社福系副教授）
摘要
長時段來看，當經濟上升，生育率則下降，似乎是經濟社會的普遍趨勢。然而，
台灣在經濟條件未達歐陸標準的當下，2015 年生育率僅為 1.07，遠低於最適人口替
代率 2.94 之標準。
因應生育率下降，台灣各級政府規劃了各式現金補貼的福利政策，但是，一種
「養不起」的焦慮，依然蔓延其中，激發民間對「廣設公托」的訴求。但「財政天
花板」成為實現托育公共化的瓶頸，現有的公辦民營、非營利幼兒園，將會是解決
問題的來源嗎？再者，即便政府大規模補貼現行的非營利機構，是否將衝擊現有的
私人幼托機構？又如台中的平價托育政策，雖獲得 NPO 的讚許，但亦有保姆從業者
長期表達不滿，主張政策侵害了自由市場的機制。面對財政平衡與透支性支出的爭
議，加諸市場與公共財的辯論，如何回應「生」、「養」、「教」、「病」的大小事，無
一不是影響生育率的關鍵，卻在現行政策中尚未獲得解答。
因此，筆者擬從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的角度出發，對幼托福利的經營
與自由市場之關係進行思辯，理解自由經濟、公共財相互角力的托育政策中，能否
創造共生式轉型(symbiotic transformation)的其它可能。
關鍵字：合作市場經濟、公共托育、社會資本、共生式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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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向醫療的烏托邦？臺灣醫療不均的現實與出路
發表人：楊儒晟（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評論人：林惠利（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兼任講師）
摘要
國民健康一向是用來評斷一個國家發展的指標之一。有賴於全民健保的開辦，
打破過去以職業納保的方式，讓更多在臺灣生活的人們都能夠得到醫療資源的支持。
然而，讓更多的人取得醫療資源就代表臺灣整體國民健康向上提昇了嗎？恐怕並不
如此。取得資源只是第一步，而這些資源是否有效分配？如何達成就醫的公平性與
適足性？才是真正重要的考驗。
本文的重點有三。首先，重新整理全民健保的產生的脈落，嘗試釐清健保開辦
之初一路下來二十多年來重大的改革方向，分析改革的目的與利益團體的競爭與制
衡。其次，藉由過去討論醫療不均的幾個主要面向，簡單說明醫療資源如何不均？
聚焦分析造成不均的原因及不均造成的影響。最後，借用 E. O. Wright 在《真實烏
托邦》裡提到的朝向社會主義的徑路，檢視臺灣目前在縮減健康不均做了哪些努力，
同時遭遇什麼樣的困境與限制？是否有其他可能的出路？
上述三點看似各自獨立，實際卻是相互扣連。臺灣的醫療大多遵從健保的遊戲
規則，隨著社會變遷，規則就可能產生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我們要如何努力解決，
朝向醫療的烏托邦前進，即是本文的目的。
關鍵詞：全民健保、醫療資源不均、健康不平等、社會政策
三、中國大陸轉型中的養老實踐
發表人：吳心越（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張晉芬（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 2015 年底，中國 60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達到 2.22 億，佔總人口的 16.1%。中國已經邁入老齡化社會的門檻，老齡化程度將
不斷加深。但由於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架構尚未完善，公共服務欠缺，只能由個體
化的家庭以各種方式安排老人的長照問題。從前由子女或親屬承擔照顧責任的傳統
家庭養老模式正在悄然發生轉變，比如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僱傭看護進行居家照顧，
或者入住公立或民營養老院。
本研究將通過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對這些轉型中的養老安排進行探索，並
試圖回答如下問題：當家庭內部的照顧勞動被轉包，這樣就出現了「老人―子女―
護工」的多重照顧關係和情感關係，那麼，剝離了日常照顧勞動的子女主要以何種
替代性的方式「盡孝」？另一方面，新興的護工群體具有怎樣的社會結構特徵，他
們在這一工作中是怎樣的主體狀態，與一般的護理工作者，比如醫院的護士，具有
怎樣不同的勞動經驗和情感關係？這些日常照護倫理實作又如何受到中國當下的消
費文化、主流道德論述以及國家福利制度的影響？
關鍵字：老齡化社會，長照，孝道，照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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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社會主義經驗：歷史轉折與敘事重建

1976 年文革結束及被稱為“新時期”階段的到來，標誌了中國大陸進行社會主
義實踐的重要歷史轉折，由此也產生了所謂“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區別。
然而，這個重大歷史轉折的出現，並非體現為對“前三十年”既有經驗的全然割裂，
而恰恰是通過對之的敘事重建來實現的。所謂的敘事重建既包括了對“前三十年”
的個人與集體記憶的重新敘述，也包含了對同一文本的再度接受與重新闡釋，更深
藏著以新時期為發端的後革命時期對社會主義經驗的重新認識與反省思考。本單元
三篇論文分別選擇了當代大陸的三個文學與電影文本，分別從工人階級的政治生活
倫理、“青春”小說的改寫與接受、民間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生活”意涵三個面
向來切入新時期社會主義經驗的書寫問題。對這些歷史轉折處的敘事重建的分析，
將致力於更好地理解大陸社會主義“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轉換機制及其背
後歷史延續與斷裂的錯雜交織狀況。
主持人：張立本（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議人：蘇敏逸（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彭明偉（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郭耀中（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社會主義經驗的重構與新時期的價值起源——以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為中心
發表人：符鵬（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簡歷：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文學博士（2012年）。目前的研究興趣集中
在英國文化研究、現當代文學與社會史研究，尤為致力於當代中國工人階級
的歷史、政治、文化與文學研究。
摘要
在大陸當代文學研究中，關於新時期起源的討論是當下的熱點議題。然而，這
些討論往往受制於既有的學科觀念，以及高度簡化的政治意識和現實理解，無法觸
及特定歷史變動時刻政治、思想、文化和倫理生活的微妙動態和內在張力。因此，
打破學科界限，返回歷史現場，以內在的歷史感重新進入文學研究，變得至關重要。
1981年張潔發表的《沉重的翅膀》，超出了既有的工業題材小說研究所設定的
理解構架，乃是這一歷史轉折時期價值變動和人心態勢的創造性呈現。張潔在這種
創造性呈現中顯示出的高度的現實敏感性，與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經驗的深刻形塑密
切相關。這些可貴的認識品質，使得她能夠深入文革結束與新時期開始的關鍵性問
題層面，諸如工業管理、科技話語、按勞分配、物質獎勵、思想教育以及個人主義
話語等。這些問題層面作為當代社會主義經驗的組成部分，經由這一轉折時期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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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交鋒、競爭和互動，引發了人心人情的跌宕起伏，並最終走向價值觀念的轉折與
重構，確立新時期的價值根基。
在這種意義上，通過重新討論《沉重的翅膀》，一方面，能夠幫助我們體認新
時期歷史的曲折展開，尤其是在此過程中展示的創造性把握政治與人心的可能性與
限度；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我們認識此後改革時代價值觀念正當化過程所遮蔽和壓
抑的歷史豐富性。
二、遲來的“青春”與早至的“危機”——王蒙《青春萬歲》的改寫與接受
發表人：金浪（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
簡歷：文學博士（2013 年）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領域
為文藝美學，兼及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思想。博士論文研究抗戰時期美學思想。
摘要
《青春萬歲》作為王蒙小說創作的處女作，最初完成於 1953 年，雖然曾經以節
選的方式在《文匯報》進行過連載，但其以單行本形式的全部出版，卻遲滯到文革
結束後的 1979 年。這其間的三十年，不僅是作者本人從被打為右派到重新歸來的三
十年，也是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實踐的高潮與危機相伴生的三十年。雖然小說講述的
是 1950 年代初北京女二中一群女中學生的故事，卻反而是在新時期初迎來了大受歡
迎的時刻，這其中固然存在著王蒙有意識進行改寫的因素，但背後發揮著更重大作
用的卻是時代語境的巨大改變。
圍繞小說的接受與改寫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效果：一方面，
《青春萬歲》在新時期
的大受歡迎，不僅意味著王蒙創作生涯裡遲來的“青春”，也常常在新時期語境中
被敘述為社會主義新人重新煥發的“青春”；另一方面，無論是王蒙本人在不同時
期的自我敘述，還是不同時期的評論界對這個小說的評價，卻又都恰恰揭示出變化
與差異所在。必須思考的是：時隔三十年後，這種改寫體現了王蒙什麼樣的考慮，
它們是否與王蒙在 1950 年代所面臨的問題相一致？而人們又是如何來接受這個發生
在 1950 年代的“青春”故事？這些問題其實伴隨著前後三十年關於個人與集體關係
想像的深刻變化，而本文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即意在揭示這一變化背後的記憶與遺忘
相交織的社會文化機制。
三、跨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化-生活”斷裂症候——社會史視野中的《百鳥朝鳳》及
其歷史意涵
發表人：羅成（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簡歷：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2009 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獲文學博士學
位。近年主要關注現代中國的文藝思想、歷史實踐、文化研究。近期發表有
論文：《移動互聯網文化症候的“霧霾討論”》，《當“美學”遭遇“文化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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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大陸第四代導演的吳天明，其電影遺作《百年朝鳳》於 2016 年 5 月在大陸
公映。上映初期，出品方採用“下跪”策略的網路炒作，作為文化事件引發熱議。
隨後，上海召開影片專題討論會，形成對影片“審美落後”、“文化懷舊”等若干
主流評價。本文試圖跳脫現有的文化事件與審美批判的視角，將電影回置到一個高
度結構化、脈絡化的社會史中，作為跨社會主義前後三十年歷史經驗轉折的一個文
化症候，洞悉隱匿於其獨特藝術敘事中的歷史反思與批判潛能。表面上，電影似乎
講述了一個嗩呐習藝的主題故事，意指看似在於為傳統民間文化招魂。但影片實則
需要放到一個隱含的“跨歷史社會”視野中才能得到豐富敞開。這一跨視野在於，
嗩呐的興衰，並非道德化的人心日下或理性化的現代進程足以闡釋。作為民間藝術
的嗩呐，實是一種完整社會生活經驗的形式載體。即使經過“文革”，這項技藝以
及完整的演出團隊卻還保留了下來，但為何到了看似“好日子”、“富日子”的改
革開放，卻每況愈下呢？嗩呐連著的鄉村共同體及其風土人情，伴隨著農村改革（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前期）到城市改革（80 年代後期），歷經先興後衰，只有超越現有
的審美落後與文化懷舊的判斷，才能揭示出影片複雜的歷史意涵。同時，影片結尾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這一關節，作為將嗩呐視為“遺產”而加以保護的“善舉”，
真能挽救失去完整生活經驗載體的種種民間藝術形式嗎？乃至藝人而為傷殘民工的
情節症候，更是隱含了諸多對當下中國社會的批判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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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中的東亞公民社會：行動與理念的變遷

一、借助外力的動員：澳門社會運動當中的台港因素
發表人：廖志輝（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面對保守的政治結構和對公共事務向來冷漠的社會氛圍，澳門民主派卻在 2014 年成
功組織一場回歸後最大型的反特權運動，其後亦持續組織能引起社會極大響應的社
會抗爭行動，民主派的動員能力在近年有相當程度的提昇。為何向來「和諧」的小
城澳門卻在近年被激起一波波抗爭浪潮？
透過比較澳門近年的社會運動動員過程，本文認為運動組織者的策略轉變對動員能
力有極大影響。澳門的運動組織者利用社會對香港媒體的高度依賴性，主動借助境
外媒體的力量進行動員宣傳，成功激起潛在的動員招募網絡；此外，澳門組織者亦
利用自身與台灣的關係渠道，借用太陽花運動的動員論述重新演繹出適合本地脈絡
的動員框架。以上論點在田野訪談和比較媒體報導後得到證實。
澳門的例子不單說明了抗爭者如何能在既有的不利條件下，借助跨國／區的資源進
行動員；更藉此將澳門加入近年熱議的兩岸四地「跨國社會運動」，或所謂「跨海
峽公共領域」的可能性之中，有利後續探討。
二、2016 總統大選過後，「天然獨」媒體論述分析
發表人：陳淑敏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生）
著作簡目：〈勞動權抗爭紀錄〉，收錄於《公民不冷血》
摘要：
自 2014 年太陽花學運後迄今兩年間，「天然獨」突然躍上媒體熱門關鍵字，被
指稱為年輕世代的台灣意識認同。
「天然獨」一詞源於蔡英文 2014 年 7 月演說:「台
灣意識已經深植人心，認同台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已經成為年輕世代的天然成
分。」激發各大媒體報導評論「天然獨世代」現象。2014 年至 2015 年期間，各大
媒體與學術單位發佈台灣人國族認同民調，民調結果多顯示「台灣人」認同逐漸升
高,超越「中國人」認同。2016 年 1 月總統大選，蔡英文的勝選，更被媒體視為傾聽
年輕世代的主流民意，呼應「天然獨」的政治認同；本研究將以 2016 年總統大選期
間相關的選舉新聞文本，以批判論述分析取向，分析台灣媒體如何透過「天然獨」
一詞建構年輕人國家認同的政治現況。
三、淺談臺灣基督右派在臺灣社會公共領域與社會實踐的挑戰、處身與醒覺：從第
三方窺探基督宗教的個人性與公共性
發表人：楊辰昕（馬來西亞國際創進協會主席）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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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臺灣基督教的宗教發展進程， 筆者嘗試評論臺灣基督右派和左派在臺灣社
會的處境，特別是在民主公民社會價值的參與裏， 進而審視基督教徒的個人性和公
共性， 針對此等多元的臺灣社會面向，針對宗教和人道價值觀做出適當的批判，以
促進基督教會和其他社會群體的共融。 這篇文章， 筆者決定以質量研究作爲研究
的主要研究方式， 加上自傳式民族志、觀察、 位置性、 訪問、 反思性等研究方
法以完成這篇論文。這個研究探討點將直接談論基督教所提倡的普世價值， 内部訓
練、人道價值的置設； 臺灣民主社會目前迫切所需的宗教内部改革、支援、挑戰甚
至是迂腐； 進一步探討基督徒如何能夠設身處地地推動臺灣基督教的領導力到更好
的高峰。這篇文章將探討臺灣基督徒作爲臺灣少數宗教群體在人道價值塑造上的空
間和優勢， 特別是特定的社會正義價值例如: 同理心、反人性怠惰、反犬儒和女性
領導力的宗教政治領導架構。筆者希望透過這篇論文能夠發掘更多有關臺灣基督右
派和左派的思潮，並促進臺灣目前的公共議題和公民社會中的多元文化，讓臺灣的
學術領域多添文獻上的貢獻。
關鍵字：臺灣基督教、公民社會參與、人道價值觀、個人性、基督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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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

【時段五】10/16(日)13:00-15:00
【A-5】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博士論文發表
—濟時樓 9 樓第一會議室
【B-5】重構庶民主體的歷史：抵殖民部落教習行動的世代對話
—濟時樓 9 樓第二會議室
【C-5】展望真實烏托邦 II：歷史變遷與另類社會實踐
—濟時樓 9 樓第三會議室
【D-5】語言政治、本土、「中國」想像：港台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相互參照
—濟時樓 9 樓第四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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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博士論文發表

主持人：陳竹上（高雄師範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一、都市阿美族工地板模工班的勞動過程：一個日常生活史角度的考察
發表人：楊士範（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指導教授：石磊 研究員、苗延威副教授
回應人：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摘要
本文書寫的七位都市阿美族營造業板模師傅的勞動生命故事，將帶領我們走入
一趟勞動社會學之旅。這些受訪的新店區阿美族資深板模工人，主要來自花東平原
或縱谷不同的部落。目前他們有些居住於新店國宅內，有些居住於河濱部落，有些
散居於安坑地區。他們都是技術工人，從事營造業板模工作也都有二十個年頭以上。
他們豐富的板模工作經驗及長時期待在此行業，不僅提供我們重新認識台灣建築工
人勞動過程的自主性及日常生活樣貌，也從他們口述史中知道整個營造業產業的變
遷風向。雖然他們以個案方式被呈現，但我們借助這些個案也試圖超越這些個案，
嘗試從具體工人個案敘述，走向抽象工人的理論論述與剖析。
這是一趟勞動社會學之旅，但同時也是一趟勞動生命史之旅。本文採取田野調
查、深度訪談與歷史文獻爬梳的方式，試圖去貼近被研究對象。他們的勞動與都市
生活，其實是具體地鑲嵌於母文化及其社會關係之中。當越是深入田野貼近都市阿
美族的工作經驗及其日常生活，筆者就越想瞭解下列的疑問：
「都市阿美族建築業工
班是如何運作的？」、「都市阿美族人其原來的勞動文化，如何被帶入工地勞動之中
的？」、「台灣營造業的剝削與不公平問題，更勝於其他行業，但為何沒有建築工人
走上街頭呢？其中製造甘願的機制為何呢？」、「都市阿美族建築工人的抗爭，如何
展現及其限制為何？」最後還有「都市阿美族人建築工人團結文化如何可能？」這
些大問號，將引導本文的思考與書寫的方向。
本文的章節安排，扼要說明如下。第一章〈導論〉
，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
回顧與評析、研究方法及章節安排之說明；第二章〈近代阿美族的社會歷史及其時
代變遷〉
，探討阿美族自荷西時代到日本殖民時代的社會變遷；第三章〈當代阿美族
的西部都會地區移工、族裔社區與日常生活〉
，則試圖描繪當代阿美族的社會變遷面
貌，尤其考察都市阿美族的形成、社群網絡、自願團體、貨幣使用及其日常生活樣
貌；第四章〈阿美族板模工個案生命史〉
，正式進入七位男性都市阿美族板模師傅個
案勞動生命史自傳的書寫；第五章〈都市阿美族營造業工班組織與勞動過程考察〉，
將由這七位板模師傅的勞動經驗出發，並將其放在台灣營造業鋼筋混凝土工法引進
百年歷史、戰後台灣營造業外包制度、工班運作及其生產政治中考察；第六章，
〈戰
後台灣工地文化、營造技術及其社會變遷〉
，我們將聚焦在台灣特殊的工地文化、營
造業去技術過程及建築工人的勞動自主性之課題；第七章〈工地「階級」關係、勞
動過程與市場專制/關係主義〉，試圖建立在上述個案研究基礎之上，並超越個案的
67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研討會

侷限，從事抽象的建築工人勞動過程的理論討論與剖析。其中，特別指出及論證台
灣營造業之「市場專制與關係主義複合體組合」勞動體制特色；最後第八章〈結論〉，
扼要說明本研究的若干研究發現。
二、「做個就業好公民」的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論述－以建制民族誌觀點分析
指導教授：林萬億 教授
發表人：葉琇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
回應人：陳竹上（高雄師範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摘要
大部分研究都將促進就業視為成年障礙者應賣相的生涯發展，並分析各種就業
成功的原因。本文從作者工作的斷裂經驗為研究出發點，探討促進障礙者就業政策
下，何以障礙者的就業處境沒有改善。藉由建制民族誌為研究途徑，以求職困難的
障礙者為研究立足點，描述參與就業促進的行動者是如何執行就業服務及如何選擇，
並分析何種力量影響各個行動者的決定，釐清促進障礙者就業的措施何以仍使障礙
者深陷於低新及低技術性的職場。
透過建制民族誌的分析，本研究具體的結論包括：
（1）
、政府、教育制度及專家
體系，不斷推銷就業好公民的形象，說服家庭選擇符合社會價值得決定。
（2）
、由於
福利服務資源不足或無法負擔，使家庭更努力的配合學校及專業人員的安排。（3）、
專家與專業人員深受家庭信任與依賴，成為具公信力的說服者，影響家庭的決定，
而專業組織受到政府合約的束縛，在有限的時間內，只能選擇低技術及低勞動條件
的職場安置障礙者。最後，在這些行動者的協助下，強化了社會價值加諸於障礙者
身上的期望，更續行了就業排除，使障礙者無法藉由就業真正融入社會。
本研究認為要回應障礙者社會參與的期待，應發展適足的資源，實務工作者應
回到以人為本的核心概念下，思考障礙者需要的多元服務，才能打破建構障礙者就
業的權力地圖，重構障礙者社會參與的路徑。
三、台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發展型國家的變異與挑戰
發表人：夏傳位（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指導教授：謝國雄研究員
回應人：林子新（福建工程學院建築與城鄉規劃學院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正當性鬥爭」(legitimacy struggle)為核心線索，探討新自由主義
在台灣如何從一個邊緣學說，逐漸成為主導的意識形態與經濟組織原則。其中特別
注意重大歷史危機時刻，不同行動者對於危機的詮釋、動員、說服與鬥爭，以奪取
政治權力，最後造成「政策典範」(policy paradigm)之轉移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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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論上，本研究結合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制度主義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與 STS 的建構論(constructionism)取向，同時
針對新自由主義及發展型國家的理論系譜進行反省批判：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在概
念上澄清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如何既具有全球性、系統性的根源，又與
在地歷史脈絡與文化意義緊密結合？就後者而言，則強調理念(idea)在制度建構與
變遷中的關鍵角色，凸顯發展型國家變遷的任意性、相對性與政治性；最後並以台
灣為案例，探究兩者相互勾連、此消彼長的歷史。
1950 年代是新自由主義的史前史，雖然後者與當時的時代氛圍格格不入，但尹
仲容等改革者在奠立台灣發展型國家的特殊性格時，也在非預期的情況下埋下了日
後讓新自由主義成長、茁壯的種子。關鍵在於國民黨統治下，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因為血腥鎮壓與黨國體制壟斷，而存在著內在弱點；於是在產業秩序
(industrial order)上，該黨用「市場」的象徵意涵修補黨國體制先天不足的公共
性。在此解釋中，市場不是國家消極不作為的產物，而是一種兼具政治與經濟治理
意涵的技術。
1980 年代是新自由主義昂揚的轉捩點。本研究處理了國際局勢變化、象徵領域
鬥爭及實際政策作為三者之間的來回互動，說明新古典經濟學家如何透過遊說、說
理、宣傳與恫嚇，提供人們一套道德與認知的框架，結果是「獨占對現實的解釋」，
樹立新自由主義的霸權。
2000 年以後，新自由主義的深化及其後果，展現在台灣企業的「金融化」程度
(financialization)愈來愈高之上。同時，本研究亦探討「金融化」透過會計準則
(accounting standard)的全球齊一化(harmonization)而推展，顯示新自由主義政
策典範適應全球局勢的最新變化而持續微調與演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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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重構庶民主體的歷史：抵殖民部落教習行動的世代
對話
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提出「世代的社會學」視角，分析世代接續的意涵，
他說：「僅在同一地理及歷史空間共存的個人並不構成世代，更重要的是共同面對
同一歷史及社會單位，並投身參與共同的社會困境」。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文化大
計中，安東尼奧‧葛蘭西所說的「陣地戰」― 透過團結不同的社會運動，去反抗全
球化資本主義的集體奮鬥的歷史時刻，已經來到當前。台灣世代勞動者抵抗不義的
社會剝削、抵制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同化，並關注於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已屬必要。
本論壇企圖從五零世代至七零世代的四位女性研究者與行動者的生命視域中，在社
會、文化與勞動場域的差異邊界裡，恢復長年被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學校文化貶抑與
遺忘的勞動人民史觀與人民團結的情誼。本論壇三篇研究企圖提出庶民生活的視域，
在台灣東部的部落、家庭與學校的生活學習的公共空間裡，構連庶民主體的歷史視
域，創造公共抵抗的教習空間，走出抵殖民的實踐路徑。

一、抵殖民的教習空間：部落文化主體的行動研究
發表人：廉兮（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林慧絢（國立東華大
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助理教授）
作者一：廉兮
學經歷：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課程研究博士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作者二：林慧絢
學經歷：美國雪城大學教育文化研究博士
現職：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文化大計中，長年在主流社會與教育中被貶抑與遺落的，
是勞動人民史觀。如果新自由主義的教育是向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同化，那麼勞動
者抵抗不義的社會剝削、並關注於共同生活的可能，是必要的。面對安東尼奧‧葛
蘭西所說的「陣地戰」― 透過團結不同的社會運動，去反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集體
奮鬥的歷史時刻，本研究企圖提出以庶民生活的視域，植基於部落教育行動，反思
教育的公共意涵，解構內在殖民。在涉及慾望逆轉的文化工作中，教育工作者發展
在地紮根與橫向連結的教育視域。本研究立基於實踐取向的行動研究，以守護庶民
家園做為教育反抗基地與人民團結的陣地戰。透過解殖教習，本研究者參與者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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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民生活世界，在其中連結原住民族世代勞動搏鬥生存的技藝，奪回人民做為勞動
主體的尊嚴與歷史。在社會與文化的差異界線中，以橫向政治構連庶民主體的歷史
視域，創造公共抵抗的教習空間。這個以社區為基礎的行動研究，見證了社會生活
的凝聚力與社群作為多元文化群體不斷創造與連結的過程。教育研究於此介入社會
困境，轉化成為社會創新的力量。
關鍵字：抵殖民、部落社區行動研究、基進民主教育、多元文化主義、橫向政治

二、部落地圖：情緒、自我敘事與社會行動參與
發表人：Ipiq Matay（徐昱萱）（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碩士班二年級）
摘要：
2005 年加入原住民族青年組織，從那之後就不曾脫離部落事務參與的社會行動，
在這組織參與的十年，從學生身分到老師身分，透過學生社團開始進到部落學習；
在參與的青年組織裡，從 2014 年推動部落立體地圖之後，同時擔任了部落及組織工
作者，進行跨部落地圖和故事蒐集的培力工作。然而，隨著立體地圖一層層堆疊，
我不是在觀看地景，而是住在地景裡，踩入的是才不過三代歷史，急速演變濃縮的
生活型態。我社會行動的參與有我的說法、組織的說法、部落的說法，以及家裡面
我父親的說法，不同的說法彼此產生張力，讓自己找不到定位。隨著組織行動計畫
不斷往下一個階段前進，有一個我仍在角落打轉。那個角落裡，藏著許多隱晦的情
緒，我喃喃自語。情緒的來由跟不同的角色有關、跟記憶有關，也跟所屬的「群」
有關。情緒既是心理的，也是社會塑造的；既是社會行動參與的動機，也是參與的
結果。牽動著的是那個由複雜情感重新記憶、填補，或是曖昧不明的碎片，拼貼起
來模糊的「家」的樣貌。
遊走在不同的「群」
，空間的交錯或分離，讓自己產生某種認同上的斷裂而感到
焦慮。直到立體地圖的故事與自己生命經驗產生連結，隨著故事進到不同地方，喚
起的記憶和關係的連結與再連結，將不同自我的區域打破，故事得以發展，我從他
人身上認出了自己，並意識到自己的故事不是屬於我個人，自我敘事於是展開，開
展的是一連串自己與他人故事的共鳴。從「家」這個社會場域開始書寫，我以某種
「漂流木」的狀態，停靠在一個我能梳理思緒的位置：Tminun（織布）。那個位置，
將一直在角落打轉的自己，一層層從不同的社會狀態帶出來，與不同自我協商、對
話並肯認，理解自我與他人的生活如何被社會所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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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返向生活現實的教育實踐
發表人：鄭曉婷（輔仁大學心理系博士、小學代理／代課教師）
學經歷：輔仁大學心理系博士、大專資源教室輔導員、大專兼任講師
現職：小學代理/代課教師
摘要
學校不會獨立於社會之外，不只是一個天真純潔的學習無菌室，這個教育空間
鑲嵌於更大的運轉體制，承載著各組的社會關係，而體制的各種力道落到了校園生
活現場。在這篇論文中，我以校園內外的生活現實具體描述作為開端，從中分析受
多方文化、政治角力交互拉扯。
但人在其中不是被動狀態，日常生活裡的真實互動，不斷地在挑戰、拉扯著系
統套下來的箍筋。強韌的生存能耐，啟動自身搏鬥的能量以回應荒謬而機械性的系
統規範。為了讓自己的生活與工作能達到平衡，人轉變了自身處境的條件，發展
不同的策略去面對，兒童亦是如此。成人與兒童在擠壓的狀況下，仍然進行各種
嘗試以扭轉被壓制的關係。
這並不意謂著受壓迫的情況不需要去改變，或不需要理解。若是沒有經過
反思，人們爭取喘息的空間，可能只是能讓自己好過一些，但是如果能清楚地理
解系統運作的機制，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作用與被作用，所爭取的喘息，除了讓自
己還能保存氣力，還能將保存下來的能量，再投入得以創造新能量的施力點。
作為一個教育者，在其中承擔著雙向奮鬥的責任，一方面必須對自身立身處境
的實務現場，在保有批判意識及面對關係的自省之中，發展具體可行的行動策略。
另一方面，必須朝向參與社會結構、體制、政策…的變革。因為共在的社會關係都
會造成連動式的影響，對於更大結構處境的變動，才能讓其中的人們，獲得更有
彈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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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真實烏托邦 II：歷史變遷與另類社會實踐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嗎？美國知名左派學者 Erik Olin Wright 在近作《真實烏
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中否定了歷史終結論等悲觀論調，提出「解放
社會科學」（emancipatory social science）的號召，相信人類仍然有能力推動基
進社會變革，鼓勵我們繼續擁抱夢想與實踐間的張力，探索邁向社會主義的可能道
路。Wright 強調，社會學家不應該滿足於冷靜抽離的學術分析，而應該將社會分析
的能量投注於推動社會變革的集體事業中。面對未知的 21 世紀，人類社會面對著無
數嚴峻的挑戰，歷史的走向難以預測，社會學應該在其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本論壇
企圖具體分析幾個當代關鍵社會問題，並且探索可能的出路：踏實的社會分析，基
進的未來想像，這就是真實烏托邦的綱領！延續東海社研所 2016 年春季黃崇憲老師
所開授「政治社會學專題：國家與分配正義」課程的能量，本論壇由 6 位分屬不同
專業的碩博士生組成「社會福利的矛盾與出路」和「歷史變遷與另類社會實踐」兩
個論壇，分合進擊，展望真實烏托邦。
主持人：黃崇憲（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一、台灣農村與合作市場經濟：關於三個小農社群經濟案例的歷史社會學分析
發表人：葉守禮（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
評論人：吳宗昇（輔仁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將以三個不同類型的「小農社群經濟」為例，分析其運作模式和實踐經驗，
探究「合作市場經濟」在今天台灣農村的機會與限制。三個案例的經營模式截然不
同，但他們的共同特徵都是能夠發揮小農經濟既有的多樣化生產優勢，並利用社群
的力量克服市場障礙。根據 Erik Olin Wright 在《真實烏托邦》中的定義，「合作
市場經濟」是一種充分結合社會賦權和商品經濟的經濟模式，能夠避免資本主義造
成的強制與壟斷。唯有在一個更大的歷史變遷脈絡中，釐清國家、市場和農村相對
關係的變化，同時把握城鄉產銷關係的長期結構，我們才能理解上述「小農社群經
濟」是如何與台灣農村的長期結構產生創造性的張力：既繼承原有農村經濟一些特
點，也擺脫了一些限制。我將指出，在農村人口勞年化、社群網路科技成熟和城市
飲食消費習慣改變等大趨勢下，農村新農業運動的「間隙式變革」比從前更具社會
基礎。
關鍵字：小農經濟社群、合作市場經濟、真實烏托邦、間隙式變革、城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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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公共空間與社會主義烏托邦：關於福州溫泉澡堂與社會變遷的社會學分析
發表人：鄭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摘要
真實烏托邦實踐中如何權衡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對民眾進行社會賦權是關鍵，集
體化時期從基層開始的大量公共活動空間的建立使民眾經歷前所未有的公共事務參
與并有助於共同體情感的建立，這一烏托邦實踐為我們帶來提示，即：公共活動空
間尤其是傳統公共活動空間的社會賦權功能和持久生命力。然而，令人咋舌是，如
此穩定日常結構且沉浮千年的傳統公共活動空間卻在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大面積由
盛轉衰，其不斷在消費社會的城市空間中遭受擠壓，這些傳統公共空間設計能否完
全被現代性工具替代，它們曾起到何種功能，今昔變遷中經歷何種變化，作為傳統
公共活動空間的功能是否發生轉變，是什麽導致變化，它們將走向何方？為了解傳
統公共空間的今昔變化、和社會變遷之前的關係，我選取福州千年的溫泉澡堂業為
觀察對象，質性方法出發，以傳統公共活動空間監督觀看傳統澡堂的今昔變化；另
外， 1978 年至今三十年福州因急速的經濟增長和都市化進程帶來大規模社會變遷，
而這恰與澡堂業衰落時間契合，我試圖從二者中尋求共性，以澡堂致衰原因分析為
起點，結合歷年年鑒數據，以澡堂調查反觀福州三十年社會變遷。最後，伴隨時間
和社會空間的變遷，澡堂在結構轉型中逐漸喪失作為公共活動空間的功能，它將走
向何方？另外，新的公共活動空間挖掘將成為社會主義烏托邦實踐要解決議題。
關鍵詞：福州溫泉澡堂、傳統公共活動空間、社會主義真實烏托邦、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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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政治、本土、「中國」想像：港台文化政治與

社會運動的相互參照
港台社會在雨傘運動與 318 運動後，都有「新」政治的想像。如何理解港台各
種進步力量與論述？本論壇的三篇文章，首兩篇文章，我們分析港台的語言政策，
母語教育與解殖之間，是存在怎樣的關係？在今天本土主義浪潮下的香港，有關語
言政策的論述是如何從階級的想像轉變為族群的想像，它是一種進步的話語？還是
鞏固既有的霸權？回到台灣的新興政治，這些進步力量又如何想像階級與族群？「超
越」又如何可能？最後，在前述各自分析的基礎上，我們也試圖尋求港台運動與論
述相互參照的可能。
一、「我不說方言」：台港母語教育論述、解殖與語言政治
發表人：麥樂文（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生）
簡歷：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研究興趣包括香港、台灣文學及文化論述。
歷任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組，專責香港文學特藏及香港文學資料庫之資料搜集、
整理及研究工作。
摘要
本文將台灣和香港的母語教育論述作比較討論。2016 年 3 月，台灣新任立法院
議員林昶佐應台灣母語聯盟邀請拍攝短片要求新政府和國會正式將「母語教育」納
入為「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必修課程。
「本土語言」其實早已納入國小必修課程，林
昶佐只要求伸延至國中而已。1984 年，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倡議「母語」（廣東話）
作為教學語言，並於 1997 年後確立為教育政策，過程遭遇極大爭議後唯有凍結政策。
台港母語教育有着不同的社會脈絡。台灣的倡議與轉型正義和認同政治緊扣，卻不
見得受師生、家長歡迎。香港的母語教學政策的提出固然與政權轉移有關，其主要
目標卻在於掃除學習過程中的語言障礙，畢竟作為主要的教學語言英文並非大多數
香港人日常使用的語言，弔詭的是政策不太受大眾歡迎。政府其後倡議的「普教中」
顯然違背「母語教學」原意，同時激起了港人的身份焦慮。語言在台灣和香港皆為
身份政治之鬥爭場域，在教育場域中更是尖銳，同時最大的反對聲音並非來自舊有
體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是社會大眾。
本文提議重新思考母語教育與解殖之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因果關係。台港兩個
個案中可見，受殖民歷史所形塑的語言政治與階級、族群（特別在台灣）互相糾結，
形成了難以動搖的語言層級結構，並受全球化、甚至母語教育政策本身所強化。論
文第一部份將闡述台港語言政治的歷史脈絡，其後進入兩地教育體制的細節檢示母
語教育的政策及倡議論述，最後從語言、教學法和解殖計劃之間的關係梳理出本文
的主要論點。
75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研討會

關鍵詞：語言政治、解殖、母語教育、香港、台灣
二、香港教學語言的鬼魅：語言作為身份政治與文化霸權爭奪的戰場
發表人：文己翎（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Research Introduction
My current researchinterest covers topics on populism, radical democracy,
affect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rise of localism. My concern
mainly focus on the rise ofright-winglocalism in Hong Kong, studyingtheir
discourses and rhetoric, how different forces struggling for the hegemonic
projectin Hong Kong.
摘要
「兩文三語」(中文、英文書寫，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口語)是香港政府一直
以來的語言政策目標。官方想像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的國際大都會，市民需要學
好英文和普通話。然而，不同語言的使用，卻從來不是多元混雜的想像，反而是成
為了文化霸權爭奪的戰場。
本文旨在考察香港不同時期的語言政策與論述，指出語言在不同力量的角力下，
語言從階級想像轉變為族群想像，在殖民時期，英語是菁英語言。回歸後，英語作
為菁英語言的想像不但更是強化，而「兩文三語」亦成為新的文化資本與菁英想像。
到了近年本土主義興起，在憂慮普通話和簡體字有慢慢取代香港原有文化習慣，成
為新的文化霸權趨勢的社會氣氛中，廣東話與普通話的區分又成為了國族與「香港
人」身份建構的符號，而在憂慮的情感動員中，語言作為族群政治，卻又弔詭地強
化了殖民時期英語的霸權位置與精英想像。
關鍵字：兩文三語、文化霸權、語言政策、族群政治、身份政治

三、「超越藍綠」的樸素政治情感與「中國」想像
發表人：鄭亘良（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兼職翻譯）
Research Introduction
My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 covers topics on populism, democracy, affect,
and the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and its imaginations of
“China”. The research concerns two aspects: 1) Populism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formation of popular affect, particularly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as a way of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ing. I am looking at the arti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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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iscourse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how the
“righteous" and “simple” popular is represented.2) The contemporary
popular imaginations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Taiwanese identity vis-à-vis
“China" in these movements will be also explored and analyzed,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growing social inequality
in global capitalism. In my above analyses, discussions about Hong Kong’s
historical identity will be taken as one of the major references. Meanwhile,
I would like to develop alternative ways to understand such imaginations,
and in future I will further investigate imaginations of “China” in overseas
leftists’ publications from the late 1960s to 1980s and in public
intellectuals’ writings from the year 1945 to 1949.

摘要
本文欲分析台灣當代社會運動論述中的情感政治與「中國」想像。318運動傳唱
的〈島嶼天光〉
，描繪了等待天光的勇敢台灣人，義無反顧對抗黑暗的政治勢力（也
就是「中國因素」）。這樣的對立象徵著新社會運動的集體想像：超越藍綠的樸素台
灣人主體。這一波的運動能量推倒了「萬惡」的國民黨，促使了素人政治參選。但
是隨民進黨順勢上台，成為國會多數，從總統就職典禮的爭議、勞工休假問題、瘦
肉精與TPP問題、曖昧不明的兩岸關係修辭等，運動再度被收編為政黨的墊腳石。這
個困境似乎在318運動現場時的爭議顯露出來，包括議場內的機制運作缺乏民主、反
自由貿易的關注僅剩代議民主與程序問題、欲超越藍綠的自由民主訴求卻仍隱含藍
綠的國族情感認同，運動最終被收攏在以代議民主為基礎的反國民黨與反中對立想
像，成為自己的對反。
本文問題在於上述運動的困境與群眾的政治情感是如何形成的？我選擇「超越
藍綠」進行歷史與論述的分析，嘗試解釋群眾運動如何將階級利益綁在國族與藍綠
的二元對立。我概述藍綠對立的性質變化與「超越藍綠」論述的出現與轉變，分析
藍綠到「超越藍綠」的問題，並指出當中台灣主體與「中國想像」的形構，以及群
眾的樸素道德政治情感投注，最後嘗試回應「第三種中國想像」與批判的左翼觀點，
並討論不同「中國」與運動想像的可能。
關鍵字：318運動、超越藍綠、中國因素、中國想像、情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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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會「閉幕論壇」
主持人：王增勇（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
一、非政黨政治過程和社會雙向運動--回顧與展望
與談人︰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學歷：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博士
經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二、社會運動與政治
與談人：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如果社會運動的目標包含了下列三個面向：（一）政策、（二）文化價值、（三）
社會關係的全面改變，其政治化也涵蓋了政權或政黨、文化政治、與微觀社會關係
的權力支配問題。雖然一般而言，我們傾向於把焦點放在（一）政策（政權、政黨）
這個面向上，作為政治的定義。當然有人會以（二）「文化政治」（文化批判）與
（三）「培力」（慢政治）來否定上述偏狹的定義，但其實這樣作怕是另一種偏狹。
即便在限定的意義上，討論政策（政權、政黨）這個領域仍是有意義的。左翼
的社運政治行動，例如組黨、取得政權、改變資本主義的政策方向，當然是重要的
議題。但在台灣的脈絡下，如何可能呢？

三、拉倒國民黨之後－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之行動者觀點與回溯
與談人：洪申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
摘要
2008 年馬英九與國民黨重新奪回行政、立法之大權，尤其在同年底「野草莓學
運」爆發後，有不少學術大員與部分媒體開始撰文「社會運動再出發」的視角與歷
史觀點，在民進黨元氣還未復之時，透過「社運從此時再起」之詮釋，除了試圖定
性藍綠政權的差異，拉高面向國民黨抗爭之正當性，也間接讓民進黨執政時期的社
運抗爭議題「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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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認的是，於馬政府執政時期，
「社會運動」與反馬、反國民黨的社會情
緒強烈「共振」
，都讓不少抗爭議題都推升到能量高峰。但此「共振關係」
，也在 2014
年中，進入兩次大選的選舉政治議程後，有了相當的量變與質變。
民進黨於 2016 年初大選全面拿下中央、地方、立法政治權力之後，保守反動的
國民黨繼續疲弱，從政治權力關係的結構來看，此時才是更加需要「社會運動再起」
的政治能量，或更進一步說，這也才是「社會運動」真正自主再起的契機。因此，
除了泛泛地宣稱「繼續監督民進黨新政府」以外，更該回過頭分析馬英九執政時期
社會運動與反國民黨力量「共振關係」之特性、脈絡與限制，才有可能於新的政治
局面與挑戰中，重新盤整進步社會運動所需之方向、議程與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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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台社學會「試煉『進步』：歷史的延續與斷裂」研討會交通資訊
地址: 天主教輔仁大學（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1. 會議第一天（10/15，六）於聖言樓百鍊廳進行開幕論壇，於二樓 234-237 教室進行各分場論壇，
並於八樓 851 教室進行台社學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百鍊廳內禁止飲食。
2. 會議第二天（10/16，日）於濟時樓九樓會議中心進行閉幕論壇，於第一至第五會議室進行各分
場論壇，僅有第七、八會議室可供飲食。
【行徑路線】地面上會貼有研討會路標，如下圖所示，由輔大正門進入，沿著大道直走，抵第二圓環
後左轉直走，第二棟建築即為百鍊廳，由正門口走至聖言樓約７分鐘，百鍊廳入口請由第三棟建築聖
言樓大門進入。再向前走便可見濟時樓。

以下資訊引自輔仁大學全球資訊網
（http://www.fju.edu.tw/aboutFju.jsp?labelID=9）

捷運站及公車轉乘班次資訊
台北車站捷運站: 513
台大醫院捷運站: 513
西門捷運站: 235、513、635、637、藍 2
民權西路捷運站: 636、638、801
新埔捷運站: 99、802、842、845
輔大捷運站 :
1. 輔仁大學門口公車站: 藍 2、橘 21、99、111、235、635、363、637、638、639、663、801、802、810、
842、845、藍 2、1501、1502、1503、1508、1510、1515、1803、5009、5075、5675、9102
2. 三重客運輔大站: 513
3. 建國一路輔大站: 299、61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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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公車站牌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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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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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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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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