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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書 

「公共、性、危機」 

會議檢討及心得 

 

一、計畫實施效益、特色及影響 

2013年文化研究年會「公共、性、危機：文化研究會議」已於 2013 年 1 月 5、

6日順利於台灣大學霖澤館舉行。此次研討會共計發表了 89 篇論文，包括 6場精彩

的圓桌論壇。 

本次會議共收到投稿 153 篇，經審查後，錄取 95 篇論文，實際發表篇數為 89

篇，撤稿 6篇，發表情況踴躍。兩天的活動共有發表人、回應人、主持人等共計 180

人，線上報名共有 102 人，現場報名亦有上百人，年會手冊 (含大、含小) 共印製

500 份已全數索取完畢，相關會議資料亦上傳至年會網站供與會者下載參看。會議

分兩天 27 個場次（一般論文 22場次、圓桌論壇 5場次）在六個會場同時熱列展開。

有關本次會議的效益、特色及後續影響，有幾點特別值得提出來說明，分述如下： 

1. 當前台灣的社會不正義中，以公共議題最為迫切。 

有關公共正義的議題，在全台燎原漫燒，例如因應國土想像而來的各種收購、

徵收、壟斷、更新等施為，雖各具在地歧異性，但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性——挑

戰對於土地的想像及國家發展順位的優位思考等，更深入地說，也挑戰何謂「發展」

的想像。誰是「我們」，何謂「家園」，「我們」的「家園」是誰的？基進地質疑

這些根本概念，將可能溶解並進一步鎔鑄新的想像。 

然而，通常公共議題浮出檯面時，都已是生存狀態的迫切時刻，在烽火漫天的

急迫當中，深度的思考與研究顯然緩不濟急。因此，知識界如何意識到自身位置之

關鍵性，即在於透過理論與實際案例的各種研究分析，隨時預備好提出可能的行動

策略，並進一步提出可應對之方案與知識論述，是知識界可行也必須要介入公共領

域的責任。 

2. 公共議題的介入視角及知識回應 

公共議題及其相迫的社會正義問題，已引發知識界諸多討論與關切，在 2012

年舉辦的諸多論壇中，不少也以各種公共之名直接標示。主辦單位文化研究學會和

師大東亞系在籌辦會議過程中，即不斷地考慮到底文化研究的介入視角何在？在政

治經濟批判分析（深具重要性）之外，我們究竟該如何更基進地、更開放地思考這

個問題，並提出逃逸既有框架下的行動策略。因此，我們提出「公共、性、危機」

主題，從字義上的各種排列組合的可能性，去拼湊出今日東亞所面對之各種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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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性危機或公共危機或公共性或單純以危機二字應對今日東亞今日情勢。 

在收到投稿論文的審擇過程中，以及構想共同場次、圓桌論壇，在在都想藉由

文化的、藝術的開放性與挑釁性，一邊集結批判與行動，一邊也提出更多的可能性。 

構想共同場次時，我們針對當今各種公共危機及民主可開展的可能性等現象正

急遽發生的中國，展開知識對話，特別邀請當代中國重要的文化研究學者來談，與

台灣學者做進一步的分享與對話。 

歷屆文化研究年會除了核心關懷的主題之外，都會嘗試為文化研究領域帶入新

的議題，因此文化研究會議常會被認為是「提出新議題」的重要場域，今年年會也

持續這項「傳統」，提出諸如新媒體與跨國／界網絡研究、殘障研究等，但今年另

外一項特色，則是我們針對「傳統」議題提出變遷發問，除釐清社會與世代變遷的

深刻影響之外，也提出希望能夠重新發問，也進行更能切合當前(contemporary)的重

新理解，繼續延展其深度與廣度，當然也是回應大會主題裡有關社會正義的思考，

諸如「哪裡是新共同體的基地？」等等，皆是在此思考下的設計。 

二、 參與/觀賞者、傳播媒體及相關人士之反應或評價 

會議結束後，學會透過 email 及 Facebook 皆收到許多與會者的好評和回饋，本

次會議堪稱成功圓滿，主要在於以下四個重點。 

1. 會議內容切合台灣當前狀況，並開創新興學術議題 

首先，年會主題切合台灣當前的發展狀況，能夠針對日益重要的山寨現象與綠

色消費提出批判性的觀點，同時借鏡東亞各國的現況進行參照與討論，並開放討論

空間使新議題得以拓展。因此，藉由年會的題材和與會者背景的多樣性，使同一議

題跨界對話變成可能，這也使得討論過程常有出人意外的看法和建議。對於發表人

來說，能夠聽取到自己所未曾思考過的面向，或有機會為自己的研究做出詮釋，並

令更多人理解，原本就是最有收穫的經驗，而在與台灣經驗，甚至是東亞經驗的互

相參照中，更可以豐富思考的層次，進而突顯自身研究的特殊或不足之處。 

2. 鼓勵年會學者參與會議，激盪出新的視野與觀點 

再者，針對學術會議的籌辦中，年會亦有特殊的貢獻，為鼓勵年輕學者與研究

生進行更深一步的跨界交流與學術分享，我們不但開放研究生投稿發表，更有博士

生及社會人士自行籌組優秀的圓桌論壇，這在一般的學術會議中都是非常少見的，

也突顯了文化研究在台灣的活力與特殊。 

三、 結合學術圈與社會運動的能量，進行跨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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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研討會的舉辦皆以學術圈內部的討論為主，邀請學界人士參與。但文化研

究年會不但跳出此一窠臼，且已行之有年。在與會人的邀請上主要持以下三項原則： 

(1) 不一定找進行同研究或領域的學者來對話，以期收到文化研究所強調的跨領

域、學門對話的可能性。 

(2) 不一定找資深學者來評論新進學者，也可以是新進學者來評論資深學者，以

期讓知識訓練背景、思考模式均有差異的不同世代進行知識交流，甚而激盪

出更為活潑的思想得以互相刺激。 

(3) 不一定找學術界的人來進行對話，發表論文中有不少經驗研究是發自在地內

緣的社會經驗，諸如當代農村的影音路徑以及創意城市運動等，我們也特別

尋覓熟稔且長期浸潤在此經驗裡的社會運動者和學界人士來擔任回應。 

於此，與會者普遍對於評論人給予極高的評價，受評的發表人也認為評論人的

意見與現場的討論對他們自身的研究和觀察多所助益。另外，儘管有些論文不盡人

意，略嫌生澀，與會人士一般認為大多數的發表人均能提出新的理論高度與視野，

並對於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信心回應與應對。 

四、 會議場地區位方便，會務籌備嚴謹 

本次會議承蒙師大東亞系鼎力相助，讓本次會議可以在環境優美的校園進行，

不論設備、空間，以及人力素質都在水準之上，這也是本次會議能夠圓滿達成的主

力之一。不論是在會議工作的組織能力或執行能力都相當負責完善，包括事前周詳

的規劃與訓練以及會議餐點，深受參加者的喜愛！不少與會人士指出，工作人員認

真負責給他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綜而言之，包括工作人員、與會者、發表人、回

應人和來自於亞洲各地的知識界朋友，均對本次會議給予極高的評價。 

三、綜合檢討或改進建議 

和往年年會相較，今年採用了在會前一個月請作者先繳交約莫 5 頁的工作中論

文，以便於確保發表人的發表意願。此舉，使得撤稿率較以往大幅降低許多，這也

使得議程不會由於作者臨時撤稿，而使議程安排順利進行。不過這樣的設計，也讓

某些回應人感到困擾，雖然能及時交出文章以利評論，但文章大多未見齊全，因此

在評論上是比較辛苦的，這部分是之後必須再思考相關應對策略的部分。在今年的

議程安排上，回應人多能善盡其責，提出善意、積極、有論點的意見與建議，所以

每場次均相當不錯。 

此外，由於近年來國家預算緊縮，一般學術機構必須依靠政府機關的補助來支

應，以今年為例，距離所有花費仍有一筆不小的缺口，因此在最後三週開放報名前，

只好酌收報名費（含手冊、兩天午餐、一日晚餐等）。雖然如此，和前幾年相較，

人數上相去不遠。整體而言，除了會議兩天均有間歇小雨，可能降低了出席狀況；

但大體而言，出席狀況仍相當不錯。



 4 

實際參與本會之講者名單 

【演講人一覽】 

開幕演講 陳光興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閉幕演講 王曉明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 

 

【發表人一覽】 

A-1 台灣電影的

轉機或危機？I 

何思瑩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研究生 

林昱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研究生 

陳明秀 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B-1 都市更新的

義利之辨 I 

曹惠榮 韓國中央大學人文社會硏究所文化硏究系研究生 

蔡宜紋 台灣大學社會系博士班研究生 

黃郁齡 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領域研究所研究生 

C-1 空間－藝術 

黃孫權、

柯念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國

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陳泓易 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班專任助理教授 

D-1「公共」何

在？ 

蔡秀芬 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鍾智凱 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研究生 

嚴勳業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研究生 

A-2 台灣電影的

轉機或危機？II  

劉永晧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助理教授 

孫松榮 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副教授 

徐國明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B-2 都市更新的

義利之辨 II 

黃淑俐 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 

黃冠智、

鄭晃二 
台東專科學校建築科講師、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鐘雅琴 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講師 

C-2 性／別異類

恐「懼／拒」與

酷兒污名連線政

略 II 

梁秋虹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廖彥喬 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婦研縱橫》執行編輯 

宋玉雯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組研究生 

洪凌 中興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D-2 國家／現代

性 

林建廷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大學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賴以瑄 
英國倫敦大學倫敦國王學院文化媒體與創意產業博士

班研究生 

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E-2 教學／研究

如何做 

陳穆儀 
University of Jyvaskyla 社會科學與哲學系社工組博士

生 

許維德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助理教授 



 5 

甘偵蓉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鄭育萍 成功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A-3 藝術－政治

－公共性 

陳逸淳 巴黎高等政治學院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賴嘉玲 台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助理教授 

劉俊裕 台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副教授 

B-3 性／別異類

恐「懼／拒」與

酷兒污名連線政

略 III 

林杏鴻 英國 Sussex 大學媒體與文化研究博士候選人 

林柔漪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蔡孟哲 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班研究生 

C-3 跨—界 

李淑菁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翁惠娟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蔡鈞如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D-3 轉—譯 

魏玓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劉芮菁 交大傳播與科技學系學生 

黃瀞琦 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研究生 

A-4 台灣電影的

危機或轉機？III 

易蓮媛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班研究生 

盧開朗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劉江玄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攻讀電影學專業碩士班研

究生 

B-4 治理空間 

王志弘 台灣大學城鄉所副教授 

黃大祐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研究生 

黃若慈 台灣大學城鄉與建築研究所研究生 

殷寶寧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副教授 

C-4 公共領域的

介入技法 

吳彥明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黃瑞祺、

陳閔翔 

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中研院歐美所國科會專題博士後

研究員 

張惠嵐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班研究生 

D-4 文化政策，

理？不理？ 

李瀟雨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候選人 

張正衡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社會學博士班研究生 

陳建源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4 碩博士論文

獎發表 

劉詠芬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林政佑 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蔡敏真 台灣大學地理所碩士 

陳韋翰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王芮思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碩士 

F-4 圓桌論壇 1 

LIVE HOUSE 

李婷儂 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研究生  

馬詩瑜 台灣大學地理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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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綱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生 

A-5 圓桌論壇 2 

社區與社群的交

鋒－以師大生活

圈為例 

何東洪 輔大心理系副教授 

白裕淇 還我優質師大生活圈 blog 版主 

張立本 台灣大學城鄉所博士班研究生 

B-5 圓桌論壇 3 

反美麗灣行動之

部落重建社會關

係的調查 

高正治 台東縣金峰鄉衛生所醫師、主任 

林淑玲 刺桐部落 

拔耐．茹

妮老王／

王秋月 

刺桐部落 

陳永龍 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助理教授 

盧建銘 中原大學景觀建築系兼任講師 

C-5 圓桌論壇 4 

從色情影片的文

本分析探討關於

公共空間的想像

及慾望 

簡偉哲 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學生 

張銀成 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學生 

陳柏亨 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學生 

D-5 圓桌論壇 5 

學場現形記 
盧美靜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研究生 

E-5 圓桌論壇 6 

當「公廁情慾」

遇見「跨性情慾」

─一場實驗性的

攝影計劃記錄 

阿莫‧蝸

牛 
台灣同志遊行聯盟攝影組組長 

高睿甫 國立交通大學音樂碩士 

A-6 變調的高等

教育：制度危機

與抵抗想像 

陳政亮、

林敏聰 
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周平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翁裕峰、

姜貞吟 

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急性傳染病與訊息

研究中心醫學系助理教授、中央大學通識中心助理教授 

戴伯芬 戴伯芬輔大社會系教授 

B-6 真假個體化

／真假公共性 

呂健志 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 

林潤華 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陳明惠 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王右君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C-6 哪有國，哪是

家 

李丹舟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博士班學生 

林彣鴻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研究生 

林汝羽 清大社會所中國研究組研究生 

林欽明 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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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社區研究怎

麼做 

邱星崴 清華大學人類所研究生 

游任濱 政治大學新聞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一覽】 

A-1 台灣電影的

轉機或危機？I 

劉昌德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副教授 

程紹淳 南華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 

張世倫 倫敦大學 Goldsmiths 學院博士候選人 

B-1 都市更新的

義利之辨 I 

黃麗玲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彭揚凱 都市改革組織祕書長、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副召集人 

董建宏 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C-1 空間－藝術 
郭廣賢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許瀞月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副教授 

D-1「公共」何

在？ 

陳順孝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楊芳枝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蘇碩斌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A-2 台灣電影的

轉機或危機？II  

邱彥彬 政治大學英語文學系副教授 

王慰慈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洪馨蘭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B-2 都市更新的

義利之辨 II 

殷寶寧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副教授 

徐進鈺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楊友仁 東海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C-2 性／別異類

恐「懼／拒」與

酷兒污名連線政

略 II 

陳姃湲 中研院台史所助研究員 

林純德 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廖勇超 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朱偉誠 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D-2 國家／現代

性 

李尚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紀舍 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黃國超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E-2 教學／研究

如何做 

黃肇新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李廣均 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郭英調 台北榮民總醫院感染科感染科醫師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A-3 藝術－政治

－公共性 

郭秀鈴 中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吳瑪悧 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王志弘 台灣大學城鄉所副教授 

B-3 性／別異類

恐「懼／拒」與

曾秀萍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廖瑩芝 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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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污名連線政

略 III 
紀大偉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C-3 跨—界 

李根芳 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副教授 

張小虹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吳哲良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D-3 轉—譯 

賴守誠 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柯裕棻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簡瑛瑛 輔仁大學女性文化研究室主持人及比研所教授 

A-4 台灣電影的

危機或轉機？III 

蕭宏祺 世新傳播管理學系教授 

林有慶 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助理教授 

陳儒修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B-4 治理空間 

羅中峰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吳鄭重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副教授 

郭奇正 東海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賴嘉玲 台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助理教授 

C-4 公共領域的

介入技法 

陳韻如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黃聖哲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副教授 

鄭怡庭 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D-4 文化政策，

理？不理？ 

蔡祝青 台灣大學中文學系助理教授 

林美吟 台南大學美術系教授 

李明璁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A-6 變調的高等

教育：制度危機

與抵抗想像 

賴鼎銘 世新大學校長 

B-6 真假個體化

／真假公共性 

蔣伯欣 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助理教授 

郭力昕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黃宗慧 台灣大學外文學系教授 

劉慧雯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C-6 哪有國，哪是

家 

趙彥寧 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汪俊彥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關弘昌 台灣師範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 

張碧君 台灣師範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 

D-6 社區研究怎

麼做 

譚鴻仁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副教授 

莊雅仲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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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一覽】 

開幕演講 朱偉誠 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A-1 台灣電影的

轉機或危機？I 
劉昌德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副教授 

B-1 都市更新的

義利之辨 I 
王志弘 台灣大學城鄉所副教授 

C-1 空間－藝術 徐洵蔚 朝陽科技大學視傳系副教授 

D-1「公共」何

在？ 
古明君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A-2 台灣電影的

轉機或危機？II 
王君琦 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B-2 都市更新的

義利之辨 II 
殷寶寧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副教授 

C-2 性／別異類

恐「懼／拒」與

酷兒污名連線政

略 II 

劉人鵬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D-2 國家／現代

性 
朱元鴻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E-2 教學／研究

如何做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A-3 藝術－政治

－公共性 
吳瑪悧 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B-3 性／別異類

恐「懼／拒」與

酷兒污名連線政

略 III 

陳妙芬 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C-3 跨—界 張小虹 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D-3 轉—譯 柯裕棻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A-4 台灣電影的

危機或轉機？III 
王智明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 

B-4 治理空間 郭奇正 東海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C-4 公共領域的

介入技法 
馮建三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D-4 文化政策，

理？不理？ 
李明璁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E-4 碩博士論文

獎發表 
陳惠敏 台灣大學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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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圓桌論壇 1 

LIVE HOUSE 
何東洪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A-5 圓桌論壇 2 

社區與社群的交

鋒－以師大生活

圈為例 

何東洪 輔大心理系副教授 

B-5 圓桌論壇 3 

反美麗灣行動之

部落重建社會關

係的調查 

丘延亮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C-5 圓桌論壇 4 

從色情影片的文

本分析探討關於

公共空間的想像

及慾望 

廖勇超 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D-5 圓桌論壇 5 

學場現形記 
魏玓 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E-5 圓桌論壇 6 

當「公廁情慾」

遇見「跨性情慾」

─一場實驗性的

攝影計劃記錄 

高宏翔 世新大學新聞系碩士班研究生 

A-6 變調的高等

教育：制度危機

與抵抗想像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B-6 真假個體化

／真假公共性 
李根芳 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副教授 

C-6 哪有國，哪

是家 
陳惠敏 台灣大學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 

D-6 社區研究怎

麼做 
張維安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閉幕演講 黃宗儀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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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2013年 1月 5-6日（星期六、日）∥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誠

正勤樸大樓 

 

DAY 1：2013 年 1 月 5 日（六） 

08:00-09:00   報到 

09:00-09:10   致詞 

09:10-10:50   開幕主題演講／地點：誠 101 

主持人：朱偉誠（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講者：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講題：「民主 2.0」再論人民民主、政治社會與民眾思想 

10:50-11:10   休息 

11:10-12:40   場次 1 

場地 發表人 題目 回應人 

A-1 

台灣電影的轉機

或危機？I 

主持人：劉昌德 

地點：正 201 

何思瑩 電影是夢，不是夢？：電影工作者的養成之路 劉昌德 

林昱 台灣影評人的創作與勞動：從「新電影」到「後－新電影」 程紹淳 

陳明秀 
美學視角的世代延續（或轉進）：從楊德昌到魏德聖電影製

作中陳博文剪接角色的探究 
張世倫 

B-1 

都市更新的義利

之辨 I 

主持人：王志弘 

地點：正 202 

曹惠榮 是「都市更新」，還是「都市生活更辛苦」？ 黃麗玲 

蔡宜紋 
少數的復仇：私有化住宅扶貧政策與都市貧困社區公共性的

失落 
彭揚凱 

黃郁齡 私托邦之戰：都市更新的利與義 董建宏 

C-1 

空間－藝術 

主持人：徐洵蔚 

地點：正 203 

黃孫權 

柯念樸 
拒斥與重建：日本、香港與台灣都市脈絡中的藝術行動 郭廣賢 

陳泓易 根莖式的聯結：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許瀞月 

D-1 

「公共」何在？ 

主持人：古明君 

地點：正 204 

蔡秀芬 
探尋「公共」的新可能：兩岸獨立媒體的公共性實踐——以

台灣《莫拉克獨立新聞網》和大陸《壹報》等另類傳播為例 
陳順孝 

鍾智凱 我與小 S 楊芳枝 

嚴勳業 
戰後國民黨統治下的現代性之都：臺北市中華商場肇生的非

常狀態與都市日常生活之歷史觀察 
蘇碩斌 

12:30-13:30  午餐 

13:30-15:30   場次 2 

場地 發表人 題目 回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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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台灣電影的轉機

或危機？II  

主持人：王君琦 

地點：正 201 

劉永晧 
你看見你的雙眼雙手雙唇：分析王家衛《我穿越 9000 公里

為了把你點燃》 
邱彥彬 

孫松榮 後紀實狀態：跨影像性的臺灣紀錄片 王慰慈 

徐國明 
台灣社區影像的政治與美學─以拍攝美濃的社區影像

（1999-2009）為例 
洪馨蘭 

B-2 

都市更新的義利

之辨 II 

主持人：殷寶寧 

地點：正 202 

黃淑俐 
擬仿的城市－由後殖民觀點論述臺南海安路地下街的衝突

與融合 
殷寶寧 

黃冠智 

鄭晃二 
都市觀貧瘠的都市更新：臺北市都市更新產官學三贏的謀略 徐進鈺 

鐘雅琴 城市更新視野下的城市文化空間—廣州小洲村文化考察 楊友仁 

C-2 

性／別異類恐「懼

／拒」與酷兒汙名

連線政略 I 

主持人：劉人鵬 

地點：正 203 

梁秋虹 私娼在哪裡？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私娼取締的權力地景 陳姃湲 

廖彥喬 反同志運動之語藝分析：以「真愛聯盟事件」為例 林純德 

宋玉雯 
人往往會被迫採取某種方式存在─酷兒文本中的多重汙名

與羞恥 
廖勇超 

洪淩 罔兩戰鬥視框：從近期同性戀正典修辭重構酷兒階級掙紮 朱偉誠 

D-2 

國家／現代性 

主持人：朱元鴻 

地點：正 204 

林建廷 
國家現代性暴力與醫學勞動階序：從台灣「密醫」的系譜談

起 
李尚仁 

賴以瑄 挪用韓流、想像東亞：台灣的泛亞洲電視劇 (2003-2012) 李紀舍 

石計生 
「大雜燴混血歌」時代：戰後初期台灣歌謠「地下迴路」流

傳的解殖民意涵 
黃國超 

E-2 

教學／研究如何

做 

主持人：戴伯芬 

地點：正 205 

陳穆儀 台灣另類社工系教師的專業實踐困境 黃肇新 

許維德 
在社會運動與學術研究之間：從美國「族群研究」的發展看

臺灣「客家研究」的現狀 
李廣均 

甘偵蓉 
風險與利益評估的倫理思慮模式對於研究倫理審查制度之

影響 
郭英調 

鄭育萍 
除了「保護」，我們該怎麼瞭解與討論社會科學或教育等研

究領域的研究倫理？ 
戴伯芬 

15:30-16:00   休息 & 午茶 

16:00-17:30   場次 3 

場地 發表人 題目 回應人 

A-3 

藝術－政治－公

共性 

主持人：吳瑪悧 

地點：正 201 

陳逸淳 誰的公共性？藝術的公共性建構及其社會媒介之考察 郭秀鈴 

賴嘉玲 藝文理論策展作為公共性知識份子行動 吳瑪悧 

劉俊裕 
文化「治理」與文化「自理」：台灣當代知識分子與文化公

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王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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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性／別異類恐「懼

／拒」與酷兒汙名

連線政略 III 

主持人：陳妙芬 

地點：正 202  

林杏鴻 「真實」的抵抗論述：台灣性工作者組織的影像（再）生產 曾秀萍 

林柔漪 
同志電影開啟建構自我身分認同之社會空間的可能與限

制：以《刺青》影迷現象為例 
廖瑩芝 

蔡孟哲 
同志婚姻的幸福幻象：《逃避婚姻的人》和《男婚男嫁》裡

的同志幸福政治 
紀大偉 

C-3 

跨—界 

主持人：張小虹 

地點：正 203 

李淑菁 跨國與交織性：「裸旅」作為一種研究的美學及跨越 李根芳 

翁惠娟 時尚在說話：雲南紅河南岸元陽縣哈尼族服飾的當代變遷 張小虹 

蔡鈞如 真實與虛幻之間：論韓少功《鞋癖》小說中不可靠的敘事 吳哲良 

D-3 

轉—譯 

主持人：柯裕棻 

地點：正 204  

魏玓 教做菜，還是教做人：台灣電視烹飪節目的一個歷史分析 賴守誠 

劉芮菁 
在地文學，跨國解讀：宮部美幸作品在台灣的象徵價值與文

化意涵變遷 
柯裕棻 

黃瀞琦 與韓國流行音樂共舞：台灣韓流舞團與年輕女性的身體實踐 簡瑛瑛 

18:00-21:00  晚宴／地點：綜合大樓 210 展覽廳 

 

DAY 2：2013 年 1 月 6 日（日） 

9:00-10:30   場次 4 

場地 發表人 題目 回應人 

A-4 

台灣電影的危機

或轉機？III 

主持人：王智明 

地點：正 201 

易蓮媛 大工業與本土情懷—從大陸觀眾的觀影經驗看臺灣電影 蕭宏祺 

盧開朗 
韓國電影產業政策之旅：樸正熙政府時代和電影銀幕配額制

度危機時期的比較研究 
林有慶 

劉江玄 
活力的迸發與認同危機—金馬國際影展中的大陸獨立劇情

片研究 (2000—2010) 
陳儒修 

B-4 

治理空間 

主持人：郭奇正 

地點：正 202 

王志弘 戲水：人水關係的除魅與返魅 羅中峰 

黃大祐 清潔就是美麗的力量：臺北市垃圾清運的節奏治理術 吳鄭重 

黃若慈 國道服務區的觀光主題化 郭奇正 

殷寶寧 
文化治理與設計引導都市再生下的名牌建築－中山北路地

景變遷、Rem Koolhaas 與臺北藝術中心 
賴嘉玲 

C-4 

公共領域的介入

技法 

主持人：馮建三 

地點：正 203 

吳彥明 特洛伊木馬：市民社會的治理藝術 陳韻如 

黃瑞祺 

陳閔翔 
理念或歷史發展？再訪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 黃聖哲 

張惠嵐 當歷史介入當代─後國族創傷記憶的情感政治學 鄭怡庭 

D-4 

文化政策，理？不

理？ 

李瀟雨 民族‧革命‧舊照片：一本晚清攝影集的文化政策解讀 蔡祝青 

張正衡 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的地域振興：日本的地方治理與倫理主體 林美吟 

陳建源 如何有效賣「台」？台灣當代觀光中的台灣情結與文化商品 李明璁 

http://web.nchu.edu.tw/pweb/index2.php?pid=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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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明璁 

地點：正 204 

化 

E-4 

碩博士論文獎 

主持人：陳惠敏 

地點：正 205 

劉詠芬 旅出生活：談青年旅舍在當代中國社會情境下的空間想像與實踐 

林政佑 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與實踐 

蔡敏真 居住城市的權利：臺北市華光社區的都市民族誌研究 

陳韋翰 沖繩戰爭創傷與日本右翼國族主義 

王芮思 記憶拘禁營：日裔加拿大人之歷史、文學、空間再現 

F-4  圓桌論壇 1 

LIVE HOUSE 

主持人：何東洪 

與談人： 

李婷儂（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研究生） 

馬詩瑜（台灣大學地理所研究生） 

王偉綱（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生） 

地點：正 206 

10:30-11:00  休息 

11:00-13:00   場次 5 

A-5  圓桌論壇 2 

社區與社群的交鋒－以師大生活圈為例 

主持人：何東洪 

與談人： 

何東洪（輔大心理系副教授、地下社會 live house 發言人） 

白裕淇（還我優質師大生活圈 blog 版主） 

張立本（台灣大學城鄉所博士生） 

地點：正 201 

B-5  圓桌論壇 3 

反美麗灣行動之部落重建社會關係的調查 

主持人： 丘延亮 

與談人： 

高正治（台東縣金峰鄉衛生所醫師、主任） 

林淑玲（刺桐部落） 

拔耐．茹妮老王／王秋月（刺桐部落） 

陳永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助理教授） 

盧建銘（中原大學景觀建築系兼任講師）  

地點：正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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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圓桌論壇 4 

從色情影片的文本分析探討關於公共空間的想像及慾望 

   主持人：廖勇超 

  與談人： 

  簡偉哲（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學生） 

   張銀成（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學生） 

   陳柏亨（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學生） 

   地點：正 203 

D-5  圓桌論壇 5 

學場現形記 

主持人：魏玓 

與談人： 

盧美靜（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研究生） 

地點：正 204 

E-5  圓桌論壇 6 

當「公廁情慾」遇見「跨性情慾」──一場實驗性的攝影計劃記錄 

主持人：高宏翔 

與談人： 

阿莫‧蝸牛（台灣同志遊行聯盟攝影組組長） 

高睿甫（國立交通大學音樂碩士） 

地點：正 205 

13:00-14:00   午餐 & CSA 會員大會 

選舉新任理監事&碩博士論文獎頒獎／黃旭宏先生 (旭聯科技執行長) 

地點：正 205 

14:00-16:00   場次 6 

場地 發表人 題目 回應人 

A-6 

變調的高等教

育：制度危機與抵

抗想像 

主持人：戴伯芬 

地點：正 201 

陳政亮 

林敏聰 
關於高教市場化的批判 

賴鼎銘 
周  平 再探雙薪教授：學術倫理與社會正義 

翁裕峰 

薑貞吟 
非典僱用的轉化：階級流動的困境與出路 

戴伯芬 高教工會：超越傳統工會的學術公民運動 

B-6 

真假個體化／真

假公共性 

主持人：李根芳 

地點：正 202 

呂健志 試從慾望的整編與潔淨，論人體繪畫藝術如何可能 蔣伯欣 

林潤華 大相機的逆襲：女性日常攝影之觀察 郭力昕 

陳明惠 
身體、性別與變裝：英國藝術家費爾．塞耶 (Phil Sayers) 的

當代攝影作品 
黃宗慧 

王右君 自我揭露中的常民女性情欲：以《蘋果日報》「人間事」為 劉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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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C-6 

哪有國，哪是家 

主持人：陳惠敏 

地點：正 203 

李丹舟 初探 1949 年後的國民黨話語分析—以中國大陸和香港為例 趙彥寧 

林彣鴻 
部落聽的權力與政治：台灣光復至戒嚴時期原住民族之廣播

文化 
汪俊彥 

林汝羽 從打造國族身份到轉型：流亡西藏學校漢語課程初探 關弘昌 

林欽明 
馬來西亞知識之取得與再現的文化：對多媒體超級走廊

(MSC)與寶騰(Proton)的探討 
張碧君 

D-6 

社區研究怎麼做 

主持人：張維安 

地點：正 204 

邱星崴 社區為公：苗栗南莊社區營造的公共性衝突 譚鴻仁 

游任濱 在地公共參與的溝通行動邏輯—以大溪民間宗教社頭為例 莊雅仲  

16:00-16:30 休息 

16:30-18:00 閉幕主題演講／地點：誠 101 

主持人：黃宗儀（台大地理系副教授） 

講者：王曉明（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 

講題：當務之急是喝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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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照片一、二 工作人員現場分派工作，組織嚴謹且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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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四 本次會議場佈及服務台設計簡單，節省資源及時間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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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五 服務台運作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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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六、七 開幕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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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八、九 各場次發表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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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 各場次發表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