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議程 

 

舉辦時間：107年 9月 14（五）、15 (六) 

舉辦地點：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小劇場、社會科學院 4001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客家委員會、民主基金會 

 

民國 107年 9月 14日(星期五)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論文主講人 論文題目 特約討論人 

08：30 

09：00 
報到 

09：00 

09：40  
開幕式 

09：40 

11：10 
一 

吳嘉苓

教授 

楊芳枝教授 
從韓流到韓活:《流星花園》與台灣的愛情

幻想政治 
陳美華教授 

吳嘉苓教授 
從單身母職到酷兒生殖:助孕科技的性/別

治理 
楊芳枝教授 

陳美華教授 複數的性、關係與家庭組成 吳嘉苓教授 

11：10 

11：30 
茶敘 

11：30 

13：00 
二 

熊婷惠

教授 

王梅香教授 
文化冷戰論述的南方觀點：馬來亞左右翼

的文化宣傳（1950-1970） 
張錦忠教授 

張錦忠教授 「南國以南」：馬華文學作為南方論述 熊婷惠教授 

熊婷惠教授 
來自南方的記憶書寫：馬來西亞離散英文

小說的南方論述 
王梅香教授 



13：00 

13：50 午餐 

13：50 

15：20 
三 

林正慧

教授 

張翰璧教授 南北客:臺灣客家文化的多樣性 洪馨蘭教授 

洪馨蘭教授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六堆：高屏溪流域客家

人的內聚性格  
林正慧教授 

林正慧教授 
戰後「中原客家」的形塑及影響：南客與

北客的比較 
張翰璧教授 

15：20  

15：40 
茶敘 

15：40 

17：10 
四 

吳品賢

教授 

吳品賢教授 
環境主義與內部殖民論述：以印度、中國

煤礦村為例 
彭保羅教授      

彭保羅教授    

殷志偉先生 

公害輸出的南向：「福爾摩沙」 從台灣到

越南  
邱花妹教授 

邱花妹教授 工業城市的環境正義運動 吳品賢教授 

17：10 

17：30 
移駕晚宴會場 

17：30 

19：30 
晚宴 

      

民國 107年 9月 15日(星期六) 

時間 場次 主持人 論文主講人 論文題目 特約討論人 

08：30 

09：00 
報到 

09：00 

10：30 
一 

陳舜伶

教授 

萬毓澤教授 民主的民主化：「自我管理」的視角 陳舜伶教授 

陳舜伶教授 
從維基百科看網路社群自治：以使用者隱

私權與言論自由為核心 
洪世謙教授 

洪世謙教授 減法的主體及其政治行動 萬毓澤教授 



10：30 

10：50 
茶敘 

10：50 

12：20 
二 

丁仁傑

教授 

丁仁傑教授 
子不語怪力亂神? 論漢人民間信仰的邊

緣、邊界、邊外、與邊線翻轉 
董晨晧教授 

董晨晧教授 
山林間的彩虹佳麗：北排灣的基督徒「姊

妹」 
趙恩潔教授 

趙恩潔教授 
如果在台灣，一個穆斯林：純淨與汙名故

事集 
丁仁傑教授 

12：20 

12：50 
午餐 

12：50 

14：20 
三 

張雯勤

教授 

王宏仁教授 台灣的國境控管了誰？ 張雯勤教授 

張雯勤教授 穿越冷戰國境：中緬邊境的地下經濟 潘美玲教授 

潘美玲教授 
超越「閾界」的宿命：印度流亡藏人的「難

民」身份與生存策略 
王宏仁教授 

14：20 

14：30 
茶敘 

14：30 

16：00 
四 

翁康容

教授 

楊靜利教授 第二次性別革命在台灣的發展機會與限制 

翁康容教授 

翁康容教授 個人化的生命歷程: 錯落的事業與家業 

16:00 旗津參訪 



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過去的三十年間，較少有公立大學成立新的社會學系。就區域發展來看，學

術資源大多集中在大台北地區，而南部地區相較之下沒有完整的社會科學系所，

特別是社會系，若社會學的基地可以往南，那麼對於南北的平衡，推動、整合或

支援在地的相關社運以及培育為南部地區出聲出力的社會科學學子，會有相當大

的貢獻。 

 本系是南部唯一的國立大學社會系，於 2008 年及 2011 年分別成立了研究所

及大學部。為了健全本系的教學研究特色與內涵，以「南方社會學」為主要特色，

所謂的「南方」具有三層含意，其一，我們立足於地理的南方，由於空間上的親

近性讓我們得到在地參與觀察的容許，能夠掌握南方社會的基層脈動，並有意義

的呈現以往被忽略的社會經驗。其二，我們關切社會的南方，社會學重視各種社

會支配關係上處於弱勢的一方，而並不只是基於人道主義的關懷。其三，我們放

眼全球的南方。台灣是全世界分工體系的南方，社會的風貌持續地受到外來力量

的形塑，因此，只有立基於這種脈絡性的體悟，我們才能更清楚地定位台灣經驗

的意義。 

 今年正是本系創立第十周年，為了持續既有的努力與驗證研究的成果，我們

希望透過這次週年紀念，舉辦以「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

檢驗過去的研究並且思索未來的研究方向，以及改變台灣社會的未來和發展。 

本次研討會邀請超過二十位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分別在 9/14、9/15 兩天，

針對 8個南方社會議題進行多元且深入的探討，兩天會議參與人數共計 184位。 

 

(一)2018年 9月 14日開幕式 

    「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於 2018 年 9 月 14 日至 15 日於中山

大學社科院小劇場舉行，本次邀請諸位貴賓蒞臨開幕式，包括：總統府資政蕭新

煌教授、張宗仁校長、許陽明副座、本校鄭英耀校長以及張其祿院長等。 

(二)2018年 9月 14日南方社會議題一：親密公民權 

1. 從韓流到韓活:《流星花園》與台灣的愛情幻想政治(楊芳枝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

文學系教授) 

 本文以一部跨亞際的電視劇《流星花園》(在日本與南韓被稱為《花樣男子》)

為例，嘗試說明在國族打造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脈絡之下，女性對愛情的渴望

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認為把女性收看韓劇看成是一種文化權利的論點是建基於肯

認政治上 (politics of recognitiom) ，這種肯認政治本質化並自然化了女性對於愛情

的渴望。當對於愛情的渴望被放在國族打造與全球化的歷史脈絡下來檢視時，愛



情應該被視為一種文化技術的控制，其目的在於將女性去政治化、並將女性的公

民權縮限在親密關係的領域裡。韓劇與韓活所提供的是一種以消費做為解決社會

貧富不均及面臨社會不公平的方法,這種幻想式的解決方法把民主政治簡化成生命 

/ 活政治。但矛盾的是，它們也提供我們理解女性在不幸福的現實生活裡所嘗試表

達出來的異議，而這種「異議」即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2. 從單身母職到酷兒生殖:助孕科技的性/別治理(吳嘉苓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教

授) 

 一文將探討被國家法律排除的異性戀單身女性以及女同志伴侶如何透過人工

生殖科技取得生殖的社會實踐。在這種生育圖式中，這些單身與女同志主體擺脫

傳統孩子必須有父親的思維，切割和捐精者的關係，以避免產生情感牽扯。 

 

3. 複數的性、關係與家庭組成(陳美華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過去三十年來，隨著不婚、晚婚增加、離婚也變得相較容易，異性戀婚姻逐

漸成為選項，而不是強迫性體制。然而，此一轉變在主流觀點中，卻被舖天蓋地

的「晚婚」、「不婚」、「少子女化」等國/族繁衍論述所遮蔽，從而忽略台灣人的親

密生活已然進行重構的社會過程。晚近多元成家運動更以弔詭、矛盾的方式催化

這波親密關係的轉型;一方面，藉由主張同性婚姻入法，它徹底衝擊一夫一妻的異

性戀婚家體制，但另方面，也再次確認「婚姻」所承載的性道德規範與家庭價值，

從而再制度化婚姻體制。本文的目的即在於描繪台灣這波環繞著性、婚姻、家庭

而形成的親密關係的轉變，進而強調「婚姻」作為社會建構、歷史產物的過程。

其次，台灣的親密構成已日趨多元，單親、繼親、單身、不婚、同居、婚外性、

同性伴侶、開放關係等異質家庭形式越趨普遍，但在制度與文化期待上仍獨尊一

夫一妻異性戀婚家體制，甚至以之作為人們能否享有繼承、財稅、購房優惠、醫

療決定權、人工生殖迄至福利給予的根據，進而導致人們在親密領域的階層化現

象。在這樣的脈絡下，本文認為親密公民權的概念固然常限於普遍權利宣稱而容

易忽略跨文化脈絡下的不同情境與實踐，但仍是拓邊異質親密實踐的重要資源。

為避免使用權利語言，導致必須與異性戀常規性看齊、靠攏，我認為當前台灣這

波包括同婚在內的親密領域的鬥爭，在使用權利論述與行動策略必須能揭露自由

主義國家所預設的異性戀常規 (heteronormativity)框架，以免複製主流價值。 

 

(三)2018年 9月 14日南方社會議題二：南方論述：冷戰下馬來亞的左

與右 



1. 文化冷戰論述的南方觀點：馬來亞左右翼的文化宣傳（1950-1970）(王梅香 國

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1990年之後，冷戰論述轉向文化面向，自此西方的、歐美的和右翼的文化冷

戰論述成為主流。然而亞洲的文化冷戰，尤其是東南亞的文化冷戰較為研究者所

忽略。本文從文化政治的角度，探討冷戰時期共產中國、香港第三勢力友聯和英

美政府，在馬來亞文化宣傳的相關論述，並運用美國國家檔案局、史丹佛大學胡

佛檔案、口述歷史及相關論述，凸顯冷戰時期馬來亞左右翼陣營和香港第三勢力

交互作用下文化場域的獨特性。整體而言，馬來亞的文化冷戰論述呈現以宣傳刊

物文本分析，以及行動者的口述歷史為發展趨勢，相對缺乏左右翼宣傳機制的探

討。首先，英國政府扮演積極介入馬來亞宣傳的角色，包括宣傳刊物的發行和宣

傳影片的製作等，建構華人青年的在地認同;而左翼陣營著重「面對面」的宣傳，

透過識字和閱讀、歌唱與舞蹈活動等活動形塑馬來亞華人青年的左翼認同。其次，

右翼陣營以「非政府組織」作為主導角色，左翼陣營以與共產中國官方親近的民

營書店進行宣傳，複雜化既有西方論述中的「國家私營網絡」概念，有別於台港

以美國新聞處官方主導作為文化宣傳的模式。此外，透過跨國人際網絡,香港第三

勢力友聯發展動態宣傳(成立學友會和舉辦生活營)等形式，於是殖民/新殖民協

力、跨國人際網絡和凝聚華人青年的動態活動，成為左右翼陣營在馬來亞文化宣

傳的特色，呈現文化冷戰論述的南方觀點。 

 

2. 「南國以南」：馬華文學作為南方論述(張錦忠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兼人

文研究中心主任) 

    「馬華文學」，指的是「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即以馬來西亞文學為主體

的華文書寫與生產作為族裔文學與小文學的概念。在場域上，地處「南洋」，總已

具備「南方」的特質。建構這樣的「馬文華學」作為方法，亦旨在彰顯其「南方

思維」。職是，在教學上，本章節擬將馬華文學表現擺在「南方」的脈絡，從族裔

文學、華語語系、小文學、國家文學等概念加以爬梳論述。換句話說，十九世紀

中葉以來，離散華南的「中文」、「中華屬性」隨著其離散路徑，渡海南下，而抵

達「南洋」或「南洋群島」,那即是華馬文學的「南方質地」的濫觴。因此，追跡

「馬華文學」，勢必要從「下南洋」的歷史勘劃出發，以迄「華語語系」的現狀。 

 

3. 來自南方的記憶書寫：馬來西亞離散英文小說的南方論述(熊婷惠 淡江大學英

文系助理教授) 

    英文作為馬來西亞文學的書寫語言，可追溯至英屬馬來亞時期。彼時殖民者



的遊記書寫、報導文字或是航海地圖，所呈現的風光無疑帶有熱帶殖民地的東方

想像。英國作家如康拉德或毛姆筆下的熱帶馬來亞風情，同樣也帶有異國情調。

獨立後的馬英文學則帶有菁英色彩，校園雜誌刊載的詩或短篇小說開啟「在地」

馬英文學的新紀年，其後多位馬英詩人主張的馬英詩歌本土化則將馬來語寫入詩

歌，具體呈現出西方離散論述中文化揉雜的意涵。一九六九年的種族衝突以及後

續的土著主義興起，造成華裔族群出走海外，形成離散馬英文學的濫觴。離散馬

英文學也是臺灣外文學界認識馬來西亞英文文學的切入點，尤以馬來西亞華裔離

散作家為研究對象。本章節將先回顧馬來西亞英文小說的脈絡、概述目前臺灣對

馬來西亞英文文學的認識，最後介紹幾位臺灣已有譯介的當代馬來西亞華裔離散

作家的英文作品，以離散論述來解釋臺灣學界對馬來西亞離散英文小說的引介，

與在這些小說裡所建立的一種奠基在戰爭、動亂、暴動、與華人記憶的「南方論

述」。 

(四)2018年 9月 14日南方社會議題三：看見南部客家 

1. 南北客:臺灣客家文化的多樣性(張維安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張翰

璧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教授) 

    本文目的在於分析臺灣客家的多樣面貌。社會上對於「客家」作為一種人群

分類，常有一定的刻板印象，特別是把客家當作是一個內部同質性的人群來看待。

以全球客家為範圍，這種客家文化同質性的見解很清楚的並不成立，即使以臺灣

客家作為研究範圍，仍然有其多樣面貌特質。例如 1.原鄉和語言腔調:臺灣客家族

群的原鄉，就人數達到一定程度的人群來說，最少來自六個以上不同的原鄉，受

到腔調和原鄉文化影響，客家內部彼此之間各自保留了許多特質。2.周邊人群和客

家文化:和周邊族群互動，經常為客家文化加入新的元素，例如南部客家大致仍然

保留著「祖在堂，神在廟」的古典精神，而北部客家可能是受到市場供應或福老

文化的影響，大都在神龕上面同時供奉祖先牌位和其他的神像。3.歷史情境與政治

認同:以目前的政治板塊來看，一般說來南部的客家偏「綠」，而北部的客家偏「藍」，

這與該族群所處的歷史情境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本文通過資料的分析，一方面陳

述臺灣客家的多樣面貌，同時也將分析「作為一個客家族群」的基礎。 

 

2.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六堆：高屏溪流域客家人的內聚性格(洪馨蘭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長) 

    臺灣南部的客家聚居區，以清代鄉勇組織「六堆」得名至今。作為一個具備

鄉勇社會條件的地方，俗稱「南客」(南部客/六堆客)的一群人，以集村方式聚居

於高屏溪流域地下湧泉區，不僅在腔調使用上比「北客」相對來說單純，生存地



域的高平原比例，也和「北客」、甚至華南原鄉的「山多田少」相當不同。做為一

個「平原客家」的類型，位於高屏溪流域的南客，擁有豐沛的水源與平原生態，

而且組成在臺粵籍鄉勇組織──這個跨省概念的自保團體。本文藉由扼要彙整文化

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客家研究，嘗試讓讀者看到推動比較研究的人類學研究，如何

思考客家，並舉例選擇什麼樣的議題來研究南部客家。人類學者一向善於小區域

研究，從中看到差異的內、外在脈絡。而針對南部客家的民俗研究，看到與其他

地區客家發展呈現差異的生存策略、族群意識、社會凝聚等。透過比較研究，不

同區域的客家在異中也有類同點，某些看似地方特有文化，卻又隱微地看出擴區

域共有的族群心性。人類學者對於研究共性之中的差異，必須深入探討究竟是來

自歷史的、來自生態的、還是來自互動的——就像是探究屬於「客家」的文化特

徵，究竟是何時、如何變成屬於特定客家的，並藉此提出「混成」客家的分析。

人類學研究對南部客家提出的貢獻，就在於讓我們有機會從南客重新認識何謂「客

家」、何謂「臺灣客家」。 

 

3. 戰後「中原客家」的形塑及影響：南客與北客的比較(林正慧 國史館修纂處協

修) 

    提到戰後臺灣「中原客家」的形塑歷程，由於《苗友》、《中原》從 1960 年

代起，以北部客家聚落苗栗為發聲據點，其所影響的範圍似以桃竹苗客家聚落以

及政治中心的臺北較為深刻而明顯，雖然銷售量逐漸擴展，而及於全臺，但多少

有邊際遞減的可能。除此之外，戰後各外省客屬同鄉會出版品中傳述的「中原客

家」論述，亦多以臺灣北部為主，則戰後南部客家對「中原客家」論述的接受態

度如何?應是一個有趣的對照面。本文以南客與北客比較的角度，嘗試了解戰後「中

原客家」論述的流布，以及南客與北客對「中原客家」論述的接受情形，並進一

步探究對「中原客家」論述接受有差的現象對南客、北客造成哪些可能的影響。 

 

(五)2018年 9月 14日南方社會議題四：南方觀點下的環境與社會 

1. 環境主義與內部殖民論述：以印度、中國煤礦村為例(吳品賢 國立屏東大學社

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1990年代前後，環境主義的多元面貌始為學者所重視,當中部份討論著眼於美

國境內的環境種族主義，部份則指出國際間不同區域的環境運動主導階級有所差

異，相較於「北方」國家多有中產階級帶頭發難的生態保育運動，在拉美、印度

等「南方」國家則更常見到以農民、勞工階級為運動主體的環境正義鬥爭，因而

有了「南方環境主義」之論。在所謂的「南方」情境中，以印度與中國的煤礦村



為例，我觀察到弱勢群體的環境權之體現不在於捍衛自然或拒絕污染，更在於近

用自然資源的權利，某程度上可將之解讀為地方社群尋求在地經濟自主權;然而，

兩地人們對人與自然的關係、及主政者在其中的相對角色，卻有不同的看法。本

文立基於在印度與中國的田野工作，由歷史及政治社會過程來探討對內部殖民的

批判性論述如何為印度的行動者所用，而在中國的主流環境史觀與在地論述中卻

相對闕如。 

 

2. 公害輸出的南向：「福爾摩沙」 從台灣到越南(彭保羅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殷志偉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 

    約 2006 年，台灣石化業巨人台塑計劃在雲林六輕廠區建鋼廠。但那時已運

作十年的六輕廠區，對附近鄉鎮造成之毒性汙染風險已夠大，以致在地漁民反對

鋼廠這另一大汙染源。反對力量的動員使台塑放棄原初計劃，把鋼廠轉向另一個

南方，越南中部河靜省。「台鋼」不成，變成「越鋼」(台塑河靜鋼鐵) ，即越南人

平常說的「福爾摩沙」，台灣的另一個名字。鋼廠建立前，數千居民遭土地掠奪、

被迫遷村。2016 年 4 月，越鋼運作前，它的下包商因作業疏失，造成可能是越

南有史以來最嚴重海洋汙染災難。更難堪的，是災難後一連串的賠償騙局、欠缺

毒物檢驗，災民因健康和經濟受創而抗議也遭政府強力鎮壓及任意逮捕。即使越

南有嚴格環保法規，但因一黨制政府的貪腐，有許多秘密不為人所知。不過至今

災民仍堅強地跟國家和大資本抗衡，原因之一是有天主教強力支持。天主教於越

南的在地深根和國際連結，使其在這場環境運動中扮演要角。本章立基於越南的

田野工作及長達兩年在台灣聲援團體之參與觀察，敘述在威權政府施壓下，如何

動員抵抗環境不正義。 

 

3. 工業城市的環境正義運動(邱花妹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近年來，「環境正義」也不時出現在台灣反污染運動的論述中，在這些運動中，

環境正義所指涉的規範性關懷與原則為何、如何形構運動的意義與策略值得探

究。控訴環境不正義也成為晚近高雄反污染運動的核心論述:2000 年代中期以來，

隨著高雄的石化電力等高污染產業逐漸老舊，台電中油等大污染源提出更新擴

廠、更多污染與工安事故，激起環境行動者在不同時點投身反對中油林園三輕及

台電大林廠擴張、揭露台塑仁武廠土水污染、要求中油後勁五輕 2015 年如期關

廠轉型生態公園、大社石化工業區降編、挑戰南星自貿港區與遊艇專區設置，以

及明顯跨越社區疆界的行動，如要求乾淨空氣、抗議後勁溪及灌溉水污染、反對

良田蓋工廠及抗議高雄氣爆等。不同於過去以社區居民為主的反污染運動，高雄



近十年的運動連結都市中產階級為主的專業環境運動者、社區居民、農漁民、在

地學者與律師;對過度承載污染與風險的認知與不滿，從工業區附近受害的鄰近社

區擴大整個城市。本文認為，超越既有環境正義研究聚焦社區的限制，將高雄晚

近一波波環境運動放在城市的尺度進行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這一連串運動所交

織出的都市環境正義行動主義(urban environmentalactivism)的特性。本文在釐清這

波運動興起的結構條件後，將聚焦環境行動者，分析行動者組成，討論行動者如

何將過度承載環境惡物的不滿轉化為環境行動，又如何以環境正義的規範性關懷

為城市的環境運動進行意義構框，進而提出對城市發展轉型的想望。文章最後，

我將指出這波運動所面臨的諸種挑戰。 

 

(六)2018年 9月 15日南方社會議題一：社群的自我管理：理論、歷史

與法律 

1. 民主的民主化：「自我管理」的視角(萬毓澤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爭取另一個世界的運動」(altermondialisme)、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十餘年來風起雲湧，學界已在理論與經驗的層次上檢討、評估這些運動

背後的核心理念，亦即(1)如何將民主價值∕原則從狹義的政治領域(如中央與地方的

行政與立法部門)延伸到其他領域，如經濟領域;以及(2)如何使民主價值∕原則與社

會培力(social empowerment)更有效地接合。本文認為，若要更深刻理解這類「民

主的民主化」的方案，應該將其置放在「自我管理」(autogestoin;self-management)

的知識系譜下來考察。據 此，本 文 試 圖 討 論 三 個 核 心 議 題。 首 先，

簡 要 勾 勒「自我管理」的知識系譜;其次,比較並評估幾種試圖落 實「 自 我 管 

理 」 的 民 主 治 理 模 式， 如 Pat Devine 的「商議協調」(negotiated 

coordination) 模 式、MichaelAlbert 與 RobinHahnel 的「參與式經濟」

(participatoryeconomics)、David Schweickart 的「 經 濟 民 主 」(economic 

democracy)、Mario Bunge 的「 完 整 民 主 」(integral democracy)等;最後，以參

與式預算、阿根廷的接管工廠運動、共有資源的治理等方面的經驗研究為例，說

明「自我管理」這個概念的描述性價值與規範性效力。 

 

2. 從維基百科看網路社群自治: 以使用者隱私權與言論自由為核心(陳舜伶 中央

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維基百科是人人可編輯的、自由的網路百科全書，2002年創辦以來採取不接

受廣告、非營利的性質，卻仍可處理巨大流量，點閱率排名高居全球第五。維基

百科背後是編輯者投入可觀的時間與精力編寫、爭執內容保存或刪除標準、討論



爭議解決方式等，以維護保障資訊流通與言論自由的價值為目標，從歷次的爭議

中累積出一套可運作的社群規範與組織形式。但網路社群並不完全獨立於傳統主

權國家，仍可能受到國家法律的規範，維基社群自治的挑戰之一便是在國家法律

規範的背景之下，摸索出自治的空間，並在必要時挑戰此自治的界限，以極大化

自治可能的範圍與實踐。 

 

3. 減法的主體及其政治行動(洪世謙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絕被編碼的姿態顯現主體。主體的第二重能動性展現為在作為剩餘主體的同

時不虛無亦不盲從地在例外之中重新型構並持續戰鬥。 

 當代的主體哲學在思考政治行動時會陷入一種兩難，太過強調主體和認同的

同一性，可能導致種族主義或教條主義;然而沒有主體，則可能導致無法產生任何

政治行動或人云亦云，對政治的冷漠同樣可能導致極權主義。不論是強調主體或

去主體，最終都可能進入同一性的風險，進而同樣走入種族主義或極權主義。除

了是否需要保有主體的爭論之外，為了解決主體的兩難以及因此導致的極權的誕

生，結構馬克思和解構主義都試圖從「去主體」解決這個問題，不論是阿圖塞的

無主體過程或德希達的朝向他者的主體。然而這兩種去主體的方式，都必須回應

兩個問題，即去主體後的主體能動性以及過於信任偶然性，如何確保人們不會進

入極權主義或某種大他者的惡?為 了 思 考 並 回 應 這 問 題，巴 迪 悟 提 

出 了 減 法 的(subtraction)、解縫的(de-suturation)主體。主體透過減法和裂解，

將自己從既定事實中扣除，這是第一重主體的能動性，即以作為餘數的、溢出的、

例外的、拒絕被編碼的姿態顯現主體。主體的第二重能動性展現為在作為剩餘主

體的同時，不虛無亦不盲從地在例外之中重新型構並持續戰鬥。 

 

(七)2018年 9月 15日南方社會議題二：宗教與汙名：權力劃界下的主

體建構 

1. 子不語怪力亂神? 論漢人民間信仰的邊緣、邊界、邊外、與邊線翻轉(丁仁傑 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民間信仰作為台灣學界理解地方宗教活動的認識範疇，不同時代對它有不同

的定義，不同定義具有隱含或明示的政治性的企圖，而這也形成了不同時期對地

方民間信仰進行理解與詮釋的基礎。本文的分析角度是，民間信仰本身是一種經

過了制度化結果的集體性慾望的形式。慾望是一種迴路性的複雜結構，是一種衝

動與管制之間往返的過程。而內在慾念與自我管制的權力內容，會與外界知識分

子的慾望，父權權力的慾望，以國家之名而創造秩序感的慾望，讀書人想要將道



德體系常模化的慾望等等，匯集在一起，創造出慾望的集體性的和制度性的形式。

這種制度性的形式，有隱約的邊界，但很難有公認共享的核心內容，而經過歷史

沉澱，它允許邊緣，卻不准超出邊界之外，超出邊界意謂著超出了迴路之外，也

意謂著主體的解體。歷史的沉澱，乃是經由神話過程的演變做為媒介，在共鳴效

應中神話慢慢的定型而普及化。也因為允許邊緣，讓大量個體性的慾望，得以在

集體性慾望制度化的形式中得到安置。不過，愈多規範性的定義，只是讓邊緣的

位置更明確，也讓個體性的慾望看到與發現了邊緣，而愈想要經由邊緣中找到出

口。集體性的慾望形式，幾乎是產生倒轉，愈是邊緣，愈是受到大眾的歡迎。而

隨著社會變遷，當規範性的形式缺少體制或組織的基礎，能夠去定義中心的外在

權力基礎幾乎是不見了。慾望本身的動能，一方面更樂於處在範圍愈來愈大的邊

緣地帶;一方面也開始不斷的去試探邊界與挑戰邊界，而產生了新的民間信仰神話

與運動形式。 

 

2. 山林間的彩虹佳麗：北排灣的基督徒「姊妹」(董晨晧 部落老師) 

    2011年，臺灣社會為了「同志教育是否要落實在國中小階段」開始大量討論

性別教育、同志教育，甚至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相關議題，報章雜誌也為此紛紛

做出各樣的評論。戰火延燒到 2012年的多元成家草案，反動勢力集合起來對抗多

元成家草案進入立法院，基督宗教也對這三套草案做出回應，且大部分的教會認

為多元成家草案裡的同性婚姻是不符合《聖經》的律法與規則，因此大打《聖經》

牌來打壓同性婚姻。本研究的田野地位於北排灣地區，基督宗教比例高達 80% 以

上，其中又以長老教會為大宗。臺灣的報章雜誌、電視媒體大量報導同性婚姻相

關訊息，加上長老教會總會對於同性婚姻的公開反對牧函，使得北排灣地區長老

教會開始討論這個「不太能公開說的秘密」。在教會裡的有一群性別氣質不符合主

流期待的生理男性，互稱彼此為「姊妹」或「adju」。本章處理的是「姊妹」作為

一個原住民、多元性別及基督徒多重交織的性別樣態。自從教會內部開始討論同

性婚姻，她們在教會的處境是否有所變化?教會的反對與接受是否會影響她/他們在

教會的處境?如果遇到強烈反對，她/他們會選擇離開教會嗎?透過分析臺灣本土一

個的宗教、性別與族群多重交織案例，本文希望開拓臺灣原住民地區基督教會與

基督徒如何看待同性婚姻與多元性別的視野。 

 

3. 如果在台灣，一個穆斯林：純淨與汙名故事集(趙恩潔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不論從時間或空間上來看，穆斯林社群在台灣都是高度異質與流動的多面社



群。17 世紀以降，追隨鄭成功而來的砲兵家族在鹿港周遭一帶逐漸漢化，剩下「初

一十五不吃豬肉」與其他幽微的穆斯林認同。1949 年後「少數軍商大家協助中東

外交、多數公務人員」的「回教徒外省族群」四散不群居，導致第二代第三代的

「天啊你把你爸的屍體燒掉了」的認同淡化 ( 根據教義，火葬是大罪 )。80 與 90 

年代泰緬「孤軍」遷移台灣，則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小吃餐廳雜貨店」之少數

族群聚落。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我們則看到新的一批 ( 包含來自中東與非洲 ) 各

國穆斯林以及大量印尼穆斯林的匯入所形成的族群化的伊斯蘭文化「小復興」，後

者中的留學生甚至成立宗教科技公司，希望推廣台灣的伊斯蘭文化。從歷史流變

的角度而言，穆斯林在台灣不同歷史社會脈絡中所追尋的飲食「純淨」不是純然

教義下固定的分類範疇，而是人與複雜環境協商後的動態網絡。穆斯林在台灣不

同時代所承受的「美名」、「無名」或「汙名」亦然。本文將呈現「初一十五不吃

豬肉」、「牛票與殺雞」、「誰是賓拉登」、「清真寺裡的印尼菜」、「清真獵人」與「研

發清真抓寶」等真實故事，描繪穆斯林少數族群在不同處境中，如何面對與轉化

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純淨與汙名，幫助台灣讀者破除對穆斯林的刻板印象與迷

思，增進對多元穆斯林社群的奮鬥與創意的了解。 

 

(八)2018年 9月 15日南方社會議題三：越境移民 

1. 台灣的國境控管了誰？(王宏仁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國境一向是國家展現主權的地方，特別在台灣這種不被當前國際政治體制所

承認的國家，就一直運用國境管控來彰顯自己的真實存在。但是這樣的國境控管，

到底控管了哪些人?而哪些人卻不受控管呢?本文希望以台灣-越南之間的移民狀況

為例，來探討國境的能與不能，以及在法律控管下的個人，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來

規避國境控管。我將討論幾個個案，從過境、移工、行方不明、婚姻、依親、探

親、旅行等，來看台灣的國境控管三原則(父權、階級與國安) ，如何被架構來控

管特定人士，以及這原則如何被穿越、挑戰。透過這些個案的探討，我也希望凸

顯台灣在國際政治體系中，因為所處的特殊地位而發展出的特定國境管制，它不

僅是在國際大國政治夾縫中求生存，也同時在撼動以具有清楚國境為基本架構的

國際政治體制。 

 

2. 穿越冷戰國境：中緬邊境的地下經濟(張雯勤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

究員) 

    藉由中緬邊境的田野研究，這篇論文主要目的是去理解冷戰期間,在國家中心

封鎖邊界的狀態下，依然存在的跨界地下經濟流動。這些往來流通，糾結著複雜



的冷戰背景因素，還有當時中國和緬甸境內正在經歷的劇烈政治變動。從邊民的

敘事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個人生命歷程如何交錯於國家、地區甚或國際間不同層

級的政治因素;邊民又如何藉由地下跨境商貿來求取生存、並開創新生活。除了民

間的非法邊貿，中國官方從 50 年代到 80 年代對緬共的援助，也形構了秘密的

跨境經濟輸出。在官方及民間雙重的地下經濟運作過程中，同時帶動人、商品、

資金、訊息與情報的流動。其實從既有的文字歷史來看，兩千多年來，這個歷史

邊區一直存在著多族群與多政治實體，因此這些人、物、金、訊、密的流動也一

直存在著。然而在當代國族─國家的思考框架下，這塊邊區歷史卻常被邊緣化，也

不被主流的冷戰史所記錄。本文就是希望補述這一段不被觸及的邊區冷戰史，從

抽離國家中心本位主義的視角，去探究國家邊境在遭逢不同勢力的過程中，所產

生的「夾縫歷史」，以及夾縫歷史對國家政治中心和國土論述的反思。 

3. 超越「閾界」的宿命：印度流亡藏人的「難民」身份與生存策略(潘美玲 國立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自從 1959年中共佔據西藏，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藏人被迫流離，成為難

民或無國藉的人。就民族國家的公民身份而言，在國際政治的脈絡中，難民的身

份或是無國籍的人，無法被以民族國家構成之國際體系中，歸類到任何既有秩序

當中，人類學家 Liisa Malkki 將此無所歸類狀態，界定唯一種處於「中界」或「閾

界」(liminal)的身份，而因為印度政府沒有正式給予藏人難民的身份，則建構了流

亡藏人在印度社會生存的「閾界」性。而就生存而言，難民被連根拔起，被迫流

離，一無所有地在他鄉打拼生活，本身面臨了因為宗教、文化或外觀實際的差異

而被標示的「外人」身份，經常會出現「種族化」、「問題化」的現象，而造成與

在地社會族群間的緊張，產生了「勞動力市場劣勢」以及「資源限制的劣勢」的

「雙重劣勢」。流亡超過半世紀的藏人難民，透過集體努力找到在印度安身立命所

在，已經超越了「雙重劣勢」的困境。本文將從印度流亡藏人在印度以季節性的

毛衣貿易，呈現難民面對「閾界」宿命挑戰而發展的生存策略。 

 

(九)2018年 9月 15日南方社會議題四：非典型家庭 

1.第二次性別革命在台灣的發展機會與限制(楊靜利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翁康容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任軒立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班研究生) 

    關於已開發國家的人口變遷方向，「第二次人口轉型」理論認為社會價值觀已

產生根本的變化，少婚、少育將成為後現代社會的常態。而「多元動態平衡」(multiple 

equilibria dynamics)理論認為家庭價值觀並沒有太大變化，只是理想與現實無法兩



全才造成今日超低結婚率與生育率的結果，如果社會能夠幫助夫妻兼顧家庭與就

業，婚育率就會回升。「性別革命」(GenderRevolution)則認為過去的人口轉型是第

一波性別革命，以女性踏入男性的世界(就業市場)為開端，未來的人口轉型將是第

二波性別革命，將以男性浸入女性的世界(家務勞動)為結束，隨著第二波性別革命

的開展，結婚率與生育率將逐漸回升。「多元動態均衡」與「第二次性別革命」可

說是「性別平等差異發展」理論(Gender Equity Theory)的延伸，本文介紹這三個理

論的內涵，並從「性別角色態度」、「夫妻家務分工」與「女高男低婚配」的變化

趨勢，來討論「第二波性別革命」在台灣發展的限制與機會。整體來說，台灣的

性別平權觀念雖然愈來愈開放，但男性改變的速度落後女性，使得兩性之間的差

距愈來愈大;在家務分工上，雖然男性投入的時間愈來愈多，但女性還是承擔絕大

部份的責任;教育程度上的「女高男低」婚配在千禧年之前興起，但隨著高教擴張

後的世代進入婚姻市場，此一婚配模式的比例下跌。諸多跡象顯示，支持女性就

業、男性投入家務工作、以及接納女高男低婚配，比像「多元動態平衡」所描述

的情況，台灣並未在「第二波性別革命」的發展路徑上。 

 

2. 個人化的生命歷程: 錯落的事業與家業(翁康容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

理教授) 

    自個人化理論提出之後，生命歷程的個人化開始受到生命歷程學者的重視。

但是，生命歷程個人化的討論雖然展開，其內涵與研究取徑的差異卻讓生命歷程

個人化的程度與變遷未能呈現一個明確的圖像。為此，本文嘗試回顧過去生命歷

程個人化的研究，梳理這些研究間的脈絡關係，並嘗試指出研究結果差異的可能

原因為何，現存研究的推展又可以讓後續研究在什麼樣的基礎上去達成更多研究

間的對話。 

 



三、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 

活動時間：107年 9 月 14日 

活動地點：社科院小劇場 

 

 

開幕式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社會科學院院長、系主任及來賓致詞 



活動名稱：「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 

活動時間：107年 9 月 14日 

活動地點：社科院小劇場 

 

 

開幕式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社會科學院院長、系主任及來賓致詞 

 



活動名稱：「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 

活動時間：107年 9 月 14日 

活動地點：社科院小劇場 

 

 

開幕式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社會科學院院長、系主任及來賓致詞 

 



活動名稱：「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 

活動時間：107年 9 月 14日 

活動地點：社科院小劇場 

 

 

開幕式  大合照 

 

 



活動名稱：「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 

活動時間：107年 9 月 14日 

活動地點：社科院 4001會議室 

 

 

主題為親密公民權，由楊芳枝、吳嘉苓、陳美華老師發表 



活動名稱：「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 

活動時間：107年 9 月 14日 

活動地點：社科院 4001會議室 

 

 

主題為南方論述：冷戰下馬來亞的左與右，由王梅香、張錦忠、熊婷惠老師發表 



活動名稱：「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 

活動時間：107年 9 月 14日 

活動地點：社科院 4001會議室 

 

 

主題為看見南部客家，由張翰璧、洪馨蘭、林正慧老師發表 



活動名稱：「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 

活動時間：107年 9 月 14日 

活動地點：社科院 4001會議室 

 

 

主題為南方觀點下的環境與社會，由吳品賢、彭保羅、殷志偉、邱花妹老師發表 



活動名稱：「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 

活動時間：107年 9 月 15日 

活動地點：社科院 4001會議室 

 

 

主題為社群的自我管理：理論、歷史與法律，由萬毓澤、陳舜伶、洪世謙老師發表 



活動名稱：「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 

活動時間：107年 9 月 15日 

活動地點：社科院 4001會議室 

 

 

主題為宗教與汙名：權力劃界下的主體建構，由丁仁傑、董晨晧、趙恩潔老師發表 



活動名稱：「民主多元的南方社會」學術研討會 

活動時間：107年 9 月 15日 

活動地點：社科院 4001會議室 

 

 

 

 

主題為非典型家庭，由楊靜利、翁康容老師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