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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會議簡介 

壹、背景與宗旨 

    從 1980 年迄今將近四十年的發展歷程，臺灣經驗了經濟快速起飛與蓬勃發

展的年代，走過民主轉型與鞏固的時代，並且正於社會轉型與再興的世代大步邁

前。在這四十年間，臺灣的學術領袖充分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不僅在學術

領域深耕理論研究，結合臺灣發展經驗，提出創新見解；對政府的大正方針，也

提供具體且清晰的路向建議；更關鍵的是，對於民主政治的進展與社會進步的帶

領，更扮演重要推手的角色。 

    蕭新煌教授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為該所特聘研究員，同時也擔

任過該所所長。蕭教授亦擔任政大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委員會主席、以及財團法

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董事長。長期以來，在臺灣民主政治、社會學、東南亞研

究、客家研究等領域，帶領研究社群深耕學理、探索社會發展前沿議題。 

    蕭教授是知名社會學家，長期致力於公民社會、民主運動及客家相關議題之

研究，除了從社會學的角度探究公民社會、民主運動及客家研究發展軌跡，並致

力於促進跨校、跨學科及跨國際之整合型比較研究，將臺灣的研究，擴展成東南

亞的比較研究，並且發展具有亞洲特色的國際研究。近年來更深耕亞洲民主政治

的比較研究，帶領國內外學術社群投入國際出版計畫，提升台灣的民主論述能見

度。 

   本計畫辦理之研討會與邀請出席的重要學者均於國內、外任教的不同學術領

域專家，在研討會上發表論文，以聚焦由蕭新煌教授所領銜或擴展的前沿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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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議題與領域。本次學術會議在會後亦將出版學術專書，具體呈現臺灣在歷經進

步與正義的世代的發展軌跡與圖象。 

    亞洲的轉型是多面向、全方位的轉變，它的驅動力來自於兩個層面，內部動

力與外部趨力。就國家與社會層面而言，包括多元族群文化、公民社會、環境意

識、以及國家發展等因素是促進亞洲轉型的內部動力。而外部趨力則是在區域與

國際層面的變化，諸如戰爭與和平的國際情勢演進、及各種以國家或非國家行為

者所促成的區域整合與串連趨勢。內部動力與外部趨力的融合，促使亞洲進入新

的格局，其中，「進步」（progress）與「正義」（justice）是最重要的兩個關鍵詞。 

    亞洲的進步不只是經濟成長的線性思維，而是在政經、社會、環境、文化等

多樣領域的整體永續發展。在此特別強調的是，所謂的「進步」代表的是治理與

制度的進展、理念與關懷的躍進、以及行動與運動的推進，這些都環繞在「以人

為中心」的進步思維中。 

    亞洲的正義更與在地社會的發展脈動密切相關，特別是從威權到民主的政治

轉型能量、公民社會的維權運動與社會運動、環境政治的土地正義、以及國家暨

社會經濟轉型的具體路徑，均為國際學界與國內先進共同關注的焦點。進步與正

義的世代，就是當代臺灣與亞洲關係發展的註腳。 

貳、會議設計與場次安排 

本計畫所辦理的會議，在議程設計上的設有 7個場次，分別是：（1）行動

與勇氣：社會運動的亞洲脈絡（2）凝聚與記憶：臺灣客家研究的社會學建構；（3）

南向與台灣：東亞與東南亞研究的生根與深耕；（4）治理與福祉：臺灣第三部門

與青年的四十年轉進；（5）轉型與風險：環境治理的跨域圖象；（6）在地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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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客家研究的在地化圖象；以及（7）環境與正義：從個人理性到社會共榮。

七個場次共有二十三篇論文發表，涵蓋民主政治研究、客家研究、社會學、政治

學與國際關係、環境研究、以及公民社會比較研究等領域。 

 

會議第一個場次以「行動與勇氣：社會運動的亞洲脈絡」為題，邀請哈佛燕

京學社訪問學者同時也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博士發表「台灣社會運動

研究的興起與制度化 1980-2018」，該文也特別向蕭新煌教授致意，彰顯其所帶

領、為期三十年的臺灣社會運動研究；第二篇論文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劉華真教

授發表「重探台灣反核運動」，台灣是唯一個在反核運動的壓力下，從在 1980 年

代中期就停止核電擴張的亞洲國家，呼應蕭新煌教授所致力於亞洲社會運動的比

較研究議程；最後，本次會議邀請韓國湖西大學中國學系朴允哲教授及李京兒教

授發表「韓國社會運動團體與經濟與民主改革: 以兩大綜合性社會運動團體為

例」，該研究期望能深入分析社運團體的政經社會體制，為新的綜合性社會運動

路線提供研究註腳。 

 

第二場次以「凝聚與記憶：臺灣客家研究的社會學建構」為題，邀請交通大

學客家文化學院張維安院長發表「把客家帶入社會學」，該文回顧當代臺灣客家

研究的發展脈絡，同時從社會學的角度檢視其中變遷路徑，同時透過文獻與經驗

的梳理，凸顯蕭新煌教授與客家研究先進對於此一學術領域的扎根及推進貢獻；

第二篇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張翰璧教授檢視「『客家族群空間』的形

成與發展」，該文從族群空間的觀點探討客家文化帶的醞釀與形構過程；第三篇

論文則是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黃世明教授所發表的「客家人的移動構圖與

聚散連結之時位考察初探」，該文特別以時位考察的方式，討論客家族群的移動

軌跡與社會鏈結。作為本次會議的第一場，希望能具體凸顯客家研究的跨領域學

術重要性，以及蕭新煌教授在發展臺灣、亞洲與比較客家研究的領銜貢獻。 

 

第三場次則以「南向與台灣：東亞與東南亞研究的生根與深耕」為主題，本

場次亦希望向蕭新煌教授推動臺灣東亞與東南亞研究三十年的貢獻致意。其中，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王宏仁教授發表「越南與中國台資工廠罷工的比較：防禦型

vs.侵略型的國家」討論當前臺商在東南亞面臨到的挑戰；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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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龔宜君教授發表「應許之地？越南移墾小農與咖啡產業之發展」則是探索越

南農業發展的新議題；而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楊昊執行長發表「台灣東南亞

研究的第一個三十年與下一個三十年」則是綜合回顧過去三十年來由蕭新煌教授

促成的臺灣東南亞研究之發展議程與特色，並且勾勒下一個三十年的深耕路向；

而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陳佩修特聘教授則是以「泰國拉瑪九世時代 

(1946-2016) 的政治遺緒：『泰式民主』的重新評估與未來展望」，回顧泰國研究

的發展軌跡；最後，韓國同德女子大學中國學系金潤泰教授的「台灣的韓國學：

微觀與宏觀地景研究」則是呈現台灣過去發展韓國研究的特點。 

第四個場次以「治理與福祉：臺灣第三部門與青年的四十年轉進」為主軸，

第一篇文章為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官有垣教授發表的「臺灣第三部門治理的實

證研究：1990年代迄今」，這篇論文呈現公民社會研究的發展議程，並且特別聚

焦於第三部門治理的運作軌跡。第二篇論文是海棠文教基金會陸宛蘋顧問撰寫的

「非營利組織之評估與公私協力：以十年衛生財團法人輔導計畫為例」，該文特

別從公私協力的角度討論非營利組織在臺灣社會深耕與轉型的動力與合作關係；

第三篇論文則是東吳大學社會學系范綱華教授所發表的「宗教信仰對台灣青年人

主觀福祉的影響：貫時性資料的反事實分析」，這篇論文則是針對青年世代對於

福祉的態度進行長期觀察，同時分享研究成果。這三篇論文希望呈現出治理理念

的變遷、第三部門的發展轉進、以及新生代臺灣年青人對於社會福祉的態度追蹤，

凸顯公民社會的發展圖象。 

第五場次的議程聚焦在「轉型與風險：環境治理的跨域圖象」，一方面呈現

國內環境研究社群所關心的風險社會議題與環境治理挑戰，另一方面也藉此機會

再次盤整環境研究的下一個路向。首先，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所長發

表「台灣能源轉型的三個螺旋鍊運動」，聚焦於能源轉型的政策、運動與社會脈

絡；而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徐世榮教授所發表的「耕者有其田與轉型正義」則是聚

焦於環境、在地與社會轉型正義的理路勾勒；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許耿銘教授則以「風險意識對於支付意願之影響：台南水患治理之個案分析」從

都市角度評估，凸顯水患治理的實際挑戰與制度設計。這三篇論文分別從能源、

土地、以及災難的角度，呈現臺灣社會面臨的環境脆弱性與挑戰，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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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研究成果的分享具體凸顯國內環境研究社群對於各項挑戰的解方。 

 

在會議的第二天，同樣以「在地與網絡：東南亞客家研究的在地化圖象」作

為開場，彰顯蕭新煌教授及研究團隊對於亞洲的客家研究的領銜努力。在政府積

極推動新南向政策的今天，東南亞的客家研究對於臺灣社會瞭解亞洲社會脈絡與

族群文化親近性的再凸顯，甚為重要。在第六場次的第一篇論文是聯合大學經濟

與社會研究所林本炫教授所發表的「客家研究的比較方法問題」，該研究呈現如

何進行跨國客家研究比較研究的脈絡、特色與基本架構；第二篇論文為暨南國際

大學東南亞學系林開忠教授撰寫的「霹靂嘉應客家的移民與商業網絡關係之研

究」，這篇論文從地域性的馬來西亞個案研究著手，深入呈現客家移民與在地經

濟商業網絡的互動關係；第三篇論文則是高雄師範大學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利

亮時主任所發表的「檳城嘉應、大埔、永定、惠州與增龍五個客家社團內部與外

在的關係」，同樣也是透過比較研究的方式進行東南亞客家社團的社會脈絡梳理。

這三篇論文呈現出蕭新煌教授所帶領的客家比較研究團隊的田野經驗、創新議題

的分析角度、以及跨國比較研究的團隊成果。 

 

本次會議的最後一場次，則是關注「環境與正義：從個人理性到社會共榮」

的議題，特別對應環境與正義的主題思辯。該場的第一篇論文是政治大學公共行

政學系杜文苓教授發表的「核廢風險溝通的反思」，針對當前的核廢深入分析臺

灣社會的分歧立場與對話理路；另外，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教授，則

是以「從機車到捷運：台灣民眾的交通方式與減碳行為」，討論台灣民眾在日常

生活的交通行為抉擇改變與減碳理念的關連性；最後，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

專題中心蔡明璋執行長則是發表「東亞社會的後物質主義：年齡－時期－世代的

分析」，關注東亞社會中的後物質主義的特色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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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成果 

 

    本次會議研究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蕭新煌教授與國內外

重要學者共同探討社會學在各學術領域的脈絡與影響，透過過去四十年來蕭教授

在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深耕與開創，發展出許多有意義的研究議程。以下就

論文發表情況進行各篇研究成果的摘述。 

 

1. 何明修教授之臺灣社會運動研究的制度化（1980-2018） 

 

    晚近以來，以台灣社會運動為主題的研究作品大量出現，顯見此一研究領域

已有顯著成長。本文將重嘗試透過文獻回顧與引用分析來理解發展脈絡，從

1980-2018 年的期刊論文的增長來看，這個研究領域已經有明顯的制度化趨勢。

其他的發現如下：第一，台灣社會運動研究自其發軔之初就存在一個跨學科的傳

統。第二，社會運動本身的活力影響了其研究成果的豐富與否，因此環境、勞工

與性別運動持續有研究產出。第三，研究設計集中於單一個案研究，若有跨國比

較，則多是以南韓為對照組。第四，運動的出現與後果是主要的議題，但有由起

因轉移到後果的趨勢。第五，台灣社會運動研究已出現粗具規模的互引網絡，但

因獨自寫作的習慣阻礙知識積累，這仍是仍有待克服的困境。第六，較晚近的研

究成果與主流的國際理論典範之間有較多的連結。 

 

2. 劉華真教授之重探台灣反核運動 

 

    由 1980 年代至今的台灣反核行動，是一場非常特殊的社會運動。首先，它

幾乎沒有對抗核子武器的面向，而全心關注核能電廠的設置與核廢料的處理，尤

其是 1980 年代中期開始的核四廠（龍門電廠）的設置爭議。再者，臺灣反核運



7 
 

動從一開始就是全國性的議題、全國性的運動。這和反污染抗爭的一般模式大不

相同。台灣的反污染抗爭通常由地方層級的陳情、訴願與抗爭開始，因事態無法

解決而一路延燒到中央政府層級，其中也僅有一小部份的案例得已演變為全國性

議題，並具有跨地域的動員力。 

 

    最後，相較於各東亞近鄰的日本與南韓，以及近年來快速擴張核電的中國與

印度，台灣是唯一個在反核運動的壓力下，從在 1980 年代中期就停止核電擴張

的亞洲國家。本文從「為什麼臺灣反核運動可以在一片擁核氛圍的東亞成功阻擋

核電擴張」這則經驗問題出發，蒐集 1986 年到 2018 年六月曾發生過的反核抗

爭行動，並以此為基礎來重新耙梳台灣反核運動這三十年來的特性與轉化。 

 

3. 朴允哲教授、李京兒教授之韓國社會運動團體與民主改革： 以兩大綜合性

社會運動團體為例 

 

    韓國的民主化是為市民社會的核心勢力的中產階級所主導的。中產階級積極

組織社會運動團體推行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民主改革。主導民主改革的主要社會

運動團體是參與連帶（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與經濟正

義實踐市民聯合（Citizen’s Coalition for Economic Justice）等兩大綜合性社會運

動團體。它們因韓國的特殊社會條件而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獨特結構與性格。它們

為彌補或克服韓國政黨的結構性問題而具有類似于韓國政黨或財閥的結構與特

徵。它們像政黨般具有能處理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諸問題的龐大及細分化的組織

結構。實際上它們應付幾乎政治、經濟與社會領域上的所有問題。另外，組織運

營與文化也呈現出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權的性格。這些結構性特徵是三個社會條件

所導致的。其一，韓國民主化運動是在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主導下包容下層階級

而推行的。其二，韓國社會運動是缺乏基層或地方基礎的首都中心的運動。其三，

韓國社會運動因政黨的脆弱性而代替政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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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專業知識與龐大組織的結合之下進行的韓國社會運

動成為民主化的牽引車，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民主化上獲得了刮目相看的成

果。例如，政治體制改革、司法改革、財閥改革（金融結構改革、公平課稅、公

平交易、改善財閥的所有結構等）、媒體改革、國民年金改革以及環境運動等。

然而，綜合性社會運動團體所主導的社會運動因其結構性限制而導致了一些嚴重

的問題。 

    首先，韓國社會運動成為沒有市民的市民運動。這意味著它缺乏市民參與，

就是說精英知識份子所壟斷的社會運動。其二，它是精英知識份子中心與首都首

爾中心的社會運動，所以相當缺乏基層地方社會的基礎。這很對比於臺灣環境運

動的經驗。其三，它由於集中于全民性議題，於是不大重視保護弱勢群體的議題。 

4. 張維安教授之把客家帶入社會學

    本文採用社會學實踐的觀點，以蕭新煌教授已經發表的論文為探討對象，分

析一個社會學者如何將客家族群的議題帶入社會學的分析中。長時期以來客家研

究，多數以歷史、文學或語言為研究對象，目的在於陳述、介紹「本質性」客家

文化特色。社會科學觀點的客家研究，以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我公共行政角度，

運用不同的資料和觀點，讓讀者看到不同的客家，特別是作為社會建構的客家所

具有的時代意義。本文論述分為：一、作為一位入世社會學者：說明蕭教授的社

會學實踐性格，以社會學眼光和連結教室與社會上的運動。二、社會學與社會實

踐：分析環境運動、消費者運動、第三部門運動等實例。三、把客家帶入社會學：

以客家研究相關論文為分析對象，討論其對客家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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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翰璧教授之「客家族群空間」的形成與發展 

 

空間，人與自然互動的場域，也是族群互動的生活實踐基地。從人文地理的 

概念而言，「客家帶」是一個結合地理和族群的族群空間，這個族群空間即是

Creswell（2006）所指出的「地方」（place），它是一個被意義化的區位（a meaningful 

location）。有別於「空間」（space），地方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人與地以及

地與地互動之下所建構而成。地方的概念經常作為是一種觀看和認識世界的途徑，

它強調一個地理空間如何被賦予意義與價值，從而成為人們記憶、想像與認同的

載體。有許多對於族群與社會的研究，便是從「地方」的概念展開，例如施添福

對於屏東平原平埔族、臺灣北部內山地區客家社群，以及詹素娟對於東臺灣南島

民族生活領域變遷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指出，國家力量、自然環境、信仰、宗族、

維生方式都是形塑「地方」或族群空間的重要媒介。 

 

本文希望藉由上述地方的概念以及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從下列三個層面建構

「客家帶」這一個「族群空間」的概念，研究計畫試圖回答以下三個層面的問題。

（1）空間如何轉變為地方，何種符號、象徵與實踐標誌了在地客家性?（2）從

地方的描述（族群互動）取向分析不同地區之「客家帶」的獨特性與特殊性為何?

（3）地方在政治制度、結構條件之下如何逐漸發展成「客家帶」? 

 

上述的三層架構的分析，是以特定歷史與空間之巨觀脈絡作為理解當地族群

關係的基底，並架構出具體的分析途徑，「族群空間」涉及世界經濟、殖民政權、

民族國家、族群互動等在不同領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家庭等）之權力

運作與結構變遷，分析不同權力結構中各種類別交互發生的作用，以及牽涉其中

的人們如何在不同類別的交織之中自處問題。由在地複雜性所關注的焦點會隨著

不同的社會脈絡而有所變化。 

 

6.  黃世明教授之客家人的移動構圖與聚散連結之時位考察初探 

 

客家人在不同時位結構下，歷經清領―日治到戰後時期乃至二十一世紀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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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移動構圖，與其族群共構形塑了區域的族群往來關係、產業資源開發以及商

品市場交易等機制，依附山徑水系的脈動，打造族群生存發展的場域，時位結構

限制也提供了行動者的選擇與資源的利用形式，自然生態的環境與資源、資本主

義的運作邏輯、生活市場的需求滿足與價值交換、國家機器的宰制或公民治理、

從族群經濟到族群永續的追求，或聚集而形成生活共同體，或散開而尋找建構新

家圖，多元勢力鑲嵌摩盪作用於區域經濟與族群共處的社會之中，時位結構下的

移動構圖，或許可以開啟對客家人在不同類型的地方社會，生存發展與經濟產業

的理解與想像。 

 

客家人在不同的地方社會空間之間移動，有「各從其類」的互動遷徙，而「各

從其類」的自我類化之歸屬意識，受到親緣的倫輩繫族、地緣的空間連帶與業緣

的經濟互動影響，在不同的歷史情境脈絡下，三者勢力也會因為個體在結構位置

的移動與行動情境的轉移而有所消長，即使如此，親緣、地緣與業緣三者，都成

為想像共同體的界限與親疏關係的重要組成要素。   

 

本研究以時位結構的層次，探討移動往來於山徑水系中的族群關係構圖，勾

勒臺灣客家地方社會不同類型的發展特質，探討客家人或者依循山林資源而遷徙，

或者發現新環境而投資墾拓，或者隨著親緣關係而播遷，或者因為政策治理引導

而移動，或者因為原住地生活機會惡劣而產生尋找新家園的推力，再移民與代間

工作的傳承與轉變，進出流動的過程，形成客家文化廊道，更形塑了客家文化的

複雜多元樣貌。   

 

7. 王宏仁教授之比較中國與越南的勞工罷工運動 

 

本研究主要討論中國與越南在 2008 年之後的罷工運動，這兩個國家近年來面

對勞動權益的高漲，國內社會開始出現各種罷工運動。相較於越南的罷工運動，

中國的運動規模較小、同時推動罷工的歷史也較為短暫。這兩個國家的罷工運動

除了前述兩者的差別，有更多細緻的差異。中國的模式是一種分權化的法律威權

體制，而越南則是防禦性的威權體制，從這兩個角度來看，中國的工人會採取法

律行動來保障他們的權利，但在越南，越南工人則是採取大型的抗爭運動來保障

權利，同時也捍衛他們的利益。在抗爭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用法律主義來強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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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而越南政府則是向工人讓步。這些比較研究可以將勞工抗爭運動進行國際

比較，也可以進一步凸顯台灣對於東南亞研究的切入點。 

8. 龔宜君教授之應許之地？越南移墾小農與咖啡產業之發展

越南在短短的 20 年間創造出當代的咖啡奇蹟，自 1986 年改革開放後，經

歷 1990 年代中期的咖啡景氣，到 2000 年時生產已擴張了 1,400%，成從零開

始一路往上攀升成為當前全球咖啡第二大出口國。而越南咖啡商品化的生產與擴

張的特徵是，結合著對原始林地的拓殖與移民的屯墾（settlement）創造出邊區

咖啡生產形構。在越南政府「新經濟區」的屯墾計畫引導下，越南咖啡商品化的

物質基礎上可以說是立基於將邊區森地／未開發地轉變為咖啡種植地―這也是

一種當代的圈地運動。但是，這並不是透過大資本的土地掠奪而是經由無數個體

化的小農移墾開發；而小農在墾移過程中如何進入商品化的咖啡生產，是本計畫

的研究焦點。基本上，本文以越南邊區咖啡小農為研究對象，試圖在以出口導向

的農業商品化脈絡中，聯結到越南農民集體生產與移墾的歷史經驗，以及當下農

民在邊區的地方性日常生產與生活實作，來說明越南小農造出咖啡奇蹟的因果關

係。 

9. 楊昊教授之台灣東南亞研究的第一個三十年與下一個三十年

台灣東南亞研究已經發展逾三十年，這三十年來的制度變遷與學科領域的進

展，值得關注，也值得細探。研究的焦點從早期的東南亞歷史、東南亞華人與各

國政情研究與書目彙編，經過學術社群的積極凝聚，逐漸發展成當前豐富且多元

的「在地」探索，進而牽涉到多重領域、多元方法、多樣知識的彙整與對話。無

論在學科領域的建制化、新生代學者的培育、以及知識生產的進展等，的確為臺

灣的東南亞研究開創新局。本研究則是從知識發展史的角度，從東南亞研究在台

灣的深耕、實踐與學術社群的發展，同時將針對跨領域議題的凸顯、年輕學者的

培育等領域進行分析，其中轉進的確呈現出蕭新煌教授在帶領國內東南亞研究社

群的關鍵角色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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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陳佩修教授之泰國拉瑪九世時代（1946-2016）的政治遺緒：「泰式民主」的

重新評估與未來展望 

 

泰國拉瑪九世蒲美蓬國王於 2016 年 10 月 13 日辭世，他是當代全球在位

期間最長的 立憲君主（1946-2016）也是全球最富有的王室，更是擁有國家最高

政治權威的「虛位」 元首。在蒲美蓬國王統治的 70 年間，泰國塑造出獨特的

「泰式民主」（Thai Style Democracy），這是一種學界普遍接受的特殊「民主類型」，

是當代新興民主政體的異數，更是「民主轉型」理論的一個「反例」。泰式民主

的主要構成元素包括：在立憲君主政體下進行「王權建構」，調和「文武關係」

以推動民主轉型，軍文共治的「半民主」體制，以及「自足經濟」哲學指導 社

經發展。這些路徑塑造出一個以實質王權為核心的「網絡皇室」（Network 

Monarchy）體制，宰制了當代泰國的政經發展與社會變遷。 

 

本文將蒲美蓬國王統治的時代分成兩個階段：20 世紀的階段（1946-2000）: 

「革命王權」的建構與「泰式民主」的形成，以及(二)21 世紀的階段 (2001-2016): 

基於選舉正當性的「塔信體制」（Thaksin Regime）對與「網絡王室」的挑戰與「泰

式民主」的危機。   

 

然而，國家體制與發展繫乎一人的當代泰國，在「後蒲美蓬時代」的開端，

僅在「王位繼承」的實踐上就已顯現出泰國政治前景充滿不確定性的徵兆與氛圍;

因此， 針對蒲美蓬時代泰國的「國家體制」與「民主治理」進行系統回顧，重

新檢視與評估， 將有雙重的重要性與意義:在學理上，完成對蒲美蓬時代 70 年

政治變遷與民主發展的系統分析，將對國內與國際「泰國研究」與「東南亞研究」

學術社群有所回饋。在政策上，鑒於泰國在東協經濟共同體時代的重要性日增，

成為連結「東協新四國」（柬寮緬越，CLMV）的核心，對泰國政經發展的回顧

研究與前瞻研析，將對我國「新南向」政策的推動有所建言及貢獻。  

 

11. 金潤泰教授之臺灣的韓國學: 微觀宏觀地景研究 

 

韓國研究在臺灣已經發展多年，大多數研究的焦點在於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

但事實上韓國研究還有政治民主的新趨勢、語言、經濟與貿易、社會、管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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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與文化等領域，這也使得要發展全面的韓國研究有必要針對臺灣的韓國研究概

況進行分析與檢視。本研究有兩個重要的目的，第一，要了解臺灣的韓國學是藉

由哪些學者和研究機構生成及擴散的?第二個目的則是分析在每個時期、每個學

術領域、韓國學知識生成和擴散的特性如何。 

 

12. 官有垣教授之臺灣第三部門治理的實證研究: 1990 年代迄今 

 

近二十年來，台灣的非營利組織（NPO）成長速度相當驚人，不僅在數量上

大幅成長、組織成立之宗旨與功能也愈趨專業化且多元化，從文化、教育、環保、

健康醫療、社會福利、社區發展等等，幾乎涵蓋了社會中的所有層面，正因為如

此龐大且快速成長的組織所扮演之角色日益重要，且其所牽涉的利益關係人範圍

更為廣泛，甚至還包含了大眾捐款能否被有效運用且不被中飽私囊的責信問題等

等，因此，NPO 不僅在內部需要更健全完善的制度來經營，諸如董事會、管理

單位及志工之間關係的建立，且更重要的是，還必須維繫其與企業部門、公部門

甚至是媒體之間平衡、和諧的互動關係，並在這個社會治理脈絡中建立自己的位

階與立足點，共同擔任社會治理者的角色與行動者。基於此，NPO 必須先建立

組織的治理機制，方能有效參與社會治理。本論文將對 NPO 治理議題有關的理

論加以闡述，並以作者過去二十多年來對台灣 NPO 治理議題的相關實證研究發

現加以佐證說明之。 

 

本文作者自 1990 年代中期的治理研究，分別為：《台灣全國性與地方性基

金會董事會的治理研究》（1999, 2000a, 2000b,2006a）、《企業捐資型社會福利慈

善基金會的治理研究》（2002）、《社區型基金會的治理研究：以嘉義新港及宜蘭

仰山兩家文教基金會為案例》（2006b）、《政府暨準政府機構創設的非政府組織

（GONGO）之治理》（2004, 2006c）、《台灣社會福利、教育事務、衛生事務財團

法人基金會執行長的治理角色研究》（2007, 2008）、《台灣非營利部門的調查研究：

範圍及其重要面向》（2007-2009），以及《社會企業治理的實證研究—臺灣與香

港的比較》（2011, 2014, 2016）。藉著分析上述的 NPO 治理研究發現，以論述台

灣 NPO 治理現況與型態，並從中了解不同類型的 NPO 在治理議題之異同處，

以及其在 NPO 組織運作與發展上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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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陸宛蘋教授之非營利組織之評估與公私協力：以十年衛生財團法人輔導計畫

為例

過去一、二十年，台灣在政府單位非常流行各種非營利組織的評鑑，多數是

以公權力檢查各類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本來目的是希望提升服務品質、績效，但

過度評鑑影響行政效率，受服務者的權益，更不用說製造行政干擾 i 。有必要從

評鑑的目的來探討政府對非營利組織評鑑(評估) 的目的、規畫、實施與成效之

運用。自 2006 年衛生署(現已於 2013 年改為衛生福利部)，委託財團法人海棠

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海棠基金會)，至今(2018)年辦理長達 13 年的「衛生財團

法人輔導計畫」，其中歷經 2007、2010、2013 三次分別擬定「衛生財團法人評

核作業計畫」，並依據進行衛生財團法人組織評核。 

本研究係以海棠基金會於 2006 至 2015 年承辦「衛生財團法人輔導計畫」

10 年的資料為基礎，透過實證性資料分析的研究方法，試圖推導財團法人的評

估與輔導模式，以及政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合作的公私協力。研究發現 10 年來

衛生財團法人輔導計畫，其中歷經三次的評核。該計畫已成功協助多數法人能遵

循主管機關之規範並穩定運作。於三次評核中，持續保持特優與優等的法人數目

逐步增加。更重要的，對於失聯的法人，也透過此計畫，協助其組織退場，與政

府主管單位合作達到其對財團法人業務監督之成效。 

研究發現有此成效，系有四項關鍵因素。第一、發現對於非營利組織評估(評

鑑)的目的，如果是要改善或提升服務品質、績效。則並非只有「評估」單一機

制，而是透過評估發現狀況，接著透過各種能力建設方案輔導促其改善，才能看

到受輔導的組織正向的改變。第二，從非營利組織人力資本的角度來看，受評之

衛生財團法人均持續地提高自身的知識（knowledge）、技術（skill）、與態度

（attitude）。多數衛生財團法人已具備財務會計、會務營運的能力，而從一開始

對評核與輔導的抗拒，到主動積極地接受專家學者訪視與輔導的態度，更是因能

力建設方案而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第三，輔導計畫的時間必須長期持續，經由

評核的結果、輔導其成長與改善、再進行評核以及持續輔導成長與改善的模式，

本研究以三次評核，歷經九年始得凸顯非營利組織的改變成效。第四，10 年來

衛生福利部與海棠基金會之間，非常密切地溝通、協調、分工，從政府與中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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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彼此建立高度信任及協力關係所致。 

 

14. 范綱華教授之宗教信仰對台灣青年人主觀福祉的影響：貫時性資料的反事實

分析 

 

在西方社會，有宗教信仰者的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主觀福祉指標通常比沒 

有宗教信仰者高。但在台灣，這樣的趨勢並不明顯。部分文獻同時採用社會選擇 

論與社會因果論的觀點來解釋這種現象，主張台灣宗教信仰者的社經背景一般比 

無宗教信仰者低，也常因面臨罹患重病之類的生命危機而入信宗教，故其主觀福

祉較無宗教信仰者為低（社會選擇論觀點）；而在信仰宗教後，由於宗教參與可 增

加社會支持來源，並對身心健康產生正向影響，故其主觀福祉會逐漸改善（社會

因果論觀點），惟其入信之初快樂感較低，使得信仰宗教所得益處仍然無法讓 他

們的快樂感顯著高過無宗教信仰者。但是，由於經驗資料與研究方法的限制， 這

樣的理論假設僅得到初步證實，尚未充分釐清。為此，本研究計畫擬以台灣青 少

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於 2011 年與 2014 年兩次面訪調查所得資料作為分析樣本， 

以社會人口特質與身心健康與生活境遇等代表社會選擇作用之變項計算受訪者

信仰宗教的傾向分數（propensity score），運用反事實分析（counter analysis）模

型檢視並釐清宗教信仰對於台灣青年人主觀福祉的影響。 

 

15. 周桂田教授之台灣能源轉型的三個螺旋鍊運動 

 

    從歷史結構面上來看，臺灣能源轉型的三個螺旋運動 -能源燃料與排碳、產

業變革、空氣污染治理，其本質上為全球化跨界風險的運動（global trans-boundary 

risk movement），並牽涉到垂直的國際綠色公約壓力與水準的社會文化壓力，在

近 30 年來相互纏繞與激盪。而跨界風險意謂每一個螺旋的發展將跨越其本身問

題的領域影響到其他螺旋，也將跨越地理疆界、衝擊到各個地域與全球。因此，

無論是長期支配的 nuclear complex、反高耗能與排碳的運動、反 PM2.5 空汙運

動、甚至再生能源運動，都充滿著不同社會技術想像、高碳或低碳經濟體制、永

續價值等等的競爭。 

 

    臺灣能源轉型的螺旋歷經不同的歷史階段並創造相當豐富的社會意義。從最

早期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最高潮的反核運動，逐步過渡到 1990 年代末、 

2010 年反高耗能、高排碳、高污染、具有對抗氣候變遷風險之運動，並在 2011

年 311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前後，併合 anti-PM2.5 空汙運動、倡議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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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形塑另一波的高潮而延續至今。而這些纏繞交錯（entangled）、跨界的風

險螺旋，從全球的角度，不但是在地的政治經濟鬥爭，同時也是世界主義治理

（cosmopolitan governance）的一環。目前強健的社會參與特質，是從強大的 

nuclear regime and complex 之政治壓抑與知識壟斷中，崛起、消退與再興起，而 

reflexively 建構具競爭性的轉型能耐。 

16. 徐世榮教授、廖麗敏教授之耕者有其田與轉型正義

    實施於戰後初期的土地改革政策，誤把「業主」當成為「地主」，由於「地

主」在當時等於是一個剝削階級的代名詞，是必須予以制裁及消滅的，致使這些

業主（或是土地所有權人）承載了太多意識型態的負擔，也帶來了嚴重衝擊。但

是，若以國民政府在中國統治時代對於地主的定義，不論是依照何種的標準，絕

大多數的臺灣業主根本都是不合格的，也就是大多數的臺灣耕地所有權人皆不夠

資格被稱之為地主。 

    另，更為關鍵之處，乃是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時，對於地主的定義也是分歧

的，政府將其分為個人有地主及共有地主，前者是指個人擁有耕地面積超過中等

水田三甲並將其出租者稱之；後者則是指凡是共有耕地並將其出租者，不論其擁

有面積的多寡，則也是歸屬於地主類別。也就是說，國民政府來台之後，為了要

實施土地改革政策，竟然刻意將地主的定義做了毫無限制的擴張，凡是擁有耕地，

並且將其出租者，即被冠之以地主的稱謂，而其命運也因此陷入慘境。在這些業

主當中，命運最為悲慘的，當屬共有出租耕地業主，他們大部分都僅是擁有小面

積的耕地，並藉此維生，但是在國民政府的堅持之下，他們的耕地大概都被徵收

並且放領給了佃農。 

    另外，本文也經由行政法院的判例，發現行政官署是依照違法的行政規章來

進行土地徵收，由這些判例也可知法律的詮釋權是由行政官署所掌握，而行政官

署並非站在法律的立場來進行共有土地的徵收，共有土地業主的權益幾乎完全受

到了漠視，行政官署的權力也因此幾乎是無限制的擴張。而由行政法院屢屢對於

同一違法狀況做成判例的情形來看，行政法院的判決並不為行政官署所尊重。於

此，共有出租耕地業主們的權益根本就是被忽視了，他們反成為當時社會被剝削

及被革命的一群，變為臺灣社會的次等公民。由於財產權乃屬基本人權重要一部

分，國民政府對於基本人權的隨意剝奪與侵害，在當時造成了許多的傷害，本文

建議這樣的問題不應繼續被忽視，它應該要被深切的瞭解及反省，並且慎重的對

待及補救，而其對待的途徑之一乃是將其列入於臺灣轉型正義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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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許耿銘教授之風險意識對於支付意願之影響：台南水患治理之個案分析 

 

    受到水患災害影響的居民，其面對災害衝擊的因應能力，除了端視其周圍自

然環境的彈性之外，也包括既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等條件的影響。政府體系是

國家面對水患災害威脅時應對能力的核心，其應觀察及推估災害的暴露量、脆弱

度、天氣與災害事件的趨勢。有效的風險治理系統應包括多元行動者，如：中央

政府、地方政府、私有企業、研究機構及公民社會等，並根據其功能及能力，各

自在因應災害風險上，扮演著不同卻互補的角色。 

 

    台灣民眾面對水患災害的問題，過去常認為是大自然界的實存現象，因此試

圖從中找出與水共存之道；但自從風險意識逐漸覺醒之後，民眾開始覺察到其承

擔水患所致的災害。在此發展脈絡中，隨著風險意識的更迭，漸次造成政府與民

眾之間的衝突，癥結即在於民眾生活環境受到不利之影響，再加上政府部門的水

患治理，因權責分散於不同機關，民眾若無法得知適當資訊，常認為施政無感或

政府成效不彰。 

 

    相對於受到水患災害影響是較屬於客觀存在，風險意識則相對偏向於較為主

觀的認知。基於客觀存在的民眾受害之事實，政府得以透過風險溝通的模式，提

供民眾水患治理的資訊。因此，不同群體對於水患風險的差異，將會是影響水患

災害能否得以減緩的關鍵之一。有鑑於水患問題漸受重視，經濟部水利署開始執

行「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除了政府向來相當倚賴的大型硬體工程之外，

家戶、小型或非工程措施，亦被視為減災避洪措施亟需推動之事務。有鑑於此，

本文將以台南市為研究範疇，希冀了解民眾風險意識與支付意願之間的關係。 

 

18. 林本炫教授之客家研究的比較法問題 

 

從事科學研究時，歸納法和演繹法，是兩個重要方法。在研究自然現象時，

實驗法則是主要的操作方法，而實際上，「比較」是許多知識產生的來源，包括

實驗法本身所必須的「實驗組」和「對照組」，也是建立在「比較」的原理上。

沒有「比較」，實際上很難知道某一個事物的特性。社會現象因為很難用實驗法，

所以大量依賴問卷調查、田野調查、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量化或質性研究方法。

實則，在一般所說的量化研究方法中，也是依靠著統計分析的方法，進行各種各

樣的「比較」，從而確立自變項和依變項的因果關係。 

 

而在田野調查等質性研究方法中，涉及到是否要從事因果關係的推論、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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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是否概推到全體等方法學層次的問題，對於「比較」的使用有所不同。

一般認為，質性研究方法較多使用歸納法，但是沒有「比較」的歸納法是危險的，

而對於客家研究來說，則更是如此。 

當研究者透過田野調查等方法蒐集資料而論斷客家文化的某項特質時，如果

沒有和其他族群比較，何以知道這是客家人的特質？譬如說客家人特別勤奮，何

以知道其他族群不是如此？又或者某些較辛苦的工作只有客家人願意做，又有可

能是因為其他條件造成而不得不然，以致於倒果為因。另一方面，當在客家內部

進行不同區域的比較時，又可能發現客家人在各方面又有差異，於是又認為客家

人其實沒有共通的文化特質。 

類似這樣的問題，似乎並沒有獲得充分的討論，而在客家研究進入另一個階

段時，這些方法論的問題，需要有更好的釐清，本文即是探討從事客家研究時所

面對的這個基本問題。 

19. 林開忠教授之客家的移民與商業網絡關係之研究

本文利用霹靂嘉應會館紀念特刊裡頭的鄉賢略傳，來重新建構嘉應客家人於

霹靂州怡保、萬里望及金寶等錫礦產地之開拓和發展，以及他們之間的商業網絡

關係。許多的研究都指出客家移民如何落腳移植地區，特別是圍繞著一些重要的

指標人物之研究，而忽略了其它一般移民的情況；或是透過歷史資料或是口述訪

談，來建構客家產業的發展，這裡頭似乎也缺乏了對整體客家移民的了解。這些

研究的限制，可能跟它們所使用的資料有很大的關係，本文試圖以紀念特刊內的

人物略傳來說明地方的發展，以及地方與經濟產業的關係，最後並指出他們之間

所形成商業網絡，這樣的網絡主要是透過血緣和姻親關係建立起來。 

20. 利亮時教授之檳城嘉應、大埔、永定、惠州與增龍五個客家社團內部與外在

的關係

馬來西亞檳城州的五個客家團體:大埔同鄉會、嘉應會館，永定同鄉會、惠

州會館與增龍會館，各別的成立了大安社、嘉德社、永安社、惠福社和增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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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個祭祀組織各自發展出了以神權為團結根據，藉神緣及地緣結合的大伯公祭

祀組織。這五個團體的結盟是超越了地域的界限，以客家這個我群觀作為團體的

依據。客家人這個團體模式與他們在檳城的人數少，經濟力量的薄弱有關。當檳

城與新加坡相繼被英殖民政府開發後，馬六甲的福建商人開始南下或北上的進入

這些新的地方。在馬六甲的經驗與資本，讓他們在新加坡與檳城的發展也相當順

利。 

時至今日，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福建商人的力量最大，他們在人口上佔了優

勢，占華人人口的四成。福建人擁有人口優勢，雄厚的財力，使福建商人在新加

坡不少的華人團體具有決策的權力。馬六甲的福建人除了南下，也在較早時北上

至檳城發展，在這塊新的園地他們開創或擴展事業。另一方面，從中國亦移入大

量的福建人，早期以謝、邱、楊、林和陳，五大姓氏居多，他們均來自漳州海澄

縣。北上的馬六甲福建人，再加上從中國南來福建人，使福建人在檳城擁有了經

濟與人口的優勢。 

客家人在檳城的人口都不多，約佔華人的 10%左右。在檳城從商的客家人

大部分是小資本經營，例如開中藥店、當鋪、打鐵等。在檳城客家人若是地域來

區分的話，根本無法與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福建人競爭。作為少數的族群，團體

方能在當時與其他族群爭取利益，因此閩粵的客家人結合起來。在檳城客家人與

福建人的關係，也因為 18 世紀中晚期因為海珠嶼大伯公的產權出現爭執，這些

因素更促進五個客家團體的結盟。本文深入探討五個客家會館的內外在關係。 

21. 杜文苓教授之核廢風險溝通的反思

    自我國政府使用核能發電以來，核廢料處置政策的爭議爭擾不休，即使民進

黨政府 2016 年執政後確立了非核家園政策，核電廠續建擴建問題不再，但高階

與低階核廢料處置課題仍然棘手。2006 年《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

設置條例》通過，條文中加入公民投票相關規定，看似在決策過程中納入民意，

但整體社會溝通不足，引發受核影響地區之居民與民間團體的疑慮與反彈，造成

選址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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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2014 年、2016 年間，官方與民間分別舉辦了「核廢何從電視公

民討論會」、「核你到永遠公民討論會」、「民間核廢論壇」三場審議式的論壇，邀

請公民針對核廢料處置政策應具備的原則與價值進行討論。儘管三場論壇舉辦的

時空背景、主辦單位、操作形式、與會者、議題設定各有不同，但在討論過程與

會議共識結論中，現行核廢料處置政策忽略或簡化的社會脈絡性思考越辯越明。

這些論壇的舉辦，體現了核廢料處置更廣泛的社會性對話，厚實風險溝通的社會

性基礎。透過三場論壇的討論分析，本文認為，未來核廢料的處置政策，必須將

社會脈絡的思考融入決策過程中，理解社會對於核廢料處理特性與超長時間尺度

的擔憂，對於核工利益結構的不信任，對於回饋金制度帶來社會分化的影響，以

及對於犧牲體系與風險分配的反省，才有機會重拾民間社會對政府決策的信任，

體現環境正義的真諦。 

22. 林宗弘教授之從機車到捷運：台灣民眾的交通生活方式與減碳行為

    近年來，交通的社會排除（transport-related social exclusion）與交通的生活

方式（transport-related lifestyles）等運輸社會學研究相當盛行，隨著氣候變遷與

空氣污染威脅日益嚴峻，大眾運輸成為重要的節能減碳手段，如何建構環境友善

的交通生活方式，已經成為國際運輸學術文獻的熱門議題。我們在 2017 年進行

「邁向深度低碳社會：社會行為與制度轉型的行動研究」電話抽樣調查，訪問約

一千兩百名台灣民眾，探究其交通方式與減碳行為的關連。研究發現，受到近年

來氣候災難事件的影響，台灣民眾對氣候變遷的風險知覺正在提升，提高其節能

減碳行為的意願。然而，交通生活方式是造成排碳與其他空氣污染的主要因素之

一。根據這份調查，台灣民眾主要交通生活方式區分為三類—（1）大眾交通工

具、自行車或步行，約佔受訪人數 24%；（2）機車，約佔 53%；（3）汽車，約

佔 23%，這三種交通生活方式是城鄉差距、社會經濟地位與社會排除等因素綜

合的結果。其次，受訪者所在鄉鎮市區若有捷運站，可以顯著降低其使用機車與

汽車的機率，最後，機車使用者較願意改採節能減碳的生活方式。上述結論顯示，

單靠提升氣候變遷風險知覺不足以改變民眾日常交通生活方式，捷運或軌道運輸

普及，可能降低以機車作為主要交通生活方式的機率，達到節能減碳的環境政策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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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蔡明璋教授之東亞社會的後物質主義：年齡－時期－世代的分析 

 

   後物質價值理論提出兩個主要的假設，一是經濟發展的程度愈高，價值變化

將由物質主義移變至後物質主義，二是這樣的價值革命，主要由年青世代作為領

頭先鋒，接受自由、平等、自我意念的表達作為目標，物質層面的追求其相對的

重要性減低。利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資料，本文以日本、南韓、中國的後物質價

值變遷進行分析，並比較美國分析的結果。估計的方法以 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 Model 來解析年齡－時期－世代的效果，並進行跨社會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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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語與後續計畫 

本會議已成功辦理，其中有幾項重要成果，部分成果將於 2019年後續推進。

第一，本會議將於 2019 年春季將會議論文修訂版本進行彙編，並且出版成學術

專書，本專書將有兩個重點，其一，彙整本次會議主軸的相關研究成果，特別凸

顯社會學如何影響各種前沿領域的發展，同時也藉由本書的彙編，向蕭新煌教授

致意。 

第二，本次會議與會學者咸認為，台灣的民主與進步需要公民社會的帶領與

推進，無論是政治改革或者是社會發展，公民社會的力量是最重要的關鍵。而蕭

新煌教授自 1980 年代開始帶領台灣社會在環境運動、消費者運動、社會運動、

以及民主運動等領域的前進，其學說理論、社會實踐等，將持續引領台灣進步。

相關學者也將持續邀請蕭新煌教授繼續帶領研究團隊發展更具深意的研究計畫

與集體成果。 

第三，本次會議除了發表人各自研究成果的展現，同時也促成了相關學術領

域與學術機構的對話，進而有助於機構間針對本會議的主要研究主題發展跨機構

的合作機制，進一步促成更豐富的整合型計畫的推進，特別是台韓、台灣東南亞

之間的合作，也將精進我國社會科學的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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