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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話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於2018年開始，開始執行教
育部深耕計畫，推動以「衝突、正義、解殖：亞際社會批
判研究」為研究議題的五年中長程。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
的轉型階段。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是一個結合研究與教學的跨校
體制，是台灣第一個突破現有大學體制，具體實現跨校研
究中心以及跨校學位學程的成功模式。本中心具有學術發
展尖端的領導性意義，無論是在亞洲或是全球國際學術圈
中，都可算是獨具特色並且有實質研究成果的學術機構。

本中心最初形成於2003年開始跨校合作的文化研究
團隊。我們秉持著跨校合作的精神，整合交通大學、清華
Joyce C.H. Liu 劉紀蕙
國立交通大學暨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主任

大學、中央大學以及陽明大學四個學校的人文社會領域研
究人才與教學資源，從經營跨校學分學程開始，進而推動
跨領域、跨校與跨國的學術研究團隊。經過十年的努力，
我們於2013年正式成立「臺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
際中心」以及「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並且
規劃四大課群：「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當代思潮
與社會運動」、「性／別研究」與「視覺文化」，招收國
內外學生。

為了提供具有國際化的學術環境，我們過去爭取了幾項跨國整合型計畫，作為中長程發展計
畫：一、臺港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畫(TW-HK Top University Academic Alliance)；二、教育部外
國青年來臺短期蹲點計畫(Taiwan Experience Education Program, TEEP) ；三、亞際文化批判思
想跨國網絡(Transnational Network for Critical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四、人才躍升計
畫。 除此之外，我們也持續邀請年度傑出學者講座(Annual Distinguished Scholar Series)，並進
行國際機構合作簽約計畫。多年來，透過這些努力，我們建立了多面向的跨國合作聯盟，邀請了眾
多國際學者駐校講座、長短期訪問學者進行研究交流、規劃主題性冬令營、暑期學校與工作坊，提
供不同地區的學者與學生聚集一堂探討議題的機會。從這些長期的學術交流中，我們也累積了無數
重要的研討會成果與學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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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8年開始，我們推動「衝突、正義、解殖：亞際社會批判研究」主題計畫，結合31位跨
系所與跨校研究員，包括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史、政治哲學、思想史、物質史、性別研究、論述
分析與藝術實踐等不同領域，針對歷史重估、當前問題分析以及共生社會構想三個方向，進行五個
子計畫：
（1）「記憶政治與治理技藝：亞際社會的國家、民族與歷史」
（2）「後/冷戰文化影子下之亞際知識解殖」
（3）「21世紀亞際社會區域政治經濟：中國崛起、新自由主義與新殖民主義」
（4）「亞際社會當前危機：老化的現代性、民主危機與都市疆界」
（5）「朝向亞際平等共享社會：公民參與、法律商榷、社會藝術介入、跨地連結」
我們特別著重於跨域、連結、深耕、實踐四大方向：（一）跨域：從跨域、跨校、跨國合作的
模式，面對亞際社會當前迫切問題，提出人文社會研究的跨領域研究典範；（二）連結：連結學院
與民間藝術團體以及非政府組織，進行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以及全球的連結；（三）深耕：以教
育深耕的目標，培育碩士班與博士班優秀人才，鼓勵學生參與研究，使本地生與國際生能夠成為亞
際社會人文社會領域未來的領導人物；（四）實踐：結合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的行動模式，使知識
面對社會，展開不同形式的社會實踐，使學生畢業後順利進入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學術研究與實業機
構。

我們認為，以台灣為知識探索與學術交流的平台，面對兩岸難題，銜接東北亞、東南亞以及南
亞的複雜歷史關聯，共同思考當代全球社會的巨變，是我們突破研究的契機。從全球脈絡下的亞際
社會批判研究出發，我們可以提供與歐美研究、拉美研究或是非洲研究相抗衡的知識生產，更可凸
顯以臺灣為樞紐而發展學術生產的獨特意義，這也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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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心
│中心簡介
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ICCS_NCTU)於
2012年成立，旨在促成交通大學人文社會領域跨系所合作，整合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
以及陽明大學四所優秀大學的人文社會領域研究人才，共同支持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IICS_UST），以及「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International MA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ACS_
UST)，同時推動跨領域、跨校與跨國合作的學術研究計畫以及國際化教學環境。
本中心推動的工作包括：建立跨國合作的研究中心聯盟與學術交流連結，推動國內以及國際學
術出版，邀請國際學者進行長短期訪問或駐校講座，規劃年度主題性講座系列、議題導向的國際學
術工作坊以及研討會，爭取校外經費推動階段性整合研究計畫，推動校園國際化的教學環境。
2018年起本中心榮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經費補助「衝突、正
義、解殖：亞際社會批判研究」計畫，由交通大學、清華大學與中央大學共31位跨系所與跨校研
究員，包括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史、政治哲學、思想史、物質史、性別研究、論述分析與藝術實
踐等不同領域，共同推動「衝突、正義、解殖：亞際社會批判研究」計畫，五個子計畫，28個議
題。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亞際社會批判研究」作為研究對象的主體。亞「際」所凸顯的是亞洲社
會之間的遷徙交會、歷史關聯、相互影響、衝突矛盾、互惠互利等等不同形式的關聯。面對後冷戰
及新自由主義盛行的二十一世紀，全球資本流動、亞洲快速崛起、區域政治經濟重組，東北亞、
東南亞以及南亞出現了的大量的跨國移動勞工，各地社會因為發展主義而導致城鄉以及貧富差距懸
殊，也出現不同形態的內部衝突。當前臺灣積極推動南向政策之際，對於亞際社會的歷史文化以及
社會現狀進行深度理解與批判研究，是刻不容緩的學術工作，也是介入國際學界的必要知識生產。
亞際社會巨大變化中不同型態的衝突，必須結合跨領域、跨校以及跨國的研究團隊，進行歷史
重估、當前問題分析、知識解殖以及共同體難題探討，以便提出亞際地區跨地合作與共生社會的思
考策略與解決方案。
目前本中心的發展，著重於跨域、連結、深耕、實踐四大面向：
（一）跨域：從跨域、跨校、跨國合作的模式，面對亞際社會當前迫切問題，提出人文社會研
究的跨領域研究典範；
（二）連結：連結學院與民間藝術團體以及非政府組織，進行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以及全球
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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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耕：以教育深耕的目標，培育碩士班與博士班優秀人才，鼓勵學生參與研究，使本地
生與國際生能夠成為亞際社會人文社會領域未來的領導人物；
（四）結合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的行動模式，使知識面對社會，展開不同形式的社會實踐，使
學生畢業後順利進入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學術研究與實業機構。

│計畫簡介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衝突、正義、解殖：亞際社會批判研究」為總計畫，作為
往後五年的重點推動目標。本主題計畫同時針對「歷史重估」、「當前問題分析」以及「未來共生
社會構想」三個方向，進行五個子計畫。

歷史重估
子計畫I：記憶政治與治理技藝：亞際社會的國家、民族與歷史
十九世紀以降到二十世紀中葉，東北亞以及東南亞國家分別先後成立現代國家，前後經過殖
民、去殖民、獨立建國、內戰、太平洋戰爭等歷史過程。這些歷史過程影響了人民的大規模遷徙移
動，塑造了不同地區的國族認同與歷史記憶，更構成了當代社會的內部族群衝突以及階級分化。因
此，本子計畫核心研究問題環繞在記憶政治及現代國家的治理技藝，包括遺民意識、戰爭經驗、生
物治理、科學教育大眾化、政治思想、文化運動、文學論戰、民間宗教、國家博物館與地方博物館
的設置，以及地方古蹟申請世界遺產引發的政治經濟博弈與國族認同問題。

子計畫II：後/冷戰文

化影子下之亞際知識解殖

本子計畫透過文化歷史、文本與人物訪談，分析東亞和東南亞的社會與國家，如何在所謂後/
冷戰、後/二戰、後/社會主義或後/威權秩序的影子下所滋生的各種問題與矛盾。各研究議題提出
不同領域的知識解殖，如何是未竟之事──從政治歷史研究、當代「船民」的口述歷史、女性主義
與醫療現代性的比較歷史學、文學與劇場的歷史與理論。一方面，知識解殖的未竟之業，持續加劇
當下的文化對恃；另一方面，知識解殖的批判之眼，讓我們得以重訪看似過去的矛盾，也重新理解
現代性的多重轉譯，並開啟可能的對話與反思。

當前問題分析
子計畫III：21世紀的未來政治經濟：中國崛起、新自由主義與新殖民主義
從後冷戰時期進入二十一世紀，面對當前新自由主義市場全球化之際，中國的快速崛起，牽動
了全球政治經濟重新部署，也牽動了東亞／東南亞的安全體系重構。這一波政治經濟重組，背後有
複雜的殖民歷史結構，也有錯綜的認同衝突，而這個發展卻影響了區域不均等發展以及新殖民主義
等問題。這個複雜的當代政治經濟狀況，必須從認同、資本、市場、生產關係、亞洲金融危機、區
域安全體制、論述模式等面向切入，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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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IV：老化的現代性、民主危機與都市疆界
當前全球社會出現的難題，包括已開發國家的人口銳減、勞動力萎縮、薪資長期停滯、債務社
會、貧窮普遍化、階級分化懸殊、右翼種族主義興起、民粹主義、分離主義、民主危機、代議制度
的侷限、民眾的抵制等社會現象，同時也出現了城市之內的都市疆界、原住民居住空間、外籍勞
工、各種形式的底層階級等議題。

未來共生社會構想
子計畫V：朝向亞際平等共享社會：公民參與、法律商榷、社會藝術介入、跨地連結
面對當前新自由主義市場全球化，資本流動，使得大量移工透過合法仲介或是非法人口販子的
管道，遠離家鄉，以非公民的身分寄居於陌生國度，而出現大量的非常規移動人口，共居一處的市
民也持續發生變化。由於勞動力的需求，臺灣近三十年也引入大量外籍勞工，主要來自東南亞地
區，尤其是印尼、菲律賓、越南以及泰國。但是，這些有證件或是無證件的外籍勞工並無法完全獲
得勞基法的保護，時常被虐待，無法爭取共居社會應有的承認與平等權利，甚至構成了被合法化的
現代奴隸制度。這些居住於此處卻不被看到並且無法平等參與社會的隱形社群，形成了內部殖民體
制的底層，也挑戰了共同體公民權的問題。面對上述現象，本研究探討亞際社會移動勞工或是非法
移工所暴露的不平等公民問題，如何進行法律的商榷與修正，探索重新定義公民、探討移工人權以
及社會權、性別同工同酬、公民參與，以及社會介入與藝術介入的不同方式，以便進行未來社會構
想的理論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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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後研究員簡介

宋玉雯
研究領域：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文化研究
研究計畫：在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期間欲進行的研究計畫有二：一是深化先前的路翎研究成果，
開展各時期路翎及其作品的評價史，藉此引出中國左翼文學各派別間的矛盾牽繫，文學與政治
的關係，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對「現實主義」的各種理解，進而管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演進
與變異，旁及同時代其他作家的文藝堅持，植此並可延伸出其他相關的研究課題。二則與長年
以學術書刊編輯身分參與知識生產的工作經驗相繫，擬以「時代的負片——陳映真敘述研究」
為題，同時探究陳映真敘述和圍繞「陳映真敘述」的敘述，初步規劃有以下二個方向：（一）
編輯視野中的陳映真敘述（二）陳映真小說中的性／別。

呂怡婷
研究領域：亞洲戰後現代思想
研究計畫：我的研究興趣聚焦於東亞冷戰、殖民歷史，亞洲戰後現代思想，特別是台灣和中國
大陸70年代之後的電影和文學書寫，試圖透過影像和文字媒介的交叉對照，探討兩岸文化在
面對政治與社會轉型時，所激發出的思想能量，以及被隱藏的冷戰和國家暴力。其中，具體的
戰後現代化問題，諸如民主化運動、都市改造、新科技媒體的介入，以及歷史變動對社會主體
的形構造成何種影響等問題，也都將提上研究議程。

橕ෝӾ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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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學敏
研究領域：後殖民研究、亞際文化研究、文化襲產與文化記憶
研究計畫：在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期間，我將執行題為「歷史問題、記憶與襲產的政治、通往和
解的道路：帝國邊陲的視野」的研究計劃。從台灣、香港、新加坡出發，我將探討第二次世界
大戰、冷戰衝突、去殖民與國族建構的過程是如何被記憶、敘述與再現，而這些「歷史問題」
又如何影響我們對在地與亞際社會過去與現在的理解。在各種遺留下來的歷史痕跡，我特別有
興趣於「難以面對的襲產」(difficult heritage)。我希望探討不以族群/國族受難、英雄、國族
主義的戰爭與衝突紀念，以及包括難以面對的襲產及博物館在內的文化襲產，能否並如何帶來
對話與和解，並朝向更相互理解與平等的社會。

延光錫
研究領域：亞際文化研究、東亞知識思想運動、東亞當代思想史、去殖民主義、歷史共產主
義、社會性質論、兩岸與兩韓相互參照、新殖民/分斷體制
研究計畫：目前我有兩個研究主題：1）文學實踐與思想創新：國民、鄉土、民眾、底層；2）
社會性質論的系譜與當下思想意涵。我會從去殖民主義思想運動的立場出發，以「文學」和「
經濟」兩個核心思想場域為中心，進行東亞區域的互相參照文化研究。我期待，透過讀書會、
工作坊、研討會等各種實踐，能夠與更多學生或學者互動和交流，大家可以一起走出更具思想
深度和寬度的知識生產路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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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安
研究領域：性／別研究、東亞文化研究、二十世紀文學、批判理論
研究計畫：我的博士研究聚焦於跨性別同性戀書寫的歷史、文化、以及樫讀經驗，試圖藉由對
東亞BL次文化的理論化，來重構一個獨立於同志文學之外，以越界、妄想（fantasy）為主軸
的（偽）同性戀書寫。取徑自東亞文化研究，我的研究重新樫讀西方鮮少被研究的跨性別同性
戀文本，並挑戰西方性別與同志研究中的西方中心假設。在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我的研究計劃
與「後／冷戰文化影子下之亞際知識解殖」子計劃密切相關，針對性／別理論與文化研究，進
一步探討學術知識生產的歷史脈絡與殖民意識。

蘇穎欣
研究領域：東南亞歷史與文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華語語系研究、後殖民文學、亞
際文化研究
研究興趣：在交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將同時發展兩個研究方向，聚焦（1）冷戰文學與文化、
記憶政治和歷史正義，以及（2）不平等公民與民主危機。第一項計劃探討冷戰和去殖民時期
的族群關係、性別敘事和國家暴力。研究主題包括1940年至1970年代馬華文學的現代性問
題，以及新加坡、馬來亞和印尼三地政治流亡者的敘事。第二項計劃則關注亞洲社會運動、都
市空間與移民問題，尤其聚焦馬來西亞發展境況。

橕ෝӾ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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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炯志
研究領域：跨國勞力遷移研究與在地實踐
研究計畫：我的研究興趣在跨國勞力遷移，研究在不同接收國的勞力招募政策下，包括仲介制
度與國對國政策，如何影響一個對社會對於移工的引進，排除與接納？在適應過程中發展出的
不同遷移模式，對於思考未來勞力遷移的豐富啟發。也將同時探討在台移工政策下所產生的問
題，包括移工孩子、失聯移工，以及家務移工的問題。最後，透過串聯學術社群與NGO組織，
擾動社會，形成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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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時期興起的精神與思想意涵
The rising spirit and thought in
China's new era
交通大學客座教授：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時間：106學年度下學期 每週五13:20-16:20
地點：交通大學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04.一個「新時期」還是兩個「新時期」？
（下）：毛的遺產、現代化願望與「抓綱治
國」
05.歷史上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歷史敘述中的
思想解放運動（上）：從歷史當事人的實際
時代經驗說起
06.歷史上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歷史敘述中的
思想解放運動（下）：兼論關於新時期興起
「非歷史敘述」的歷史起源
二、被遮蔽的視域
│課程大綱

07.在「科學的春天」後面……（上）

一、被遮蔽的歷史

：1977-1978科技再定位的倫理、社會生

01.「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變奏和

活意涵

毛澤東時代（1949-1976年）的「政治

08.在「科學的春天」後面……（下）

感」變遷

：1977-1978科技再定位的倫理、社會生

02.文革後期激進思潮的理論構造及其終結

活意涵

03.一個「新時期」還是兩個「新時期」？

09.革命和後革命中的「物」

（上）：毛的遺產、現代化願望與文革終結

10.用經濟管理經濟的文化、倫理、社會生
活意涵（上）：從批判四人幫對「唯生產力

䋊悬ၚ㵕ᇙ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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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批判說起

電影《無問西東》講起，這部講述了抗戰期間西

11. 用經濟管理經濟的文化、倫理、社會生

南聯合大學南遷過程的電影在上映後產生了兩極

活意涵（中）：從「按勞分配」討論的實際

分化的評價。本門課程就以此電影的內容及詮釋

歷史-現實意涵說起
12. 用經濟管理經濟的文化、倫理、社會生
活意涵（下）：從當時「何謂社會主義客觀

方式以及後續反響的大概呈現切入課程核心，即
「文革」末期、「改革開放」初期逐漸成型的、
至今對中國大陸社會文化產生深遠影響的社會政
治思想結構。本課程在材料使用上啟用了許多在

經濟規律」討論的歷史和感覺構造說起

當代中國歷史書寫中鮮見的、第一手的歷史文

13.

獻，賀照田老師在此基礎上梳理了「文革」後期

「革命」的浮沉：從1978年對「革

命」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再定位說起

激進思潮的思想構造及其終結進程，之後更加著

14.

重分析了中國大陸當代史上被寄予重要地位的「

新時期群眾路線重構的思想、實踐後

果：兼論新時期日常權力運轉狀態的起源
15. 從小生產者話語使用意涵的演變看中國
新時期的歷史、觀念體質

改革開放」初期「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現實和
歷史敘述，綿密、細緻地呈現了「新時期非歷史
敘述」的歷史起源。之後的課程中則更加細緻、
詳細地分析、重新審視了「科學的春天」、「按

三、如果用歷史辯證思想

勞分配」、「群眾路線」這幾項「改革開放」初

16. 是「撥亂反正」？還是「病藥相發」？

期一般的中國當代史中強調的社會現象和政策路

：從歷史暗軸的存在看通行中國大陸新時期

線。課程由大到小、宏觀微觀結合的設計和教學

認識的思想、實踐後果

過程完整展現了賀照田老師獨特、細膩、謹慎的

17.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倫理有機性、社會
有機性與歷史-社會分析
18. 以保守為建設以被動為主動：關於如何
積極地用歷史來辯證思想

推論和分析方法，也引導同學們重新認識和思考
了（不僅僅是中國當代史的）歷史形塑過程，深
化了同學們對社會歷史現實及現象的思考和討
論。
本門課程吸引了本所上下同學、老師的熱烈
關注。多位老師都跟滿了全部課程並與賀照田老

│課程側記

師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兩岸學生除了通過課程與

本次課程主要針對並響應本所「亞際文化研

老師進行深入的交流，常常在課後討論中提出與

究」中「亞際文化研究」的課程規畫。作為中國

自身研究、方法相關的議題，特別是還有多位從

大陸當代最重要的知識思想界的參與者之一，賀
照田老師在本課程中延續並發展了他獨特的「知
識－感覺」批判方法——「關鍵不在其經歷細節
的代表性，而在於個人經歷後面的情緒感受的代
表性，和把這情緒感受與時代歷史－觀念－教育
結構直接辯證的整理問題的方式」，以此對中國

各地不同學校前來旁聽課程的不同學科背景的同
學，他們展現了不亞於修課同學的學習熱情，幾
乎全部都一節不落地參與了課程全程。除了對課
程涉及的這段中國大陸當代史有了新的認識和思
考外，學生們對於課堂內容及課後討論均有各自
同或不同的經驗和感受，這也促進了學生對於賀
照田老師「知識-感覺」批判方法的理解，大家

大陸「文革」後期激進思潮和隨後中國大陸當代

得以將個別的經驗和感受進一步深化為學術的討

歷史的「改革」初期的歷史狀態從微觀到宏觀進

論，也激發了自身以此對現實生活有所回饋並深

行了更加細微和徹底的分析、清理。

化個體差異、差異政治的思考。

本門課程最初由中國大陸去年年末上映的
文字：陳冉湧（交通大學社文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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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記憶的全球歷史
Colonialism, War and Genocide in the
Global Memory Space
交通大學訪問學者：林志弦（Jie-Hyun Lim, 韓國西江大學歷史學
系）
時間：2017年 12月15日至16日、22日至23日
地點：交通大學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課程側記

平等對待的過去，它們的重現方式一樣，不過無

講題：受害者意識民族主義的全球歷史

法測量悲慘程度能否相提並論。此外，這個矛盾
的雙重角色還引發了幾個關鍵性問題。

來自韓國首爾西江大學歷史系，同時也是
Toynbee

Prize

Foundation會員之一的林志弦

教授，於12月23日的課程首先談及了受害者
(Opfer, victim)及犧牲者(Ofiara, sacrifice)的
意思，強調兩者之間的差異和對外界的影響：
前者指涉因國家而受害，後者則是為國家而犧
牲。他也提及受害者意識民族主義(victimhood
nationalism)的起源同時包含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的理念；其中他也談到英雄的角色淪落
成受害者的思想概念，以及各國於二戰、冷戰或
是遭恐怖份子襲擊後成為受害者的思維，譬如，
慰安婦及女性回教徒等等。林教授討論到日本在
二戰時期所扮演的矛盾的雙重角色，受害者（人
民）以及犧牲者（軍士）。他交替參照(cross
referencing)了猶太人大屠殺事件(Holocaust)
及二戰時期，當中這兩個悲慘時期，無法敘述不

諸如，誰是戰中的受害者？往往每個國家都
會將自身受害者化(victimize)，自己的遭遇、被
敵國施壓等等的歷史，都被用來當作戰後的歷
史借鏡，而不是正視自己是當初的加害者，這其
中的緣由又是什麼？他們有錯嗎？他們又是誰？
是國家和人民為一體？還是國家和人民分別是
個體？如果是後者，那麼他們是不是同時是戰
中、戰後共存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對於各界的看
法，他們扮演了什麼角色，到底是受害者還是加
害者？

當今的日本市民如何定義自己？在一個

自己尚未出生就已經發生的、不曾經歷的二戰，
是否應該繼續活在戰後被人譴責的加害者的角色
裡，還是能夠打破這個二戰的魔咒而自由地活在
當下？他們需要為此而永遠被討厭嗎？他們自己
又是如何看待二戰的？林教授提及日本學者在當
時談起這件事使用了「國民」而不是「國家」的
詞彙，繼而引起眾多政治家的反對，他們認為二

䋊悬ၚ㵕ᇙ䌃

戰事件與日本國民無關，因此他們覺得不該牽扯
上無辜的平民百姓。
林教授強調勝利者都是歷史的作者，那麼失
敗者呢？沒有權利書寫自己的歷史嗎？故事往往
都會有兩面，那麼失敗者即是受害者的他們是否
有權利述說自己的回憶？歷史固然重要，不過到
底哪一部分的歷史還保留著？哪一部分的歷史已
被去除？因此，林教授也呼籲大家必須重新正視
被忽略、被埋沒的記憶和被證實的歷史兩者之間
矛盾性的存在。林教授也討論了記憶的重要性以
及記憶與歷史之間的差異。記憶的精準度和可信
度的確可疑，屬於可以討論的議題；記憶是無法
抹滅的證據，不過它是否屬於可信的證據，那就
必須認真討論了。
此外，林教授也提到兩個既有趣又重要的
概念，去脈絡化（去背景化, De-contextualization） 和超脈絡化（過度背景化, Over-contextualization），並談及這兩個概念在歷史中的運
作。去脈絡化的意思是，事件中的背景歷史和由
來全都除去。林教授以川島擁子的《竹林深處》
（『竹林΅Ρ͡遠ͥ－日本人少女ϵЄπ΄䜐ԩ
体浞記』），這本充滿爭議的半自傳作品當作去
脈絡化的例子；這本書敘述了一個日本官員的女
兒在日本戰敗後，從朝鮮半島返回日本的經歷，
書中大量描寫了朝鮮人對日本人的殘暴行為。至
於超脈絡化的例子是，日本從百年戰爭開始，自
認為長期遭到西方勢力的欺壓，而將自己淪為受
害者的現象。
最後，林教授認為身為日本人不該再因二戰
而感到愧疚和追溯二戰惡舉的責任，而應該把這
份愧疚轉化成對二戰記憶的責任。

文字：馬兆園（交通大學社文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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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亞主義
Pan-Asian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onundrums of Global Capitalist Modernity
交通大學訪問學者：慕唯仁（Viren Murthy,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學系）
時間：2018年 6月22日至24日、28日至30日

│課程側記

with P. Duara and A. Sartori (eds.),

Viren Murthy was born in Chicago, Illinois, United States but attended his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back in Bombay,
India.

(2013) “Challenge of Linear Time: Nation-

Furthering his early tertiary education at
Lake Forest College before completed his
Masters in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in 1992. In 2007, he
successfully finished his doctorate i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
works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from 2008 to 2012.
He is currently teaching at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Expanding on his in-depth research of
Chinese, Japanese and Indian vast
intellectual history, he draws intricate
critiques of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by
linking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 its
trajectories. His main publications are
(2014) “Global Historical Thought”,

Taiyan’s Critique of Evolutionary History”,

hood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East
Asia”, with A. Schneider (eds.), (2012)
“Transfiguring Modern Temporality: Zhang
(2011) The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 amongst
other.
During his short stints at the Graduate
Depart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Viren Murthy conducted series of
lectures and courses entitled Tracing on
the dynamic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Asia
and pan-Asianism projects in the 20th
century, it attempts to establish and
rethink the pan-Asianists movements as
the precursors to postcolonial theory. By
looking at the roots of Postcolonialism as a
complex discipline to de-center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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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gemony and interrogating the areas in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emerge where the for-

non-West, it could perhaps provide alter-

mer colonized becoming the colonizer which

natives in conceptualising the world today.

requires further critical analysis. After all,

In series of his lectures, Professor Viren

Okawa famously was a chief propagandist in

reaffirm that the concepts of pan-Asianism

the World War II and was tried as a Class

must be contextualised as the expansion of

A War Criminal. Japan’s involvement in the

three emerging yet interconnected historical

War would be a deep wound that post-War

waves.

The first being the early 20th cen-

pan-Asianism would have to confront where

tury, the second are the years surrounding

it requires deep reflection of the whole po-

World War II and finally the period starting in

litical project.

the 1990s and continuing to the present re-

Yoshimi, the postwar Japanese public intel-

ality. In each of these periods, proponents of

lectual, reads pan-Asianism in light of Mao’s

Asianism have had differing agendas where

China and Third Worldism as to crystallisethe

structu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for

yet to be seen paradigm.

the political projects associated with Asian-

come a trend throughout the 1950s, 60s,

ism in relation to the global structural trans-

and 70s not only limited to Japan, but also

formations taking place in each of these

on the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particularly

periods. In the earlier part of the lecture and

by the intelligentsia from the global South.

class series, we are looking at the influential

In this context, the concept of Pan-Asianism

works by Zhang Taiyan, Okakura Tenshin, Sun

must be studied together with the rise and

Yat-sen, and others as to provide rigorous

fall of the ideal of Third World unity. With re-

epistemological notion of the pan-Asianism

spect to the third and most recent wave of

as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From here, later

Pan-Asianism, we will look at debates about

periodization provides a much more diverse

East-Asian values and the attempts of intel-

outlook as to complicate the discussion fur-

lectuals from East and South Asia to formu-

ther, by introducing conservatives such as

late a new concept of Asia after the huge

Okawa Shumei, who attempted to formulat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associated with fall of

a vis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based on
inspiration from Asian philosophies, including
Confucianism and Islam and radical thinkers in
the post-World-War II period. There is obviously an important break within this second
wave, which coalesces around the World War
II where the development of war influence
not only the concepts of pan-Asianism but
also the intertwining of pan-Islamism. With
Japan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military conquest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the ambivalence and

Facing this wound, Takeuchi

This w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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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viet Bloc. This later project must be
understood in rela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postcolonialism and its continued dialectical
confrontation with Marxism.

Key figures in

this latest movement include amongst other,
the Taiwanese scholar and activist Kuan-hsing
Chen and the Chinese “new leftist”, Wang
Hui, both of whom deal with the questions
of Marxism in their own ways.

Give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years, it is of vital and critical horizon for the project to be captured
with the novel wave of pan-Asianism in terms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globalist policies, such as the “One Belt, One Road.”

文字：Zikri Rahman（交通大學社文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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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介入與社會批判：亞際知識
對話」工作坊
時間：2017年12月8日至9日
地點：交通大學人社三館103室

│活動宗旨

│工作坊側記

本工作坊旨在探討藝術實踐作為社會批判的

「藝術介入與社會批判：亞際知識對話」

角色與其潛能，並企圖銜接知識勞動和藝術勞動

工作坊的舉辦，旨在探討當代藝術的各種實

兩者之關連，進而在亞際脈絡下對於當代藝術的

踐作為社會批判的角色與其潛能，並在亞

各種發想和實踐方法進行對話。此次工作坊邀集

際的歷史文化脈絡下進行對話。此次活動邀

了來自亞洲不同地區的當代藝術家和策展人，共

集了來自亞洲不同地區的當代藝術家、策展

同探討以下不同面向的命題：批判教學法與藝術

人、

生產、城市權利、中國脈絡下的社會現實、殖民

KUNCI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Fiky

史與地理政治方法、藝術行動主義與空間抗爭。

策

研究者與作家。首日第一場是印尼日惹
Daulay

和

策展人Syafiatudina，為我們展開當代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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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展開當代藝術的「批判教育法」(critical

判意義的詩性展演。而本日的壓軸場次由藝術家

pedagogy)，一方面藉由質疑傳統上對於教室和

高俊宏，以當代藝術場域在今天看來十足開放，

知識位階的想像，另一方面也是對於荷蘭殖民

根本上卻更為「絕望」來切入藝術生產命題。他

時期反殖教育、以及印尼人民文協組織傳統的

提及，台灣在解嚴後的開放，隨即快速進入體制

承繼。KUNCI的另類教育實踐企圖融合藝術家的

的收編，這些收編包含藝術家的學院化，前衛藝

創造力、傳統民間智慧、以及社會主義的共居、

術場域的消失，一直到今天「社會介入」(so-

共同工作的實踐模式，創造出另類的學校與教育

cial engagement)藝術的實驗性質多過於真正對

的場域。曾在KUNCI駐村創作的藝術家王虹凱，

於對象的回饋意義，以此質疑所謂藝術「介入」

以及近年致力引介東南亞當代藝術的「《數位荒

社會其背後的權力關係與生產結構。

原》駐站暨群島資料庫計畫」鄭文琦，也加入這
場饒富實驗性的生動對話。

工作坊第二日由南韓策展人、濟州美術館
館長金俊起(Gim

Gungi)，為聽眾釐清「社會藝

下午第一場由西安美術館策展人鄭宏彬為我

術」(Social Art)的範疇，包含了社區藝術、批

們講述幾個不同的社會性實踐項目，如何以藝術

判藝術、行動藝術與公共藝術，並且帶來豐富的

創造的手段來生產被官方所屏蔽的民間話語，幾

韓國藝術家作品的影像，開展了「社會藝術」在

個案例包含二樓出版機構所策畫編輯的《夏健強

韓國和亞際脈絡中的多種面向。接著則由越南獨

的畫》所介入的城市公共空間生存權議題，北京

立策展人Le Thuan Uyen為聽眾講述了自五十年

城市邊緣空間的調研計畫《六環比五環多一環》

代至八十年代以來，越南的當代藝術如何在政府

所描繪的人的生活的基本狀態，藝術家在珠三角

言論管制下逐漸進入八十年代更為靈活開放的生

地區的蹲點調研所組織實踐的《居民》項目，以

產狀態，以及在言論限制的條件下，藝術家如何

及《西三電影製片廠》中的城中村村民「自我媒

以形式偽裝的方式，在家中或在城市空間中進行

體化」的實驗行動。

藝術生產與展演。

接下來的場次是由詩人、河南大學文學院教
授蕭開愚，以詩化但同時具強烈批判性的高密度
語言，

質疑當代藝術場域中的知識生產與知識

份子的位置，這一場次為觀眾開啟了一場高度批

文字：唐慧宇（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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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殖、解殖與後戰爭的台灣文學：
東亞現代文學青年研究者工作坊
時間：2018年1月12日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310室
地點：交通大學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交流紀

家之傳統書畫活動經營〉、呂政冠〈近代新聞

2018年1月12日，由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

紙與口述傳統的發聲策略：以『楊乃武』與『

究所、韓國圓光大學東亞文學研究中心、台灣

廖添丁』報導為例〉，以及成大台文所蔡佩均〈

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辦，清華大

被爭奪的風景：台灣與滿洲國風土書寫之比較

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協辦，由清華台文所、成

（1931-1945）〉組成。

大台文所研究生，以及由韓國圓光大學金在湧

徐淑賢以1895年與1927年為兩個主要轉

教授、許允智助理帶領之十二名大學部學生，以

折點，說明台灣傳統文人身處世變之局，如何透

「反殖、解殖與後戰爭的台灣文學」為主軸，於

過對於自身教養所累積的文化優勢和藝術美感的

清華大學人社院C310會議室舉辦學術工作坊。

經營與重構，並援引除了本地與日本書畫家之外

現場由清華台文所榮譽教授陳萬益與柳書琴老師

的中國書畫審美資源，建立在傳統詩社之外的另

主持，台文所王惠珍、王鈺婷、謝世宗教授皆親

一個文化交流平台。呂政冠以民間文學為研究專

臨參與交流，並由亞東科大、文化大學鄭美善教

長，透過「奇案敘事」的概念，以「楊乃武」與

授擔任韓文口譯，兩場以「殖民主義與在地文

「廖添丁」為案例，說明社會事件透過現代報紙

化」、「跨域、跨族群與後戰爭」為焦點，透過

媒體報導後，加之民間耳語流傳，最後重新成為

清華台文所等碩、博士生六人以深入淺出的英語

歷久不衰的民間歷史傳說之情況。蔡佩均長期關

報告與論述，向韓國圓光大學同學介紹台灣近年

注台灣與滿洲國之間殖民論述問題，本次發表的

來針對反殖民、後戰爭之議題的研究情況，全場

議題，主要討論殖民主義中風土論述的呈現、

共三十餘人參與。台文所助理張郁璟也向韓國圓

產生的方法，透過衛生醫療文獻、旅遊指南等文

光大學師生介紹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

本，了解作為日本外地的台灣與滿洲國，是如何

中心及其教育部「外國青年來台短期蹲點計畫」

被帝國觀看、認識和表述。

（TEEP）豐富的學術資源，成功吸引了韓國師
生們的目光。
賢

金在湧教授回應，徐淑賢的議題在韓國有相
當的參照性，特別是日帝時期的韓國也曾由官方

第一場專題報告與討論，由清大台文所徐淑

舉辦朝鮮美術展覽會，此後更有東洋畫與朝鮮畫

〈文人風雅與殖民現代性的博弈，以新竹鄭

的論爭，但對於同時期的書法發展研究較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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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徐淑賢之研究若繼續深入、擴張研究對象，

探究台灣在1950-1960年代不得不處理的戰爭

將可促進韓國思考自身對於傳統書法的討論，並

遺緒問題，思考這些遺緒對於台灣反共抗俄小說

成為一個探討東亞範圍的議題。韓國同學也對

家們的精神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對戰後世代的精

於台灣傳統繪畫在二次大戰前後所面臨的轉變提

神軌跡和個人創傷經驗所提供的新理解架構。具

出疑問。在呂政冠的研究方面，金教授表示，有

有豐富博物館導覽經驗的劉姵均，以達悟族作家

關新式媒體對在地事件之描述，進而轉變成為人

夏曼‧藍波安作品為核心，討論原住民符號的反

們口傳故事歷程的議題，目前在韓國也是相當熱

殖民特質和主體性建構的過程，強調夏曼扮演一

門，能在台灣看到共同概念的思考，讓他感到相

種原住民文化符碼，是透過展示共構、互相得利

當有意思；韓國同學也特別針對廖添丁故事的發

的方式，增加多元文化、多元族群認識的空間，

展，詢問當今台灣廖添丁信仰情況，以及目前是

進而刺激更多的文化反思。

否仍有冤案新聞轉變為都市口傳故事的可能性；

金在湧教授與在場韓國學生也紛紛給出回

另外也有同學想要知道過去的奇案與冤案轉變

應，如對於白春燕的研究，即有韓國同學提出關

成為口傳故事，與現今社會的報導重大刑事案件

於殖民地時期台灣的翻譯問題，譬如：詢問具有

會受到社會大眾加油添醋的情況是否能類比，或

日本經驗的葉榮鐘，在面對台灣戲劇界時，應該

進行相關思考。蔡佩均的議題受到金教授的大力

透過甚麼樣的語言表述自己的戲劇觀？胡明的後

推舉，認為關於殖民地時期的風土書寫文本來源

戰爭概念，亦直接以英語與金在湧教授進行了精

很廣，讚許蔡佩均除了文學文本之外，更開發了

彩的對話。劉姵均關於台灣原住民的報告，更是

醫療衛生相關的紀錄、旅行手冊與案內，甚至是

全場討論的熱點，多位韓國女同學對於蘭嶼在日

地圖描繪作為思考風土論述的根基，並從中探詢

本殖民時期的情況十分好奇，並且對於台灣原住

殖民者對於被殖民之對象的認識模式，以及對外

民的現況，其基督教與傳統信仰間的理解和區辨

宣傳、經營的手法和概念，強烈建議蔡佩均在未

也提出許多疑問，大家在劉姵均的細緻說明下，

來可將議題延伸至日帝時期朝鮮的風土書寫，相

雙方對於台灣原住民，特別是達悟族有了更深入

信可以持續經營更廣大的版圖。此外，韓國同學

的認識。全場交流的最後，由清華台文所助理張

對風土書寫的文學文本取材特別有興趣，為此，

郁璟為韓國師生介紹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

蔡佩均博士生提供了龍瑛宗的作品進行說明與交

國際中心與教育部為外國學生提供的學術交流和

流。

補助機會，以及台文所的教學研究特色，讓韓國

第二場專題報告與討論，由清大台文所白春

師生充分感受到本校與台聯大系統對於國際交流

燕〈啟蒙的發軔：1929葉榮鐘戲劇論爭〉、胡

的善意與積極。交流工作坊後，所有與談者、主

明〈後戰爭與反共文學：1950年代文學研究新

持人、參與者共同集中到人社院圖書館前的蘭嶼

方法論〉，以及新科碩士劉姵均〈夏曼‧藍波安

拼板舟前合影留念，透過劉姵均碩士生深入達悟

符號與達悟族反殖文化建構〉組成。

文化的英語解說，韓國師生們深刻而切實的體會

白春燕以葉榮鐘於1929年分別針對張淑

到台灣原住民文化的活力與深厚的意涵。所有的

子、江肖梅的劇作批評，及其後對江肖梅、紫鵑

交流在此熱烈的回應與合影中落幕，領隊的金在

的駁論、質問與闡釋為基礎，跳脫過往單純將此

湧教授更熱情的希望能透過這次參訪與工作坊經

批評與論爭置於新舊文學論爭的框架，改以文學

驗，未來能有台灣碩博士生到韓國進行類似的交

史與戲劇史的脈絡進行觀察，討論葉榮鐘戲劇論

流或簽署教研合作協議，更加深化兩校交誼。

爭在新劇活動中的意義。擅長透過文學理論進行
文本分析的胡明，這次以傅柯和德希達的概念，

撰文：徐淑賢（清華大學台文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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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研究的歷史、現況以及南北韓
心意整合研究：
北韓研究大學南北韓心意整合研究中心與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學術交流工作坊
時間：2018年3月26日
地點：交通大學人社二館106、204教室

│活動主旨

角度開拓北韓研究領域的研究和教學機構。對於

南韓和台灣的歷史經驗互相重疊，包括殖
民、分斷、冷戰和後冷戰，因此兩者之間相互比
較參照的可能性一直存在。雖然歷史條件賦予的

分斷另一邊的認識狀況是一個決定區域內相互交
流性質的重要原因。
這次「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邀請「

可能性存在，同時大眾文化中的互相滲透一直擴

北韓研究大學南北韓心意整合研究中心

大，但是在地歷史和現實處境的複雜性使得兩邊

他們分享過去研究北韓的經驗，並在區域性分斷

民眾和學術界不容易進行更深層的交流。尤其，

和後/冷戰脈絡，進行學術交流，期待促進形成

分斷是一個無可迴避的重要環節。

南韓和台灣之間更具深度的學術交流網絡。

研究大學是第一個在南韓以開放的

私立）北韓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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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白樂晴就曾經提醒到「統一」或「超

北韓研究大學是南韓在統一領域中的最高教

克分斷」作為現實鬥爭目標及作為認識框架，與

育機構，也是旨在超克分斷的知識生產中心之

「超克分斷體制」是朝向不同的方向：前者是圍

一。在這裡，「統一」與「超克分斷」無疑是北

繞著兩個政權的對抗和談判，當「統一」是認識

韓研究大學諸多研究計畫中均會出現的關鍵字；

框架時，主體會變成「民族國家」，終極目的形

前者比較多是國際關係研究會出現的名詞，後者

式則會變成時民族國家的統一；而後者分斷體制

則會讓人想起白樂晴的研究。但是，白樂晴著重

的問題不再只是兩個政權（南韓、北韓）之間的

討論的並非「分斷」，而是「分斷體制」。

問題，而且還是主體不完整的狀態下兩個社會之

根據孫歌對白樂晴的閱讀，「白樂晴區別了
『分斷』與『分斷體制』的差異，並強調了後者
作為一個概念獨立存在的必要性。在他的論述
中，南北分斷的狀態僅僅是朝鮮半島特定歷史
時期內的一個現實格局，而『分斷體制』則是一
個包括了分斷這一格局在內、卻遠遠大於這一格
局的支配性結構。這意味著，分斷體制是一個更
為基本的結構，它不僅導致了特定歷史時期內南
北朝鮮的對立格局，同時也導致了其他並不一定
體現為南北分斷的對立狀態……因此，核心問題
不在於分斷，而在於分斷體制。」這就代表，無
論是統一還是分斷，都只是表面的徵候，而這個
徵候並不必然一對一地對應「分斷體系」是否有
被超克。一個地方可以表面上統一，但依然被分
斷體系所支配。另一方面，兩個地方可以貌似分
斷，而不是以大一統的民族國家的形式出現，但
卻超克了分斷體系。

間借助於外力來推動政治關係的狀態的問題，超
克分斷體制的認識框架是非官方的「民眾和解運
動」，框架內的主體則是「民眾」，終極目標的
形式則是開放的。同時，白永瑞則補充了一點，
去闡述「民眾」與「國家」的關係。即民眾與國
家的關係並不一定是對立的：國家不一定在美學
上就是反民眾的、壓制的、強權的、冷漠而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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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民眾的要求還是可以透過政治作為媒介，

介是民眾運動，因此白樂晴對民眾的器重及強調

作為重構國家政治的動力和目標。

似乎不是一般民眾，而是運動中的民眾。「心

那麼在北韓研究大學的研究計畫，到底只是

意的統合」目前所研究的民眾未必完全符合白

意在超克分斷呢，還是超克分斷體系呢？筆者有

樂晴的設想（譬如《開城工業區作為接觸地帶經

幸曾出席北韓研究大學來國立交通大學的演講並

驗之社會經濟意涵》的研究對象是接觸地帶中的

擔任中—英翻譯。在此僅透過當日的演講及閱讀

成員，他們多是以經濟利益出發的南韓管理層）

資料，特別是關於「心意的統合」一命題的討

，然而，在這些研究當中，儘管受訪者是帶著

論，希望挖掘他們這個研究問題設定的潛質。同

經濟考量而非和解目的到開城工業區與北韓民眾

時，筆者希望略略比對「心意的統合」及港台的

接觸，但接觸的過程中他們也是帶有「心意」的

「被統戰」經驗，試圖提出一個以預防為視野的

人，開城工業區也並不只有經濟活動，伴隨著人

批判。

的接觸，是社會接觸，也是「心意」的接觸。而

「心意的統合」計畫所處的位置及潛能
根據北韓研究大學具甲佑在《北韓研究的歷
史概括與心意統合研究的問題設定》中的詮釋：
「心意體系是為了捕捉集體心性」。而「心意」
又和中文「心」不完全一樣，而多出了一個動態
的面向。「心意」「帶著與『迎接』或『接應』
相似的語源……是透過接觸生物與無生物的外部
世界的關係所形成的」。心意因此是一個通過
「接觸」這個具時間性的動作而衍生的產物。那
麼，「心意的統合」這個問題意識在「統一」及
「超克分斷體制」兩個並不完全相容的計畫當中
的位置，又（可以）是一個什麼位置呢？
對心意的重視，無疑是北韓研究大學在面對
「統一」的巨輪時一個聰明的做法，也是透過轉
移視線，對「統一」的框架進行策略性的懸置。
甚至，它可以作為統一及超克分斷體制這兩個認
識框架的銜接。首先，對「心意」的著重蘊含
溫柔感性的特質，其以聆聽及了解為主軸的被動
及安靜的形象，是對「統一政治」的陽剛、烈性
及霸氣甚至帶有暴力進攻色彩的形象一個調和，
甚至對抗。所以，至少在姿態上，「心意的統
合」似乎不完全被「統一政治」所吸收。其次，
「心意的統合」在表面上是具備了「超越分斷體
制」的許多特質：譬如它是著眼於民間的、人心
的，研究的對象也是「民眾」。白樂晴會認為，
超克分斷體制的主體是民眾，超克分斷體制的中

這些民眾未來也有可能成為運動中的「民眾」，
因此，這些研究雖然並不完全符合超克分斷體制
的設想，但還是有不少潛能，可以成為製造超越
分斷體制的知識的前奏。以上這些都，讓「心意
的統合」研究計畫非常值得被期待。因為它聽起
來就像是民眾運動，甚至是民眾和解的前奏。
在聽完演講的夜晚，從新竹交大回台北住所
的路上，我還一路與同車的老師及同學興奮地討
論這個計畫的潛能。直到王智明老師漫不經心地
打趣問道——「如果『心意的統合』只不過是『
統戰』的另一個版本呢？」
心意的統合？心意的統戰？
是心意的統合還是心意的統戰是一個很好的
提醒。這問題其實是在提問「心意的統合」要怎
樣才不會被「統一政治」所吸收，成為唯統一的
前奏而已。「統戰」是一個非常內在於中港臺脈
絡的詞語。它本來指的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
要敵人。後來則多是指中共在港台各種「拉攏人
心」以達到領土統一的策略，但在港台的脈絡底
下卻有非常負面的意涵，與「交心」、「和解」
無關，「統戰」比較予人收買、虛情假意的欺
騙、或至少是以物質換取真心的感覺。就算「統
戰」也有指向人心的一面，譬如輿論、文化上的
統戰就是為了人心的歸向，但「統戰」卻是予人
「目標為本」的感覺：即統戰並不旨在讓心意坦
承相見而達到和解，而是願意偽裝成對方喜愛的
模樣以博得心意的歸屬和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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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到底要怎樣，「心意的統合」才不會

兩大因素，而讓它有可能會成為統戰的棋子。同

變成「統戰2.0」，被「統一的政治」所利用和

時，筆者必須重申以下僅為以預防為視野的批判

消解呢？

及提醒。

如果和解的前提是平等，那麼作為非統戰的

第一個提醒是「心意的統合」缺乏了對自己

心意的統合就必須具備平等的願景。而從北韓研

的剖析。譬如梁文秀的《開城工業區作為接觸地

究大學來報告的內容看來，他們是對自己與研究

帶經驗之社會經濟意涵》，雖然研究很仔細地勾

者之間的關係高度敏感的。譬如他們從「北韓」

勒了南韓與北韓人接觸時的心理及態度變化，

這個稱呼開始就有了問題化的過程：稱呼朝鮮

但研究可能是受到被訪者都是南韓人的角度所限

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北韓，雖然並不完全是以

制，其口吻也主要是描述北韓的「他們」是如何

研究對象的內部視角出發的稱呼，但就已經是對

對南韓的「我們」降低了敵意。也就是說，這個

抗了先入為主地附貶義的「北傀」稱呼；而且，

是以南韓為坐標的對北韓的人民的描寫。換句

「北韓」與「南韓」作為一對對子，是相對平等

話來說，「我們」是唯一參照點，「他們」是變

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把被研究者看作是與自己

數。不過，受訪者的先天缺陷似乎不能為研究者

平等的對象，而不是全然被動或微小的「他者」

的視覺完全開脫。無論如何，研究者對於接觸那

。雖然稱呼研究對象為「北韓」未必是最誠心如

個無法直接摸得到的、接觸得到的北韓的研究慾

意的安放研究對象的方法，畢竟它也是妥協的結

望及好奇太大了，同時也把這個他者置身得過於

果，但在把這個稱呼問題化的動作，也已經真誠

遙遠。在缺乏這些自省的時候，做出來的研究當

地承認了自己研究位置的限制及結界。這種真誠

中的訪問部分，不過是想要借用這些南韓人的眼

及盡可能把對方視為平等的初心，是具備了生產

去看那個他無法親歷其境的北韓世界而已，而甚

有利於超克分斷體制的和解的知識的前提，使得

至忘記了這些眼睛首先已經是被受訪者作為南韓

「心意的統合」有免於「統戰2.0」的潛能。

人的身心感所中介了。在梁氏的筆下，這些南韓

但是，目前，「心意的統合」還是缺乏了

人的視角是如何被歷史、 分斷下的文化及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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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文化及權力所中介的，完全不在討論範圍之

你恨我」，而還會調動到對於世界的理解（

內，在這些討論缺席的情況下，南韓視角就會

及幻想），以鞏固自身不只是相對於彼此的分斷

被當成是客觀的標準，而這很容易會錯失掉挖

的位置——還有在世界的位置。然而，我覺得這

掘問題意識的機會。那麼我認為一個具備深度自

個敏感度，在目前北韓研究大學所呈現的研究當

省性的問題應該是怎樣呢？就以作者對開城工

中還是缺席的。譬如以這次來發表的另一篇文

業區女性勞工外觀上的變化一表作分析，表格列

章——金聖敬的《Mobile North Korean Women

明了女性勞工在工作初期及兩年外觀上的變化，

and Their Distant Motherhood: Focusing on

譬如臉、服裝、化妝、手機等。但這一個表對譬

the Sino-North Korea Borderland》為例，文章

如是具備港—台身心感的我來說，就已經很難

在研究跨境北韓母親與原生家庭的扶養關係時，

理解了：為什麼要設定觀察女性勞工的外觀？

無疑是對性別研究、遷移研究及情感研究提出了

而不是男性勞工的外觀？這一種對性別的設定是

有效的「北韓版」回應，並且成功扣回了北韓的

否適用於北韓？此外，外觀的改變為什麼會加

「特殊性」以解釋北韓母親的行為及情感模式。

入有沒有帶手機這個範疇？而不是譬如說有沒有

但是，在研究中，這些母親的身心感似乎又真空

帶筆記本？衛生紙？書？這些都是沒有說明的，

的——她們是跨境到了中國、南韓、還是火星，

但在作者的眼裡，卻好像是已經自我說明的點。

似乎都可以因為她們是「北韓母親」而呈現一樣

但對這些範疇的著重及設定，以及之後所影響

的行為及情感模式。但是，中國與南韓在分斷結

的觀察方向，顯現出來的正正不是「北韓人是

構中就有很不一樣的位置，移動的人口到了分斷

什麼」，而是「南韓人是什麼」。難道不就是

結構中的不同位置，會怎樣撼動了本來的對世界

房間中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嗎？如

的理解？甚至是性別理解？特別是北韓的性別觀

果看不到這只大象，研究所呈現出來的故事也只

念的建構本身，本身就蘊含了對非北韓的世界的

會是關於「他們」北韓人如何被溶解、同化、

性別觀念的回應。所以，反過來說，當母親遷移

感動、改變、軟化，而不會是「我們」如何發現

到新的地帶時，與當地的性別觀念的碰撞，又會

了自己心中的北韓及分斷體制；更不會是「我

如何撼動本來的世界觀呢？這些在研究中目前都

們」的溶解、同化、感動、改變、軟化。這種單

是缺席的。而當視角只是專注於南韓和北韓時，

向的，不對稱的敘事中所帶出來的「和解」的可

很容易會變成只是對「分斷」的投入——而白白

能，也很容易會變成一個不需要自省，或只是需

錯過了切入研究分斷體制的機會。

要「技術性地調整自己」的「統戰故事」而已。

不過，筆者認為，要掌握分斷體制的框架本

呼應白樂晴，第二個避免「心意的統合」

身就很難。簡單來說，你不但要熟南北韓的脈絡

變成統戰工具的提醒是：必須要對分斷體制

而已，往往也要熟日本、中國，美國、俄國，

有更大的敏感度。分斷體制之所以大於分斷，

或許這也是為什麼知識生產的路上，我們必須合

是因為它是一個超出對立雙方的結構，而它

作。他們也會認為，中—台的分斷對於南北韓的

驅使彼此動員出對對方的敵意以鞏固自己。

分斷有參照作用，甚至，我們可能是處於同一個

而加深這個結構的，更不只又南北韓兩者，

分斷體制當中。

政治上來說，整個東亞，甚至美國，都是
這個結構中的參與者，經濟上來說，南北韓
的分斷也是各地資本共構而成的。那麼，「
心意」上的「分斷體制」又以什麼面貌出現
呢？那就顯然不只是南北韓之間的「我恨你、

文字：劉璧嘉（台聯大系統亞際文化研究國
際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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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Decolonizing Cold War Knowledge:
Facing Contemporary Border Politics」
8th Flying University of Transnational
Humanities (FUTH) Summer School
時間：2018年7月9日至13日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326教室

│活動宗旨
國立交通大學暨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
究國際中心(ICCS&IICS)，於2018年7月9日至
13日，假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舉辦「2018
(8th FUTH) Summer University "Toward Decolonizing Cold War Knowledge: Facing Contemporary Border Politics"」。
延續2016、2017教育部「優秀外國青年
來臺短期蹲點計畫」(TEEP)—「亞際文化批判
思想跨國網絡」年度冬令營，2018年度，我

Agnes Schick-Chen、Rusaslina Idrus、Davorn

們更加深與Flying University of Transnational

Sisavath、Viren Murthy與TSUBOI Hideto 坪井

Humanities (FUTH)的合作，共同合作舉辦暑期

秀人擔任講員，分別針對冷戰、後冷戰、記憶、

班"Toward Decolonizing Cold War Knowledge:

歷史研究、公民權利等議題發表演講。共有33

Facing Contemporary Border Politics"，課程

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優秀外國青年，來自韓國、

內容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日本、土耳其、波蘭、羅馬尼亞、馬來西亞與印

衝突、正義、解殖：亞際社會批判研究計畫」核

尼等國家，組成四個討論小組，針對這些共同議

心研究者共同籌劃，並邀請東亞與東南亞研究學

題，分享各自的研究計畫。其中並有7位博士後

者共同教授。

研究員。

今年冬令營工作坊由知名學者如Jie-Hyun

活動全程以英文進行，除了提供各地國際學

LIM、Frank Hadler、John Hutnyk、Alfred Ger-

員分享個別研究問題意識，促進國際交流。立基

stl、Friedrich Edelmayer、 Ute Wallenboeck、

於台灣的「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台灣為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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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以東北亞、東南亞以及南亞的歷史關聯以
及當代共同面對問題，作為研究的起點。本中心
持續以「亞際社會批判研究」作為研究對象的主
體，持續觀察亞洲社會之間的遷徙交會、歷史關
聯、相互影響、衝突矛盾、互惠互利等等不同形
式的關聯，以此建立一個具有前瞻性且永續經營
的國際學術平台。

│中文側記
2018年7月9日至13日，國立交通大學暨台
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朝向冷戰知識
的去殖民：面對當代疆界政治」（Toward

De-

colonizing Cold War Knowledge: Facing Contemporary Border Politics）為主題，舉辦了第
八屆Flying University of Transnational Humanities (FUTH) 暑期班活動。在八號颱風瑪莉亞
的影響下，雖然若干行程稍微調整，但來自亞洲
和全世界各地的學者和研究生進行了精彩的演講
和討論，最終圓滿落幕。
過去以「疆界政治」為核心主題，持續舉
辦過七次大會的FUTH，這次與國立交通大學暨
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衝突、正義、
解殖：亞際社會批判研究」（Conflict,

Jus-

tice and Decoloniza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Inter-Asian

Societies）的研究項目合作，組織

了六個演講論壇和圓桌討論：
1.如何處理全球冷戰與其後果？（How

5.去殖民計劃的問題化（Problematizing
the Project of Decolonization）
6.圓桌討論：島嶼無政府、南中國海緊張、
記憶文化（Insular Anarchy and the Tension in

to

address the Global Cold War and its aftermath?）
2.向庶民學習（Learning from the Subaltern People）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Culture of Remembrance）
開幕的第一天（7月9日），丁乃非（中央
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發表開幕演講。她以
台灣性工作者運動為例，試圖解釋本屆FUTH的

3.跨太平洋冷戰自由主義與帝國的殘餘

主題「朝向冷戰知識的去殖民：面對當代疆界

（Transpacific Cold War Liberalism and the

政治」的核心問題意識。演講的核心論點在於

Remains of Empire）

台灣過去有關性/別和勞動的殖民主義在冷戰時

4.二次大戰於冷戰中的移民（Migration
during WWII and the Cold War）

期經歷內在化過程，而到了所謂「民主化」的後
冷戰時期，長期被壓抑的矛盾終於爆發出來，
同時民眾力量自下而上地形成自己的反抗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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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以東北亞、東南亞以及南亞的歷史關聯以及

接著，林建廷（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

接著，第一場論壇「如何處理全球冷戰與其後

理教授）主持了「跨太平洋冷戰自由主義與帝

果？」由劉紀蕙（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

國的殘餘」論壇，由兩位學者進行演講，包括

究所教授）擔任主持，有三位學者發表精彩的演

Davorn

講，包括林志弦（韓國西江大學教授）的〈全球

人類學與亞美研究助理教授）的〈對美軍事廢料

記憶空間中聯想合流與連帶〉、Frank Hadler（

的批判分析〉和林建廷的〈在「種族」與「冷

德國萊比錫東歐歷史文化研究所教授）的〈全球

戰」的跨太平洋解剖學中「國族」的形象〉。這

冷戰中，東歐位置如何遭受去殖民主義的挑戰？

些演講主題揭示了冷戰時期由美國為代表的新帝

〉，以及John

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如何反映在作為第三世界的

Hutnyk（越南孫德勝大學社會科

學與人文學科教授）的〈美越戰爭後的協同研究

Sisavath（加州州立大學弗雷斯諾分校

寮國和台灣的當代文化上。

和本土知識〉。這些演講讓聽眾思考，全世界

第三天因為颱風而放假。在調整議程後，

進入後冷戰、後歷史時期，其與現實問題的複

第四天（7月12日）進行了「去殖民計劃的問題

雜性，包括殖民、帝國和冷戰所遺留的創傷、

化」論壇，由劉紀蕙（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教

去殖民主義與歐洲的關係和知識生產方法論的革

授）擔任主持，兩位學者進行演講，包括慕維仁

新等。第一天終末的圓桌討論由菲力普克勞茲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系副教授）的〈

（Filip Kraus，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

冷戰的去殖民政治：竹內好與帝國主義問題〉和

心博士後研究員）擔任主持，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劉紀蕙的〈去殖民計劃的去殖民〉。兩位學者的

東亞所組織了以「島嶼無政府、南中國海緊張、

演講討論了與去殖民相關的重要思想理論問題，

記憶文化」為主題的圓桌討論，使得聽眾能夠有

包括重新思考竹內好等思想家如何試圖突破冷戰

機會接觸到南中國海問題的歐洲視角。

的二元邏輯，以及第三世界和中國等主體在國際

第二天（7月10日）的「向庶民學習」論

政治上所進行的去殖民計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教

壇，由 Zikri Rahman（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

訓？讓我們思考去殖民和去冷戰互相結合下的思

化研究所研究生）擔任主持，有三位學者發表演

想課題的複雜性。

分別是Rusaslina Idrus（馬來亞大學性別研究高

當天下午，主辦單位安排了樂生療養院的田

級講師）的〈反抗所屬－Orang Asli行動主義與

野參訪活動，參加的學者和學生有機會親眼目睹

公民權聯盟〉、P. Kerim Friedman（傅可恩，

殖民、冷戰和後冷戰的歷史如何以壓迫性的力量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的〈台灣

持續地存在在台灣社會中。

記錄片中原住民時空意念的轉移〉，以及Salone
Ishahavut（莎瓏•伊斯哈罕布德，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的〈關於凱達格蘭大道原住民運動抗爭策略之若
干思考〉。透過原住民議題的演講，讓我們有機
會重新思考經過冷戰後的殖民性問題如何變得更
複雜，尤其是作為庶民的原住民經常被當作反抗
殖民的象徵性歷史主體，而同時在（後）冷戰歷
史過程中，原住民權力的訴求容易被置於去殖民
與國民/公民論述之間，而使得問題變得更為複
雜。

最後一天（7月13日）進行的最後一場
論壇「二次大戰於冷戰中的移民」，由Frank
Hadler（德國萊比錫東歐歷史文化研究所教授）
擔任主持，有兩位學者進行演講，包括坪井秀人
（京都日本研究國際中心教授）的〈倖存在異
土：扣留在滿洲的日本工人之「戰後」〉和藍適
齊的〈從異土到異土：海外台灣人的收容與遣
返，1941-1946〉。此論壇告訴我們，在二戰
結束後由勝利國主導的歷史過程的另一面，其中
有些主體被掩蓋了，例如在滿洲的從戰敗國日本
出身的工人或者在殖民地被動員到海外去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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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而這些人也是在冷戰過程中被遺忘的歷史

8th Flying University of Transnational

主體。在後冷戰時期，如何面對這些歷史主體性

Humanities (FUTH) at NCTU from 9th to

慢慢成為討論的焦點。

13th July, 2018.

32

第八屆FUTH的論壇主題涵蓋了全球冷戰、

FUTH is a consortium of Sogang Univer-

庶民主體、去殖民主義、去冷戰課題等二十世紀

sity (South Kore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尚未得到解決的殖民與冷戰交相牽連的諸種問

(USA), Cornell University (USA), University

題。不過，如果我們從亞洲或東亞的角度來看，

of Tampere (Finland), University of Leipzig

中國、朝鮮和越南的「內戰」恰恰是全球冷戰初

(Germany), and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

中期的情況；這在在地和全球兩者的歷史認識之

sity (Taiwan), which has gathered graduate

間形成張力，而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在不同區域所

students and postdoctoral scholars in the

經歷的二十世紀歷史的特定性之間提高歷史整合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ross the

性的方法，這似乎提示了FUTH之後進一步的發

globe for a summer school centering on

展方向。

presentations by leading and early career

文字：延光錫（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
究員）
│英文側記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CCS_NCTU),
together wit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scholars, as well as graduate student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10. We took
the 8th FUTH summer school’s opportunity
to initiate our collaboration with East Asian
Economy and Society (EcoS), University of
Vienna (Australia).
The main theme of 8th FUTH is Toward

(IICS_UST),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

Decolonizing Cold War Knowledge: Facing

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ACS_

Contemporary Border Politics. The 5-day

UST) and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summer school brought together internation-

Cultural Studies (SRSC_NCTU) hosted the

al faculties from Sog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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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Korea), Leibniz Institute for the His-

“Transpacific Cold War Liberalism and the

tory and Culture of Eastern Europe (Ger-

Remains

many), Ton Duc Thang University (Vietnam),

WWII and the Cold War”, and “Problema-

University of Vienna (Austria), University of

tizing “Problematizing the Project of De-

Malaya (Malaysia),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

colonization”. These plenary sessions and

ty (US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eated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during

Japanese Studies (Japan) and University of

the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s provided

Wisconsin-Madison (USA) and local faculties

chances to discuss the topics from differ-

various across Taiwan, as well as around 30

ent intellectual trajectories and geopolitical

participants across Taiwan, Japan, South Ko-

backgrounds. Together with the seminar ses-

rea, China, Hong Kong, Macau, The Philippines,

sions, they also created an opportunity for

Malaysia, Indonesia, India, Turkey, and Roma-

inter-Asia and East(ern Europe)-East (Asia)

nia. Through daily keynote lectures, round-

dialogues and knowledge exchange.

table, and group discussions, the summer

To provide faculties and participants more

school discussed various topics surrounding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in relation

decolonizing knowledge amongst and between

to colonialism, Cold War, and the border pol-

different sites in the region (inter-Asia) and

itics, we also arranged a thematic field-trip

beyond (inter-oceanic and inter-continental).

to Losheng Sanatorium. The once segregated

of

Empire”,

“Migration

during

leprosy hospital built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became a site of heated debates
and protests when the government planned
to demolish it for building a metro depot.
Guided by the activists, the FUTH participants also met the residents in Losheng.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thematic fieldtrip has
deepened the participants’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and its colonial and Cold War history
and knowledge.
We

have

received

constructive

feedback

from both the participants and faculties. We
hope that the intellectual network established
Topics covered in the keynote lectures and

in 8th FUTH will further develop. Debates

roundtable include “How to address the

and discussions will continue after the sum-

Global Cold War and its Aftermath”, “In-

mer school.

sular Anarchy and the Tension in the South

文字：岑學敏（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

China Sea and Culture of Remembrance”,
“Learning

from

the

Subaltern

People”,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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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參與人員人數及學生來源
計17位老師，33位學生
國籍

人數

中國大陸

3位

菲律賓

1位

香港

2位

印尼

1位

澳門

1位

馬來西亞

2位

波蘭

1位

韓國

15位

羅馬尼亞

1位

台灣

4位

土耳其

1位

日本

1位

※學生：報名人數41位，最後參與3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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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記憶與日常：資本主義與
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
集》新書發表會
導讀：劉紀蕙（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教授兼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
陳春燕（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邱彥彬（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時間：2018年2月9日 14：00至14：45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2018台北國際書展 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展位
A333）

│發表會側記

思主義思想者根據馬克思思想創造、開發出本地

在今天《歷史的記憶與日常：資本主義與東

的問題意識和分析，在中國、台灣、日本、韓國

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的新書發表會

和東南亞都有重要的思想產出，也是值得關注的

中，分別邀請到劉紀蕙、陳春燕、邱彥彬三位教

問題。劉紀蕙與陳春燕當時就邀請了哈若圖寧提

授來導讀並介紹這本選集的重要關懷以及它所帶

供具有代表性的論文，供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翻

出、值得讓我們思考的問題。以下整理並節錄三

譯為中文出版，以便能夠有更多讀者了解他的思

位教授的談話內容，以饗讀者。

想。

劉紀蕙首先提到這本選集的出版緣由，以及

劉紀蕙認為哈若圖寧這本論文選集所檢討的

對當前的台灣和目前的時代能夠帶領出哪些重要

資本主義及其邏輯和問題至今仍舊重要，尤其對

的思考。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與交大社文所曾經於

東亞很重要，或者說，對當前二十一世紀新自由

2012年召開「馬克思主義在東亞」國際學術工

主義時期很重要。因為它已不只是殖民時期、海

作坊，邀請哈若圖寧以及其他馬克思主義研究學

洋時期帝國擴張的問題，也不只是十九世紀馬克

者共聚一堂，討論馬克思主義在東亞所帶來的影

思所談的工廠工人的問題，而是現在的派遣工、

響。馬克思主義在東亞有很多層的意義：一則它

外勞以及稱作中產階級下流化當中的年輕人。這

的確影響了東亞某些歷史軌跡，包括共產主義的

是學術工作者也必須思考與面對的問題。

興起和分裂、共產社會的制度以及馬克思主義中
國化等問題；另一方面，東亞地區不同的馬克

關於這本選集分成三個部分的意義及其帶出
的問題意識，劉紀蕙也提出說明：

䋊悬ၚ㵕ᇙ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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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部分是關於歷史、時間和資本主義的概念

回答那個時代時必然的內在矛盾。哈若圖寧認為

性問題。這個部分非常尖銳地檢討所謂的線性歷

歷史並非一條既簡單又全然同質的線，它有不同

史觀的問題，或是所謂的庸俗馬克思主義或馬列

的主觀位置，不同時間並疊而重合。

教科書所說的歷史進步論和歷史階段論的侷限。

哈若圖寧指出，在一個共享的時代氛圍和共

哈若圖寧用班雅明的說法，提出一個複雜的時間

享的認識論之下，我們要如何辨識其中的多重矛

觀；透過哈若圖寧的論證，我們能更為理解所謂

盾、多重曖昧甚至是悖反邏輯，這是我們重新理

歷史跟當下之間的張力。

解過去歷史的重要起點。其次，一個時代獨有的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區域研究、冷戰與東亞

精神性召喚，比如說大和精神、台灣魂，或是中

Asian

華魂等等，一個時代精神和具體日常生活之間會

Study、South East Asian Study等區域研究的

有落差，我們能不能在時代精神之下，還能敏銳

範疇，都是哈若圖寧批判的對象。他認為任何以

地回到歷史時刻中的日常生活，進而挖掘實際的

空間為基礎的文學想像與文化想像，例如一國的

狀態？這是他給我們的提醒。

的批判性研究。Asian

Study、East

國家文學、國家歷史、國家文化等，都是有問題

相關的問題是，「我們是歷史使命的一個主

的，因為空間概念的背後其實有某一種欲望在驅

宰者嗎？或我們是歷史的被驅動者嗎？」哈若圖

動著。例如台灣文學、中國文學，或者說大亞

寧提到，1942年的世界史座談，以「東亞共榮

洲主義，其背後的慾望是什麼？這是需要分析與

圈的倫理性和歷史性」和「總體戰的哲學」作為

檢討的問題。哈若圖寧認為資本的問題不是簡單

座談會主題，鈴木成高、西谷啟治、高山岩男、

的空間擴張，也就是說，這不只是十六世紀大航

高賆正顯都參加了這些座談會。根據西谷啟治的

海時期帝國擴張、殖民擴張，然後侵犯東南亞、

說法：這是「日本勃興之歷史必然的結果」，日

南亞和其他地區，使其變成殖民地這麼簡單的問

本要打破近代「歐洲」等於「世界」的觀點，要

題。因為時間的多重存在會讓歷史過程多重交

脫去特殊性同一化，而達到真正普遍性的世界。

織、多重互動和多重牽連，因而不是簡單的殖民

而這個轉換的契機，就是日俄戰爭之後的日本強

和被殖民的關係。

國化。在那個歷史節點之下，幾乎沒有人能夠避

第三個部分關係到哈若圖寧的日本研究與世
界史的概念。哈若圖寧認為日本的現代有一種內
建的曖昧，所謂constitutive

ambivalence或是

免進入了這個時代氛圍。
哈若圖寧為什麼能這樣看待歷史？他選取一
個anchorage

point或nodal

point，一個集中而

constitutive ambiguity，也就是構成性的曖昧因

濃縮的節點，我們可以理解為一個徵狀式或是具

素。哈若圖寧所指出的關鍵曖昧，就是日本的現

有象徵性的節點，而針對時間的連續體進行爆

代史中現代性與法西斯主義的密切關聯。他所問

破。在這個從物化的影像廢墟下，打破歷史連續

的問題是：從西田幾多郎開始京都學派哲學家，

體，我們便會看到複雜而不均等發展的歷史衝動

接受歐陸思想，受到現象學、胡賽爾以及海德格

和日常的時刻，我們也會看到認識論和言說實踐

等思想家的影響，可是為什麼在大東亞共榮圈、

的落差，更會看到不同斷片的共存。

太平洋戰爭的時候，這些哲學家大半都呼應了國
家的召喚並提供思想支援？戶賆潤、小林秀雄或
是三島由紀夫的思想裡，同時有現代又有法西斯
的傾向，而在京都學派的圈子當中，例如西谷啟
治、田邊元、高山岩男、戶賆潤、三木清等人，
則是左派和右派並存。哈若圖寧說這是哲學家在

哈若圖寧說明，這個歷史事件之後，會
有各種無限的翻譯，而歷史書寫也是而歷史書寫
也是一個會不斷自行衍繹而脫離原點的翻譯；也
就是說，真實的事件發生之後，它可能不斷被創
造，也可能被不斷地固化。我們就要從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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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書寫和被國家、官方、一般常識所書寫的

族群不受重視的問題；而那同時是80、90

歷史之中脫離，從而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其中的

年代身分認同政治最熱門的時候。哈若圖寧

斷裂、落差，以及其他共存的不同的時間。

的說法是，強調身分跟空間標幟是非常扁平

陳春燕認為時間性是哈若圖寧的學說中至關

的思維方式；而用時間性切入問題才有辦法

重要的問題，可以說時間性是濃縮哈若圖寧學說

看到每一個族群甚至是每個個人，層層疊疊

的一個很好的方式。時間性表現在哈若圖寧的著

生命的經驗所累積的歷史經驗。這是時間性

述當中有三個層次：一個是方法論；一個是對於

對他在學科屬性的自我批判上的處理方式。

學術屬性的批判，即從後設角度來對自己的學科

至於第三個部分，整體來說，從選集中

甚至跟學科相關領域的批判；第三個是更廣泛更

我們可以看到在長期的時間斷代中哈若圖寧所

有延展性的層次，所謂時間性哲思的潛力。

呈現的思想結晶，即他在每一篇論文裡都不

在方法論上，時間性對哈若圖寧來說主要可

斷回歸他一貫關心的時間性的問題。我們會發

以分為兩個問題。一個是他利用時間性解決資本

現他討論與批判的思想家，涵蓋了現當代許多

主義的問題。從時間性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的

談論時間性的重要學者，包括德國系統的班雅

話，可以看到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矛盾和衝突上

明、布洛赫、科澤勒、漢娜鄂蘭、海德格、胡

的結構體；粗糙的馬克思主義處理歷史的時候，

賽爾等等，還有法國的呂格爾、文學批評家巴

用階段論來談都是非常簡化的。哈若圖寧一直堅

赫汀、列斐芙爾、人類學家法比恩等等。哈若

持，資本主義其實會需要跟每一個在地、原來的

圖寧雖然沒有系統性的介紹，但是在每一篇論

時間模式和生產模式互動，然後產生不同的組

文裡，他不斷地討論每一個思想家談的時間性

合，所以在每個地方的資本主義都會產生某種特

中的長處和短處。所以透過哈若圖寧的著作，

殊的結構，有趣的地方在於資本主義就是靠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更為全面的關於時間性的討論。

東西而能繼續不斷地生產自己，不斷地延續下

邱彥彬也同意時間性是哈若圖寧長年學術生

去。第二個時間性在哈若圖寧方法論上的意義

涯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特別是有關於生產模

是，他用時間性來強化日常性對歷史研究的重

式裡面異質的時間性；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特

要。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要用日常性打破或

定的生產模式都有主導的邏輯在，可是在主導

完全排除大家對事件性或重大歷史事件的判斷，

的邏輯之外，有異質的東西被整合進來，而這

而是希望這兩者之間有某種比較確實的對話。日

個異質的東西是什麼？這個是哈若圖寧所追問

常性非常重要，是因為日常性能夠談即刻發生、

且衷心關懷的。換句話說，哈若圖寧不斷透過

即刻消失而沒辦法寫進大歷史的面向。

馬克思，特別是對於馬克思文本的閱讀，想找

關於後設批判的部分，主要是針對區域主義

到生產模式當中的異質性，特別是在所謂資本

及跟區域主義相關的批判。區域主義大概是在

主義生產模式裡面的異質性及其所在。邱彥彬

80年代、90年代再生，主要與全球化的問題開

以日本戰敗後昭和天皇發表的《人間宣言》來

始被重視有關，所以哈若圖寧也一併討論全球化

說明什麼是生產模式的異質性，以及這個異質

的問題。除了區域主義之外，他還批判80年代

性在整個經濟、社會文化上是如何展現出來的。

興起的文化研究，因為文化研究改變了整個人

昭和天皇在1946年元旦發表了《人間宣

文或跟人文相關的社會主義的方法。哈若圖寧的

言》，又稱作建設新日本的綱領。眾所周知，

說法是，80、90年代興起的全球化主義，過度

《人間宣言》開頭引用的是明治天皇的五條御

強調空間性。全球化主義認為，用空間化的方式

誓文，第一條是廣興議會，萬事決於公論。麥

可以解決長期被忽略的、處於世界邊緣的區域、

克阿瑟覺得這與西方議會政治的訴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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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西方政治現代性的要求，以為昭和天皇卸下

的。簡單來講，阿圖塞提出Materialism of the

自己的神格性。但是五條御誓文是1868年的時

Encounter是用來批判馬克思；而哈若圖寧不一

候，明治天皇在京都御所裡所發布的，開啟了明

樣，哈若圖寧特別的地方是直接從馬克思文本，

治維新。麥克阿瑟並不懂五條御誓文在明治維新

主要來自於資本論第一冊，以及馬克思晚年的散

初期有著什麼樣的背景，忽略了其中的封建性，

件書簡，從這兩者裡面發現了異質的時間性；意

而這就與哈若圖寧講的異質的時間性非常有關。

思是哈若圖寧從馬克思的論述中直接找到這樣的

事實上《人間宣言》混雜著西方的現代性和日本

線索（哈若圖寧從馬克思裡面找到最重要的概念

的封建主義，這樣的混雜，折射出哈若圖寧文

是形式的吸納，這樣的吸納透過不斷吸納勞動力

章裡不斷探討的1930年代的日本，其中混雜著

然後實現剩餘價值，而在這樣的吸納過程當中，

非常多無論是右派的自由主義者或是左派的馬克

資本主義遇到了沒辦法解決的問題），不像阿圖

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討論。簡單地說，哈若圖

塞直接跳過馬克思、西方的形上學，回到柏拉圖

寧發現日本的資本主義，是一個混雜的資本主義

之前的Democratist原始論中找。這就是不一樣

邏輯，其中併入了非常多的封建元素，這也造成

的地方。

了日本的資本主義與歐洲，特別是英國資本主義

另外哈若圖寧也批判了馬克思主義裡面隱藏

的發展，產生了完全不一樣的結果。而《人間宣

的線性世界觀，特別是從第二國際到所謂的共產

言》正是折射出日本從大正一直到昭和資本主義

國際（第三國際），一直到戰後西方馬克思主義

發展裡所產生的異質性。

出現，似乎都沒辦法擺脫。比如說，所謂資本主

另外邱彥彬也提到哈若圖寧與阿圖塞的相似

義的發達國家，或是資本主義比較落後的地方，

性與差異性。就馬克思主義來說，許多異質性的

這樣的線性時間觀完全沒有辦法關照到上述所提

問題就是Labor

Power的問題。現在的問題在

的資本主義本質，今天無論在歐洲、英國、美

於資本主義透過全球擴散以及整合各個異質的

國或二次戰後所謂不結盟的第三世界國家，裡面

Labor Power來解決自我矛盾，資本主義主義自

發展出的資本主義基本上都有結構內的異質性存

我矛盾的結果，通常來說會引發新一波的矛盾；

在，而且彼此甚至很難類比，在這個無法類比的

而這新一波的矛盾通常出現在資本主義吸納異質

狀態下，怎麼能整合到先進或落後這樣的時間序

勞動力的時候，因為異質的勞動力，根據哈若

列裡面？在這樣的立論基礎上，哈若圖寧認為馬

圖寧的說法，它帶有一個沒有辦法被資本主義整

克思主義always already去地方化，雖然馬克思

編的時間性。哈若圖寧的解釋與阿圖塞在1970

是用英國資本主義、工業的資本主義作為觀察

年提出的Materialism of the Encounter這樣所

資本邏輯的藍本。就哈若圖寧對馬克思的閱讀來

謂偶遇的、唯物主義的想法是接近的，因為阿

說，他認為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永遠往邊陲、被認

圖塞也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結構本身非常不

為資本落後的國家擴散，馬克思除了印度之外沒

穩定，因為資本主義吸納了很多它不能整合的東

有多談這樣的地區、國家，可是在馬克思的理論

西，包含勞動力。一般在馬克思或恩格斯講的工

裡已經看到在正統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之外，在

人階級，或較具備階級意識的工人，叫做無產階

邊緣國家裡反而更可以彰顯資本主義本身內在混

級，這是來自外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勞動力；

雜而異質的時間性本質。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

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本來就不是工人，事實上是

去地方化，也就是去西方；然後往亞洲、第三世

有自己的時間性在內。雖然哈若圖寧與阿圖塞的

界擴散，這是理論上的一個必然。

結論非常類似，都在提到生產模式裡面的異質時

文字：林雍正（台聯大系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

間性時，阿圖塞跟哈若圖寧卻是完全不一樣線索

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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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春季文化研究工作坊
日期：2018年5月26日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A316教室
主辦與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國立清華
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國
立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課題化作跨領域的學習計畫。本次工作坊邀請
清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宋玉雯，以及政治
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佩甄，聽取報
告、給予回饋，透過良性的互動與討論，一同
探索不同命題如何深化與開展的可能。
此次與會學員皆為清大人社院學士班學生。
就讀三年級的呂佳玟同學，以成長於草悟道的
生命經驗作為發想，提出〈九年一貫鄉土教育
與都市地貌變遷如何影響認同感的建立：以台
中草悟道〉之題目。呂同學感於草悟道的使
用及定位不明而有所焦慮，進而無法產生在地
認同，因此她將這一體悟擴展至一代人在九年
一貫鄉土教育的實行，以及都會空間變遷的衝
擊下，所可能產生的認同相關問題。四年級的
李依珣同學則帶來空間與戲劇上的發想：〈舞
台劇論述的樣貌〉。她以自身舞台劇經驗，以
及對相關領域的長期觀察，提出了幾個關於藝
│活動側記

術論述模板化、相似化，以及其他宣傳相關問

2018年5月26日，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

題。四年級的郭柔廷同學，透過蘇碩彬等人合

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台灣聯合大

著的《終戰那一天》，以及相關文獻資料，將

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與清華大學人社院、

論題聚焦在「台灣的戰爭、戰後經驗為何，又

院學士班舉行「2018春v季文化研究工作坊」

文學作品是如何去呈現出這段創傷經驗。」她

。工作坊的設計，旨在期許學生將自身關懷的

提出以陳舜臣討論在日台人的認同問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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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日人諸如西川滿、尾崎秀樹、真杉靜枝等
人作品中的台灣經驗與記憶。一年級的賴靜
儀同學，有感於「西方」的知識與理論輸出，
「東方」在這方面的研究稀少，因此她提出「
東方文化研究工作坊」做為發想，以期「為台
灣文化、中國文化等東方文化畫圖、書寫；整
理、評論和詮釋。」
儘管同學們的提案未臻成熟，有些僅是概念
的勾勒，然而，兩位老師細細地與同學們討論
議題，針對其中的研究方法的適用性、問題意
識的聚焦與研究框架的界定，乃至於學術研究
者的自覺與態度等，給予諸多實際且真摯的建
議。並鼓勵在座的同學，人文領域的教育必須
多多觀察、持續思考，保持謙虛的心，與世界
建立交情，方能友善面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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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Catherine Liu 教授 系列演講
講題：侯孝賢電影中的工作與遊樂
主持人：謝世宗（清華大學台文所副教授）
日期：2017年10月5日 10:00-12:0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509教室
主辦與協辦單位：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劉老師一開始從新自由主義切入，點明此

《戀》片中的男、女主角從九份去台北打工即

次演講的主題將電影工業與侯孝賢的電影放在

顯現了新自由主義市場競爭下帶來的勞工移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背景下進行討論。從移民勞

民潮，而女主角最終選擇拋棄男主角而嫁給郵

工（migrant

差的情節又引出了人劉老師所講解得另一個問

用了Leslie
ry

workers）的問題開始，劉老師引
Chang在2008年出版的書《Facto-

題：階級。

Girls》，這本書主要通過對中國兩名從鄉下

劉老師在這時放映了一段《戀》中的影像

到城市打工的兩名女性勞工進行三年的追蹤，

（從01：02：14開始到01:03:45結束），

來體現中國1.3億中國勞工的生活與工作境遇。

這段影像主要呈現一群代表藍領階級的礦工在

劉老師指出，新自由主義的特徵就是競爭與不

討論比他們階級高的辦公室職員的對話，這群

穩定性（例如換工作的頻繁性），而Leslie書中

藍領工人雖然是用自己的雙手賺錢，屬於最低

既描寫了這些從農村到北上廣打工年輕人的不

下的工作，可在他們的言談中卻體現出對坐在

穩定境遇，這些年輕的勞工大多三十歲以下，

辦公室職員的不屑。劉老師主要想指出階級的

他們的工作沒有法律的保障，而他們的私人生

一個複雜性，這當然和台灣當時的歷史背景有

活也會僅僅因為手機的便利和社交網絡而產生

關：國共內戰後，國民黨攜近兩百萬人撤退到

巨變。這種底層勞工生活的不確定性正是由新

台灣，對台灣的社會結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自由主義提倡的「自由市場競爭」所帶來的，

而國民黨的獨裁專制，任意安插自家的親戚在

而這種情境在大陸導演賈樟柯2013年執導的《

白領階級部門就職，是藍領階級看不起辦公室

天註定》一片和侯孝賢在1986執導的《戀戀

職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說明階級並不是完全

風塵》和1983指導的《風櫃來的人》中都有

由工資的多少而決定的，而工作所需的技藝以

展現。

劉老師將藍領工人，也就是要靠雙手勞動的工

劉老師主要以《

戀戀風塵》一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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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態度更為重要。在闡明了階級的複雜與
多元性之後，劉老師引入了「crafts

man」的

概念，謝世宗老師把這個英文單字翻譯成日語
的「達人」，意思是精通一門手藝的工匠、匠
人。

人與「crafts

man」匠人與侯孝賢的電影聯繫

在一起。不同於好萊塢對鏡頭的快速剪輯，侯
孝賢的長鏡頭更像是一門能夠回到「authenticity」（真實）的技藝，尤其是在長鏡頭中，利用
不同層次的背景構圖，以及對於聲音層次的設
計，使得電影將觀眾從螢幕帶到真實，帶給觀
眾更多的思考空間。劉老師本要在這裡放映一
段侯孝賢《紅氣球之旅》的一個片段，來展現
聲音背景的層次複雜帶給觀眾的觀影體驗，但
因為沒有找到《紅》片的相關視頻而作罷。
最後在問答環節中，有一個學生提出在新自由
主義市場下，侯孝賢的電影如何能在競爭中打
敗其它商業電影？劉老師的答案比較悲觀，因
為她給出的例子是最近正在經歷性醜聞官司的
美國獨立電影製片人Harvey Weinstein的例子，
來說明在新自由主義市場上取得一席之位的方
法仍然是商業化、謀取更多的利潤。獨立

製片

在美國本是小眾的電影市場，藝術片多出自於
獨立製片人之手，但Weinstein Brothers 利用
性、

暴力等元素，使得獨立電影的市場完全變味，
但同時也帶給他們巨大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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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認識跨性別：主體的在地性與歷史性
講者：高旭寬（跨性別諮詢專線（皓日專線）負責人）
主持人：劉人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日期：2017年11月1日 10:10-13:0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402教室
主辦與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國立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活動一開始由主持人劉人鵬老師介紹主講
人身份背景和演講目的，接著把時間交由主講
人高旭寬老師開始演講。主講者在前情提要的
部分提醒各位聽眾性別知識是無法窮盡的，許
多性別知識都需要依靠主觀經驗和客觀環境來
建立的。因此希望各位聽眾通過發言和對話來
挖掘更多寶貴的看法。演講的內容以多元性別
為主軸，進而釐清相關的性別觀念。同志的定
義、同志的分類和同志的處境都是本次講座討
論的重點議題。接著，主講人向聽眾說明性別
自覺和認同運動，如美國石墻運動、台灣婦女

可以深入認識跨性別者的社會與人際關係上的

運動、性別平權運動和認同政治等等，讓大家

困境，也針對社會和文化環境下所形塑的性別

了解性別自己意識的起源和歷史脈絡。為了激

壓迫進行反思。此次演講的解答了許多社會性

起更多討論，主講者提出許多生動有趣的狀況

別問題和疑惑，並且提出一個理性的視角去

題，要求在場的聽眾設身處地去想像真實的情

觀察性別議題，了解每個人在當中的位置和功

景，甚至附加各種因素挑戰在場所有人的既有

能。對於那些文化研究的修課同學而言，演講

觀點和刻板印象。聽眾們侃侃而談，交流環節

的內容和成果展示了一個實踐和論述的可能。

場面熱烈。從主講人分享自身的變性經驗中，

整體而言，活動的進行非常圓滿和順利。

䋊悬ၚ㵕ࢧ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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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從做工的人看工業生活
講者：林立青（《做工的人》作者）
主持人：方怡潔（清華大學人類所教授）
日期：2017年11月17日 10:10-13:0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204教室
主辦與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
化研究中心、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
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國立交通大學亞
太∕文化研究室
`

──「八加九（八家將）」、檳榔西施等的汙
名化，才讓他開始想在網路上，和眾人分享
他所了解的，真正、日常中有血有肉的工地生
活，而不是媒體或刻板印象所形塑的工人樣
貌。他的文字出乎意料地觸及到網路上各種階
層的人群，因為這樣的起因成為他書寫，並且
進一步關懷工人處境的契機。
第二部分則是在書寫、採訪和記錄過程中的
感受，最初林立青雖然想要將工人生活呈現給
大眾，但卻不知道該從何書寫，在與他的工人
的訪談中，他也發現工人本身，往往無法有系
統的、事先或有目的的講述他們自身的經驗與
處境。這樣的困難讓採取了其他方式，藉由觀
察與工人的日常互動以及日常談話，描繪這樣
的過程，和背後的結構處境，例如工人談論使
林立青先生演講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

用成藥問題，連結到台灣醫療系統的問題。或

分講述他寫書的緣由和關懷。他表示當初會進

是藉由影像、拍照，讓工人習慣鏡頭之後，對

行書寫，是因為在網路上看到對工人生活

其照片、乃至於他所書寫的文字和討論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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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反應。
第三部分則是討論他對工人結構性困境的
觀察、對其他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的關懷，以及
未來想做的事情。林立青指出，在社會中某些
職業受到社會結構的保障，但是這些「工人」
卻不然，許多低技術或勞動條件不佳的工人不
會有保險、職業教育訓練等保障，而目前低薪
移工的引入，進一步造成這些問題──薪資、
勞動壓力、勞動安全──沒有改善的空間。他
希望未來能籌辦勞工戲劇，讓工人、移工、街
友，乃至於身障者，能夠綜合在一場戲劇中相
互了解，並且向社會傳達他們的聲音。
本堂課為「人類學與工業生活」，然而對多
數同學老師來說，工人和工地的生活卻往往是
陌生而片面的，透過本次演講，讓同學能夠更
了解台灣低技術勞工的真實處境，以及對在當
代勞動場域做田野的技巧、書寫策略等方式有
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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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不只是受害人，我所經歷過的白色恐怖
講者：吳俊宏（景美人權博物館評審委員）
主持人：顧玉玲（社運工作者，清大、北藝大兼任教師）
日期：2017年11月28日 12:10-15:3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507教室
主辦與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
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轉型正義在過去國民

以上三個時期的反抗運動，各發生在不同的社

兩黨執政時期，雖都有心要處理，只不過礙

會背景下，參與的人也各懷抱著不同的政治理

於政治現實，並沒有徹底把它處理好。吳俊宏

念與政治立場。

本人身為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又於

第一期的參與者，大都秉持對社會主義的信

1972年因成大共產黨案被捕（成大有7位遭

仰或認同，加入或認同中國共產黨，它們的政

到逮捕，包括在校及畢業學生）。於本次演講

治立場是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反美反日、「親

中吳俊宏簡介了作為經歷者的三個白色恐怖時

共親中」，主張台灣回歸祖國。第二期則是親

期：第一期：台灣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第二

美親日、「反共反中」，主張台灣獨立。第三

期：台獨運動時期第；第三期：民主運動時期

期則依左右統獨立場的不同，並存著前兩期的
兩種政治主張。
以上可以看出整個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涵
蓋兩種截然不同的相互對立的政治主張。而今
日推動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最令人擔心的在
於，秉持「反共反中」的民進黨能否客觀地面
對50年代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那段許許多多台
灣人參與的「親共親中」的歷史，並給予當時
犧牲的革命烈士以及被關押的受難者應有的歷
史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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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所要做的事情很多也很複雜，才能出版一

南方家園的工作及出版包括以下幾項概念：

本書。每本書至少要兩個月。加上如果譯稿有

跨越時間：經典的再出版、再詮釋。

問題，可能時間會拖到半年至一年。
編輯要有的能力包括與各個階段的人員溝
通以外，也需要有審閱文字、釐清文字內容細
節的功夫。此外，也需要搞清楚各國的出版情
況，講者就以中國大陸為例子，講了一些他們

跨越阻礙：出版是一個社會運動，讓次文化
被看見。
跨越地域：拉美、非洲等其他國家。
跨越媒體：跨越紙本，像是劇場等的合作。

的翻譯和出版架構。最後，編輯還需要擁有市

跨越常規：和其他小出版社一起合作。

場觀察的能力，像是需要參考一些購買者的資

跨越虛實：紙本書的未來。

料分析，像博客來的數據庫就是參考的例子。

跨越規模：台北國際書展專區裏頭，有二

但所謂的「暢銷書」還是可遇不可求。
近期的書市觀察：像是法蘭克福書展最近
就偏好圖文書，但報導文學是講者想推廣的領
域，雖然這類書籍的推廣很困難。
最近出版社的新嘗試有利用不同材質做
設計，從挑布、鈕扣到書封各種設計，都
需要親自審閱。離現在最新的計畫是，馬尼
尼為的插畫及文字展覽，會在朋丁開展。
（活動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1923090284680327/）
最後，講者解釋了許多關於編輯要理解的
許多「雜事」，包含色彩、打樣款式、計算
頁面、包膜、去了解印刷最新技術，書訊的撰
寫，還有書籍的陳列和其他展覽的概念。
劉子華說：「小眾的書雖然閱讀閱讀的人比
較少，但就像看獨立店電影一樣，不是英日語
種的書，早期都是再翻譯，但如果能夠直接翻
譯一些拉美或非洲的文學，讀起來會非常不一
樣。透過不同語種，有更多議題─被英日大國
家所沒有看見的─可以被看見。」

十到四十家的獨立出版社參與，到今年第八年
了，每年都有不同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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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從開卷到Openbook，書評媒體如何推廣閱讀
講者：周月英（《Open Book閱讀誌》主編）
主持人：宋玉雯（清華大學「編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課程老師）
日期：2017年12月7日 15: 30-18:0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403A教室
主辦與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
研究中心、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亞太∕文化研究室

在報紙的設計上，人物和圖片是很吸引目

或評論有完全不同的面相。

光的，例如張大春的《閱讀幾個字》，周月英

在版面上，我們如果仔細去比較以前的版

團隊企劃，會多方擷取許多概念，像是他們的

面，可以看見社會的潮流：像是以前的女性主

《貓耳朵》專欄，很像蘋果日報早期的《木瓜

義運動是主要編輯畫面，之後是同志運動。在

霞》專欄，雖然內容不大一樣，但重點是，他

學術的意見上，媒體也可以扮演理論的傳達，

們會從大眾媒體上學習許多不同的新概念。

不同於書籍的漫長和報紙的簡短，雜誌可以傳

在面臨正經八百的書評部分，他們把媒體

達相對之下比較即時性的，卻更細膩的報導。

的形式轉換到雜誌，因此讀者翻閱的時候會經

然而要注意的是，不同媒體有不同的角色和意

歷：輕鬆，編輯手記，本期的封面故事，最後

義。

才是其他專欄和當期資訊。另外，在企畫上，

在選出好書之後，還可以有不同作為。也

除了台灣之外，也會蒐集世界各地的資訊，彙

許同學在想像編輯內容時，比較制式化，但其

整成一篇報導，像是有「以堅毅的少年為主

實媒體編輯要做的角色更加多元，不僅是靜態

角」的世界小說專題。

的邀約書評等工作，推廣好書也是其中一種。

除了單一的報導，他們也會做比較巨型的

蒐集大量好書之後，用活潑多元的方式，介紹

企劃報導，像是正傑事件之後，他們邀了三位

給更多面向的讀者。周總編與他的團隊曾經設

精神科醫師，用座談的方式討論此事，因此可

計過的有趣專題，包含了介紹各家出版社的

以為社會事件帶來更立體的面貌，跟報紙投書

LOGO；邀請青年寫信跟作家聊天；跟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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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者介紹國外作者等活動。而每年度的重頭
戲是「年度好書獎」，那可是編輯群籌畫一整
年的精心製作。希望每年度的好書，不論是學
術性角度出發的，都希望作者能更貼近民眾，
與閱讀者對話。在好書獎的海報上，也每年請
代言人即有主題性的設計。
演講最後還談論到數位媒體的風潮，雖然數位
的好處是可以即時性的，但為了顧慮品質，還
有閱讀恰當字數的長短，需要慎慮。但數位媒
體的機動性是好處，讓媒體有各種臨機應變的
方法和呈現。像是之前有一個活動，邀請詩人
任明信手寫一首詩，讀者如果到ibon輸入列印帳
號，就可以印出他的手寫詩。科技是媒體非常
可以運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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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盡忠追尋過去，大步走向醉生夢死，期待重生」：
田啟元的愛滋生命與左翼酷兒劇場初探
講者：黃道明（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副教授）
主持人：劉人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日期：2018年3月2日 10:10-13:0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405教室
主辦與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亞太∕文化研究室

「我們社會很笨，認為性就是髒、性就是
爛、性就是賤。什麼叫『性氾濫？』一天七次
還是七天一次叫泛濫？他們不懂什麼是安全性
行為、性行為跟危險性行為。危險性行為一次
就中啦。安全性行為，性交次數再多就是沒有
（感染愛滋）。那你要評價他道德上的什麼標
準？」──這是田啟元在1995年的一段訪談內
容。當時，前美國NBA籃球明星、也是愛滋病帶
原者魔術強森，原本計畫來台灣義賽以及宣導
愛滋防範，但是在衛生署一聲令下，限制外籍
愛滋感染者入境，取消了來台灣的計畫。有別
於一般演講由講者引言關於講題的背景知識，
黃道明老師一開始播放一段田啟元針對此事件
的紀錄片。讓聽眾直接面對田啟元，面對他的
表情變化與聲音情緒，面對他對性汙名和愛滋
無知的直接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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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段影片當中，田啟元闡述對《白蛇

田啟元的創作理念還有個很大的特色，就

傳》的新詮釋，從白素貞的角度重新演繹這則

是「不滿本地橫向移植西方的表演方法」，失

故事，他說：「『妖』有沒有好妖呢？這個妖
（白素貞）到底是妨礙了法海什麼，要這樣地
折騰她？」田啟元甚至將白素貞化為一位理平
頭、赤條條地只穿一條白內褲的男子，許仙則
是變成陰柔的男性。這兩個角色便是田啟元於
1993年創作的戲劇《白水》的靈魂人物。聽到
到這邊，演講現場的聽眾可能會直覺認為這齣
戲是探討同志議題，但是透過黃道明老師的引
導，田啟元的創作意涵不僅僅是直接批判，更
包含對人、妖、鬼等萬物的平等寬愛，如田啟
元在紀錄片所說，人的差異只是因為「戴了有
色眼鏡」。紀錄片播畢，黃道明老師問了聽眾

去了自身的文化。基於這個理念，田啟元在八

「覺得自己有在『活』嗎？」開啟接下來一連

零年代後期提出十一項「理解自身文化的知識

串的介紹──田啟元是如何『活』出自己。

工程」，方法有：1.

田啟元於1986年考取國立師範大學時驗出

重看章太炎對「西學、文

化的理解與知識的見解」；2.

對傳統文化的反

愛滋病。這是台灣第一起「愛滋大學生」，引

省、對五四以來對西方霸權的認識；3.

發媒體偌大的關注。「聽說師大的家教市場還

民俗信仰的生活實質意涵」引發創造動力；4.

因為這件事受到衝擊」，黃道明老師無奈地笑

看待文化／文化建設的效應；5.

著說明。在田啟元被學校隔離的這段時間，不

人生、文化價值系統展開「動力分析」，「建

能住學生宿舍、不能上游泳課、聽課也只能透

立、追尋而進行的一連串社會運動」；6.

過電話筒、找打工受阻，讓他把重心移轉到戲

體在社會中的角色」；7.

劇。沒多久，田啟元便在話劇比賽中獲獎，甚

上的角色」、掌握「家庭變遷」跟人際模式、

至創立「臨界點劇象錄」劇團。1996年過世之

「貧困、邊陲」、「情色問題與經濟辯證」；8.

前的十年間，他創作了二十五齣戲，等於一年

從「民」、「人民」、「國民」、「大眾」、

有兩到三齣的產出，如此驚人產量，就像對這

「省籍」、「地方家族」思考台灣族群與老百

些歧視與無知的控訴。

姓；9.

在這些戲劇當中，黃道明老師特別提到
1988年創作的《毛屍》和《夜浪拍岸》，
這兩部以「性──政經」批判當時的黨國政

理解「

對台灣社會、
「身

現代性：「農在經濟

反省「媒體監控權」及「資訊化世界的

本質和未來」；10.

美學（語言學、詩學、音

樂）與邏輯的訓練；11. 「對歷史的認識：使命
感、過程、變遷動力」。

教和極力撇清愛滋學生的鄉愿師範體制。這

這十一項，從現在看來是非常具有前瞻性

種明顯與大結構對抗的性格，黃道明老師將

的，然而，在當時的很多人眼裡，只是種「衝

其分作前期，主要為1988年到1990年田啟

撞」或「叛逆」。如黃道明老師所說，田啟元

元畢業。1990年之後為後期，從衝撞體制轉

戲劇當中的左翼思想，其實是比很多人要早些

而關

看到一些制度和觀念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到

注體制內的「人」，探索人和人之間的

倫理關係，如演講一開始提到的《白水》。

了現在還正在處理。提出這些觀點的田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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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僅是二十多歲的青年。
針對如此才華洋溢的研究對象，黃道明老師
分享他的研究方法。
在方法上以劇作文本分析為主，佐以與田
啟元相關人士的訪談（詹慧玲、鄭志忠）。進
而論證：「田啟元以一貫的自我批判及唯物史
觀面對殖民歷史當下，介入台灣右翼資本社會
及兩性婚嫁體系，藉傳統民俗再造直剖慾望探
討，探尋『一種生活方式的可能。』」黃道明
老師補充：「在亞際文化研究進行去西方學術
知識殖民之際，田啟元的左翼劇場實踐與文化
政治提供許多在地思考資源，對眼下的性／別
研究有著重要的提示作用。」
田啟元的創作與人生，不只是對學術上的
提示，也給了我們啟示──一種富有現代意
義、「如何看待性／別」拿下「有色眼鏡」以
及「如何看待自己人生」的提點。田啟元一生
對「人」自身價值的肯定與實踐，直到生命的
盡頭，他也要安排自己的後事，辦一場公開、
坦蕩蕩的靈堂供人弔唁，讓社會大眾知道「他
能夠從這個疾病當中走出來；在生命的特質裡
面，他完成他該走了路、他做了他想要做的事
情，而且他也活出他自己。」這也是黃道明老
師在這場「『盡忠追尋過去，大步走向醉生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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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期待重生』：田啟元的愛滋生命與左翼酷
兒劇場初探」講座中所要傳達給聽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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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尚未遍地開花的理想：獨立教育工作者的堅持
講者：戴唯峻、陳禹安（舊港文史教育工作室）
主持人：方怡潔（清華大學人類所教授）
日期：2018年4月19日 10:00-13:0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205教室
主辦與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國立清華大學亞太∕
文化研究中心、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亞太∕文化研究室

本演講裡頭主講者主要內容為探討他們對
獨立教育的看法。他們說明獨立工作室的特殊
性是老師或家長在教小孩過程中不會由權力常
態進行教育，由於他們認為教育和照顧小孩的
活動不應該變成一種權力壓迫或交換權力的遊
戲。雖然這樣的行為是常見的現象，不過主講
者認為它會引起小孩的「防衛」行為（包括打
斷別人、各種不禮貌、討好等行動），習慣這
些行為會讓小孩無法專注在學習本身，也會影
響到長大與他人的互動的行為。
演講者一開始說明了他自己到大學時，發現
有些人常跟他說：「你都不會找人幫忙」；他
發現自己真的有這一個習慣：在無法做些事情
的情況下他還是不會要求協助。他說，每次他
看到尋求協助的小孩時，就會想到這件事情。
教育工作者問人在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中應該要
扮演什麼角色呢？演講者認為最主要的就是「
陪伴」跟「協助」。傳統權力性概念的教育跟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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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推銷的教育模式雖然聽起來不一樣，不過

在舊港文史教育工作室主講者談到他們主要

若在一種「獨立」狀態下被教的話，就會讓小

領域──小孩文史與教育（大多數學生的年齡

孩面對生活跟人生，而不是抽象的必須達到某

為六至八歲的小孩）。本年齡層學生最大問題

種「成績」的目標。主講者說明：本看法跟所

是他們還無法專心，忍耐無聊等，缺乏抽象思

謂主流的價值觀不太一樣，可是他們推銷的教

考能力，且無法抓到邏輯連接。按照演講者這

育工作室其中的目標是要讓這些想法給願意接

個就是要與大人互動的原因：故事，參與遊戲

受它們的人。

和不同活動會刺激小孩建立邏輯連接。演講者

舊港文史教育工作室上課的方法為：上課
時先叫小孩找自己覺得舒服的姿勢

（但是不要

影響到別人）。工作室的目標為讓小孩們進入
課程內容而不是花時間在多數規矩上面。主講

認為透過遊戲、故事對話以及解讀文史，讓小
孩創造這些邏輯連接的能力，去取得經驗和典
範，這就是教育的大目標。
大體而言主講者推銷獨立教育工作為避免引

者認為：要讓小孩學習的話，老師應該想出遊

用權力壓制小孩，

且用對話或把孩子看待為把

戲，而透過遊戲先讓他們感到好玩。不過除了

孩子看待為「人」而不是「孩子」的態度面對

單純好玩之外，遊戲也應該引起小孩對內容和

教育過程。在此過程當中他們也強調避免其他

主題的興趣再讓他們進入學習材料的論斷，這

傳統教育用的方式（如誇獎或縱容情緒勒索行

樣小孩才會想要學習。

為）。

主講者認為透過這些對於小孩的看法，

所謂傳統教育模式告訴我們：為了安全等考

我們不只可以改變教育過程，而且還可以讓小

量，對於小孩我們一定要表現權力性的行為，

孩學習到責任感、平等概念及獨立思考習慣，

但演講者說老師應該要學會把自己放在小孩的

也就是教他們怎麼面對現實。

位置的能力，就會發現被權力壓迫的不舒服

對現實的方法，小孩可以發現新的自己，以及

感。因此最近一些家長開始發現，他們把自己

沒有被壓迫的學習方式，且體驗到教育新的一

的小孩丟到那些幾百人的學校或環境時，跟讓

面。

他共學時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在他們工作裡頭演講者推銷「共學」學習方
法。共學主要的功能為小孩跟家長一起去參與
些長期的活動（如環島、登山等等）。在這個
階段父母跟小孩會一起體驗到新的事情，且自
己會學到不少東西。共學團的意思就是大人跟
小孩一起連接：除了跟小孩連接相處之外，共
學也能會讓大人跟自己家人學習相處（也就是
提供人跟人的互動）。這些活動以及不同課程
讓小孩可以不要去幼兒園，且給大人陪他們小
孩的機會（包括觀察老師跟他們互動、參與遊
戲、吃東西等等）。可是並不是每個家庭的家
長都有辦法付出這麼多時間參與這些活動，因
此這樣學習方式的門檻很高。

透過這樣學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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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赤腳」烏托邦：醫療現代性的社會主義視差
講者：林建廷（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劉人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日期：2018年5月16日 10:10-13:00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405教室
主辦與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國立交通大學亞太
∕文化研究室

主持人劉人鵬老師先為出席者介紹講者的背
景和他的研究領域，以及為在場參與的教授們互
相引薦。講者一開始就為「赤腳醫生」或「赤腳
仙」正名和解釋，並提出問題與現場聽眾對話。
為了讓大家更能夠理解「赤腳醫生」在台灣的
語境，講著播放了一部鄉土短劇的影片給大家參
考。在進一步解說「赤腳醫生」的故事時，講者
提出了三項重點：一、英語世界的華語系「赤腳
醫生」故事；二、華語系裡的「去」「中國」故
事；三、「臺」語劇中的「華語系/英語系」赤
腳醫生想像，這些重點也是講者的對於這個課題
的切入點。此外，講者透過言簡意賅的方式概述
了英語世界醫療現代性的研究狀況，也為大家詳
細介紹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英文文獻。由英文文獻
的解析，講者延伸談到各個相關的學者，將他們
的研究成果進行比較。在演講期間，講者不時拋
出了許多有趣生動的例子，引起了聽眾對這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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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興趣。演講結束以後，劉老師總結了這次
講座的重點和意義，把這個議題和課程中的烏
托邦想像和展望連接起來。然後，講者開放讓
現場聽眾提問。有不少同學提了相當尖銳的問
題，講者也侃侃而談，在這樣的對話裡，不管
是講者還是聽眾都達到了教與學的相互作用。
散場前，所有出席者和講者一起拍了一張全體
照，作為這次學術交流活動的紀念。

59

䋊悬ၚ㵕ࢧ氝

㾴ᒈԻ᭗य़䋊

智利天主教大學
Roman Dominguez Jimenez 教授 專題演講
講題：American Mechanics 1: On The Genealogy of The
Name America, from cartography to contemporary filmmaking
日期：2017年10月31日 18:30-21:20

講題：American Mechanics 2: From the Lettered City to
The Gesture City: Mexico City in Alfonso Ruizpalacios’
Güeros (2014)
日期：2017年11月1日 14:00-17:00

講題：American Mechanics 3: Political gestures in LatinAmerican Cinema: Fernando de Fuentes’ El Compadre
Mendoza, Glauber Rocha’s Aesthetics of Hunger and
Dreaming and Mayolo and Ospina’s The Vampires of Poverty
日期：2017年11月3日 14:00-17:00

地點：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 106A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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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enez教授（下文簡

學；在這三場演講中，Dominguez通過交織其對

稱Dominguez）出生於墨西哥、博士攻讀於法

當代文明、技術哲學與美洲電影三領域的思考

國第八大哲學系，目前任教於智利天主教大

來開展討論。

Roman

Dominguez

論美洲之名的系譜，從製圖學到當代影像製作
On The Genealogy of The Name America, from cartography to contemporary filmmaking

製圖學與技術美學（Cartography

and

Techno-aesthetics）

場來設立知識計畫；技術－美學的重點不在於
美學的沉思，而是與技術物共在的當下此刻行

Dominguez指出有必要對解殖及後殖民思

動者感性（sensibility）的運作。由此，Domin-

考的存有論（ontology）提出反思，殖民經驗

guez試圖超越上述製圖學對內在－外在、本

的傷痕並不只潛藏於既有與曾經的壓迫關係，

真－表象的割裂，透過技術－美學觀所揭示的

也同時在拉美學術社群的論述中伏流──學者

姿態以拒絕手段－目的論，他引用Agamben的

們自發地踩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於各領域裡生產

話，姿態是「對中介性的展示（exhibition

出受害化（victimization）的論述，這並無助於

mediality）」、是與迷思相對立「如其所是使

解殖，甚至成為知識上自我殖民的形式。具體

手段可視的過程（the process of making a

以拉美思想家Enrique Dussel與Walter Mignolo

means visible as such）」；從Guadalupe、Na-

為例，Dominguez指出無論前者對他異性（al-

co等例子，Dominguez指出透過這樣的存有論立

terity）的討論，抑或後者對歐洲科學與知識的

場如何可能直面被加諸於拉美的迷思，而非生

反思，兩者都挪用了現代西方製圖學以支持各

產新的迷思對抗舊者。

of

自理論；製圖學做為權力的表現，他們透過對

在Q&A時間，社文所朱元鴻教授，以及社

其在概念上的翻轉來達到各自的知識計畫。然

文所客座同時也是Dominguez博士班的指導教授

而，對Dominguez來說，製圖學式的存有論意

Alain

味著主體以絕對的外部性加諸自身，將存有均

補充，首先他以Paul Valery與Jean Baudrillard

質化為一組組平面的對張關係：中心－邊緣、

的論點說明美洲／美國文明承自歐洲文明的繼

宰制－臣屬、自我－它者；落入製圖學，即是

受關係，以及殖民者、製圖者透過地圖所展示

落入本真性的迷思（myth of authenticity），

出命名的權力。Brossat則以Gilles Deleuze的看

其設立了與本真性相對立的表象（represen-

法回應朱教授對歐美的看法後，對Dominguez提

tation），Dusserl與Mignolo追尋去壓迫、去宰

出一點質疑：如他所批判的學者們對歐美形上

制、去殖民的本真狀態，對Dominguez來說，這

學的繼受，他自身以Simondon發展理論是否也

恰恰體現的是西方－基督神學（western-Chris-

落入自身所批判的窠臼？Dominguez以彼此方法

tian）的預設，構成他們所不知的內在矛盾。

上之根本差異做出回應。

Dominguez認為，應當超越上述本真－表象
的對立，而從法國哲學家Gilbert Simondon所指
稱的表述（expression）與姿態（gesture）著
手，以技術－美學（techno-aesthetics）的立

Brossat先後對其回應。朱教授提出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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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uja》與《Meek’s Cutoff》兩部電影中的美洲命運
American fates in Lisandro Alonso’s Jauja (2014) and Kelly Reichardt’s Meek’s Cutoff

當我們談論「America」時，我們在談論什

術與宗教並生一體，而美學正是為了喚回其重
新來臨；Dominguez由此進一步指出，影像同

麼？
在此，Dominguez與符號學對話，指出當

樣具備如此能力，從技術－美學的角度觀看影

然可以純粹立足在符號學之上來談論「Ameri-

像，即意味著去考掘影像中人類行動與技術之

ca」之名作為能指（signifier）在特定時空下具

姿態。

有的不同所指（signified）；但更重要的是，

Jauja與Meek’s

Cutoff正拍攝於阿根廷

名字的運作不僅僅如此，其除了座落於特定實

南端與美國西岸，Dominguez以疆域電影（ter-

體（body）之上，也同時指涉其命運。名字並

ritory

非僅僅符號意義上的指涉關係，而是與獨一無

疆域的感知與時間性，透過場景與節奏的安排

二的個體相互聯繫；它們之間的指涉關係並非

在時空的織理中如其所是地呈現人類生活，宛

偶然任意，而是前者被後者的命運與性質所規

如影像之前之後它們繼續存在；由此，當可進

定。準此，當討論名字時，我們必然要從事考

一步探查其中投注於兩地的種種投射所呈顯之

掘學以錨定其意涵。

人世的姿態。美國／美洲做為廢墟的主題在此

透過對「Latin

America」之名的粗略考

film）的概念詮釋，指出它們共同呈顯出

顯現——來自迷思的投射注定其計劃終將失敗。

America」如何做

座談時間分別由所上朱元鴻教授、Brossat

為對「America」之名的反動而被註冊。如同在

教授及劉紀蕙教授提問，三人就其演講中理論

第一講中所警示的，若「Latin

America」一詞

上未竟之處進行討論：Brossat對如何理解美

始終標示自身從屬於「America」的命運，則對

國做為戰爭機器之自我再生及其辯證法提出見

抗此命運的計畫並非如同Mignolo提議的用其他

解，朱教授則就當代中國是否成為大西部（the

名字

Great

掘，Dominguez指出「Latin

「Abya

Yala」取而代之，而是透過清理

Western）敘事下的另待開發之地及

「America」之名著手，否則僅僅是以新迷思取

Dominguez文中所提的劣等（bastardness）進

代舊者。

一步追問，而劉教授則就命名與迷思、電影的

製圖學的投影與精神分析理論的投射——
project——在此意義上具體而微呈現「Latin
America」歷史上歐陸強權對美洲、美國對美國
之外的想像及干預；同時，美國之外，美國經
驗與其知識份子同樣作為映照其政治慾望及投
射其進步迷思之屏幕。美國西岸與阿根廷南端
各自作為兩地投射其進步慾望之地，於焉成為
一種巫術影像的疆域。Dominguez在此引入Simondon巫術疆域（magical territory）的概念，
說明存在著一種原初場景，其中主體與客

體、

知識與實作、人文與自然並未相互區分，技

功能，及大眾心態的問題與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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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Gueros》及《Agarrando pueblo》兩部電影
About Gueros and Agarrando pueblo

北美需要打造本真性的迷思以將其與自身歐

魔幻寫實意圖瓦解界線，影像則恰恰因其更為

洲傳統相區分，由此，若美國從來就是被打造

直接地面對現實的姿態，而恰恰呈顯了一種劣

的概念，「真正的」美國究竟意味著什麼就無

等的、顛覆的本真性論述。

怪乎視為美國電影裡恆久的主題——譬如在電

Dominguez以巴西電影製作人Glauber

影《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中

Rocha曾提出的概念進一步類比之——飢餓美學

對「我們」的宣稱與強調當可為絕佳例證。

（the aesthetics of hunger）與夢幻美學（the

然而於拉美文學，對本真性的追求從未在其

aesthetics

of

dreaming）分別對應影像與文

作品中成為主題。Dominguez著重強調魔幻寫實

學的技術－美學：前者意指如實呈現真實世界

主義（magical realism）的意涵，他認為，其重

之災厄，後者則在對現實的超越中尋求解放。

點無關乎魔幻或者超現實地再現世界，而是其

他並以兩部電影作為例子說明，夢幻美學對應

指出區分血脈之無意義甚或不可能。「我們」

「Gueros」、飢餓美學對應「Agarrando pueb-

，無關乎以製圖學去想像去投射出邊界明確的

lo」。

疆域，而是提出足以解放既有支配的姿態，並

本場QA對三場演講做了綜合性的討論，由

以審美的策略對加諸其身的劣等之名做政治性

朱元鴻教授、Brossat教授的提問與Dominguez

的轉化。然而前一講中所提到的影像的姿態恰

的回應中進一步釐清影像與技術、哲學與影

恰與文學扮演的角色相反，如果

像，藝術創作與政治行動等議題。

文字：邱映哲（交通大學社文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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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大學 Chua Beng Hua
（蔡明發）教授 系列演講
講題： Disavowing Liberalism in Singapore
日期：2018年5月9日 15:00-18:00
地點：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 106A研討室

Party）已堅持實行（Self-Resilient;

Self-Re-

sponsibility）。他們堅持著精英政治的核心概
念（Meritocracy

ideology），最常說的一句話

即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便是本書
的起源。因為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代表全體新加
坡人反對自由主義（Anti-Liberalism），

他並

不認為自由主義能夠在新加坡落實；但他也反
駁新加坡並非那些評論家所談論的獨裁主義國
家，新加坡人民並非生活在驚恐中、不允許發
表意見的社會裡。他說新加坡是個中產階級的
於加拿大約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而後任

社會（middle class society）， 而不是在 社

教於新加坡大學，同時於2009至2017年間

會中的中產階級 (middle class in the soci-

擔任藝術與社會科學系教務長一職的蔡明發

ety)，因為在歷史中，新加坡沒有經歷過重

教授在交大發表了他的最新著作

工業時期（industrial

《Disavow-

capitalism

class）。此

ing Neoliberalism in Singapore》。不少評論家

外，他也提及政府與貿易公會（Trade

都認為新加坡以其獨裁主義國家的治理方式拒

、工人工會（labour

絕新自由主義的入侵，但若進行更深層次的觀

因此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算是被「合併」了，

察則會發現理由並不那麼簡單，因為大多數的

人民相當國際化，同時對經濟資訊的敏銳度

獨裁主義國家都垮了，為何新加坡還是能夠以

相當高。蔡明發教授指出這就是其中的失焦

其獨裁的治理方式屹立不搖？蔡明發教授在其

點，因為大家關注政府的治理方式，而沒注

書中提到新加坡的「不變」：他強調，有一部

意到社會的變化趨勢，他提到新加坡投票的

分的原因在於新加坡的反自由主義（Anti-Lib-

理想度以及當今政府正為將來競選而擔憂。

eralism）：自1965年行動黨（People

相當諷刺的是，他強調新加坡是在社會民主

Action

Union）

union）的關係十分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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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Democracy）中生存著，而且「奇蹟

其中沉默的多數（silence

64

majority）扮演著非

性」地被管制得相當有效。書中想藉此機會來

常關鍵的角色，因為他們對政治社會的關注不

討論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在新加坡

大，所以如果他們滿意現狀，就會投給現任政

扮演的角色，以解釋評論家長期的誤解。書中

府，以此表達他們對社會沒有異議。新加坡政

包含四個重點：政治發展（the

Development

府運用了所謂的法治（Rule by Law )，亦即政

Politic）、意識形態（Ideology）、國家資

府積極透過社會立法或修法實施管制，國會具

of

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和多重種族主義

（Multi-racialism）。

會控制工具（instrument of social control）。

首先，在政治發展方面，他指出新加坡政
治之所以那麼穩定，

有正當性的代表人民立法，且成為了政府的社

選舉是其中的關鍵。如

果是獨裁主義國家（Authoritarian

State），

蔡教授\說，在新加坡只有執政者可以利用法律
來控管社會，因此將社會運動政治化是很困難
的事，因為政府會試圖用法律將其運動「去政

人

治化」。而所謂的選舉，只是用來衡量民眾對

曾受過英國殖民的教育，為了履行李光耀對選

政府支持度的標準，並且回應對當今某些政策

舉的堅持，行動黨並未廢除選舉，反之，他們

的不滿，政府從中得知且做出改變，因此強制

堅持保留英國選舉制度，以乾淨的選舉以獲

選民投票這件事對新加坡的國家體系是極其重

得政治合法性。正因如此，新加坡在選舉期間

要的。

為何新加坡會為選舉而擔憂？由於新加坡

從沒因舞弊遭致各界批評。最有趣的是，新

接著，蔡明發教授談起第二個論點──國

加坡選舉規定每個選民必須投票（Compulso-

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他強調當

ry

Voting），以避免出現廢票。政府以「物質

中有兩部分，其一是國有企業，其二是合資

化」（materialize）的方式得到人民的選票，

企業（一般有參與海外投資的）。國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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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own enterprise）是政府的國家企業，
而不是行動黨的企業，在後殖民時期時國家將
殖民時期的企業私有化。由於新加坡在英殖民
時期被打造為東南亞主要貿易中心港口，因此
新加坡從未有殖民期間建設的工業資本機構和
人力（industrial labor force and capital）但
有金融資本（financial
務設備

capital），比如銀行業

。因此在新加坡發展建國時期，在沒有

工業人力資源和基礎下，只好引

進外資，也只

有這方法政府才能夠從商。在這樣的條件下，
吸引許多外來人力的支援和海外投資。他也分

價位會不斷上漲。

析了三種投資方式：（1）直接投資（Direct In-

最後，他認為身為新加坡公民，仍然會認為

vestment ），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新加坡航空；

讓當今政府繼續管制國家是理智的選擇。他總

（2）外資和當地企業合作

結新加坡的國家治理體系看似不會在未來做出

（joint-venture）

；（3）將為政府服務的機構「企業化」，

然

後強制性地將穩定後的私立企業給「國際化」

改變，不過這種治理體系絕對會是自由主義者
的惡夢。

。最後，為了排除腐敗化的現象，國家企業將
一半的利潤繳給國家，再將其餘的資金擴充公
司，因此IMF 沒有干涉新加坡的金融管理。
最後，他談起住宅政策（Public

Housing

System）。他說擁有房子在新加坡不是問題，
每個人都有能力擁有房子，90%的住宅都是國
宅，也有將近90%的公民和永久居民都住在國
宅，其中85%的公民其租約是99年限，因此新
加坡的擁有房率是90%，相較起來，新加坡的
擁有房率是全球最高的。新加坡不像其他先進
國家，沒有房價被炒作而上漲的問題。當中有
兩大要點：（一）新加坡的土地都很便宜，同
時被「國家化」 （land is nationalised）， 因
此政府擁有90%的土地，也就是國宅的土地；
（二）不高的抵押金

（Mortgage

System）

，幾乎每個人都付得起。他補充，政府沒有提
供退休金給人民，因此國家規定強制將人民的
36%的收入列為儲蓄金（CPF），這筆基金除
了是退休金，它同時也被視為繳還房租的主要
來源。因此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房子，不過房
價上漲仍是未來會面對的問題，因為舊房子的

文字：馬兆園（交通大學社文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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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
羅永生客座副教授系列演講
講題 I：【消失的檔案】 紀錄片播放
日期：2018年5月15日 18:30-20:30
地點：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 204研討室
講題 II：「消失」的傷痕──香港六七暴動的記憶政治
日期：2018年5月16日 14:00-17:00
地點：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 106A研討室
講題 III：邁向威權？──香港雨傘運動及其後
日期：2018年5月17日 14:00-17:00
地點：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 106A研討室

│側記1

歷史雜音。五、六十年代，香港深陷冷戰對

5月15日夜，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於人社

抗，左派身處香港，服從中國革命的需要，配

二館204教室放映。翌日，羅永生教授就該紀

合共產黨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

錄片製作始末，牽引出他關於香港六七暴動的

政策，與右翼陣營、托派、港獨等政治派別

歷史情勢、史料出入與記憶工業的精闢分析。

對抗。吳荻舟遺稿《六七筆記》提及「白蟻

《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為資深影

政策」，

形容香港左派的政治綱領：「要像

視編導，後對六七暴動產生興趣，投入拍

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

攝。本片從製作到放映引發不少爭議。導

爛.....為了世界革命，準備十年、二十年，甚

演與受訪對象意見不合，指出親歷者口述

至一輩子。」左派的政治佈局，既有「紅線」

與六七史料有大幅錯漏。在製作完成後，

（愛國學校），又有「灰線」，如軟性的文

一直未能進入院線（包括藝術影院），亦

藝刊物《青年樂園》和「學友社」組織等。

被電影節拒之門外，只能採取社區放映形

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內部分裂與文革的爆

式，阻滯重重，歷經兩百多場次艱難放映。

發，影響了左派對世界、內地及本地情勢的判

這些爭議凸顯了長久以來關於六七暴動的

斷。六七暴動造成慘痛傷亡，使左派背上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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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聲。就事件的動因、過程、效果、責任及評

無法彌合的裂縫。記憶工業的打造在當下顯現

價，羅永生教授條分縷析，以「記憶工業」總

為權力、資本、制度的共謀，對暴動加害身份

括過去半世紀六七暴動之歷史詮釋更迭。香港

的「全盤否定」與脫離歷史事實和人民情感的

左派具有內部異質性及相當程度的封閉性，不

革命浪漫主義認同兩面一體。左派在論述策略

同派別有不同的活動目標及策略。1966年與

上的選取及其中複雜多變的性格，深刻揭示了

1967年左派對暴動的態度驟變，歷史變化的

當前香港問題的複雜性。「佔中」發生後，中

細枝末節在記憶工業的回溯認同中消失。九七

央政府亟需在香港重申政權合法性，建制左派

回歸後，親共左派力圖重建史觀，以愛國、反

在六七暴動的歷史詮釋中突顯的反帝、反殖因

帝、反殖的線性敘事詮釋六七，否認「暴動」

素，與政權合法性的自我確證並行不悖，此為

的主觀因素。火石文化、六七動力研究社等左

六七平反的現實動機。

派團體，出版影音資料與書籍，提出明確的平

│側記2

反訴求。

經過前一場演講對六七暴動歷史詮釋裡左派

左派是六七暴動的受害者，還是等待「集結

位置的分析，本場演講聚焦雨傘運動之後的總

號」吹響的英雄？《消失的檔案》受到老左派

體局勢。身處香港以外的人極易將傘運後的政

陣營如《大公報》、六七動力研究社的抨擊，

治格局扁平化理解，未能清楚把握「後傘運時

其中關鍵因素是指責導演有意破壞「大和解」

期」，即2014年末至今香港社會的真實動向。

，否定左派為和解所作的努力，製造新的分

通過對近兩年來本土主義的發展態勢、2017年

裂。羅永生教授認為，左派立場在近年來發生

的特首選舉以及威權主義在香港的狀況予以介

的變化，與香港政局的快速變化密不可分。現

紹，羅永生教授為本所師生展開一幅不斷變動

實政治的驅力令六七暴動的「受害者」與「加

的香港政治/社會運動地景。

害者」形象發生改變，被權力結構制約的歷史
詮釋亦掩沒了那些至今無法發聲的受害者，累
積為更廣泛的鬱結情緒。
訴諸「記憶工業」，意在強調歷史研究與記
憶研究的方法論差異，記憶研究關心個人，關
心不可言說的部分，直指大歷史敘述中

雨傘運動後期快速成長起來的右翼本土主義
在2016年達到高峰，於來年春天急遽衰退。本
土主義在發展中衍生出廣闊光譜，聚集為泛本
土陣營。羅永生教授以「部落政治」總結本土
派別在短時間內盛極而衰的原因，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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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先鋒主義，本土主義以民粹快感政治

眾卻因準備不足而錯失許多機會。香港的社會

作為政治出路，具有相當的投機性質，將困局

運動，如同政治民主運動，長期受制於「虛擬

激進化。在本土主義長時期困頓而香港族群意

自由主義」的謹小慎微作風，社會運動和抗爭

識高漲的情況下，極端化的政治困局（如DQ事

都化約為工具性的策略。運動激發了群眾的自

件）引發的將是全社會更嚴重的犬儒心態。

發主義，在缺乏成熟有效組織的情況下搭建起

延續他對香港民主運動「虛擬自由主義」

富有生機的社會動員網絡。現時總體情勢中，

性質的判斷，羅永生教授分析了2017年特首選

議會與民情嚴重脫節，左右政治失效，本土主

舉中民主的虛擬性。在庸俗現實政治（Realpo-

義低潮，民粹政治受挫。羅永生教授認為，短

litik）的框架下，特首選舉中的民粹主義、「倒

時期內解決政治困局的努力皆已宣告失敗，唯

梁」策略及舊有民主運動格局全線潰敗，彰顯

一具有希望的途徑，就是從長期扎根社區入

了主流社會的保守態度及「維持現狀」的訴求。

手，進行日常生活的抵抗。威權主義將社會的

對現時香港而言，外部政治壓力不斷增強，
威權主義壓境，是香港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
立法、司法、行政皆遭受中央高度干預，民間
措手不及。同時，親建制的網絡媒體亦迅速生
成，在不同的社會層次上進行統戰工程。本土

所有空間政治化，反而促使民眾不得不在依附
和抵抗的二分中做出選擇。問答環節末尾，羅
永生教授認為，對香港而言，東歐經驗一直是
值得參考的資源，是規避犬儒心態和選舉投機
主義的積極樣本。

派和保守民粹主義在選舉操作中的節節失利，
缺乏共識，令威權主義長驅直入，一次次倒逼
香港民主政治紅線。
羅永生教授在傘運後出版《在運動與革命之
間讀書》，指出佔中及傘運中暴露出香港民主
運動長時間的瓦解狀態，致使運動集結大量群

文字：李齊（交通大學社文所博士生）

69

㾴ᒈԻ᭗य़䋊

䋊悬ၚ㵕ࢧ氝

複述台灣，重寫東亞：
2018 社會與文化研究暑期研習營
時間：2018年7月2日至4日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三館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與社會與

林淑芬、邱德亮、彭明偉及藍弘岳四位教師

文化研究所於2018年7月2日至4日舉辦第一屆

向學員介紹自己的研究興趣，以及本次營隊

的「複述台灣，重寫東亞：社會與文化研究暑

課程規劃。發想出營隊名稱「複述台灣，重寫

期研習營」，營隊共招收三十名學員，以對社

東亞」的邱德亮教授特別解釋，不論是台灣的

會文化議題感興趣的大學生為對象。本次營隊

社會現況分析或東亞的歷史敘事，主流社會和

共有「東北亞政治」、「空間與土地規劃」、

學界都已經形成一些既定的討論方式和格局，

「社會運動」、「音樂」、「文學」、「紀錄

而這正是本營隊在課程規劃上企圖打破和鬆動

片」、「移工」與「性別」等八個主題，學員

的。籌備小組所規劃的八大主題看似熟悉，卻

為期三天的研習營中，不僅只是聆聽講座、參

是邀請在各議題深耕許久的講者提出更具有挑

與討論，同時也依興趣加入六個議題小組，完

戰性的詮釋和理解，希望能藉此鼓動學員的學

成團體作業，並在第二天晚上發表。

術熱忱，並勇於開展自己的學術視野。

營隊第一天上午由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劉
紀蕙教授開場致詞， 接著本次營隊籌辦小組的

第一天首場「東北亞政治」邀請到東海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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埮沼俊䦹，講題為「後真相時代的日本政治與

ጱ猟୵ୗࢧ稳̿ک藯硲Ԫ蛪̀牧ኧ種癲ڊ

修憲運動」。熟悉當代日本政治的埮沼教授分

藯硲Ԫ獮ጱ咳మ牏獮๗藲Ꮈ牏盅蕣牧ک咳ᤈ窕

析2012年重新執政的安倍政權執政，在「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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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基本方針下所衍生出的種種民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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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空間與土地規劃」由兩位有豐富歷史

猟牐ᒫԫॠภӤ傶ੜ奲㿁誢֢禂咳蔭碻樌牧

檔案研究經驗的年輕學者主講。2018年因應全

ݱ奲㳷朼䌘扗捍氂Ԇ拻Ո玱訰牏㺔ฎ疻樄

國國土計畫準備公告實施，「農地工廠」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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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再次浮上檯面。為了更深刻地理解和回應此

绗ොဩ牏Ꮈ绗䌘虡牏懵抷捍氂牧ے犥皤牧癲

問題，廖彥豪以「從衛戍國家到發展型國家：

獈ᛔ蛪橕ஞጱԆ氂牐

獎投條例與農地工廠的『誕生』」為題，從戰

ᒫӣॠ犥̿ᑏૡ̀樄䁰牧螩藶ݣ傀㾴褬玈ૡ

後國府的產業政策出發，剖析農地工廠的來

㶧䨝ጱ珂覌ই犥֢̿傶玈ૡ螀㵕ጱᑏૡ螀㵕̀

由。林佳禾談的則是「農地工廠的因果考古：

傶氂牧ಕ蝫ᛔ蛪㷢膏螀㵕ጱ䋿擅牧獤ຉᛔ

以新莊塭仔圳地區為例」，從大台北地區防洪

ଙݣ傀樄তဩလ玕ጱ㾴蝱ୀ㰷玈㵕ێ盅牧

計畫開始，細緻地呈現不同時期的土地規劃思

ᑏૡ硰ᒽ玈㵕礿կᛗ犡ጱ虋玕҈篷虋玕牧 蝱

維如何體現在地方的產業與人民生活。第三場

Ӟྍ矐懵ᑏૡ螀㵕膏玈ૡ螀㵕牏 ᐒ䨝螀㵕ጱ吖

「社會運動」則由社運工作者顧玉玲以「成為

ݶ膏Ի而段牐

行動者」為題，帶領學員展開團體對話：從個
人進行「組織」切入，探討在集體中的個人如
何透過不斷觀察、反省和實踐，並以組織、集
體運動作為方法，抵抗主流文化獨佔的話語詮
釋，重建具多元視角的價值與知識座標。
第二天首場「音樂」講者為台灣師範大學
大傳所的蔡如音教授，講題是「謝金燕、台灣
流行電音舞曲、與『台』的再鼓動」。長期研
究東亞流行音樂的蔡教授從音樂生產與流通、
性別、共鳴等面向分析謝金燕的音樂性，除了
國際性的創造與生產意義，也有女性在舞曲類
型中的突破，更開展多重（如性別、音樂、國
族）社群的共鳴。第二場「文學」則由清華大
學台文所王鈺婷教授，以郭良蕙作為範式開啟
講題「香港視野下的台灣女性文學」，描繪女
作家以何種寫作策略與佔位姿態連結台港文壇
間的互動，重探並勾勒1949年後台港文學交
流在冷戰背景下的歷史縱軸。當天最後一場演
講「紀錄片」邀請到

CNEX

蘇淑冠及製作協調胡清雅，

台北辦公室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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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與藝術製作」
課程 Social Practice and Artistic Production
授課教師：劉紀蕙、林淑芬（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時間：106學年度上學期（2017秋） 每週四13:30-16:30
地點：交通大學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並且探索解決方案以及成果展現方式。

│課程宗旨
社文所與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合作提出「

課程將以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透過討論，

社會實踐與藝術製作」，以總整課程(Capstone

完成成果製作，並且公開發表。作品展現方式

Course)的概念，提供人文社會學科跨領域實驗

結合問題意識、藝術創意與科技製作，包括口

性製作空間(Maker

述歷史、民族誌、記錄片、深度新聞報導、多

Space)。目的在於協助學

生整合其不同課程所學，經過統整與反思，藉
由一個社會關懷與社會實踐的計畫，透過創意
與科技，製作成果，以便可以過渡到下一個階
段，例如研究所的進階研究，或是進入社會的
文創產業。
如遷移（移工、配偶、無國籍者），兩岸關
係，東亞左翼傳統，東亞與東南亞地區的殖民/
解殖重層歷史，戰爭經驗，戰後與當代政治、
經濟、文化與社會變遷，新自由主義發展政策
與環境污染，原住民土地權利，農業與糧食問
題，性別平等與階級正義等問題。每學期著重
的議題，將視參與同學而調整。

在課程進行的

過程中，授課教師將根據修課同學的的問題意
識或研究計畫，邀請跨領域教師、教授歷史檔
案嗟究法與田野調查法（口訪、參與觀察），
或者邀請NGO組織以及藝術行動團體分享NGO組
題的深化，

│課程側記
廖彥豪｜解構「黨國」：反思戰後政權治理
的問題和方法
本次演講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

這門課將以當前社會重要議題為主題，例

織與藝術行動經驗，

媒體策展、圖像論文等不同形式呈現。

以便鼓勵修課學生尋求問

台灣戰後政權治理與運作的基本分析架構；第
二部分重新考察主流論述裡戰後初期地主菁英
對土改的政治總動員的回應；第三部分介紹台
灣戰後政權研究相關的檔案與資料的構成、分
布和特點。
戰後政權治理中，高層政治的基本格局是，
總統管軍事外交和高層政治，行政院長和省主
席統率政權內部治理。一般的研究認為國民黨
戰後治理「以黨領政」，從土改和城鄉發展的
歷史來看，國民黨的黨機器具有宣傳、組織等
重要功能，但黨機器在很多政策背景上沒有相
應的專業單位。當時的黨機器高度仰賴政務系
統和美援系統在政策上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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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務系統，值得注意的是技術官僚部門在

向不同系統的檔案與資料，分散在黨務系統、

不同部會領域的架構間進行競爭，具有常態性

政務系統、議會系統、美援系統及其他類型的

的政治辯論和部門之間的辯駁，最後的實質方

檔案來源處。口述訪談亦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案的定調和拍板主要由行政院來決定。

方方面面、不同領域的人參與了戰後發展，如

美援在台灣具體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美援機

不能有效地掌握、承繼戰後發展經驗的各項遺

構在財政與政策上具有相對自主性，在啟動階

產和負債，無法建立起具有現實感與穿透性的

段，美援機構多能跨越當時國府官僚組織的職

歷史研究之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和操作實務，

權與定位的框架，作為各項政策的實質倡議與

更無法提出有價值的當代監督和主張。

推動者，與國民政府形成協助關係。

◎朱元鴻｜田野方法與都市民族誌

主流論述通常假設，戰後初期，透過二二

本次演講以朱老師的論文〈背叛／洩密／

八和土改，本省菁英被大幅度地消滅、噤聲或

出賣：論民族誌的冥界〉為基礎，以親身經驗

主動地退出政治場域。針對土改的案例，本省

和學界其他精彩的都市民族誌研究為案例，討

菁英如何面對與回應土地改革和民營化，他們

論都市民族誌研究中的種種難題。這些問題在

內部是否產生過分歧？不同類型的經營是否受
到不同的衝擊影響，而土改和民營化對台灣社
會階級構造又具有何種影響？具體透過什麼檔
案來處理和回應這樣的問題？在土改推行的階
段，作為全省地主菁英的政治代理，省議會進
行了積極的政治動員，圍繞「必須保衛地主」
的主旨，在徵收條例和地價補償等問題上有著
差異化的訴求，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土改和民
營化方案的最終型態。
關於戰後土改的研究資料，不同的問題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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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學術文獻中很少受到討論，卻常以邊緣或

享用如此多的資源、如此多的學者，如果年復

側背的文類出現。這些問題既非獨特也非瑣碎，

一年的研究成果通通不具有「傷害」，無人不

其隱晦沈寂或許指向了社會與學術社群中支配性

安、無人抗議發怒，那不是很荒唐嗎？這樣的

的識框，值得反身探討。

研究其實在相當程度上存在於我們的學術社群

在社會學領域，主流的研究成果以刊登在期

之中。

刊上的量化研究為主流，都市民族誌的研究時間

另外，林淑芬老師以親身經驗為「研究者與

通常持續多年，最後整理為書籍出版。民族誌研

贊助者的關係」議題提供了有趣的討論案例。

究是一種基進的經驗研究，它為社會學開闢了許

當代的研究者如何處理與科技部、基金會等贊

多量化研究無法涉及的研究題材：遊民、娼妓、

助者的關係，如何不讓繁瑣、冗雜的制度運作

賭場、幫派社會、上流社交ꔇꔇ因此，在都市民

影響、削弱研究的質素，是值得討論的議題。

族誌研究中，田野經驗到田野成果（寫作）之間

◎劉吉雄 | 紀錄片製作I：問題意識

的距離顯然是相當大的。許多豐富的田野經驗在
正式論文裡常常隱而不顯。

劉吉雄導演畢業於政大哲學系，後來從學術
之路轉而從事紀錄片和影像工作。目前正在進

朱老師以Moral Career概念為例，強調進入

行的紀錄片創作為《例外之地：台灣海峽之澎

田野的研究者要具有「偏差身分的社會化」之意

湖越南難民營》。在演講中，劉導提及戲劇創

識，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自覺理解研究對象的

作，記錄片製作與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的原理

偏差身分及其態度的轉變。

其實彼此互通。在簡報內容裡，他舉出一系列

社會學對知識的假定很單純，但民族誌的知

的問題如，我是誰？我想進行的計劃是什麼？

識對象則是未知（unknowns），其具有不同的

為什麼想進行這項計劃？在這項計劃中，我想

型態，根據R. G. Mitchell 的劃分，未知可區分

要 解 決 什 麼 「 問 題 /困 擾 」 ？ 此 計 劃 的 問 題 /困

為無知（Ignorance: absent knowledge）、奧秘

擾，與我內在的問題/困擾？及至影像的展示與

（Mysteries: inaccessible knowledge）、秘密

作者的歷史的時空局限等，予同學思考。另一

（Secrets: denied knowledge）。在田野裡，

方面，他提到一些在實際資料搜集過程常常遇

研究者會到處遭遇到秘密，很多東西對於研究者

到的問題，如檔案庫在資料保存時，容易在數

而言是「不被知道的秘密」。秘密實際上是人際

位化過程讓原始資料永久流失，即數位破壞的

關係中用來交換的資源。

問題。他認為資料的數位保存應多注意到解析

關於「告知同意」（Informed consent）、

度的流失，如在掃描紙本資料到數位檔案，底

隱私、傷害等民族誌研究中的關鍵倫理議題，成

片與錄影帶的數位化過程的檔案壓縮與格式轉

為演講後半段引發討論的核心。在複雜的田野情

換等。另他介紹到一些可供利用的資料庫平台

境裡，研究者若以「告知同意」來規範自己，也

及應用，如國家電影中心、中央通訊社、Viet-

就是自己服從於那個權威，研究的真正動力也就

nam

被滅息了。一些研究者好似偵探，其研究亦受到

局、РГАКФД (RGAKFD) 俄國國家電影檔案館

有關隱私權的拷問與責難，但朱老師指出，隱私

及柬埔寨Bophana

權是隨著身分而分化的概念，社會群體中的上

外之地》時，如何在當時的新聞片段尋找線索

層與下層，受到截然不同的隱私保護。至於民族

為例。

誌中引發大量爭議的「可能的傷害」，朱老師則
提醒，當我們把問題

翻轉過來，一個研究群，

Film

Archive、NARA美國國家檔案管理
Center等等。他以製作《例

在問答環節，林淑芬老師問劉導從學術之
路到影像創作的轉向，其問題意識的構思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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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的異同？他回應指，影像創作與學術是兩

演講的第二部分為藝術家陳暢的經驗分享。

種不同方法，是生產／再生產，外在／內在，

陳暢（Abby

Chen）是來自美國舊金山的策展

用頭走路／用腳走路的關係，創作像是理論工

人，她介紹了以往在美國及中國各城市的策展

作的另一端，可能因月亮星座屬天秤座的關

經歷，包括一系列圍繞女性權益的展覽如「我

係，他常搖擺於兩邊去思考問題。紀錄片工作

們」（WOMEN）、集體發聲行動「我可以騷，

需進入田野，與人互動接觸，能跟觀眾對話。

你不能擾」等，分享了眾多有關女權政治議題

雖然世上的事情不一定都能在可見（視覺）的

的藝術計劃如何進行，以及進行過程中的反思。

脈絡來呈現和理解，但我們的生活世界已很大
程度被科技與理性所佔據，因此在超越語言與
文字之外，那不可描述的東西，正是文學與藝
術應該存在的理由。另有問題問及製作《草木
戰役》時如何平衡創作與觀眾的考量，他指當
時刻意找一些一般觀眾較為熟悉的品種，如愛
玉和銀合歡，從中嘗試提供一個陌生的角度，
另一種說故事的方法，不希望只是報導式，又
或只能在美術館出現。
◎劉吉雄 | 紀錄片製作II：影像製作
在第二次課，劉吉雄導演針對具體的影像製
作技術而談。

◎李志德｜新聞深度報導 (公共電視新聞部
經理)
李志德老師先開放提問，回答了關於「虛假
新聞」、「權力媒體」、「媒體資金來源」

等

問題。接著，李老師講解了深度報導與純報導
的區別，一個是In-depth
straight

reports，另一個是

news。深度報導依賴知識的解釋、脈

絡的勾畫、作者的主觀判斷。
演講中李老師也與大家分享了一些尋找政府
公開資訊的方法，如立法院公報（影音紀錄）
、行政院主計總處、各部會統計處、國家檔案

首先在攝影設備的選擇上，劉導以便攜的

局、監察院調查報告、審計部決算報告、立法

iphone錄音技巧切入，講解日常紀錄的方法。

院書面報告，以及立法委員辦公室可以要來的

在拍攝時，技術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對空

一切文件。

間的掌握、拍攝理念的總體理解，和團隊的溝
通。這些能力都需要在長期的訓練（自我訓
練）中培養。劉導回憶自己以前當記者跑新聞
時，會拍很多不同的鏡頭，便於後期剪接。現
在的SNG模式，只有主播站在鏡頭前。這說接

目前，新聞報道出現了被技術拉動的趨勢，
如浸入式新聞，和航拍影像等，去探索新聞的
多種邊界。
◎邱伊翎｜NGO組織經驗 I：台權會

著，黃建宏從陳界仁的1978年至1986年這段

台權會是1984年，戒嚴時期成立的。在成立

時期入手，而非更多人所關注的他從1996年開

之初，已有中國人權協會，台權會以「台灣」

始的創作，討論陳界仁的創作過程。陳界仁在

之命，並不被戒嚴時期的國民黨政府承認。台

1986年至1987年突然停止創作，直到1996

權會早期以非法組織的型態存在。台權會的理

年以清晰的創作思路重新出現。1978年陳界仁

監事組成多為法律人，所以台權會自成立後一

高中畢業，創作了他人生中第一場行為藝術，

直關注司法人權案件。台權會自90年代末期開

他到河邊撿石頭，回家編號，希望用這些石頭

始討論與民進黨的關係問題。邱伊翎談到，從

蓋房子。在這段時間，他經歷了被黃建宏稱為

1997年到太陽花之前，台權會的全職工作人員

para-Colonial

situation的狀態。這些討論構

都不超過4人，工作人員的流動率很高。台權會

成了陳界仁在創作爆發時期的思想力量基礎。

現在共有七個專職人員，每個人都要負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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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因此需要和其他團體一起合作。越來

沿海漁業，本地與外籍漁工待遇上的差別。漁

越多的人願意把NGO當成一個正常的職業，薪水

工的工作環境惡劣，長時間工作、缺休息、

也慢慢提高。台權會的經費主要從募款餐會而

不合理薪資等，同時，亦欠缺法例保障他們的

來。他們正在慢慢地去拓展小額的支持者，也

權益及提供保險保障。李秘書長舉出「特宏興

開始出版一些出版品。

368號」海上喋血案及漁工Supriyanto死亡案，

邱伊翎指出，在NGO的合作對象上要注意區分公

說明主流媒體的描述背後，漁工實際上面對惡

民社會與執政黨的區別。具體而言，對台權會

劣的工作處境。另她亦舉出官方單位偏幫資方

來說，台北市政府的粗暴態度使民間團體開始

的情況，形成官商聯手壓榨外藉漁工，因此，

質疑長期合作的政黨之間的合作關係。以廢娼

她認為我們必須加大力度，規管既得行益團

議題為例，不同立場的婦女團體在廢娼問題上

體，並要求公部門加強監督，為跨國勞工爭取

有不同意見。台權會在多年的組織經驗中，開

合理，公平的待遇。

始思考民間團體與政黨之間保持距離的必要性。
◎李麗華｜NGO組織經驗 II：宜蘭縣漁工職
業工會
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成立於2013年，是台灣第
一個由外籍勞工所組成、領導的民間組織，近
年來，積極爭取漁工工作納入《勞基法》保障
範圍。秘書長李麗華持續與地方勞工部門、漁
業團體、執法機構合作，為遭受雇主和仲介剝
削的漁工爭取勞動權益和補償。2017年，李麗
華獲得美國國務院「打擊人口販運、終止現代
奴役英雄獎」。在演講中，

她講述台灣被稱為

漁業王國的美名與罵名，如遠洋漁業與

文字：李齊（交通大學社文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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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聯大系列演講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Catherine Liu 教授 系列演講
講題：最後的菁英：校園文化戰爭與自由派共識瓦解
主持人：戴芃儀（中央大學英文系）
日期：2017年10月3日 10:00-12:00
地點：中央大學文二館C2-415室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relation-

and Evergreen State and I try to give a po-

ship between Barack Obama as the Last

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crisis of

Meritocrat and the Campus Culture Wars

meritocracy and the American professional

that erupted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I

managerial class’ attempts to cling to its

report on the ‘trigger’ warning scandals,

identity at a time of political insurgency and

the ‘mattress’ girl performance at Colum-

economic turmoil.

bia University and the recent controvers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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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大學 Chua Beng Hua
（蔡明發）教授 系列演講
講題：Pop culture as soft-power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主持人：黃道明（中央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日期：2018年5月16日 14:30-17:00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C2-11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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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之地：
台灣海峽之澎湖越南難民營
主講人：劉吉雄（導演）
主持人：林建廷（中央大學英文系）
時間：2017 年11月2日 14:00-17:00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A-105室
主辦單位：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台灣聯大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學程、中央大
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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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非公民
主講人：吳靜如（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
主持人：黃道明（中央大學英文系）
時間：2017 年11月15日 14:00-17:00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A-105室
主辦單位：中央大學英文系性∕別研究室、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台灣聯大
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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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運與媒體經驗
主講人：王顥中（苦勞網記者）
主持人：黃道明（中央大學英文系）
時間：2018 年5月2日 14:00-17:00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C2-102室
主辦單位：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
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台灣聯大文化研究
跨校碩博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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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架 X 美學
主講人：吳靜如（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
主持人：林建廷（中央大學英文系）
時間：2018 年5月22日 10:00-12:00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C2-114室
主辦單位：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台灣聯大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學程、中央大
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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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不是一個小中華？
從文化歷史說起
講者：阮氏荷安（胡志明市師範大學講師）
時間：2018年6月7日 10:00-12:00
地點：中央大學客家學院HK104室
主辦單位：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學程

│簡介

「姓氏」的「氏」、台灣公司被欺負：台塑、排

台灣總存在對於越南的許多文化偏見，例

華：排斥台灣人。越南往往被台灣人視為中華文

如，新娘是越南特產、越南人都會講法文、越

化的次級品。

南人都很瘦、越南人是越族、越南和韓國日本一

本演講從歷史與地理的脈絡來說明介於東亞

樣都是中國的延伸、越南的長袍是從中國旗袍來

與東南亞之間，因此文化上具有多特色，受到印

的、越南的農產品不能吃因為有橙劑、越南女人

度、中國、泰國、法國等文化甚深；同時境內具

很溫柔、越南的男人都不用工作給老婆養、越文

有主流族群京族外，還有超過49個少數民族，

承襲了很多閩南語，所以越南新娘學台語學很

更讓越南文化豐富多元，絕非中華文化的複製或

快、越南是母系社會、越南人名中的「氏」是

次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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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治理」新書發表座談會
主講人：何春蕤（中央大學榮譽教授暨講座教授）
主持人：黃道明（中央大學英文系）
時間：2017 年11月28日 10:00-12:00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大講堂C2-224室
主辦單位：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台灣聯大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學程、
中央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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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T的氣味〉
時間：2018 年5月6日 18:00-20:00
地點：狐狸野餐（台北市龍江路281巷22號，
近文湖線中山國中站）
導讀與對談人：
裴新（加拿大Simon Fraser 社會學與人類學系教授）
丁乃非（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主持人：王蘋（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
主辦：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協辦：性別人權協會、狐狸野餐

│活動簡介
一部1998 年的紀錄片「T 的氣味」，舊金
山的T們，展現複雜、流動的性與性別型態，20
年後，我們將一起重讀它，試圖增添並賦予新的
運動意義。

䋊悬ၚ㵕ࢧ氝

「援助交際在台灣」新書發表會
主持人：黃道明（中央大學英文系）
主講人：何春蕤（中央大學榮譽教授暨講座教授）
時間：2018 年6月13日 14:00-17:00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C2-114室
主辦單位：台灣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台灣聯大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
學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86

䋊悬ၚ㵕ࢧ氝

㾴ᒈӾ।य़䋊

學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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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記憶與日常：
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
作者：哈若圖寧（Harry Harootunian）
主編：陳春燕、劉紀蕙
譯者：陳春燕、王梅春等
出版社：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

哈若圖寧為美國學界重要的日本研究學者，
曾以意識型態批判方法及比較研究，帶動一波
新興的日本研究，挑戰傳統方法學。此外，他
長期關注區域研究及後殖民研究、全球化研究
的結構性盲點，並不時提出關於歷史書寫之
評述。出生於1929年的哈若圖寧至今治學不
輟，2015年末方才出版 Marx after Marx，為
近年馬克思研究一大盛事。
| 本書特色
本書選譯其學術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數篇論
文，藉機反思：以亞洲為焦點的研究，如何與
其他地域互為參照，而歷史研究又如何看待理
論與實證檔案之間的關係，如何深化對於研究
對象、研究方法的自省。本書並邀得國外東亞
研究學者及馬克思主義專家，析論哈若圖寧曾
提出的問題，並探究這些問題在此刻的意義。
哈若圖寧結合批判理論與文化資料分析的
日本研究，是東亞研究、歷史學研究不容忽視
的方法框架。他以「日常生活」視角透析現代
性、他對「時間性」做為區域研究方法倫理的
堅持、以及他對現下新帝國主義與新法西斯主
義的抨擊，更值得研究現當代的人文學、

社會科學學者與學生參考。
| 哈若圖寧簡介

䋊悬ڊᇇ

哈若圖寧教授的學術生涯已超過半個世紀。
他於1958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取得歷史學博
士，爾後曾在芝加哥大學執教二十餘年，被授
予 Max Palevsky 歷史與文明冠名教授職銜，
並擔任過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及歷史系系主任。
離開芝大後，哈若圖寧教授轉往紐約大學，任
職於歷史系及東亞研究系。退休後，曾在杜克
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授課。除了教學，哈若圖
寧教授擔任過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編
輯及 Critical Inquiry 共同主編。他在 2003
年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哈若圖寧
教授的專長領域為日本近現代史及思想史、
歷史哲學、馬克思主義，

出版過的專書包括

Toward Restoration: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Tokugawa Jap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Things Seen and Unseen: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okugawa Nativ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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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ërdorimet politike të trupit,
filozofi, estetikë, antropologji
作者：Joyce C.H. Liu, Viren Murthy
出版社：Zenit Editions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協辦單位：法國巴黎第八大學 (Université Paris VIII)、國立交通大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波多大學 (Universidade do Porto)、阿爾巴尼亞地拉
那大學社會科學院 (Fakulteti i Shkencave Sociale - Universiteti i Tiranes)、
阿爾巴尼亞研究中心 (Instituti i Antropologjise, QSA)、阿爾巴尼亞文化部 (Ministria e Kultures)
本書為2014年8月25-29日於阿爾巴尼亞
的科爾察舉辦之身體的政治用途（The
Uses

of

Political

Body）國際研討會所集結成果。本次

對角線網絡（the Network Diagonal）主辦，交通
大學協辦。
本書的核心問題：身體作為一個政治對象，

會議由地拉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與政治學

通過對於布置工具化政治手段的分析，

系，法國游牧哲學家學會（ici et Ailleurs pour
une Philosophie Nomade），

其實「力」和「抵抗力」與「反政治用途」的

強調

不同形式。因此，本會議不僅限於描述性的視
角，也包括積極與消極的面向，這一轉變正是
參與會議者所貢獻的主要軸心。此次這焦點核
心在於「身體能動性」的可能，也是更新倫理
議題的重新反思。
| 本中心教師暨學生文選
Le philosophe renverse— Alain Brossat
Performing Bare Feminism: A Taiwanese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Femen’s Body— Elsa
Daniels & Julien Quelennec
Aestheticization of Post-1989 Neoliberal
Capitalism: From the Forms of Life to the
Political Uses of Bodies— Joyce C. H. Liu
A Death of One’s Own: Sovereignty at its
Limit— Pao-Wen Tsao
Sensory Threshold and Embodied Sociality: on
the Political Use of the Autistic Body— Yuan
Horng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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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
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
作者：岡田英樹等20人
主編：柳書琴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6月

民現象，尋覓其中的思想資源，有其當代意義。
| 導言：東亞文學場的跨境交流與研究動能（節
錄）
自甲午戰後到冷戰體系形成之前，殖民主義

輯一「反帝國主義國際主義與解殖文學」

在東亞掀起大規模的人群流動與文化混雜，迫

中，金在湧、張泉、劉曉麗、蔣蕾的四篇論

使我們至今猶須不斷回溯東亞現代文化生成的

文，充分展現致力於東亞殖民地比較文學研究

種種假設，挖掘東亞內部的文化傳承與變異形

社群之創建連結，以及促使中國淪陷區和「滿

態，探討戰爭與變局、體制與資本、中心與邊

洲國」文學研究從被遺忘的繆斯，到開顯其文

陲、主體與他者、族群與帝國、語言與翻譯、

化能動的幾位資深學者們的觀點。

藝術與互文，如何影響文藝的表現與傳播，又
如何形成多維的文學史競合。

輯二「話語與抵抗」中，郭誌光、劉恆興、
大久保明男、代珂四篇論文，則透過對殖民地

《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

文學口號、文藝論爭、國語政策、電影廣播劇

義與文化交涉》一書，聚焦於20世紀前半期東

的分析，帶領我們思考在帝國言論壓制下，文

亞變局中活躍一時的跨文化流動現象，探討「

學運動、語言意識、創作策略及媒體大眾文化

滿洲國」、台灣、朝鮮、中國淪陷區的文藝生

的迂迴與複雜。

產經驗。此時期的跨文化流動過去分屬各國的
文學史範疇，不易被置於一個視野下關注。然
而，剛脫離污名化階段的滿洲國文學、淪陷區
文學，或者隸屬殖民地文學的台、韓文學，十
分有必要置於同一個視野下進行後殖民省思。
透過複數文學史的交叉觀察，重新解釋文化殖

輯三「原住民、少數者與帝國」中，簡中
昊、柳書琴、蔡佩均、金昌鎬四篇論文，以日
本作家關注的帝國底層原住民議題、白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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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態殖民主義批判、以及在「滿洲國」知名

灣古典文人

礦場開啟普羅文學道路的朝鮮作家為對象，剖

民族關係的安壽吉。藉此觀察文化人和作家在

析作家對邊緣性議題的敏銳挖掘與關注。

面對新藝術、新媒介、新東亞關係及跨時代震

、普羅作家，戰後回憶「滿洲國」

輯四「世變、文化媒介與記憶」中，徐淑

文化界的馬尋，追記戰爭期台、韓青年友誼的

賢、王惠珍、岡田英樹、崔末順、李海英五篇

蕭金堆，以及解放前後在「滿洲」敘事中思考

論文，以一九二○－三○年代的文化資本、出

盪時，如何再構與重敘自己的文化資本與民族

版媒介及二戰前後的歷史意識、戰爭記憶為主

國家認同。

軸。探討在重大世變中，生活於摩登年代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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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
文化研究─應用哲學的取向
作者：甯應斌
出版者：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出版年：2017年

「現代性」的啟蒙理想是人創造自己的世

性化過程裡，卻往往內涵著對傳統、邊緣或不

界與歷史，從傳統的蒙昧、自然的謎魅、與不

文明事物的排斥和沒入，甚至造成與「現代

平等階序中解放出來。但是在追求現代的理

性」理想的矛盾。至於如何抵抗、順勢轉化這
些現代形態之權力，讓那些合情或合理存在的
傳統、邊緣、或不文明事物在此過程中同時轉
化，而不被排斥在解放事業外，以進一步實現
與充實現代理想，則是本書的方向。
作者寄望第三世界的哲學學科能擺脫西方中
心的知識生產，認為「應用哲學」可以作為新
的知識領域，而非哲學的應用；應用哲學本身
就是獨立的領域，就像「應用文」是獨立的文
類一樣。應用哲學除了可以包含一些制度歸屬
不明的跨學科領域外，重要的是應用哲學能不
拘方法、不限學科，以其綜合知識能力對當前
學術與社會─國家─世界問題進行話語介入，
使哲學能夠引領學術與時代的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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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交際在台灣
編著：何春蕤
出版者：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出版日期：2018年5月

《援助交際在台灣》展現了網路年代性交際
的現實面貌與真實話語，以及網路交際者因文
字入罪的驚心動魄受害經歷。在他/她們冤屈羞
辱惡夢連連的創傷裡，披露了台灣性別立法的
「虐」與「戾」，以及在民間普遍悶燒的怨懟
與憤怒。
本書分析了「援助交際」在台灣的特殊意義
建構以及後來形成的文字獄，並記錄了我們與
兒少惡法戰鬥的歷史，以及台灣進入新世紀後
在性權的「最黑暗時代」所發生的諸多抗爭。
從

1999

年開始，以兒少保護為名並且

從中獲利的民間團體用惡法將兩萬網民送入司
法過程。但是這些團體終究無法逃過歷史的審
判。這本書就是對兒少立法利益團體的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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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展示之餘： 脫節、不安，或是另類生命狀
態的張力？
他者的成功建構或無效──《電光影裡展春
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的反思
黃金麟紀念專欄
編輯室的話∕劉紀蕙
集體展示之餘：脫節、不安，或是另類生命狀
態的張力？
24期並沒有事先規劃主題，但是，我們驚
訝地發現，此期收錄的五篇研究論文卻隱隱浮

定位故宮博物院。但是，杜正勝領導的「故宮
改革」將故宮博物院「去政治化」的同時，實

現了共同的關切，也就是對應於國家化或是治
理性的集體展示技術之外的另類生命狀態。[1]
國家化的體制性思維，傾向於規劃、吸納、統
攝、定位，並且展示，使其可見，以便自我證

際上卻是以「去中國」為職志，再次將博物館
政治化與國家化。此外，杜正勝雖然強調了台
灣文化與南島文化，卻落入了文化本質主義之
陷阱，忽略了原漢共存的事實，無力反省原漢

成，進而使治理機制得以順利而穩定地運作。
博物館及之中每一個環節都相互扣連，如同鑲

衝突的殖民歷史，更無暇顧及原住民的平等文
化公民資格。博物館「公共性」從民主到不民

嵌於龐大機器中的齒輪，依序定位；然而，生
命卻有各種例外狀態出現，而以各種具有張力
的位置，展演自身。

主的歷史發展悖論，在杜正勝的例子中顯露無
遺。

盧梅芬的〈國家博物館與文化公民資格：

伊藤徹與謝世宗的論文，分別以相對於日
本國家體系的文學創作與愛努族人的生活，

杜正勝故宮改革中的多元文化與原住民〉作
為這一系列論文的第一篇，充分展開了針對博
物館作為國家公器而進行政治化操作的檢討。

來探討國家與個體之間的張力關係。在〈藝
術、國家、個人：
日本近代之例〉一文中，
伊藤徹指出，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從1904-

盧梅芬指出，杜正勝擔任故宮博物院館長期間
（2000年5月～2004年5月），積極地批判
並且修正故宮博物院歷來的中華國族主義，強
調要以普世性的原則「超越國家、民族與文化
的界線」，「回歸於藝術的本質」，並且要以

1905的日俄戰爭之後到1923年的關東大震
災，是從古老的國家共同體移行到個人主義
的時期。
他以夏目漱石和外山正一等人為線
索，描繪
1890以降思想變革的精神史底圖，
進而以高橋由一與岸田劉生的創作軌跡，探討
大正時期個人主義表現的普遍化過程。這個介

「多元文化」、「世界主義」甚至「亞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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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家與個人之間移動的不穩定張力，顯然持
續存在，只不過偶爾被強大的磁力吸引，而納
入了國家的集體展示機制，偶爾則因為外來因
素的吸引，轉移了方向。但是，大正時期仍舊
短暫，而且，這些岔出古老國家體系的移行痕
跡，也透露出了後來昭和時期靠近全面現代國
家化的傾向。
謝世忠的〈展示建物與祭儀空間的神聖轉
位：無土無村無屋無節慶之當代北海道愛努族
的認同機制〉，以另外一個面向，呈現出不被
國家納入的日本北海道愛努族試圖自我定位的
生命狀態。日本現代化以來，以強大的殖民治
理技術以及同化機制，抹除了先住民以及少數
族群的文化標誌，壓抑了大和民族以外的各種
族群，也抑制了各種命名模式以及祭儀場域，
以便證成日本作為萬世一系的同質性民族共同
體。謝世宗指出，在這個「無村無屋無土亦不
見節慶」的處境下，愛努族仍舊在任何建築空
間，透過某一些物質要素的安排，例如可以
移動的「火塘」，甚至象徵性地「佔領」展示
屋，而營造出與超自然溝通的儀式場域，使參
與者經驗到了承接族群身分認同的時刻。
羅永生的〈《漁港夢百年》的香港殖民史敘
事〉，同樣面對被殖民的少數族群以及被抹除
的殖民經驗，但是透過虛構敘事，而重新展演
不同的歷史詮釋以及文化認同位置。相對於日
本的內部殖民，香港歷經港英政府以及中國政
府的殖民治理，如何思考這個既內又外的殖民
關係，是一個挑戰。羅永生透過重新閱讀黃國
鉅的《漁港夢百年》這個劇作，以及劇中盧亭
這個半人半魚的香港神話人物，指出這個作品
透過與莎士比亞《暴風雨》中卡力班(Caliban)
的對話，而凸顯了香港在多重殖民權力關係之
下的複雜位置，並且以自然批判文明的角度，
尋求更為全面的人類整體解放的後人類解殖觀
點。對羅永生而言，這是具有解殖內涵與抱負
的不一樣的本土主義。
鄭芳婷的〈窘境美學：臺灣時尚部落格中的
後殖民與後女性政略〉，以更不同的角度，從

時尚部落格的位置，提出了解脫集體收納結構
的「窘境美學」，以便建立後殖民與後女性的
時尚政略。鄭芳婷指出，「窘」即「困」，處
於困境，置之於死地而後生，反而能夠激發
出「迫切」並且「快速應對」的生命動力。這
種反轉局勢的動力，時常帶有戲耍、幽默、機
智、諧趣，而轉移了霸權的強制收攏，具有不
斷變動的抵制性。鄭文以台灣知名時尚部落格
為例，舉出了三種面對歐美以及日韓時尚的尷
尬處境，說明部落客如何因「窘」而「迫」，
卻因而生產出各種具有戰略部署的身體經驗。
鄭文指出，台灣如何能夠面對尷尬的國際關
係，自我展演出解脫與抵制的空間，是該文希
望提出的問題。
這些文章從不同的角度探討集體展示之餘，
生命如何以脫節、不安，或是另類存在狀態，
而釋放出生命的張力。然而，國家使其可見以
及要被看見的吸引力，如同博物館一般，具有
磁石吸納的效應，聚集一代又一代人的認同模
式，也使得歷史重複地進入磁石的迴圈；這些
微弱的抵制力量能夠打開多大的空間，維繫多
久，也是這些文章所透露出的疑問。
23期的專題「318事件後的思想介入」，
引發了後續的學術辯論。本刊編委朱元鴻針對
洪世 謙〈 318 的概 念〉 ，提 出了 他對 於巴迪 悟
(Alain Badiou)關於「事件」、「主體」、「忠
實」、「非在」、「新」等概念之界定的商榷
與質 疑， 進而 挑戰 洪文 對於 318 的詮 釋。洪 世
謙也針對朱元鴻的批評，提出了回應的意見。
雖然這些討論原本發生在外審的匿名審查過程
中，但是由於審查意見引發了重要的學術辯
論，審查者與作者也都同意為此具名，正式展
開各自的論述，因此本刊將兩位作者的後續辯
論刊登於本期「批評與回應」，並期待更多的
迴響。
本期循例在「思想論壇」刊登了張崑將《電
光影裡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
(2016)的系列書評。這個書評論壇是由江燦騰
所主編的。江燦騰指出，張崑將在《電光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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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春風》這本書中提出了「分流與滲透的互動
詮釋」理念，可以克服長年以來學界僅以「類
型」或「轉型」，來說明日本武士道的文化現
象，因此值得以評論來引發關注。江燦騰特別
邀請了簡曉花、藤井倫明、廖欽彬以及林永強
等四位學者，從不同身分以及不同專業視野，
提出各自的評論意見。江燦騰以及幾位書評作
者都坦率地指出本書不足之處，但是這些評論
也正面討論了這本書值得重視的優點與貢獻。
本刊書評論壇的設立用意，正是期待這種可以
引發更多關注以及後續研究的學術評論。
本刊故編委黃金麟教授於2017年1月19日
辭世。本刊特別編輯了「黃金麟紀念專欄」，
邀請傅大為、丘為君、汪宏倫以及廖咸浩幾位
在學術工作以及私人情誼上有特別關係的學者
撰寫幾篇紀念文字。本刊也整理了金麟的學術
年表。2011年我新任《文化研究》主編，邀請
金麟加入編委團隊，他慨然允諾，而且一直無
私地支持以及協助。2014年末，他因被診斷
肺癌而辭去編委職務，我們仍舊保持聯繫。今
年初在追思會中聽到他的朋友與學生對他的描
述，以及閱讀本刊紀念專欄的幾篇文字，都一
再感受到金麟的學術熱情與陽光一般的性格，
而令我感觸良多。從某個層面而言，這個紀念
專欄的確紀錄了我們這一代在學術界共同打拼
的點滴經驗；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希
望金麟以及同世代學術工作者所走過的軌跡，
能夠讓年輕學者與學生感受到其中的熱度，而
有勇氣繼續在學術界努力。
由於藝術家陳界仁的作品《殘響世界》引
發了廣泛迴響，這個作品也呼應了本刊24期
「318事件後的思想介入」主題，因此我們邀請
陳界仁提供他的文字〈殘響世界抗歷史減噪？
〉以及圖片，作為另一種形式的文化評論與影
像書寫。我們期待這篇文字能夠激發出更多的
思考與討論。
最後，24期是本人主編《文化研究》的最
後一期。從第13期到第24期，一晃六年就過去
了。在這段時間內，我和歷任編委經歷了不少令

大家激動 、興奮甚至嚴肅思考的時刻，也
度過了不少令大家挫折、憤怒與無奈的時刻。
我對每一位作者、外審者、編委、執行編輯、
美編以及編輯助理，都充滿了尊重與敬佩。學
術工作本來就都是無償的付出。雖然在田野、
檔案室或是討論場合中，我們會有共同工作
的夥伴，但是只有在書房中的孤單時刻，這
些執著的思考才會透過文字而成形。但是，編
輯工作卻讓我們發現，其實這些思考工作並不
孤單：我們都在共同面對當前難解的問題，努
力提出我們的回應，而編輯工作則是在促成這
些不同角落出發的思想的相互連結。正如我們
在徵稿啟事中所言，我們都是「路徑拓展者」
(route + er)。每一篇文章在傳遞思考的路徑
中，都展開了新的路徑，而《文化研究》的編
輯群則盡力維護這個思想網絡空間的學術水準
以及開放自由。
我很高興能夠宣布從下一期開始中研院歐美
所王智明將接任本刊主編，他已經組成了有充
沛學術活力的編委會。我們將繼續努力，讓《
文化研究》能夠成為大家共享的學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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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現代
民間臺灣
恐懼政治
編輯室的話∕王智明
知識現代、民間臺灣、恐懼政治
冬去春來，又是一年。適逢新春，謹代表《

我們也將開拓新的學術議題，包括「營區與邊

文化研究》編委會向讀者拜年，祝福大家新年

界」、「青年與未來」、「御宅文化」等議

開泰，事事如意。

題。學刊同時也歡迎自組專題與客編合作等不

2017年，我們如期出版了24期與25期，

同的操作方式，鼓勵有志於文化研究的朋友們

並在五月進行主編交接與編委會的改組。學刊

一起來參與及經營這個園地。2018年同時將迎

主編六年一任，實是任重而道遠。感謝前任主

來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成立二十年周年，我

編朱元鴻老師和劉紀蕙老師的努力，為學刊奠

們也將以此為專題，歡迎大家投稿。

定了堅實的基礎，以致今年我們在科技部的期

本期的內容包括了六篇專題論文，一組影

刊評比中被評選為第二級期刊，並認可為TSSCI

評論壇以及兩篇書評。六篇論文分別涵蓋了

和TCHI核心期刊。這項榮譽肯定了前任主編、編

當前文化研究三個重要的方向：知識現代化的

委會以及編輯團隊的辛苦與貢獻，也為我們之

發展，對民間社會的思考以及對恐懼政治的反

後的努力設定了基本的標竿。尤其要感謝留任

思。這三個方向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彼此無涉，

編委（朱元鴻、劉紀蕙、林文玲、李卓穎）以

但在內在邏輯上其實有相當關連，亦即本土

及新進的編委（劉紹華、張隆志、陳瑞樺、李

和個體的思想與感受如何應對外部的威脅或啟

根芳、陳國偉、林純德、黃文倩）和助理（蔡

發，以及這個互動過程如何促發知識與行動。

孟哲，艾可與陳珮君）。他們的投入與支持是

林錚的論文討論「佛教中國化」這個概念形成

學刊繼續前進不可或缺的動力。

的過程與意義，尤其著重在佛學於中國哲學史

展望未來，有鑑於投稿成長穩定，在財力

的發展脈絡而言。林錚指出：「不論是從傳入

與人力條件的許可下，學刊將嘗試往一年三期

途徑或者接受方式的角度來看，佛教傳入中

的方向發展，以期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發表園

國，從未是一個原廠製造保證的故事，相反

地，並為讀者提供即時而前沿的研究。同時，

地，山寨版與偽造的痕跡斑斑可考」。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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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切入，林錚並非要否認佛教「傳入」中國

想像，並且提出了幾筆張文未及處理的史料，

的事實，而是要強調中國「轉化」乃至「重

來質疑張孟珠對底層女性能動性的詮釋。這

新發明」佛教的重要性，從而將我們對於佛教

樣的對話與交鋒不只突出了性別政治與底層能

中國化的認識放回中國哲學史的發展過程中來

動性的交纏不休，也提示了歷史也是政治的

考察，並且指出胡適禪宗研究的貢獻。這個思

現實。我們也希望藉由「回應與對話」的形式

路體現了知識現代化的過程，也提示了我們文

來延展論文中關鍵的討論。陳緯華的論文進一

化交流的迂迴與纏繞。藍弘岳的論文則取徑日

步展現了歷史與政治的牽扯：透過描述臺南顯

本，探討政治學者丸山真男討論江戶儒學的相

宮漁村的小廟如何變成鹿耳門天后宮的過程，

關著作，藉以理解江戶末期對儒學的討論如何

及其與土城聖母廟之間的真偽、先後之辨，陳

介入與構成了日本的現代性。這篇資料豐富、

文說明了國家意識型態如何以「歷史」之名介

分析綿密的文章試圖處理兩個問題：一是江戶

入民間宗廟的發展，而政權與歷史觀的變化又

儒學的研究之於丸山思想的作用與意義，另一

如何促使民間廟宇朝市場化的方向前進。民

是丸山的儒學論著對現代性的思考提供了什麼

間信仰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牽扯形成了一個複雜

啟示。透過對丸山著作的細讀與思考，藍弘岳

的互動場域，而國家所支配的符號暴力（以

看見，不同時期的丸山對儒學的思考展現了他

及相應的利益）不僅改寫了歷史，也誘引著民

設想日本現代性的不同方案，或為日本對現代

間信仰的發展。所謂民間，並不能完全自外

性的吸收與發展提供了媒介，或為其發展（更

於政府的經營，然而政府的介入與主導，也

接近西方的民主法權）形成了阻礙。不論是繞

無法窮究民間與市場的自主能量。如何辨證

道日本或是取徑中國，這兩篇論文都指向了現

地思考民間與政府，並掌握在歷史與官方文

代性複雜、迂迴的知識構成，值得我們持續玩

件下的潛流與伏動，正是文化批判的基盤。

味與思考。

史唯與劉世鼎的論文討論的其實也是民

張孟珠和陳緯華的論文則將視角放在臺灣

間與政府的互動，只是他們關心的場域是深

民間，前者關心民間底層主體在經濟困頓與性

圳農民工的保險金抗爭。透過田野調查與訪

道德兩難中的能動性問題，後者則處理宗廟文

談，史劉兩人發現縈繞於農民工抗爭現場的

化對於國家意識型態的回應與適應。張孟珠研

其實是對未來深深的恐懼和焦慮。一方面，

究清末民初民間常見的「以妻為貨」現象，試

工廠拒絕補繳保險金使得農民工的未來無所依

圖在史料與文獻的爬梳中還原底層行動者的所

恃，而深感恐懼；另一方面，農民工的大規

知所想，以突破歷史與道德設定好的認識框

模集結與陳抗又勾引著中國政府對農民起義的

架。她不以國家女性主義的視角來看待這些底

恐懼。這兩股恐懼從不同的方向糾結在一起

層行動者，而強調底層主體的能動性，尤其突

──一要維權，一要維穩──構建了當代中

破了我們對於底層主體的弱勢與受害者想像，

國的抗爭景觀，也勾勒出以恐懼為核心的情

更為根本地翻轉了我們對於臺灣民間父權社會

感政治。史劉認為，情感政治的梳理不只是

的認識。張孟珠的主張確實有突破之處，但也

為了突出情感的政治性或政治的情感效果，

在性別政治的問題上留下些許質疑和對話的空

而是要思考社會關係、

間。是故，我們也邀請張文的審查人予以回

係如何扣連、循環與再生。農民工的意義來

應。

這

自於他們被壓榨和剝削，以致於看不見的身

點來質疑張孟珠是否過度提高了底層能動性的

體，同時藉由維權與陳抗，暫時從壓榨和剝

林文凱的回應恰恰是從「性別政治」

主體性建構與權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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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的工廠裡解放出來，成為實在的、活生

題就不再只是中國的偉大復興如此單一，乃至

生的，具有反抗動能的肉體；但也因為如

單薄的民族想像，而關涉到南南關係的具體實

此，他們的身體又成為國家暴力監視與警

踐，乃至於全球南方這個概念的有效性。中國

戒的對象。恐懼的政治性，因此，恰恰在於

崛起中的性／別、階級與種族政治尤其影響著

其互相包裹、又彼此構成的增生結構，並

世界對於中國崛起的認識與接受。是故這組影

且指向政府與人民之間信任關係的破碎。

評所涉及的不只是《戰狼2》這部主旋律電影，

許良因與劉名峰的論文則以國民黨立法委

而是國際關係當中隱微卻真實的文化作用。為

員在2011-12年會期間針對K他命升級為二級

使這樣的批評視野也能夠進入大陸，同時促進

毒品的提案，提出道德恐慌的分析。借用Nor-

本刊與國際學界的合作關係，這組文章也在上

bert

Elias「文明進程」的理論，許劉兩人認為

海大學的《熱風學術網刊》第七期（2017）

在將吸毒者除罪化、去刑化的普遍趨勢下，臺

刊出，並且將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Modern

灣卻出現仰賴道德恐慌修辭的提案，這不只是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登出英文版的

開民主的倒車，也反映了文明進程中無可避免

討論，敬請讀者關注。

的威權遺緒，至今仍然困擾著我們。道德恐慌

本期另收錄兩篇書評：周世瑀與林封良評約

於是成為思考與判定民主化時代威權遺緒的一

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二十一世紀的帝

種嘗試。姑且不論讀者是否接受「文明進程」

國主義》（Monthly Review, 2016），討論全

的理論模型，或是是否同意吸毒者去刑化的

球資本主義對於南方經濟體的剝削，並試圖在

趨勢，這篇文章倒是透過道德恐慌這個命題提

新自由主義的脈絡中重新理解帝國主義。作者

出了恐懼政治的另一層意義：亦即個人自由與

不只分析與說明了史密斯的洞見，嘗試將其洞

國家管制的拉鋸。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毒品

見放置到臺灣的語境與政經脈絡當中來觀察，

分級制度本身如何脫離了醫學與藥學的脈絡，

更進而點出以鴻海為代表的臺灣帝國主義欲

而成為道德與自由敘事競爭的場域，進而成為

望。這篇書評不只介紹了史密斯的理論，也連

區分進步與退步、民主與威權的意識型態空

繫了從馬克思到皮卡提（Thomas

間。原來恐懼並不天然地存在於個人的心裡，

資本論，深化了我們對於臺灣經濟的思考，直

它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競奪的形式以及體制的創

指分配不均的地緣政治根源，值得讀者借鏡。

造。或許令人害怕的從來不是物自身，而是寄

莊佳穎則從認同政治的知識生產以及不同的

生其中的道德訓令、生命形式與政治判斷。

語言和文化路徑，來評論臺裔旅美學者岳心怡

「《戰狼2》：中國崛起與性／別政治」這

（Sydney Hsin-I Yueh）《臺灣的認同政治與流

Piketty）的

組影評論壇是由波士頓大學的劉奕德（Petrus

行文化：撒嬌世代》（Lexington,

2016）這一

Liu）教授與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校區的羅莉莎

本書。莊佳穎一方面將這本書置放在臺灣認同

（Lisa

Rofel）教授共同組織的。這兩位知名

政治的知識脈絡中，另一方面又強調流行文化

的性別學者與中國研究專家，邀集了中國、台

所搭起的陰性框架，如何可以豐富認同政治的

灣、美國與南美洲的學者與行動者，深入剖析

想像。尤其精彩的是她從不同用語的角度切入

與批評了2017年中國票房冠軍的英雄大片《戰

對「撒嬌」一辭的理解，

狼2》，並提出了對中國崛起與性／別政治共

話。如莊佳穎指出的，不同用語暗示了繞道她

構的重要思考。當中國在非洲，乃至全球範圍

者的不同方式，也就會產生不同的自我觀照；

內，逐漸端出大國姿態的同時，中國崛起的問

如此參照的分歧，乃至矛盾，恰恰是臺灣認同

從而展開與作者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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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內核，也是臺灣主體性建構無可逃避的

關乎知識的現代性，也關注民間知識的傳遞，

必由之路。從專題論文至影評論壇和書評，這

更要介入不同的情感與政治結構，讓個體與社

些文章清楚展現了文化研究在方法、視角與主

會找到呼吸、生存以及彼此理解的空間。即令

題上的跨度與深度，既不限於一時一地，也不

這樣的道路悠遠而漫長，我們且奮力徐行，不

獨宗一門理論或幾個大師。相反的，文化研究

懈於途。

是在具體的歷史與文化交會中生長出來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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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中國性？
編輯室的話∕王智明
思辨中國性

在撰寫本期的〈編輯室報告〉時，媒體傳來

力下，臺灣獨立如何能夠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

布吉納法索與臺灣斷交的消息。加上稍早的多

呢？於是，要不要撕去或保留中華民國這層外

明尼加，去年的巴拿馬，前年的聖多美普林西

皮，以求「維持現狀」或「獨立」，就成為臺

比，中華民國如今只剩下18個邦交國，彷彿又

灣政治永恆的話題。

回到了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不禁令人感慨萬

那麼，中華民國（在）臺灣，究竟意味著

千。斷交，不僅僅是表面上的割袍斷義，對中

中華民國就是臺灣，或是中華民國不等於臺灣

華民國臺灣的國際地位實有地動山搖的震撼。

呢？不論哪一種解譯都暗示著臺灣與中華民國

此時此刻，雖然一般民眾可能覺得無關痛癢，

之間存在緊張的共存關係（行政院長賴清德那

大有斷多了就習慣了的味道，但媒體與政府正

番「我是臺獨工作者」的發言可謂是極為經典

圍繞著斷交議題展開討論，不只總統罕見地公

的詮釋）。如果用一個魂與體的比喻來解釋的

開講話，以圖穩固民心，學者專家們更口沫橫

話，在政治上，中華民國是體、臺灣是魂，

飛地爭論著何以斷交、影響評估，乃至預測未

但在主體意義上，臺灣才是本體，中華民國則

來。其中，最令人不安的（或充滿期待的）大

是不散的陰魂。儘管魂與體相交，卻又互相

概是「邦交國歸零時，就是台獨建國日」的說

排斥；政治上的魂仰賴體的掩護，但主體上

法。姑且不論這種說法有沒有法理的根據，或

的魂又希望取而代之，實現魂體一致。換個

只是某種情緒性的一廂情願，其內核不外是對

角度看，中華民國之於臺灣，雖是魂以為繫

「中華民國（在）臺灣」這個悖論性命名的反

的身體，又代表了與之對抗、予之壓逼的中

思。一方是欲除中華民國為後快的心理機制，

國幽靈。一方面不得已得借中華民國之殼上

認為中華民國這個1949

年即已亡國、1972

市，另一方面又得對其詆毀、廢棄，以顯示自

年後在國際社會上即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

身超然獨立的靈魂。如此的糾結與糾纏恰好說

的政體，妨礙了臺灣成為一個新興獨立的後殖

明了「中國」這個符號的龐大無邊，以及身處

民國家，因此當中華民國失去所有邦交國後，

中國符號內外的曖昧與無援。如何對抗中國威

其在國際社會中的法理存在即將消失，臺灣獨

逼促統，以求自主，在臺灣，於是就與如何祛

立更待何時？然而，另一方則擔心連這幾個

除自身中國性

僅有的邦交國都保不在，在中共反獨大旗的壓

構。本期主題「忘記中國性」取自於中研院

(Chineseness)

的問題接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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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所研究員陳奕麟先生的最新著作Forget

另一方面「離散終有時」的期待又預設脫離中

Chineseness: On the Geopolitics of Cultural

國符號的必要與必然。如何在這雙重的矛盾中

Identification (SUNY Press, 2016)。這本書

指認自身（或為離散、或為土腔）便成為中國

以中國性這個問題為切入點，討論兩岸四地（

性的南洋演譯，成為一種棄之不得，留之無益

臺灣、香港、大陸與新加坡）的中國性如何是

的循環矛盾。林文蘭的〈以「部落」之名：籌

一種體制的構造物，而非單純的文化與身分認

設原住民族部落學校的脈絡和論辯〉

同；所謂認同因而與文化和本質無關，而純然

接處理中國性的問題，但其對籌設原住民族部

是體制的虛構，或是說體制因其需要而建構出

落學校的討論可以視為陳奕麟對於文化與認同

來的神話。因此，在兩岸四地的跨度上去思考

思辯的延伸。林文蘭強調，自1990年代起，原

「中國性」的生產及其對抗性的認同與論述，

住民的文化復振運動就以教育改革為目標，既

便提供了一個從文化與認同轉向地緣政治的思

在原有的教育體制內推動原住民教育，也在體

考向度，既在理論層次上豐富了中國性的討

制外採行不同的教學模式，其目的是希望重新

論，亦在實踐層面上介入當前的政治時局，探

找回原住民的主體性。這個主體性的追求尤其

索一種實用主義的應對方式。有鑑於中國性問

展現在「部落學校」的籌辦過程中。而對「部

題在兩岸四地有著實際的政治效果，以及「忘

落學校」不同的主張與想像也就反映了原住民

記中國性」這個命題的理論潛力，本刊特別邀

社群如何與漢人主流社會與文化體制的協商。

請了數位長期關心中港澳臺與海外華人社會發

如

展的學者撰寫書評，延伸討論。雖然因為種種

性」作為前提，亦即1990年代以降的本土化運

原因，最終只有陳欣欣、劉世鼎與王智明這三

動與多元文化想像重新定義了「臺灣」；原住

篇稿件成文，整個書評論壇還是展現了「忘記

民族雖然人口不多，但作為四大族群之一以及

中國性」這個論題的複雜性，為如何在地緣政

臺灣文化的重要象徵，它間接促生了漢人的原

治中思考文化、認同、體制與歷史的問題提供

生意識，具體中介了「臺灣」與「臺灣人」的

了重要的思路，並為理解本期收錄的幾篇論文

關係，並且接連起本土化、多元文化與民主化

提供了有用的框架。

等想像，以落實了臺灣不同於中國的意涵。也

雖然不直

此協商之所以可能，恰恰需要「忘記中國

徐瑋瑩的〈「體」現中國？：1950－1960

就是說，即令漢人文化仍是臺灣社會的主流，

年代威權統治下的臺灣民族舞蹈與創作能動

原住民族在音樂、體育與文化上的亮眼表現卻

性〉以豐富的史料呈現了戰後初期臺灣舞蹈

是形構臺灣文化與認同的重要資源，儘管他們

創作者如何在看似服膺官方意識形態的指導

仍是社會的邊緣與弱勢。所謂「臺灣」文化或

下展現其創造力，在黨國教條與政治箝制下

認同亦是地緣政治與殖民歷史的產物。

創作出所謂「民族舞蹈」的藝術形制。政治與

幾篇與「忘記中國性」主題相關的論文外，本

舞蹈間迂迴的互動與共構，突出了中國性的

期亦收錄了彭仁郁、鄭怡雯與梁廷毓的精彩論

體制性生成，以及美學形式本身的創造力。許

文。彭仁郁的〈放逐於自身之外：亂倫創傷主

維賢的〈離散的邊界：離散論述、土腔電影

體的心靈地景〉記錄了一個令人心痛的故事，

與《初戀紅豆冰》〉則從馬來西亞的土腔電影

縝密地分析了亂倫創傷主體如何在記憶的改寫

裡看到中國性如何與在地性協商，並反

與現實的恐怖中掙扎求生， 因為「家」 成為一

映在

除了這

離散論述本身的雙重矛盾裡：一方面華人離

種監控與暴力的機制，而受暴者

因無處可逃而

散的文化生產需要某些中國符號予以指認，

處於一種「內在放逐」的狀態。雖然彭文要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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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是精神分析理論及其臨床實踐，尤其是以

的是靈遊書與靈異影像這類一般無法或不易歸

此田野觀察為基礎去批評醫學人類學與臨床實

類的材料，如何與「檔案」這個概念及其如

務研究忽視主體歷史脈絡與殊異性的標準化診

何成形的問題對話。一般來說，檔案雖是文件

斷，但她的分析細緻而且成功地勾勒出受創者

的堆積與排列，但它不是隨機的，而是根據一

的「心靈地景」，並以之為方法去構思經驗、

定的現實主義原則來安排的，也就是說，所謂

感受與表述之間的複雜關係。對於經驗、感受

檔案首先要求的是一種與現實對應的關係與結

與表述之間複雜關係的重視，不僅有助於我們

構。然而，靈遊書與靈異影像的特性之一就是

理解亂倫創傷者所經歷的痛苦及行為，也有助

它們與現實之間的對應，並不是直接的反射或

於我們體察社會弱勢如何表述自我的實踐。鄭

折射，而是對我們既已理解的現實的挑戰。靈

怡雯的〈影像發聲法的應用初探：以〈棄物

遊書與靈異影像記錄的，恰恰是浮遊於現實之

展〉為例〉雖然發展自一個完全不同的脈絡，

上或之下，可見可感卻不可證實的「存在」，

但在精神上與彭文互有呼應。影像發聲法是一

這也就使得所謂的「現實」若不是被置換了，

種以攝影為媒介的參與式研究方法，目的是讓

至少是被懸置了，致使「檔案」所依賴的現實

研究對象透過攝影的行動與視覺呈現，

表述自

對應因此被置疑，乃至被剝奪了。藉著突出靈

己的感受與觀察，從而促成改變。這個方法，

遊書與靈異影像對檔案這個概念的挑戰，梁廷

一方面是社會弱勢群體自我培

力與賦權的過

毓所質疑的正是當代認知與歷史敘述所仰賴的

程，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社會弱勢與主流對話

「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從而指向歷史

的機會，讓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社會，

檔案背後的權力邏輯，以及自啟蒙時代以來的

並且反思我們在社會權力關係網絡中的位置。

世界觀、空間觀與時間觀。在這個意義上，梁

在這個意義上，影像發聲法與精神分析類似，

文體現了「實驗書寫」的嘗試，既在書寫的

都是一種引導與協力的過程，目的是為了讓被

類別中遊走跳動，也對書寫（檔案、歷史、文

壓抑的聲音得以出現，讓邊緣主體在對話過程

本）的概念提出根本的挑戰。這樣的嘗試正是

中發現與理解自身的意義，從而改變社會的權

本刊當初設立「實驗書寫」這個類別的期待。

力結構。以2015年她與當代漂泊協會合作，以

本期的評論，

除了前述的書評論壇外，

遊民家當為主題的「棄物展」為例，鄭怡雯討

還收錄了兩篇文章。熊婷惠〈唱自己的歌、聽

論了影像發聲法在臺灣的應用與實踐，並且提

自己的聲音〉是對馬華學者許維賢大作《華語

出了類似展覽在吸引眼球之外，如何創造更多

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土腔風格、華夷風與作者

層次的連繫以及擴大效應的嚴峻挑戰。

論》(2018)的精闢評論。這本長達600頁的

梁廷毓的〈無可理喻的檔案：論「靈遊書」

專著，一方面展現了作者在馬來西亞華語電

與「靈異影像」的檔案法〉是相當獨特的一篇

影這個領域的辛苦耕耘以及近年來華語語系

文章。

研究在臺灣及海外華人研究社群中的蓬勃發

梁文探討的是靈遊書與靈異影像這類一

般無法或不易歸類的材料，如何與「檔案」這

展，

另一方面，許著提出的諸多問題—土腔

個概念及其如何成形的問題對話。一般來說，

風格、華夷風以及反／離散論等—確實值得論

檔案雖是文件的堆積與排列，但它不是隨機

者持續思考和討論。熊婷惠精準掌握住許論中

的，而是根據一定的現實主義原則來安排的，

的幾處關節，尤其是王德威後遺民概念與後馬

也就是說，所謂檔案首先要求的是一種與現實

來西亞的關連與差異，以及本土與土腔辯證間

對應的關係與結構。然而，靈遊書與靈異影像

的反／離散思考，不僅有效地將許論的關懷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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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延伸到在臺馬華論述，也側面突顯了「中

本刊自本期起將原有的影像書寫與田野筆記等

國性」的問題真是跨境糾纏、完而未了。〈反

類目改為「實驗書寫」，希望能夠在保留原有

戈一擊〉原是上海大學羅小茗老師為即將出版

類目內涵的原則上，擴大書寫的可能與實踐，

的《反戈一擊：亞際文化研究讀本》(2018)

鼓勵更多元且有創造力和批判力的書寫踐，推

所寫的序。由於該序感性地記述了亞際文化

進文化研究的深度與邊界。同時，為了朝向國

研究這個學術與思想運動在大陸的影響，尤其

際化邁進，自本期起，獲得刊登文章的參考文

是「亞際」經驗如何在第二代學者身上所發

獻需附上漢語拼音，具體的格式要求請作者們

揮的作用，編委會特地邀請作者略為改寫後於

參考本刊的撰稿體例。最後，本刊獲得交通大

本刊出版，

一方面介紹這本重要的讀本，另

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的經費補助，總算在風雨

一方面也誌錄「亞際」的發展。在「中華民

飄搖中獲得了穩定而溫暖的支持。特別感謝中

國文化研究學會」成立近20年之際，這本讀

心主任劉紀蕙老師以及助理林郁曄小姐的支持

本，對大陸和臺灣都是很重要的一份紀錄，也

與鼓勵。本刊自當繼續努力，不負所托。

讓我們看到在「中國性」的籠罩下，第三世
界國際視野的重要。感謝羅老師慷慨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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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亞與印尼：群島的多元思
想與疆界想像專號
主編：陳光興、趙剛、鄭鴻生
出版社：人間出版社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七）──以陳映
真為線索】

年來與世界各地毛派的連結產生了濃厚的興
趣。她談到與德國、巴西、阿根廷尤其是菲律

編案／編輯部

賓毛派團體互動中的經驗、觸動，談到這些毛

金寶瑜是戰後台灣左翼史中重要且另翼的

派團體的觀點及其發展脈絡，讓活在「革命終

一位，雖然她大半生身繫海外，仍是我們回看

結」時代的我們似乎再浮出了跟她一樣的熱切

和尋索戰後左翼史時必須注目的。2015年10月

和信心。

19日，金寶瑜在「台灣左翼思想口述計畫」工

盼望讀者可以像訪談工作團隊一般地從金寶

作團隊的協調聯絡下，於交大社文所以「理解

瑜的講述中進入在當代已幾近湮滅的六、七○

毛澤東如何動員中國人民」為題進行演講；次

年代海外（非統一）左派的歷史，並注目到在

日，工作團隊在被金寶瑜稱作今日台灣在思想

當下台灣極難窺見的毛派觀點、經驗與網絡。

上與她一致的陳信行、林正慧的住所，對她進

在此向年屆八十依舊戰鬥在革命世界的金寶瑜

行了訪談。在漫長的談話中，金寶瑜娓娓道來

表達工作團隊的敬意，亦為費心、細心修訂訪

──兒少時的她從戰時北京遷徙至戰後台北的

談稿向她致謝。

生活，六○年代初赴美求學的生活與思想轉變
的經驗，結識在美國的左翼台灣朋友並在紐約

【專號：馬來亞與印尼──群島的多元思想
與疆界想像】

組織左翼讀書會的細節，七○年代末初訪大陸

編案／魏月萍

的體驗；在這些身體感基礎上，她以分析性的

本專號主要是從歷史和政治文化兩方面，

語言勾畫出六○至七○年代海外左派與統一派

重新審視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和印尼之間

的分離、海外（非統一派）左派的內外關係網

的紐帶關係。從歷史進程中挖掘其中的連結和

路及其刊物《台灣人民》與《台灣思潮》，以

斷裂，探索仍影響著當代歷史與現實的問題方

及海外（非統一派）左派在批判改革開放等議

向，包括族群性、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以及

題上的觀點。在訪談間，我們對她提及的近三十

馬印對抗的歷史影響等。尤其是在一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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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二）擁有眾多馬來人人口的印尼，為
何沒有太強的「馬來性」覺醒意識；（三）在
印尼，「馬來人」（Malay）的定義究竟是什
麼？而「在印尼的馬來人」是種怎樣的說法
等。關於群島間馬來人的差異，似乎可劃分出
「在馬來半島的馬來人」和「在群島的馬來
人」兩大區塊，如何辨別二者之間的共同與差
異，則須進一步檢視「馬來人」身分建構的基
礎，以及試圖統合馬來人為共同體，其背後的
原則與思想，這一切都離不開疆界空間的思考。
汶萊達魯薩蘭大學學者隆美爾．邱拉明
（Rommel

A.

Curaming）著重於菲律賓的馬

來性問題，提出菲律賓馬來人身分不獲承認的
難題。他以菲律賓的馬來人被排除在馬來人群
體的例子，說明「群島馬來人」身分的判準，
在於是否具備「穆斯林」身分，由此追問伊斯
蘭宗教在馬來人身分建構的重要性。伊斯蘭和
馬來人，在歷史構成中被綑綁在一起，他認為
需要重新建立一套詮釋方法，尋找一種替代性
六○年代冷戰脈絡底下，

馬來亞、新加

的歷史想像，以了解群島之間馬來性的競爭論

坡和印尼三地的反殖反帝與爭取獨立進程中，

述，以及「成為馬來人」（being

可以窺視在不同歷史條件以及政治構想競爭底

想，如何轉化菲律賓人的身分內涵與認同。他

下，群島之間繪製出各不同的國家疆界想像。

同時以擁有「菲律賓馬來英雄」稱譽的革命思

「疆界」不僅是空間概念，也含有地理政治的

想家扶西．黎剎（Jose Rizal，1861-1896）的

邊界義涵；邊界的劃分界定了自身在馬來群島

「夢想」為例，說明扶西．黎剎如何推展出更

以及世界的位置，而在實際操作中的包含（in-

廣闊的世界主義理念，把馬來人與馬來世界的

clude）與排斥（exclude）原則，將決定誰是「

構想，延伸至人文主義與世界主義的疆界空間。

我群」（self）誰是「異己」（other），進而

相較於扶西．黎剎夢想的「世界主義的馬來

追尋鞏固我群疆土與凝聚力的內外因素。

※馬

來性與群島疆界空間※

Malay）的思

世界」，菲律賓大學學者拉蒙．吉列爾莫（Ramon

Guillermo）的文章則討論了印尼革命思想

馬來群島之間疆界的想像，往往經由文

家陳馬六甲（Tan Melaka, 1897-1949）「人

化、身分、宗教或語言的認同，建構起具有統

文花園」（Garden of Humanity）的夢想。 有

合性質的想像共同體。其中「馬來性」（Ma-

趣的是，扶西．黎剎和陳馬六甲兩種夢想投射

layness）可以作為群島之間相互認知的軌跡之

出不同的世界視野，

一。印尼社會運動家希爾瑪．法里德（Hilmar

找到菲律賓和印尼各自的

Farid）叩問了幾個重要的問題：（一）為什麼

民族主義思想家的陳馬六甲，把菲律賓的「國

「馬來性」不被看待為建構印尼民族國家的政治

家英雄」與「革命之父」──扶西．黎剎和安

但同時關切如何在世界中
位置。作為印尼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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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

歷史紀錄與研究中心主任耶利．韋拉萬（Yerry

1897）置於人文花園中被命名為「大印度尼西

Wirawan）挑選了幾幅刊登於1962年印尼左翼

亞」（Greater

Indonesia）山峰的頂點，彰顯

報紙@Bintang Timur@（馬來語，指東方之珠）

其蘊含的特殊意義。陳馬六甲把扶西．黎剎和

的插圖，說明馬印關係的矛盾以及對殖民者的

安德烈．滂尼發秀歸類為「純正的印度尼西亞

批判。尤其是插圖中馬來西亞首任首相東姑．

人」，針對這點，拉蒙．吉列爾莫分析說，這

阿都拉曼被拷問的醜化形象，以及象徵掠奪殖

是因為陳馬六甲是以種族（race）為基礎，相

民者的凶猛老虎等，是最直接的視覺衝擊，也

信馬來亞、印尼和菲律賓是同屬一個國家（na-

是最直接的批評控訴。

德烈．滂尼發秀（Andres

Bonifacio,

tion）。

無論在建國前後，有關「國家」的論述都無

※殖民治理與社會記憶※

法排除其建構與想像的成分。出生與成長於砂

無論是馬來性抑或馬來人身分的連結，除

拉越，現執教於八打靈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的吳

了通過種族、文化習俗或伊斯蘭宗教來打造共

益婷，勾勒出砂拉越在加入馬來西亞前的政治

同身分認同以外，「記憶」（memory）也是疆

運動，在跨國和在地因素二者之間，如何發展

界空間建構的重要元素。希爾瑪．法里德曾指

出以兩種族群性為基礎的政治運動。她以二戰

說，在印尼群島中，以廖內省（Riau province）

後砂拉越的思想鬥爭為線索，分別從以馬來人

擁有最強烈的馬來人身分意識。這樣的意識醒

為主的反讓渡運動，以及以華人為主的共產運

覺，可以追溯至日本占領時期。這與日本殖民

動，重新審視砂拉越的族群性與民族主義，揭

地政府企圖把蘇門答臘、新加坡和馬來半島整

示不同族群的砂拉越人對現代與進䴿的國家想

合為一個管理行政區，建立一個想像共同體以

像。

及馬來人身分緊密相關，造就了今日三地馬來

本專號的五篇文章，可看作為《人間思

人的共同歷史記憶。由此也可提供了解，為何

想》2015年夏季號「重返馬來亞」專號的延

印尼不同群島之間，對馬來人與馬來性問題的

續，同時也是2016年亞際書院新馬辦公室在印

敏感度不一樣，對現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馬

尼日惹舉辦「馬來亞與印尼：政治與歷史思想

來人的情感聯繫也有多重差異。

的連結與斷裂」會議的部分成果。以印尼作為

這樣的想像共同體，背後蘊含的是殖民治

主要的參照系，冀能打開馬來亞和馬來群島兩

理與社會記憶的問題。邁入一九六○年代以

個疆界空間的對話，挖掘出更多相互關聯的問

後，馬印關係具有較明顯的斷裂。「馬來西亞

題意識。與此同時，藉由來自馬來西亞、新加

計畫」的提出，以及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後爆

坡、印尼、汶萊和菲律賓學者的討論觀點，舖

發的問題，已然融入新馬印三地的當代大眾歷

展出馬來群島思想的多元脈絡，以及它遺留下

史記憶。在不少左翼分子眼中，馬來西亞計畫

來的思想遺產與影響。

是「新殖民主義」工程，它也粉碎了印尼欲建
構「大印度尼西亞」國家疆界的美好想像。印
尼在1945年宣布獨立以後，印尼統治者不曾停
止過擴張國家疆界的欲望，力圖把馬來亞納入
在它的政治版圖與疆界空間。在計畫受挫
印尼社會出現了「粉碎馬來西亞」

後，

（Ganyang

Malaysia）的行動，並在民間迅速的傳播。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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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嗎？──
反思俄國革命百年來的社會主
義歷史經驗座談會專號
主編：陳光興、趙剛、鄭鴻生
出版社：人間出版社

【專號：人類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嗎？──反
思俄國革命百年來的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座談會】

全世界反資、反帝的狂飆。碑，激起全世界反
資、反帝的狂飆。
然而，自八○年代開始的資本全球化，隨著

導言／杜繼平
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

社會主義運動的退潮，愈益橫行無忌，在資本

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為社會主義運動樹

為求利潤不擇手段的無窮貪欲與嗜血本性下，

立了劃時代的里程碑。十月革命不僅激勵了全

越來越多人的生計無著，貧富差距日形擴大，

世界追求人類解放的人們，革命後的蘇維埃社

階級矛盾不斷加深，自然生態遭受的破壞也

會主義共和國更建立了「第三國際」支持世

有增無已，人類面臨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

界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促成

世局動盪不安，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衝突、暴

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滾滾洪流，浩浩蕩

亂，此起彼落，無日無之。這也正是我們認真

蕩，洶湧澎湃，捲起千堆雪，中國的社會主義

反思人類前途的時刻，究竟人類能不能擺脫資

革命是在這個世界革命浪潮中的一大成就。毛

本主義？我們能不能破除淺薄、扭曲的反共宣

澤東領導的中共不但使中國的社會、政治、經

傳，在理性地反思社會主義的歷史中，實事求

濟體制發生數千年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根本變

是地總結正反兩面的經驗，重建社會主義的路

化，重建了中國的獨立自主，更在蘇聯變質、

線？這是我們在2017年10月21、22兩天舉辦

實行修正主義、

背離馬克思主義後，發動「

「人類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嗎？──反思俄國革

文化大革命」，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

命百年來的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座談會的主旨。

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建立了新的里程

由於1949年後，國民黨在台灣實行了三十

碑，激起全世界反資、反帝的狂飆。碑，激起

多年的反共白色恐怖統治，視社會主義如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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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被斬草除根，台灣猶
如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思想的荒漠，絕
大多數人對社會主義充斥著誤解與偏見，這種
情況即使在解除戒嚴後也沒有大幅的改變。因
此在俄國革命百週年之際，舉辦這場座談會，
對破除長期累積的固有成見，特別具有意義。
這次座談會邀請了美國的金寶瑜、大陸的陽
和平、台灣的陳信行參與座談，大陸著名的左
翼作家曹征路在第二天也參與了討論，可惜他
的發言部分因故未能全部刊載，但這次座談會
仍發揮了促進分居不同地區的中國左翼知識分
子交流的作用。座談會從不同方面深入探討了
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雖因時間所限，未能更
全面地論及總體的成敗得失，尤其在遭遇的困
難與所犯的錯誤上，
談得太少，但讀者只要用心閱讀，必可有不
少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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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Vol. 18, No. 3 (September 2017)
Special issue on“Revisiting Malaya and Indonesia”
Guest Editor: Ngoi Guat-Peng (魏月萍)
Editorial introduction: the pluralistic thoughts
and imagined boundaries in Nusantara

This special issue re-examines the ties
between Malaya (including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from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olitical thoughts were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defining the boundary.
The concept of boundary is not only

perspectives. It discovers the links and

hinged on space, but also takes the

fractures from the course of history,

significance of geopolitics into consideration.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definition of geographical boundary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seeks for the

reflects the act of self-positioning in

explanation of reality through the

Nusantara and the world. Moreover, it

problematized issues.

shows how a state defines the “Self”

For instance, the

issues of ethnicity,

and the “Other” by means of the

nationalism, statism,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principle of inclusivity and exclusivity, one

Konfrontasi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at seeks for consolidation of territory

Malaya and Indonesia are still affecting
Nusantara (Malay Archipelago) nowadays.
During the 1950s and 60s, the Cold
War period, people from Malay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had fought against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to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boundary of states was drawn according
to the imagination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 of Nusantara. Besides,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contestations of different

and cohesion in the “Self.”
This special issue is a continuance
of the “Revisiting Malaya” special issue
published two years ago (Volume 16, March
2015).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ntinuance
is to regard Indonesia as the main
reference, in order to open up dialogues
between the two spaces of boundary; Malaya and Nusantara. It strives to discover
more relevant problematique among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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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his issue showcases diverse
thoughts in Nusantara by referring to the
ideas presented by scholars from Malaysia,
Singapore, Indonesia, Brunei and the Philippines. From that, it hopes to uncover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and influence of
Nusantara thoughts in contemporar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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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Vol. 18, No. 4 (December 2017)
General issue
Editorial statement I
Executive editors: Chen Kuan-Hsing,
Chua Beng-huat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also known

for dialogues within Asia and internationally.

as the Movements project, is a

Unfortunately, this potentially generative

transborder collective undertaking to

moment has been met with triumphalist

confront Inter-Asia cultural politics.

sentiment.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i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yet difficult facing
Inter-Asia today. Prolonged histories of
feudal ideology, patriarchy, heterosexism
and, within as well as between countries,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subjugated peoples continue to block
struggles for popular democracy. Long-term
complex-antagonisms generated by the
uneven histories of global capitalism,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the imposed
nation-state structure and regressive forms
of nationalist identity politics have rendered
meaningful dialogues within the region very
difficult. At the same time, the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technology,
econom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recent breakdown of the Cold War
structure, have opened up a uniqu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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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1980s, a pervasive rhetoric of the “rise of Asia” has come to
mean more than the concentrated flow of
capital into and out of the region. It has
come to constitute a structure of feeling that is ubiquitous yet ambiguously felt
throughout Asia. Historically, this feeling of
the “rise of Asia” is complicated by the
region’s colonial past. While Asia’s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in the global
system will continue to fluctuate, there is a
need to question and critique the rhetorical
unities

of

both

the

“rise”

and

of

“Asia.” Wealth and resource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linguistic
called

and
unity

Asia.

matter

forging

in
On

this

political

no

is

other

links

or

space

hand,

are

by
an

cultural

imaginary

there

shared

there

is

the

whether

experiences
histories,

there

no

common

sub-regional

urgent

need

across

for

these

sub-regions. Henc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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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Vol. 19, No. 1 (March 2018)
General issue
Editorial statement II
Executive editors: Chen Kuan-Hsing,
Chua Beng-huat

The politico-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across the region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have engendered both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critical cultural studies as
forces of decolonization. These forces
have given rise to alternative mod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yet no adequate
means exists for the circulation of
intellectual work and for interaction among
critical intellectuals.
It is at such a pivotal conjuncture that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has emerged as
part of a movement for the ongoing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ritical Inter-Asia subjectivities. It gives a
long overdue voice to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in the region and recognizes its
own existence as an attempt to
continue critical lines of practices. The
journal’s aim is to shift existing sites of
identifcation and multiply alternative frames
of reference: it is committed to publishing
work not only out of “Asia”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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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not only out of “Asia” but also
other coordinates such as the “third
world.” Its political agenda is to move
across: state/ national/ sub-regional
divisions, scholarship and activism,
modalities/ forms of knowledge, and
rigid identity politics of any form. These
movements actively engage with local
cultural politics within an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here politics is
increasingly operating in the sphere of
culture, under the dictates of a global
cultural industry, mediated by new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shaped by different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 visual, virtual, financial.
This new situation has brought political
economy, culture and politics together in
different ways, and forced us to create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acting. For this
reason the project is more interested in
generating new questions or finding ways of
asking questions differently, than
providing fixed answers.
Toward these end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will serve as a link between critical
intellectual groupings; we are actively building connections with journals and groups in
different lo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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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Vol. 19, No. 2 (June 2018)
General issue
Executive editors: Chen Kuan-Hsing,
Chua Beng-huat
Introduction

Since being launched in 2000, the journal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hereafter
IACS) has been the first cultural studies
journal written in English that bases in
Asia. As there had been no global-scaled
journal bases in Asia before, IACS is highly
valued b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side and
outside of Asia. Since 2005, IACS has
been ad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index
system, such as SSCI, A&HCI, CC/S&BS
and CC/A&H.
Based on the publication of IACS,
through its editorial board, intellectuals
around Asia have gathered together for
various academic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In 2004,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launche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in order to
connect dispersed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around Asia in a more organized way
so as to more effectively accumulate the
academic energy of IACS network.
Also, in response to the new global

118

119

䋊悬ڊᇇ

trend and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regional academic production, such as
the inter-Asia joint PhD degree, IACS
Society endeavored to establish the
Consortium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which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July 2010, with 23 institutions signed up
the MoU—an unprecedented joint
institutional project in the world. In 2011,
IACS focu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modern
Asian thought, and facil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Asia School.
Based on the network, IACS aims to
shift existing sites of identification and
multiply alternative frames of reference and
respond to the future changes at the
global and loca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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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際文化研究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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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亞際文化研究
國際學位學程分享會
時間：2018年5月19日 10:00-17:30
地點：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204研討室

主持人：劉紀蕙（國立交通大學暨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
評論人：丁乃非（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
古明君（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
李卓穎（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授）
唐慧宇（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劉人鵬（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自2013年9月，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下的國
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及
國立陽明大學四所大學共同創辦了亞際文化研
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至今邁入第五個年頭。
透過各式計畫及活動合作等，取得豐碩的學術
成果。每一學年，分佈在四所大學亞際文化研
究國際學程的學生，都會共同規劃小型發表
會，齊聚一堂一同分享自己的研究報告。透過
四校學生彼此不同領域的訓練、分享自身的關

的主題，不僅對自身或社會，也對全球環境鏈

懷，以及評論老師的回應和出席者的提問，達

接進行深刻解析，並對下一代的人事物做出有

到互相交流的目的，進一步增進彼此的學術視

幫助的貢獻。他也指出，無論是那個學科，學

識。

術的成果都會對下一代有所助益，因此不能把

國立中央大學－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副校長綦

研究成果化為一篇論文就束之高閣，反之必須

振瀛在受邀前來開幕致辭時說，他很高興能夠

要進一步嘗試可以在研究成果之上帶來什麼樣

前來此次的分享會並見證學生發表自己的研究

的影響力。最後綦副校長恭喜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得。他認為現場發表研究心得的學生所撰寫

心獲得深耕計畫的補助、支持，他希望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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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劉紀蕙教授及其團隊，能將四校的合作發展

他指出過往「反對服貿」的巨大社會力量在各

帶往另一個高峰。

類「社運」的「權衡考量」及「策略性挪用」

劉紀蕙教授同時也是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

下被犧牲。李俊峰的發表報告討論香港在全球

學位學程主任及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所

化資本主義脈絡下，以「街坊」為命名的鄰里

長，她指出，四校的老師希望透過設立研究單

運動，其帶有在地庶民社群的政治主體論述及

位及結合教學基礎的『初心』，來培養學生的

抵抗性修辭的建構過程，並質問行動者使用「

學術和研究能力，而跨院校的亞際文化研究國

街坊」背後的意義及其抵抗對象為何。胡貝尼

際碩士學位學程及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能夠成立

的發表報告討論了在印尼1965年的政治動盪

是不容易之事，因這當中需要在各校校內體制

後，當時在蘇聯及美國留學生成為印尼流亡者

及管道中協調、爭取。她特別感謝綦副校長過

世代的歷史事件，他以這些流亡者的視角來研

往在經費、制度上，以及每年到訪亞際文化學

究事件帶來的影響及其冷戰因素等等。

程的迎新會，對學程及中心的鼓勵和支持。

第一場發表的評論老師為清華大學社會所

這次的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分享會共

古明君副教授和清華大學歷史所李卓穎副教

有九位學生進行發表，分為三個環節進行：學

授。古明君老師先就郭岱霖的發表，指出太陽

生先進行發表，再由評論老師給予回應，最後

花運動作為時間的串接點其實不是單處於太陽

開放時間給現場出席人士提問。這次的發表會

花運動本身，而且太陽花運動及民進黨執政的

總共吸引約三十位左右的聽眾，大家從上午到

關聯性也未能完全說服她；古老師建議他及

傍晚展開各式討論。

其他同學，

第一場發表的文章有郭岱霖〈民進黨執政

在處理一些現象時，可以想像與

其他時空脈絡下的研究者進行比較及對話。接

後的「社運」沉寂與困局〉、李俊峰〈街坊作

著

就李俊峰的發表，她先點出作者清楚地整

為抵抗：香港的都市社區運動〉及胡貝尼〈冷

理了研究現象背後的脈絡，但就街坊在歷史變

戰與印尼流亡者的關係〉。郭岱霖的發表報告

化中有哪些部分為什麼而改變與背後的具體原

注重在梳理太陽花運動前後各類社會運動的論

因上未能說服她。李卓穎老師點評胡貝尼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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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如何可能，其合作條件是什麼？而在以資
本主義為主導的日常邏輯下，在主導人民形
式、選擇和價值判斷及藝術行動介入的困難等
方面，具體例子是什麼？突破的困難點又是什
麼？唐慧宇則就孫博瑩的發表說，要更加強台
灣電影的配音的歷史脈絡，並且以當時電影的
錄音師或聲音藝術家等作為研究對象，更能表
現其所論述的電影聲音主體性的部分。
文，指出雖然題目設定和內容上不錯，但是多

第三場發表的文章為倪甜慧〈多管閒事：

在宣傳而非論述，因此建議要多補充既有文獻

香港情趣玩具文化及發展初探〉、李宜靜〈台

及進行田野調查，並且關注事件本身的多元複

灣異國戀論述中的性別種族化〉及林雍正〈一
碗沒加湯的麵線：道德騷擾下的親子關係〉。

雜性。
第二場發表的文章有吳君儀〈以藝術建構
社會平等：馬來西亞社會參與式藝術之個案
研

究〉、孫博瑩〈侯孝賢電影中的聽覺感知與

城市剪影〉與莊益明〈張之江的國術「治」國
運動〉。吳君儀的報告以馬來西亞吉隆坡市及
沙巴州兩地藝術家的自發組織為研究對象，藉
以擺脫過往對其方法論上的描述，並檢視對於
突破馬來西亞族群和貧富差距問題上能否有所
影響。孫博瑩的論文以侯孝賢的《戀戀風塵》
及《千禧曼波》作為分析對象，試圖利用聲音
在電影中的時間向性分析影片中城市和鄉村空
間的生成與變遷。莊益明的論文則是觀察從傳
統武術到國術的轉變期，以科學標準決定值得
保存的事物下，傳統文化該如何理解為科學，
以及其透過科學以成就一種自身的生命來達到
保存之外的慾望。

第二場發表的評論老師為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劉人鵬教授及交通大學文
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唐慧宇博士。劉
人鵬老師先針對莊益明的發表做出評論，指出
若可以將爭論的議題，如魯迅與陳鐵生兩人對
傳統武術的定位的辯論，再更加細緻及清楚地
整理出來，就更可以將裡頭豐富的歷史內涵勾
勒出來。就吳君儀的發表，劉人鵬則點出，研
究對象的藝術方案提出的跨文化及跨身份的行

倪甜慧的主題是，性玩具作為香港中西性文化
結合/衝突的映照，以營銷和個人生活方式的
商業活動兩個概念出發，來探討香港情趣玩具
文化的發展。李宜靜的論文則嘗試跳脫跨種族
親密關係上反對/支持西方慾望的二元對立的
視角，以歷史化為研究手段追溯亞太冷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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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開展的慾望西方的複雜性，譜系化台灣對於

下如何檢視社會階級的關係及不同的購物

西方化的渴望，也立體化檢視跨種族親密關係

模式。就李宜靜的論文，丁老師則認為作者看

的女性情慾。林雍正的論文則關注在家庭和社

到目前論述的兩極化及她想要超越的意圖，歷

會結構的持續變化中，未能完整展開的新形態

史化或歷史系統分析可以檢測60年代以降女性

親子關係及連帶問題，他以兩位日本作家為參

主義論述的連續性或非連續性，但歷史化並非

考點，探索一種無法使用衝突或童年缺憾解釋

易事。就林雍正的論文，丁老師指出研究者更

對於父母的強烈負面看法，並對照其個人家庭

像是尋找一種對於新親屬關係的提問方式，雖

經營，來勾勒台灣內部道德騷擾的輪廓。

然研究者因台灣相關文獻少而選擇了日本的例

第三場發表的評論老師為中央大學亞際學

子，但這也表示必須要進一步理解，為何台灣

程主任、英文系教授及性/別研究室召集人丁

的文獻沒有進一步關注家庭內部的張力？另外

乃非教授。她先針對倪甜慧的論文給予建議，

丁老師同時也好奇道德騷擾的詞彙是從何開始

諸如如何了解不同社會階級在線上或線下購買

的。

性玩具時的樣式、對於性玩具的真實性要求，
並且如何理解這些區別，以及在跨文化的脈絡

文字：岑建興（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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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學生分享心得
艾可（清華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

膩和深切，科層的寬鬆扁平，人與人之間權力

程三年級）

弱化而更多善意、更加平實。與孟哲因為合作

2015年9月，我從北京來到臺灣，入讀清華大

的關係接觸更多，他是第一時間發現我需要心

學台聯大的亞際文化研究碩士項目。回望這兩

理和精神上的幫助的人，又能夠以一種讓人舒

年多的時間，要搜尋一件讓我「感動的小事」

服又切實有效的方式與我溝通、提供資訊；而

實為不易，一來「感動」這種情緒已經不再是

作為協調人，他也總能敏銳地發現我承擔的工

我這個年齡的人理解和建構生活的語言了，二

作較多而及時主動協調任務分配。被體諒、被

來能夠清晰描摹一段生活在自我生命中的意義

信任，是人世間的珍寶，我想我會一直記得這

都是需要時空距離的，而我仍在此間，無以搜

些靈犀閃現的美好。

尋。

我至今仍記得結束在台灣第一年的學習時，

隨意下筆，那麼我輕慢了這段生活，也輕慢

提交期末報告之後，瑞樺老師發給我的郵件中

了自己，和這兩年多時間裡幫助過、關心過、

有這樣一段話：「恭喜妳完成了這一年在台灣

愛護過我的人們，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我位移

的學業，慧心敏思如妳，當有許多感想。那些

到這個大陸邊緣的島嶼上才有緣結識、相遇的

好的、不好的，理解的、誤解的，開心的、傷

人。我唯有敬重。

心的，都讓它們轉成妳生命的智慧。」這段話

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兩位老師，清華大學的

在一年半以後的今天仍然適用。

陳瑞樺老師和中研院的王智明老師。能夠在課

沒有選擇是完美的，但總是存在沒有遺憾的

堂上的交流中識別出彼此，學生遇到敬佩的老

選擇。當年決定來台灣讀書，我只填寫了清華

師，老師發現欣賞的學生，是非常、非常幸運

大學亞際項目這一個志願，今天回頭去看，了

和幸福的事情。我深感台灣的研究所中，師生

無遺憾。

之間的關係更趨平等，老師們能夠平行聆聽學
生的想法，這是我已經習慣而漸漸淡忘了的最

邱軒琦（中央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

初的感動。

位學程一年級）

兩年多時間裡接觸了三位助理，交大的美

當初只是因為對於性別研究很有興趣，無意

儀 ， 清 大 的 鋷瑜 和 代 班 的 孟 哲 。 與 他 們 的 相

間看見中央大學有性／別研究室，回家後馬上

處，是我能夠真切感到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社

上網搜尋怎麼入學，以及了解性別研究室和亞

會文化對人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形塑是那麼細

際文化研究學程的介紹。社會工作學系畢業就

㫎檭۸Ꮈᑪ㾴檭嘛ॊ䋊֖䋊ᑕ

128

直接入學亞際文化研究學程的我，的確在學習

回想這三年多來的研究所生涯，雖然一開始很

上需要付出更多時間以理解過往從未學習過的

不適應研究所的學習方式，

相關文本，然而我也從中覺察到每一個事件和

但現在十分慶幸當初決定報考亞際學程。我畢

文化都有其脈絡需要探究。

業自以實作、技術訓練為主的紡織科系，進入

同學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以及不同的學士、經

職場後深感在知識、思考能力上的欠缺決定進

歷背景的情況之下，每個人都可以收集不同的

修。亞際學程提供能自由選擇的豐富課程；以

國家各個事件的經驗和情況。最令我深刻感受

我主修的視覺文化而言，除了藝術史，還有電

到有不同國家同學真的是超幸福的事情是：找

影、時尚、明星、大眾媒體……等不同課程。

尋日文資料時，即便網路上有翻譯軟體，仍是

此外，同學們的背景非常多元，與不同領域的

一塌糊塗看不懂；但直接請求日本籍同學幫助

同學交流不但能增廣視野，也為彼此在學習、

時，馬上就可以獲得精確的解說，真的是超級

研究上盲點提供建議，互相砥礪。在亞際學程

大感謝。

的學習過程，不但讓我打開思考廣度，探究

亞際學程同儕之間的關係融洽及願意彼此協

過去在大學時親手織造的布料們；從材質、形

助，和學長姐們互動亦感受自在；師長們也十

式、技法上的研究，到其代表的產業發展、社

分和藹，簡直都像天使般發光。能夠進入中央

會概況與文化意涵……等的探討。更讓我打開

亞際就讀，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每次想起

人生的廣度，面對未來就業有更多發展與選擇。

來都會傻笑呢！嘻嘻。

唐聆真（陽明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三年級）
進入亞際學程就讀已到了最後的論文階段，

129

㫎檭۸Ꮈᑪ㾴檭嘛ॊ䋊֖䋊ᑕ

2018春季課程
106學年度下學期課程／核心課程（Core Cours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人類學方法論
Anthropological Methodology

李威宜
Wei-I Lee

清華大學

學術訓練討論課I (碩)

彭明偉
Ming-Wei Peng

交通大學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

王鈺婷
Yu-Ting Wang

清華大學

社會學方法論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古明君
Ming-Chun Gu

清華大學

藝術史方法與理論

劉瑞琪
Jui-Ch’i Liu

陽明大學

言談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林淑敏
Shu-Min Lin

交通大學

注意事項
Not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sis
Writing
(擇一)亞際學程
學生選修時需
先與授課教師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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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春季課程
106學年度下學期課程／選修課程（Selective Course）
A：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Critical Theory and Asian Modernity）
C：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Contemporary Thought-trends and Social Movements）
G：性／別研究（Gender／Sexuality）
V：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
英語課程（English Course）
地點
Venue

Research
cluste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黑色電影
Film Noir

林建國
Kien Ket Lim

交通大學

V

族群、文化與認同
Ethnicity, Culture, Identity

陳奕麟
Allen Chun

交通大學

A
C

性∕別研究專題II
Seminar on Gender/Sexuality II

黃道明
Hans Tal-Ming Huang

中央大學

G

民主危機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林淑芬
Shu-fen Lin

交通大學

A
C
雙語授課

政治-藝術-行動：共同體的難題
Politics-Art-Action:
The Question of Community

劉紀蕙
Joyce C.H. Liu

交通大學

A
C
V
雙語授課

Viren Murthy

交通大學

A

泛亞主義

Pan-Asian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onundrums of Global Capitalist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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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課程（Chinese Course）
地點
Venue

Research
cluste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人類學理論

莊雅仲
Ya-Chung Chung

交通大學

A
C

質疑性設計：移動式塗鴉光雕投影
Interrogative Design: Mobile Graffiti
Projection Mapping

賴雯淑
Wen-Shu Lai
陳韻如
Yun-Ru Chen
黃又文
You-Wen Huang

交通大學

V

繪本、漫畫、圖文小說探究與創作（一）
Study of Illustration, Comic book
and Graphic Novel (I)

陳姝里
Chu-Li Chen

交通大學

V

戰後台灣文化生態的結構分析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ultural milieu in Postwar Taiwan

邱德亮
Der-Liang Chiou

交通大學

A
C

台灣文學與文化思潮研究專題
Seminar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Movement

彭明偉
Ming-Wei Peng

交通大學

A

近代日本歷史與文學日文名著選讀
Selected Readings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藍弘岳
Hung-Yueh Lan

交通大學

A

人類世
The Anthropocene

蔡晏霖
Yen-ling Tsai

交通大學

A
C

中國新時期興起的精神與思想意涵
The rising spirit and
thought in China's new era

賀照田
Zhaotian He

交通大學

A
C

魯迅小說專題
Topics on Lu Hsun's Fiction

顏健富
Kean-Fung Guan

清華大學

A
C

經濟人類學
Anthropology of Economics

方怡潔
I-Chieh Fang

清華大學

A
C

明清出版文化
Print Culture in Ming-Qing China

馬孟晶
Meng-Jing Ma

清華大學

C

近世中國的帝國建構與圖像製作
Empire Building and
Image Ma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馬雅貞
Ya-Chen Ma

清華大學

C
V

中國圖繪史研究
Chinese Pictorial Art

馬雅貞
Ya-Chen Ma

清華大學

C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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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近代中國國家與社會專題研究
State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Yuehtsen Juliette Chung

地點
Venue

Research
cluster

鐘月岑

清華大學

C

台灣農業與農村的社會學考察
A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aiwanese Agriculture and Villages

李丁讚
Ding-Zan Li
陳瑞樺
Jui-Hua Chen

清華大學

C

教育社會學：經典與實作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lassics and Practicum

林文蘭
Wen-Lan Lin

清華大學

C

台灣原住民文學與當代議題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柳書琴
Shu-Chin Liu

清華大學

C

當代社會思潮研究II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urrents of Thought II

甯應斌
Yin-Bin Ning

中央大學

C
G

同性戀研究
LGBT Studies

甯應斌
Yin-Bin Ning

中央大學

G

性別、國族與族群
Gender, nation and ethnicity

蔡芬芳
Fen-Fang Cai

中央大學

G

多元文化主義研究
Seminar on Multiculturalism

蔡芬芳
Fen-Fang Cai

中央大學

G

電影研究專題I
Seminar on Film Studies I

戴芃儀
Peng-yi Tai

中央大學

V

攝影歷史與論述專題研究
History and Discourse of Photography

曾少千
Shao-Chien Tseng

中央大學

V

近現代中國繪畫專題（一）
Special Topic in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I

周芳美
Fang-mei Chou

中央大學

V

研究實習
Research Training

教授群
Faculty

實際上課時間，
依授課老師規定。

近代博物館與展示文化
Museums and Exhibition Cultures
1500-1900

黃桂瑩
Kuei-Ying Huang

陽明大學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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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Venue

Research
cluste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專題討論：視覺社會史/學(一)
Seminar: Social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Visual Cultures I

劉瑞琪
Jui-Ch’i Liu
黃桂瑩
Kuei-Ying Huang
葉嘉華
Chia-hua Yeh
蔡華臻
Hwa-Jen Tsai
傅大為
Daiwie Fu
鄭凱元
Kai-Yuan Zheng

陽明大學

V

時尚社會史I
Social History of Fashion I

葉嘉華
Chia-hua Yeh

陽明大學

V

動態影像與時間性的批評：
亞洲電影裡的酷兒與群鬼
Moving Image and Temporal Critique:
Ghosts and Queers in Asian Cinema

蔡華臻
Hwa-Jen Tsai

陽明大學

V
G

尼采
Nietzsche

張旺山
Wang-Shan Chang

清華大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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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秋季課程
107學年度上學期課程／核心課程（Core Cours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亞際文化研究導論
Introduction to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劉紀蕙
Joyce C.H. Liu

交通大學

學術訓練討論課（碩）
Pro-seminar II

彭明偉
Ming-Wei Peng

交通大學

民族誌：經典與實作
Ethnography: Classics and Research

林文蘭
Wen-Lan Lin

清華大學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一
The Source Materials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

柳書琴
Shu-chin Liu

清華大學

藝術史方法與理論
Methods and Theories of Art History

葉嘉華
Chia-hua Yeh

陽明大學

藝術史理論與方法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 History

謝佳娟
Chia-Chuan Hsieh

中央大學

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
Thesis Writing and Methodology

丁乃非
Naifei (Fifi) Ding

中央大學

教學實務

劉紀蕙
Joyce C.H. Liu

交通大學

個別研究

指導教授

交通大學

研究實習

教授群

中央大學

Research
cluster

必修

REQUIRED COURS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sisWriting
(擇一)
亞際學程
學生選修
時需先
與授課教師聯繫。

English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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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秋季課程
107學年度上學期課程／選修課程（Selective Course）
A：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Critical Theory and Asian Modernity）
C：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Contemporary Thought-trends and Social Movements）
G：性／別研究（Gender／Sexuality）
V：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
英語課程（English Cours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Research
cluster

Colonial Societies and
Postcolonial Theories:
Historical-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殖民社會與後殖民主義理論

陳奕麟
Allen Chun

交通大學

A

Science Fiction Short Story and Film
科幻短篇小說與電影

包德樂
Dean A. Brink

交通大學

A
V

Ethnographies of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民族誌

蔡晏霖
Tsai, Yen-ling

交通大學

A
C

The apparatus of
anthropological difference
人種差異佈置

蘇哲安
Jon SOLOMON

交通大學

A

Gilles Deleuze's Oral Philoso
德勒茲與口述哲學

Alain Brossat

交通大學

A

What Does it Mean to
Reorient Oneself in Thinking?
「自我思想重定方位」意味著什麼？

Alain Brossat

交通大學

A

Toward Decolonizing
Cold War Knowledge
朝向冷戰知識解殖

劉紀蕙
Joyce C.H. Liu

交通大學

A

Literature of the Fantastic:
Queer Class Politics in
Speculative Fiction
幻奇文學: 性∕別與階級文化政治

白瑞梅

中央大學

G

Melancholia and Literary Modernity
憂鬱與文學現代性

葉德宣

中央大學

G

Thesis Writing and Methodology
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

丁乃非
Naifei (Fifi) Ding

中央大學

Research
Methodology
& Thesis Writin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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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Research
cluster

文化研究導論（碩）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林淑芬
Shu-fen Lin
邱德亮
Der-Liang Chiou
藍弘岳
Hung-Yueh Lan
彭明偉
Ming-Wei Peng

交通大學

A

民主專題
Seminar on Democracy

林淑芬
Shu-fen Lin

交通大學

A
C

東亞論專題
Seminar on the discourses
of East Asia

藍弘岳
Hung-Yueh Lan

交通大學

A
C

社會思想當代議題:宗教暴力
Contemporary Issue in
Social Thoughts: Religious Violence

朱元鴻
Yuan-Horng Chu

交通大學

A
C

社會傳記與文化研究
Social Biography and
Cultural Studies

邱德亮
Der-Liang Chiou

交通大學

A
C

現代與鄉土：
冷戰時期的台灣文學專題

彭明偉
Ming-Wei Peng

交通大學

A
C

空間、地方與都市
Space, Place, and the City

莊雅仲
Ya-Chung Chuang

交通大學

A
C

當代人類處境專題

方怡潔
I-Chieh Fang

交通大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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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注意事項
Note

想像人類學

李威宜
Lee, Wei-I

清華大學

C

明清江南城市文化史

馬雅貞
Yazhen Ma

清華大學

C,V

現象學專題：胡塞爾與海德格

黃文宏
Wen-Hong Huang

清華大學

C

遷移研究

陳瑞樺
Jui-hua Chen

清華大學

C

解嚴前後台灣文學與文化生產專題

王鈺婷
Yu-TingWang

清華大學

A
C
V

《天義》研究

劉人鵬
Jen-peng Liu

清華大學

G

社會想像
Theories of the Social Imaginary

古明君
Ming-Chun Ku

清華大學

A
C
V

電影研究專題 I

戴芃儀
Peng-yi Tai

中央大學

G, V

社會與政治哲學

甯應斌
Yin-Bing Ning

中央大學

A
C
G

風景與空間專題研究

曾少千
Shao-Chien Tseng

中央大學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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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注意事項
Note

近現代中國繪畫專題(二)

周芳美
Fang-mei Chou

中央大學

V

族群關係研究

王俐容
Wang, Li-Jung

中央大學

A

攝影社會史專題研究
Seminar on Social History
of Photography

劉瑞琪
Jui-Ch’i Liu

陽明大學

V

近現代西方藝術史
History of Western Art,
1600-1900

黃桂瑩
Kuei-ying Huang

陽明大學

V

藝術史方法與理論
Methods and Theories of Art History

葉嘉華
Chia-hua Yeh

陽明大學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sis Writing

專題討論：視覺社會史/學(二)
Seminar: Social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Visual Cultures II

劉瑞琪
Jui-Ch’i Liu
黃桂瑩
Kuei-ying Huang
葉嘉華
Chia-hua Yeh
傅大為
Daiwie Fu

陽明大學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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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際文化研究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108 學年度入學招生
台灣學生
每年10月甄試；每年12月台聯大四校聯招
港澳僑生
每年11月透過「大學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
陸生
每年3至4月透過「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Openings
Available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pplication Period

Announcement of
Review Result:

Course Begins

August 10 September 30,
2018

Mid - November, 2018

Mid - February, 2019

October 20 Docember 15, 2018
/
January 10 March 10, 2019

Late January
/
Mid - May

NTHU

January 1 March 15, 2019

June 30

NCU

January 3 March 15, 2019

April 25

NYMU

December 10 March 31, 2019

May 15

University

MA

NCTU

Ph.D

Mid - Sept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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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四所頂尖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大學），2012
年成立「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以「亞際文化」作為重新理解世界史與全球文化的參照
主軸，規劃（一）「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二）「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三）「性／別
研究」，（四）「視覺文化」四大研究群，培養學生敏銳掌握當前亞際社會政治現狀與歷史文化背
景，具備當前國際人文社會學科之跨領域尖端知識、以及兼顧在地文化與全球脈絡的寬廣視野。此
一難得的跨校合作平台，即將邁入第六屆，歡迎各地對文化研究有熱情的朋友，一起加入我們！

Contact： 03-5731657
E-MAIL： xiaoni0511.iac04g@g2.nctu.edu.tw
Website： http://iics.nctu.edu.tw/
Facebook： fb.me/IACSUST

學術交流訪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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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客座教授
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
訪問期間: 2018年2月22日至8月21日

我於2018年2月1日至6月30日在交通大學

前沿性，我把這些前沿性的認知帶進台灣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客座所進行的研究，主要可

界；一個是一些台灣學人、學生認為我的研究

分為兩方面：一、主要是為了配合我在交大所

思路、思考方式有啟發性。另外，我這次在交

擔任的課程「中國新時期興起的精神、倫理、

大客座，還於3至6月和交大社文所彭明偉教授

生活意涵」所作的閱讀和研究，這方面的閱讀

共同推動了陳映真讀書會，每兩個星期一次，

和研究貫穿整個客座時段。二、和第一方面相

每次三個小時；於5至6月和社文所林淑芬教

關，但不是聚焦歷史，而是聚焦於對中國大陸

授一起推動了《左工二流誌》讀書會，共進行

當今人文學術的批判性反省。這方面的工作主

了五次，每次三個小時。這兩個讀書會參加人

要集中在2至4月。

數都在十人左右，參加的老師、學生和訪問學

在客座的這段期間，進行課程「中國新時期
興起的精神、倫理、生活意涵」的教學，并圍

者，都很積極評價每次讀書活動的知識與思想
含量。

繞這一課程，和交大老師、來聽課的交大、清

就我的閱讀和與台灣學人、學生的互動，

華大學、台灣大學、中央大學、政治大學及部

我看到台灣學界在很多方面都有豐厚的積累與

分大陸訪問學者，作了很多討論。也在交通大

極傑出之學人，讓我收穫多多。不過，相比對

學、東海大學、淡江大學、成功大學、《台灣

1949年後中國大陸歷史、社會、思想、文化變

社會研究》編輯團隊、《立報‧新國際》組織

遷的研究，已經在美國、日本的中國研究界，

的演講活動中做過六次演講。除此以外，還編

在中國大陸學界成為重要熱點，顯然台灣學界

輯論文集《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於2018年

對這一領域的重視和投入不夠。如果不在短時

6月在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出版（唐山出版社發

間內改善這種狀況，台灣學界將會在這一領域

行），我也是此書的第一作者，所佔篇幅近九

處於不利地位，並且這一狀況也會影響台灣對

萬字。

大陸準確與深入認知的形成。對此，我的建議

這次在台客座對交大社文所和台灣學界有關

是，台灣相關機構應該鼓勵更多的機構與學人

方面的意義，據我個人理解和台灣學人、學生

投入這方面的研究，在對美、對日、對大陸學

的回饋，

術交流上，也應該有意識加大和這方面有成就

主要在如下方面，

一個是我的課程

教學與演講，所處理的問題，都在相關領域具有

學人、有積累機構與學術社群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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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訪問學者
李勇（鄭州大學文學院）
訪問期間: 2018年3月29日至7月29日

初入交大是在三月二十九號，時間轉眼就過
去了三個月。

術問題和思想焦點，卻和我的研究多有重合，
所以所內的許多課程、老師都對我的研究幫

這是我的第一次臺灣之旅，三個月的時間，

助極大。他們對於臺灣問題、大陸以及兩岸問

較之一般大陸來台旅遊者，對於臺灣的瞭解應

題的看法開闊了我的認識；他們在學術更在社

該是有質的不同的吧。我的第一個月，完全沉

會運動方面傾注的熱情，更讓我感動；所內所

浸在見到什麼都拿起手機拍照、對任何事物都

瀰漫的完全不同於臺灣其他高校的學術風氣，

感覺到好奇的階段，一條街道、一個來自陌生

使得我這個大陸來的研究者，感受到了一種知

者卻非常友好的問候、四處可見的廟宇、喧鬧

識、思想、方法的衝擊。劉紀蕙老師、賀照田

的政治聲浪……都會讓我感到新奇和興奮。這

老師、彭明偉老師、林麗雲老師等，他們激情

興奮，有些當然是來自於這個島嶼和大陸的不

而充滿思想和知識含金量的課堂、校外專家

同，但更多可能也是在自己的想像——好奇和

的專題講座、所內開展的各種形式的學術活動

新鮮誇大了我的觀感。不然就不能解釋，在大

等等，真的讓我獲益匪淺。所以，僅就學術研

概一個月之後，對於事事物物的那種好奇，便

究方面而言，已經收穫滿滿。而在學術研究之

都回歸於平淡。不過，平淡才是真正認識的開

外，交大不僅自然環境清幽典雅，而且從學生

始。

面貌來看，也洋溢著青春的活力，偶爾參加或

對於交大的感受也是經歷了這樣的一個過

路過觀察，

都看到很多新鮮的活力的元素。同

程。臺灣的很多高校，都和大陸有著深厚的

時從初來乍到——不，

淵源，包括交大。這自然讓我天生有一種親切

的訪學手續——一開始便得到所內各個老師和

感。親切感來自歷史，但是在慢慢熟悉的過程

同學的幫助和關懷。

中，現實中的點點滴滴，也都在強化這種親

師，以及未曾蒙面的謝萬科老師，沒有他們的

切。來到臺灣所見到的第一個人、所認識的第

幫助，

一個朋友、三個月裡接觸最多的人、受到幫助

處理事情的效率、對待繁瑣問題的耐心、對工

最多的，都是來自交大。

作的細緻， 讓我歎為觀止。

我所從事的專業是中

國語言文學，進入的是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稍
有差異，但所內的整個氛圍，以及所關注的學

其實從來交大之前辦理
林郁曄老師、洪慧芳老

便不能有我這次順利的臺灣之行。他們

這一切讓我作為一個訪學的外來者，在短短
的時間內，竟然也有了一種「交大人」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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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雖仍分斷，但是仰賴時代的發展和人們
的進步，現今已經有了這麼多年廣泛的交流，
雖然目前仍然各有自己的問題，但是整個的交
流互動的趨勢是讓我們這些平民百姓高興的。
我在臺灣最大的感受是，作為平凡的普通的民
眾，兩岸的人民不僅血脈淵源難解難分，而且
在歷史和現實的基本訴求上也是一致的。我們
願望的是和平、安康，期盼的是所有人都得到
公平和正義，我們都熱愛和追求真善美，痛恨
假惡醜——謊言欺騙、貪污腐敗、蠅營狗苟，
我們都希望親人相聚，永不分離，家園美麗永
安康。
我對於臺灣有很好的印象。人們的生活節奏
似乎更為從容，人們的焦慮感當然也有，但是
似乎在臺灣社會中，仍然保存著那些抵抗它的
力量。比如一座座隨處可見的廟宇，在鄉野田
間所存在的寧靜的自然，人與人的禮貌、信任
和善意。當然這一切的背後，也有人告訴我，
有我所還沒有看到的「問題」。

但是至少，我

能感受到的這些，我相信，也並不虛妄。臺灣
當然會有自己的問題，比如教育、住房等，這
和大陸是一樣的。在臺灣，我喜歡去舊書店，
因為一些知識性人文性的、嚴肅和富有深度的
東西，在新書店裡是找不到的。這是否是一種
文化的貧瘠徵象呢？
在商業消費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我們該
怎麼守住我們已經所剩不多、岌岌可危的傳
統，又怎麼在舊傳統和新文化的交擊中，建設
我們自己的新文化呢？當我們感覺到困惑、
焦慮和不滿的時候，那幫助和拯救我們的力
量，可能就蘊藏在對於上面這些問題的思考
當中。這應該不僅是兩岸知識份子，也是每
一個公民、普通人，共同的責任和義務吧。
感謝交通大學給我這次的訪學機會。感謝
在這裡遇到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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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訪問學者
趙鑫（曲阜師範大學傳媒學院）
訪問期間: 2018年2月22日至8月21日

時光荏苒，轉眼間，我來臺灣訪學的時光已

我想親眼目睹她的美麗，觸摸她的脈搏，

過三分之二。從兒時起，「臺灣」對我來說彷

探尋她的瑰奇。寶島台灣常與「富饒」和「多

彿並不陌生，但卻從未踏上這片沃土，這也成

彩」聯繫在一起，而在交通大學的訪學經歷，

為我訪學來此的重要緣由，因為，

我也想用這兩個詞彙來描繪。
在交通大學的訪學經歷是「富饒」的，
這讓我收穫頗多。接收我做訪問學者的單位是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這是一個涉獵領
域廣泛的研究機構，開設的課程包羅萬象，學
術講座議題豐富。在剛過去的一個學期裡，我
先後旁聽了「政治－藝術－行動：共同體的難
題」、「戰後台灣文化生態的歷史結構分析」
和「人類學理論」等課程，並到臺灣藝術大學
旁聽了「文化界面與影音創作」的課程，閱讀
了大量的文獻，接觸、體驗和感悟著台灣高校
課程的嚴謹、開放、多元與包容，這讓非社會
學、人類學、文化學背景出身但欲多涉獵這些
領域的我感受到在一個系所便可接觸多個學術
領域的快樂。課程老師都非常負責和友好，讓
孤身一人在臺訪學的我感受到來自長輩般的溫
暖，在此特別感謝劉紀蕙教授、莊雅仲教授、
邱德亮教授和廖金鳳教授，感謝他們給我亦師
亦友般的關懷和幫助。交通大學人社二館的人
文電影館每學期都會精選影片進行放映，另
外，交通大學的鄰居──清華大學有個夜貓子
電影院，幾乎每週都會舉行影片放映和講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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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這讓影視出身的我大快朵頤，每週除了豐

一塌糊塗。

富的課程，還有豐富的影片可以觀看。除此

抬筆之時，本想愉快地寫下我在臺灣的訪學

之外，這學期恰好趕上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感想，但字行於此，卻徒增幾分傷感，因這意

（TIDF）、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TIEFF）巡展

味著我的訪學期限即將來臨，不捨之情油然而

和臺北電影節等影展活動，來返於新竹與台北

生，一百八十天的日日夜夜，終將成為未來幾

之間，穿梭於新竹市影像博物館、光點華山電

十年裡的美好回憶和絲絲想念。

影館、台北星光影城、清華大學和臺灣大學等
地點間，看了長短不一、題材各異、類型多元
的影片六十餘部，忙得不亦樂乎。
在交通大學的訪學經歷是「多彩」的，除了
學術上的收穫，還能廣交朋友，飽覽美景，

品

嚐美食。通過課程結識了很多的朋友，感受著
大家的熱情與友好。春假和暑假期間，與朋友
一起環遊寶島臺灣，品嚐各地美食，飽覽台北
的繁華、澎湖的浪漫、集集鐵路線的懷舊、阿
里山的靜寂、日月潭的幽美、台南的悠久、墾
丁海岸的湛藍、花蓮的安逸……，回味鳳梨酥
的香甜、炸彈蛋餅的酥脆、仙人掌冰的清涼、
飛魚的鮮美、一串心的一口吞、馬告香腸

的齒

間留油、東山鴨頭的回味無窮……本不是一個
吃貨卻成了吃貨，本懶得旅行卻被美景陶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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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第八大學交換學生
謝承叡（交通大學社文所博士生）
訪問期間：2016年10月27日至2017年7月6日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學生謝

森納實驗中心誕生，前所未見的自由學制、傅

承叡同學，獲交通大學優秀博碩士生出國短期

柯、李歐塔、德勒茲等許多享譽國際的知識分

研究獎學金（2016臺灣人才躍昇計畫），前往

子匯聚，似乎預示了日後巴黎第八大學在全球

與交大社文所及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際合作單

人文社會學科的影響力，及其濃厚的「抗爭」

位──法國巴黎第八大學交換訪問

氣息。而能夠到如此獨特的學術機構訪問，自

巴黎八大交換經驗

然是使人引頸期盼的。

1968年五月風暴餘波蕩漾，數個月後萬

巴黎第八大學校園入口，建築物外牆頂端仍可見到學生為抗議政府強推的勞動法案，於2016年3月發動罷課時
留下「結束工作 美好生活」(fin du travail vie magique) 的紅色噴漆字樣，攝於2016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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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查理週報報社在巴黎的總部發

舉行。多位名號早已如雷貫耳的學者皆列席發

生震驚全球的槍擊案後，多篇論文或專書紛紛

表，討論諷刺畫報的歷史和當代議題，與大眾

出版，從跨學科、跨領域視角來探討有關諷刺

進行對話。會後，我與同樣研究查理週報的一

漫畫的各種問題。最初就是讀到八大歷史系教

位歷史學者Stephane

授暨歷史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的Matard-Bonuc-

在震驚國際社會的槍擊案發生後，法國恐怖主

ci女士的文章而結緣。除了分析諷刺漫畫在歷

義的危機也在高漲，過去在他做研究的年代尚

史演變過程中的視覺定型與修辭，她也指出此

可輕易取得報社的聯絡方式及地址。然而當前

一媒介並不僅止於批判政治與宗教實踐，早在

情勢較為緊張，報社自然也更為謹慎且隱密，

十九世紀就框架了包括黑人、猶太人等的特定

連他本人作為與報社熟識的研究者都無法得知

族群，並提供框架本身與政治行動的跨域合法

報社的位址。

Mazurier談話。他表示，

性（議題設定），建構出例如猶太人操縱全世

同時，緊張的情勢也反映在國家圖書館的政

界的幻象。這樣的思考途徑對於理解當代的諷

策當中。凡是調閱查理週報的出版品皆被限制

刺漫畫文化現象是重要的，有助於我們重新定

在館員櫃台旁的特定區域，無法像一般文獻調

位這樣一種「藝術作品」。本研究計畫以查理

閱能夠自由選擇位置。除此之外，因緣際會遇

週報為對象，探討諷刺漫畫的視覺體制變化軌

到一位來自邁阿密大學法文系的 Mark McK in-

跡，也就與教授的研究方向相當契合，教授因

ney 教授跟我蒐集同一批資料，專研查理週報中

此也答應提供意見，鼓勵並指導本研究的進行。

的後殖民問題，館方因此特別為我們兩位限時

在訪問研究期間，適逢法國知名諷刺畫報

開放大部分原先不開放的資料。我們就這樣輪

「鴨鳴報」(le

Canard

Enchaine)成立一百週

流交替使用，連續三個下午與時間賽跑，最後

年的紀念研討會，恰好就在國家圖書館演講廳

也留下彼此的聯絡方式，相約有緣再見面交流。

法國國家圖書館（密特朗總館）外觀，建築物本體由四大書本形狀的高塔及中央矩形植物園構成，高塔為自然
與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研究員及行政辦公室，連接的矩形建築則為（上層）展覽區、一般閱覽區及（下層）研
究圖書館，攝於2016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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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學術研究環境優良，文化資源豐

甚至種族歧視事件、恐怖攻擊的人心惶惶氛圍

富，能夠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研究工作是很幸

中，我觀察到了一種面對危機不屈不撓並且反

福的。同時，透過與朋友的聚會，我也試圖了

思危機的生活態度，時時提醒著我不論遭遇什

解一般民眾對於查理週報的看法，並發現每個

麼問題，都要能複雜化問題的脈絡，並堅持走

人都能侃侃而談，不畏懼與周遭的人爭論。在

出自己的路去尋找答案。

法國總統競選活動、動保遊行、同志大遊行、

巴黎八大與Cergy-Pantoise大學接待中心聯合舉辦的瑪黑區文化參訪，邀請所屬外國訪問學人及博士生參加，
攝於孚日廣場，2017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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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訪問學生
張辰嘉（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交換期間：106年11月6日至107年5月31日

有幸得到這個至泰國短暫留學的機會，必須

課以不同主題的方式請各個不同領域的教授來

歸功於教育部的新南向學術型領域的計畫，提

教授課程，以跨學科的方式，帶入東協各國的

供穩定的經費讓我可以在寫論文的時間，能夠

現代化過程。而SEA Trans的課程則探討ASEAN

暫時以拜訪學生的身份到泰國的第一學府朱拉

的跨國移動，主要透過不同的移動母題去理解

隆功大學東協研究所訪學。在這之前，我已經

不同主題的跨國移動脈絡。

透過中研院亞太區域中心的獎學金，度過我半

課程中討論旅遊、非法跨國買賣、社群媒

年的泰北生活，很慶幸也很訝異還有這個機會

體等各種不同的主題。上課的內容偏易，儘管

繼續在泰國做研究。

在課程學術訓練方面沒有之前在台灣研究所那

先前因為研究內容跟東南亞有關，原本想

般扎實，卻依然給我一些新的見解，並且打通

要透過學校的交換制度，以交換生的身份到泰

我爛英文的五都六脈。

國留學，只可惜儘管學校與泰國幾大名校有合

源，資料庫的購買毫不手軟。尤其是在購買電

作並且有交換備忘錄，但大致僅限理科學生為

子書資料庫上，我發現有許多研究的書籍能夠

主。到最後，我是以拜訪學生的身份，申請朱

直接下載電子書檔，儘管有單本書目下載頁數

拉隆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開放的外校拜訪名額

的限制，但是總體來講已經帶給我許多幫助。

進入就學，依賴學術型領域的經費，得以負擔

館內的藏書較為複雜，在朱拉每個主要的系所

其他衍生的費用。

會有自己的圖書館，所以可能在尋找圖書館之

在學校，我主要修習的課程有兩堂課程：-

間跑來跑去。

學校最豐富的是圖書資

我生活主要時間都在寫學位論

Modern Southeast Asia: Colonialism, Nation-

文，在學校的生活規律，有課上課，下課在食

alism

堂吃飯後然後選擇去運動或者是繼續在圖書館

and

Democratization（Modern

SEA）

與Special Topics on Southeast Asia:South-

做研究。

east Asia’s Transnational Mobilities（SEA

因為朱拉隆功大學校區主要在Siam市中心

Trans），兩堂課主要都是以Lecture的方式進

的附近，我有時選擇直接走回家到距離兩站的

行。課程Modern SEA主要介紹泰國與其他東南

Phayathai，

亞的國家歷經現代化與民主化的過程，每次上

外，還會經過酒吧區、穆斯林街；選擇不去坐

路上除了會碰到商場與高級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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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面對巔峰塞車時段，走走看看風景其實

續生活打拼而做了些準備——我用了剩下的獎

也挺好的，而且在走路的時候還很常思考一些

學金再將泰文學得更深，透過課程開始訓練自

關於自己的問題，從吃飯這種小問題到未來要

己寫出泰文文章。現在有了固定的生活模式、

如何規劃這樣的大問題。前前後後我移居了三

有泰國朋友並且固定一起運動、吃飯，原本還

個不同的地區，從學區中心到DinDaeng有貧民

會眷戀台灣的種種情懷，而許多朋友因為在國

窟的地方，到最後的Suthisan則是擁有最多華人

外留學的關係，關係也淡掉了，但到現在還蠻

的地方，而週末我喜歡跑到冷城區喝杯咖啡繼

習慣的，也有自己一套的生活方式。曼谷對我

續工作，我已經慢慢開始適應這裡的生活，也

來說的啟發也不只有學術了，我想我花了更多

已經有未來在這邊工作的打算。

的時間思考自己的價值以及與我相關的情感課

隨著離離開的時間越近，這也代表離我準
備要投入職場的時間越近，我想試著在曼谷繼

題，我甚是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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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交換學生
尹姝紅（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
交換期間：2016年2月14日至7月31日

一個學期的交換生涯即將結束，回首半年的

久，才敢放心走下去等車。月臺不是露天的，

臺灣生活，頗有一些感觸。記錄下來，作為這

此時列車還未進站，空空的鐵軌看上去像北

段經歷的留念。

京的地鐵一號線。我目瞪口呆地怔了一會兒，

一、文化衝擊

想，完了，看半天還是找錯了地方，怎麼走到

2月16日，我坐上從太原飛往桃園機場的飛

了捷運站？月臺上沒有一個工作人員，我抓著

機，在想像和期待中開始了臺灣之行。恰好遇

等車的幾個旅客挨個兒問了一遍，才確定到新

上一個剛剛結束山西旅遊的臺灣觀光團，於是

竹到新竹果真在此處等車。

這些對交換生好奇的臺灣客人們一路上和我聊

下飛機是上午十一點，待我大包小包連滾帶

天。台南的阿伯講兒時二二八後緊張空氣和困

爬搭計程車來到學校，已是下午兩點。交大的

苦生活，外省第二代的叔叔講來大陸的種種驚

博愛校區真靜啊，沒有行人，只有宿舍前工地

訝，台中的姐姐則傳授我一個人環島省錢的秘

的聲音。兩人合抱的老榕樹垂著蒼棕的氣根；

訣。突然有幾分奇異的悸動和難以置信——那

松塔散落在綠草地上。宿管幫我把行李提上博

個在書本中讀了兩年的臺灣，馬上就到眼前了！

士宿舍逸軒，輕聲跟我說：「你舍友可能是外

下飛機後，過海關、辦電話卡、買公車票，

國人哦。」我還愣著，406的房門已被敲開。

皆是這些臺灣同乘的朋友手把手幫我做的，之

「you have a new roommate.」宿管說著，

後一個人轉車，行李也總有人幫我提上提下。

已經把我塞進了房間。舍友一連叫了四五個

超乎想像的第一乘弄得我暈暈乎乎的，再加上

「oh」。後來我才知道她住這裡三年從沒有過

都講中文，讓我總沒有所謂「出國」的訝異。

舍友，我冒出來，學校沒事先通知，慌得連她

直到進了高鐵站，看到寫著「臺灣精神，世界

們穆斯林見男生必戴的頭巾都沒繫。我也有點

第一」的牌子，我才終於有了真實感——哈，

手足無措了——雖然是英文系畢業，和講英語

這裡真的是臺灣啦！

的人同住一舍還是第一次。

最初的文化衝擊也由這個時候開始。由於

剛扔下行李，臺灣導師彭老師就打電話來，

大陸的火車站都是分候車廳等車而非以南下北

關心我採購生活用品之事，我便很不客氣地讓

上月臺區分，因而我下大力氣盯著標示研究許

老師帶著去了大潤發。這時候我才發現繁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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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力：讀了兩年的繁體版小說，但在看著不

呢？反思文革的同時，鄧麗君的歌、余光中、

熟悉的生活用品以密密麻麻的字標著和大陸叫

三毛、瓊瑤等人的文學被大量引進。剛從激進

法不同的名字，辨認起來還頗有難度。再加上

狂潮中掙扎出來的大陸人突然發現，這個與我

洗髮精、衛生紙之類都以我從未見過的超大包

們同文同種但被描述成敵國的地方，原來還保

裝擺著，真讓我看傻眼了。導師看我在商品前

有我們失掉的傳統文化和正常的人性，也實踐

怔忪的樣子，開玩笑說：「你在倒時差嗎？要

著現代啟蒙理性的承諾。雖然沒有明言，一個

趕快習慣這邊人做事和生活的方式哦。」這句

世代的大陸人，都把臺灣看作中國的另一種可

提醒讓我頗為受用。在之後的日子裡，彭老師

能性。在我們的想像中，臺灣既是所謂中華文

點點滴滴教給我很多臺灣的生活規範，我也常

明的傳承者，又是政經現代化的成功典範。當

常提醒自己要入鄉隨俗，多看多學，因而不至

然，這種幾乎和國民黨對其治下「三民主義模

為臺灣朋友所嘲笑，還得到了頗為交心的朋友。

範省」的描述不謀而合的印象，難免會讓經歷

初來新竹，最不能適應的是亂指路的穀歌地

過白色恐怖的臺灣民眾嗤之以鼻；而大陸人起

圖。博愛校區並非四方四正，地圖不靈，我又

於此種印象的對國民黨的好感，正好和臺灣人

沒有認識的本宿舍朋友，所以很怕迷路，於是

對此論述的惡感乖謬，這幾乎是阻礙兩岸民眾

竟靠兩個小麵包挨了兩天。第三天中午，我到

互相瞭解的最初心結。

廚房接水，一位酷酷的印度女生正在炒飯。濃

那麼，相比於大陸，臺灣有沒有「很發達」

郁的咖喱和孜然的香味直鑽到我心裡。我涎著

？到臺灣之前，我聽到遊過臺灣的人往往會

臉問：「Is it traditional Indian food?」餓狼般

說，臺灣是個民風淳樸的大農村。我只把這話

直勾勾地盯著鍋中之物。她笑著給我滿滿盛了

當成自大狂的無端貶低，沒往心裡去。但著實

一碗，我三兩口就吞掉了。後來說起此事，我

開始在新竹生活，我還是有幾分不習慣。因為

都裝作可憐巴巴的樣子，說這是我在臺灣吃到

在高中課本上學過的新竹，是一個矽谷一樣明

的第一次熱飯。午餐後這個印度姑娘用機車載

媚而發達的地方，所以剛剛看到1930年代老上

著我在學府路兜了一圈風，我才恍然大悟，原

海式的霓虹燈和商店門面，我真的吃了一驚。

來美食都藏在這裡！自此我便擺脫了挨餓狗的

習慣了北京的光鮮和家鄉的城市翻新速度，所

慘況，一個學期結束，我已是此街各個小店的

以見塑膠店牌用得阂黑褪色還不更換的真的很

賞味和聊天大仙。

稀奇。當博愛校區還是交大唯一校區時，學府

就這樣昏頭漲腦的，我的交換生生活正式開始。
二、鄉愁

路上陸續搬來一排小吃店家，那已經是十五、
二十年前的事了。後來主校區搬走了，學府
路慢慢沒落，買賣尚可的店家就成了永久性商

若要用一個詞概括臺灣對於大陸人意味著什

戶。「我在這裡都開了二十年了，」很多老闆

麼，我可能會說是一種「鄉愁」。1980年有這

對我這樣說，「你相信嗎？原來我的店能排兩

樣一首詩：

百人的長隊！後來你們大陸發展起來，在科學

「那是十多年前，／我沿著紅色大街瘋狂

園區工作的人少了，

生意差多了。」老城區的

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歡叫，／後

滄桑都在這幾句閒話裡。也許竹北新城區的興

來，我的鑰匙丟了。／心靈，苦難的心靈，／

起也分了這裡的一杯羹？總之這一帶的街巷在

不願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時間裡凝固了。

那麼，這丟失的鑰匙和家園可以在那裡找到

在新竹等車也是一大苦事。起先我不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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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二路車真的是一小時發一班，所以錯過

中美式的中產階級家庭的模樣，然而他們在臺

了一輛車我並未在意。記得當時是晚上5點45

灣已經是需要被保護的「弱勢群體」，是經濟

分，我已等車等到腿軟，所以忍不住問同在站

條件相對很差的。

上的同學車什麼時候來。幾個女孩幫我查詢好

在這樣一個均富社會裡，人的社會地位也相

一陣，告知我六點十五分來車。「那麼久？！

應比較平等。由於一般臺灣家庭都可以供子女

」我大驚。「還好吧，也就半小時而已…」這

接受高等教育，而教育成本會轉移到勞動力成

話雷得我半晌沒回不過神來。此後，連七分鐘

本中，所以不論職業，臺灣人的工資水準普遍

捷運都沒耐心等的我養成了在公車站牌旁肅立

不低。真正重體力、環境差、工資低的工種越

一小時的功夫，這種等車也成了我外出旅遊時

來越多地由外勞承擔。而本地人，即便是大量

的常態。

由原住民承擔的餐飲和美髮業，收入也有5000

從上述例子看，臺灣似乎近年確實狀況不

人民幣左右。相比我在家鄉做過的那份保底月

良。「臺灣二十年沒發展了！」很多人這麼

薪1500人民幣、每週工作五十小時以上的課程

說。「兩個八，臺灣打到趴」也是百姓抱怨

銷售工作，真是天壤之別。因此，就臺灣的公

2000年以來為政者時常說的話。但是，臺灣的

民而言，每個人都是有一定購買力的消費者，

富庶和現代化程度之深，並不是用這樣的淺表

而對於生產和銷售者而言，每個人的價值不會

現象可以判定的。

有太顯著的區別，故不會給以赤裸裸的歧視。

記得彭老師到北京市郊的冷泉村參觀時，
曾驚訝地說，首都旁邊竟然有這樣窮的地方，

這種社會地位的平等大概是經濟地位的平等所
帶來的吧。

臺灣的城鄉差距可沒這麼大。直到我去了原住

臺灣另一個令人愉悅的地方是社會治安非

民部落，才真正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我去的布

常好。有時晚上十點多一個人走夜路，也從不

農族部落在南投縣信義鄉東埔一鄰，是大陸導

覺得害怕。鄰舍的香港姑娘甚至常常半夜抄小

師的田野點。由於曾經學到的原住民文學都是

路回宿舍，也沒有遇過壞人。盜竊也是不常見

1980年代原住民運動時的作品，裡面所描寫的

的。學姐載我出去玩，人離開時機車安全帽就

原鄉都破敗荒涼，窮困潦倒，因而我做足了心

放在座位上，不需要怕人順手牽羊。印度的朋

理準備去住鐵皮房茅草屋。

友在車棚停機車常常不上鎖，不曾擔心被人騎

然而到了部落，我才發現自己簡直太低估這

走。舍友習慣將手機鬆鬆得插在上衣口袋裡，

裡的經濟水準了。這個五口人的布農家庭，有

就算外面露著一半也沒被偷過。捷運和列車均

一座一層樓的漂亮房子，堂前庭院植著蘭花、

不設安檢，以前一直很太平，近年經濟變差，

桂花，懸著吊蘭和畫眉鳥，中庭是一塊用作餐

惡性事件才多起來。我想，「倉廩足則知禮

桌的巨石，可供二十多人一起用餐。屋後種著

節」的道理，可能不在於人生活無憂就想有精

果樹，養著十幾隻肥嫩的雞、鴨、鵝。房內裝

神追求，而是殷實的社會裡貧富差距小，最貧

潢不亞於任何一個城市家庭，厚厚的地毯

窮的也能有相當安穩的生活，所以沒必要昧著

蓋在

木地板上，周圍圍著軟沙發。這家有一輛小卡

良心取不義之財。

車和一輛轎車，從車子外觀的陳舊程度看，大

正是這樣富裕、安全、平等的社會環境，造

概已經用過一些年頭。他們甚至還有一條需要

就出人與人之間的溫情、禮讓和互助。有時我

吃專業寵物罐頭的好狗。——簡直是我想像當

搬不動重東西，還沒想好要不要求助，就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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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伸出了援手。在路上等公車時，也常有好心

行政人員的謙遜使社會不需要崇拜和汲汲於

人免費載我一程。一個人去旅行時，我更喜歡

權力，這種氛圍也有利於促進對勞動的尊重和

用穀歌地圖找路，不是因為問路時當地人不熱

其他社會成員的尊重。在各個公共化妝間中，

心，而是被問的人為了給我正確指路，往往會

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提示語：「請疼惜清潔人

掏出手機幫我查詢，或者動員周圍一群家人、

員的辛勞，尊重下一位使用者的權利…」來

朋友一起幫我想最佳路線。這實在太勞煩別人

過臺灣的人都有體會，這裡即使是偏僻小地方

了。這些助人之人，幾乎都出於本能、不假思

設備陳舊的洗手間，都非常乾淨。這並非由於

索，這份陌生人之愛，也許是成熟的現代社會

清潔工不停處理客人的狼藉，而是由於使用者

中公民的必然素質吧。

能自覺珍惜他人勞動成果，也儘量避免給別人

如果我們有機會接觸臺灣的行政人員或公

造成不便。同時，來到臺灣，我意識到丟垃圾

職人員，這種感慨會更加強烈。在我辦理入台

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垃圾箱分成廚餘、紙類、

手續時，我自己學校的百般設限，辦事困難的

金屬類、塑膠類等等，基本上丟垃圾者都會嚴

同時得不到外事處老師應有的尊重。而和我素

格遵守這些類別。在提供午餐的大型學術會議

昧平生的項目秘書曾美儀小姐，卻提供了最清

上，用過的便當盒會被整整齊齊地碼成一摞，

晰簡明的指導，最大限度地提供大陸方面所需

一次性筷子和塑膠筷子袋分開丟棄，而橡皮筋

材料，而交大方面一系列蓋章她全部幫忙處

統一丟在一個小盒子裡。可以想見，每個人小

理。尤其在我陸方學校不斷反復，幾次變更行

小的規範行為給清潔工人帶來多大的方便、減

程、需要重申請入台手續時，我很是過意不

輕了多少的勞動，同時也對共同體中生活的其

去，想著若太讓她為難就放棄來台，她卻鼓勵

他成員避免了多少不必要的打擾。

我堅持，並一次次幫我重辦所有手續，這份禮

很多來過臺灣的人將這樣的素質歸結為對

遇，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我只是在做我該

中華文化的繼承。我只能說，有道理卻不準

做的啊，不要這麼客氣啦。」她總是這樣回

確。先賢確實教導我們溫良恭儉讓，這些在大

答。從美儀老師這裡，我明白了公職不是權

陸文革時砸得粉碎的價值觀在臺灣得到了保

力，而是一份責任，盡力幫助同學、與學生成

存。但是不論哪個地域的「中華文化」，包括

為朋友，在她的認知中是那樣理所當然。這並

臺灣自古承襲的閩南和客家文化，並沒有太多

不是一種獨特的想法，而是這裡行政人員一種

的營養來教導人們如何突破人情社會的局限，

普遍的思維模式。可以推想，如果沒有學校自

如何像善待熟人一般善待陌生人。這些現代性

上而下管理人員耐心服務學生的風氣，不論個

的品質，恐怕是服務於商品經濟發展和自由市

別的老師多善良體貼也難以有效為學生提供幫

場需要的社會規範，也是政治自由所要求的公

助。

同時，我親身的體驗是，不論在學校辦理

民素養。如此說來，我們與其寄望於復興「

各種手續，還是打電話向移民署詢問出入境相

傳統文化」，不如思考如何深化「現代化」

關事宜，都能感覺到他們真誠地為我考慮，盡

。

力幫我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只是小小一個

有些不真實感。博愛的幾條大狗聽熟了我的腳

學生，與他們也無「關係」，他們為何這樣熱

步聲，早已不再對我大吠。學府路上面店的阿

心呢？我想，大概是出於不將自己定義為統治

姨和早餐店的小姐，看我進店就知道我要胡椒

者、而將自己定義為抍明者和服務者的「民主

粉加量的燙青菜和多加肉鬆的飯糰。同樓的幾

的習慣」吧。

位舍友，關著房門我都知道誰從我門前經過、

後天就要回到大陸了。我又像初來之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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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點鐘去找哪個朋友聊天她一定在宿舍。我對
生活半年的方寸天地、這個小天地對我，都太
過熟悉。這個熟到也許幾年後，我閉著眼睛就
能數出門前五棵榕樹、兩條水溝、一隻貓咪的
地方，大概永遠不會再來了吧？離別，竟是這
樣恍惚的傷懷。我感激這片給我帶來感動和感
慨的土地，祝福這裡我熟識和不相識的人們，
永遠和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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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交換學生
金林（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學系博士生）
交換期間：2017年9月1日至12月21日

匆忙返回北京，靜下來回憶在新竹的幾個

來到新竹像是重新發現了客家話和客家人。

月，許多畫面浮現。在此我嘗試把記憶捕捉連

尤其是隨彭明偉老師來到新埔、北埔，看到吳

綴起來，作為這段奇妙經歷的記錄。也希望能

濁流、龍瑛宗的生活空間，更意識到此前對台

為長居此地的朋友們提供一個過客的觀察。

灣理解的不足。而這種不足有一部分是福佬人

● 不同的聲音
自己從北京飛到桃園機場，按照美儀老師
事先發來的交通指南搭巴士、高鐵來到交大光

沙文主義的遮蔽，我在交大圖書館7樓讀到《人
間》雜誌某期對客家的「正名」更是看到這種
遮蔽之深遠。

復校區。一路算是順利，中間問了一次路，但

客家我之前還算有個概念，令我沒想到的是

有一種陌生感——不是因為對台灣陌生，其實

新竹有這麼多東南亞人。第一次遇到是在迎曦

台灣和我三四年前過來沒什麼區別——事後回

門那邊，之後便留意，發現幾乎每次去都能遇

想，大概是因為那份交通指南是英文的。它的

到，三三兩兩，二三十歲，女性居多，從聲音

閱讀對象是外國交流學生，而我正是一個「外

和長相可以判斷是東南亞人。猜測多是做「長

國人」。

照」的「外勞」。在台北不會感覺這麼強烈，

如果我自己找人問路來到學校，那體驗大概
就和來到一個大陸南方城市沒太大區別。其中
固然有所謂「同文同種」的原因，但反過來設
想，如果我不能用中文問路，變成一個英文讀
者，那一路看到的景物和來到東亞或世界其他
中等發達城市似乎也區別不大。
所幸我不是這樣走馬觀花的旅行者，有機會
看到更細微的生活樣貌和新竹的個性。首先我
捕捉到的是不同的聲音：除了常規的國語、台
語，還聽到了更多的客家話，以及東南亞的語
言。

大概被日本、韓國遊客和全球各地的語言沖淡
了。新竹作為一座生活和居住的城市，更能代
表台灣的社會狀況吧。據朋友講，十多年前台
灣人發現身邊出現了大陸來的服務員，一張口
也不太適應。現在聽到就沒什麼反應了，東南
亞的聲音也處在這個過程中。
作為一個北方人，一個比較特殊的體驗是我
會稍微控制自己的口音，讓它更像標準的普通
話/國語。這幾乎是不自覺的，而我由於此前多
年在南方求學的經驗，早已熟練操作。這不是
為了隱藏自己的身份（其實也隱藏不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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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更便於對方理解。這種依然異質的口音

小舞台的麵包，加上新竹有名的福源花生醬，

也讓我獲得了與當地人不同的經驗，比如有次

沖一杯咖啡聊當一餐。

在東門市場買水果，店主阿姨因此提醒我附近
小偷很多，要看好自己的錢包。
● 如何成為一個新竹人

不知對於這樣的體驗真正新竹人以為內行
否？
但返程時載我去機場的出租老司機說：「

因為知道自己要在這個城市生活一段時間，

你都在學校不知道外面。我在歌廳總共花了幾

就嘗試體驗普通市民的生活。剛來時正好趕上

百萬台幣啦。陪唱歌，喝酒的，八成多是大陸

中元城隍繞境，就到城隍廟觀禮。出身客家的

妹，台灣年輕女孩不去做那些啦，沒錢也去找

明偉老師告訴我義民節值得一看，我就也去看

銀行。大陸的假結婚過來的，沒別的生計啊，

到了神豬、神羊，另外也到關帝廟、竹蓮寺、

最年輕也三十多，四五十的也不少。對啊，這

校外的眷村等地感受了一番。其他好地方則多

個年紀哦。大陸年輕的那麼多誰要她們。在台

虧明偉老師和冉涌、老楊等在新竹的朋友推

灣有市場啊。」我又感到對這個地方實在很無

薦，加上在網上做的功課，讓我知道影像博物

知。

館每月排片會有一些文藝片，票價20台幣近於
免費（有次因為空調故障真是免費了）；城隍
廟旁邊的新復珍除了賣餅，樓上還有一家二輪
影院也值得一去；學校附近買水果不方便，最
好的選擇是清大夜市外的老K青果。
吃飯的話可以嘗試清大夜市的立晉豆花和
稍遠的

Fullpasta；老城區選擇更多，可以嘗

試石家魚丸（明偉老師帶我去吃的滷肉飯是我
吃到的最佳）、鴨肉許、彭成珍餅鋪、廟口鴨
香飯、郭家潤餅、玉禾田海鮮、霸道啤酒屋。
而我最愛的是西市汕頭館，不惜每週受夠了食
堂便當之後從學校騎youbike順寶山路而下專程
去吃。沙茶牛肉炒麵、牛肉湯、火鍋都值得推
薦。我和一個之前在清大讀書的汕頭朋友說起
這家飯館，她說從來沒去過，「我就是汕頭人
去吃那個做什麼？」
大遠百、巨城、SOGO之類大型百貨和愛買
這樣的大超市沒什麼獨特之處，有趣的是有次
我想買一個洗衣袋，在大遠百超市找了半天也

● 方便不方便
初來台灣的大陸學生通常會感到不方便：沒
有網購，沒有手機支付，沒有好用的手機打車
app，甚至很多地方不能刷卡。但我漸漸在紙幣
和零錢中感到另一種方便。我不得不探索周邊
的實體店，與具體的人打交道，而且不用在手
機上貨比三家就能得到一個合理的價格。這一
點在買書上尤其明顯，水木書苑的價格一般比
博客來還會便宜一些。
更重要的是這種不夠「先進」的生活方式
更能維護人與人之間的親近，就像此前不少在
舊城改造中保護菜市場的行動一樣，人們需要
產生、維護情感連帶的空間。反觀大陸的這些
發展確實減弱了人與周邊社區的關聯，而且漸
漸也發現網購並沒有保持最初體驗到的價格優
勢，反而更費心。台灣的商店像是更篤定，更
有跡可循；大陸則需要消費者自己更多摸索，
很多事情還處於變動之中。

沒有，結果在路對面的雜貨店買到。當然也有

但在交通上確實有些不便。很明顯新竹是

雜貨店和便利店沒有的，比如洗手液，我至今

為汽車設計的城市，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這

不懂為何學校裡各家便利店都沒有洗手液。

其實是大多城市的通病，在交大的特殊體驗是

早餐的選擇不多，我浙江來的室友因為校內
吃不到米粥、油條甚是痛苦。我的解決辦法是

從過溝站下車走回宿舍這段路實在有些遠，直
接到學校的車又太少。很多次我從台北深夜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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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下車再走這樣一段路自然會想如果有公
交或是共享單車就好了。
● 在台灣心懷世界
交大社文所和台聯大系統的亞際學程大概
是台灣最國際化的人文機構了。在其他大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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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個護身符，他說你拿起來就是你的。我拿
起來起來看，是大林鎮一個叫金林寺的，寺名
和我名字一模一樣。而那時候他還不知道我叫
什麼。按他一貫的說法，大概這是前世的機緣
吧。

在與美國看齊的時候（在這一點上不僅台灣、

我不是想說什麼神秘的事情，而是感到兩岸也

兩岸，全世界似乎也大同小異），交大這邊的

有一種命運式的關聯。本來作為一個大陸學

第三世界視野就尤其獨特和珍貴，也修正了我

生，我猜想會遇到一些統獨之類問題，但奇怪

對於「世界」的認識。在開學初亞際的新生會

的是也沒有台灣同學來問我這些。這其實讓我

上，我看到來自東南亞、非洲、歐洲各地的學

感到有些不安，大家都失去了討論的興趣甚

生，帶著各自的成長背景和問題一同學習；旁

至空間了嗎？而我同時感到統獨的問題並未好

聽的一場「藝術介入與社會批判：亞際知識對

轉，反而更深入內化成了台灣日常生活中潛在

話」研討會，聽到來自韓國、越南、台灣、中

的一部分。

國大陸的學者、藝術家講述各自的實踐經驗，

我無意站在某個立場做判斷，而是經過親身體

也是非常難得的場合。第三世界左翼的經驗和

驗感到兩岸問題是命運般必須面對的，鴕鳥姿

思想在這些場域中可以相互激發和鼓勵，除了

態只能讓我們在面對現狀時手足無措。而且要

對頭腦的刺激外也讓心中得到不少溫暖。在學

有一個整體的、歷史的眼光彼此理解，不然以

科體制愈加細分的現狀下，我似乎也漸漸習慣

功利或血緣之類角度看無法真正和解。

了在自己熟悉的一小片領域中活動。因此在這

其實統獨問題在大陸人的生活中遠不如對台灣

裡我像是打開窗子透了一口氣，也許更多的轉

人那麼重要，或者說二者對此的焦慮相差甚

變將要發生。

遠。我一直認為台灣是一個有趣的研究對象，

與台灣學生最深入的交流要算是在彭明偉老

而這番實際體驗讓我看到另一種使命，就是為

師的魯迅研究課程上了。這學期有幸參與這門

台灣，為兩岸找到一條思想的出路。在交大社

課的學習和討論，不僅讓我豐富了對魯迅的理

文所我也看到很多優秀的學者在為這項工作付

解，也加深了對台灣師生的了解。作為受過大

出努力。

陸大學中文系訓練的學生，我對魯迅和大陸的
魯迅研究都有大致的認識。相對之下，台灣同
學此前對魯迅比較陌生。但這同時使他們能夠
站在一個更加自由、活躍的角度閱讀、思考魯
迅，讀出我沒能看到的東西。更愉快的是能和
老師同學進行充分熱烈的討論，能互相激發互
相理解應該是在學校里最讓人留戀的事了吧。
● 命運的關聯
我在台灣遇到了這輩子最靈異的一件事：坐
陳光興老師的車，他的車也像個廟，擺滿了佛
像、掛墜之類。我打開副駕駛的門，看見腳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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