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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話
台

聯大四校合作的文化研究國際中心（IICS）
已經進入了第五年，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

（IACS）第五屆招收的學生也已經入學了。
在過去這五年中，大環境的因素使得整體經費並
不穩定，而且我們這個跨領域合作的跨校體制充滿
實驗性質，因此困難重重，各校辦公室也面對不小的
壓力；但是，在台聯大系統與四個學校極力支持之
下，IICS與IACS也在顛簸的路途中，逐漸走向穩定發
展的體制化軌道上。
我們深信，人文社會學科必須跨越學科領域的界
線，必須面對當前國際學術的挑戰，也必須承擔知識
實踐的社會責任，因此，從2003年開始，我們就努
力建立跨校與跨領域的合作，積極以台灣作為連結國
際學術交流的平台，促成國際學術合作，更組織各種
社會介入的工作坊，讓學術與現實世界能夠有更密切
的關聯。十多年來，無論是資深教授或是新進人員，
四校的同仁都願意以這些共同的理念，穩定而積極地

Joyce C.H. Liu l 劉紀蕙／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

推動各種跨領域、跨校與跨國的學術活動，共同培育
年輕學生，也累積了深厚的國際學術交流與出版的成
果。
回顧過去這一年，透過各校同仁的合作，我們所
舉辦的活動的確有聲有色。
這些學術活動包括著名國際拉丁美洲學者米尼奧
羅(Walter Mignolo)的「殖民、去殖民、資本主義」系
列講座，日本學者小熊英二的紀錄片放映與演講「現
代日本社會運動的性格與活動形態」，國際學者Alain
Brossat與酒井直樹(Naoki

Sakai)駐校講座開設的課

程「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重探」與「帝國文化史」，
跨校同仁共同規劃的亞際文化研究全球網絡（TEEP）
年度冬令營「衝突與正義：亞際社會中無法安頓的人
們」。

我們也邀請不同地區的國際學者，舉辦了幾場重
要的國際研討會，例如「衝突、正義與解殖」專題演

社會，NGO團體與藝術介入團體跨地連結，認識論解
殖與未來社會構想。

講與國際研討會，「情生驛動：從情的東亞現代性到
文本跨語境行旅」國際學術研討會，「台港文藝與跨
文化交流」工作坊，「鯤海驪珠：港台文學與文化」
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在東亞想像大學與公民社
會的可能性」台日學術交流工作坊，以及「族群衝突
與社會運動」馬來西亞與台灣學術交流工作坊。
我們更透過學術期刊的編輯，呈現了「社會實踐
與知識狀況的連結: 從農藝復興談起」的關注，並且在
國際書展中與讀者對話。

無論是透過文化歷史的批判性研究，性／別研
究，視覺文化研究，或是社會運動實踐的切入，都必
須回應這些問題。我們邀請國際學者以及學術機構，
透過合作，和我們一起思考與回應這些共同的問題，
也鼓勵學生朝這些方向探討。
目前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有46個在學學生(22位
本籍/ 24 位外籍)，來自13 個國家，已經有4位畢業
生。亞際學程學生每年都舉辦四校成果分享會，由學
生提出研究計畫報告，老師們以及同學們提出討論意

從這些活動標題，我們就可以看到各校同仁努力
的方向以及共同關注的議題。我們希望能夠以台灣

見，交換各自的視野與見解，這是一個難得的學習過
程，也是亞際學程的一個重要傳統。

作為據點，進行更多東北亞、東南亞與南亞的文化交
流。當然，這個努力方向並不意味著我們不納入歐美
的視野。相反的，以台灣出發，更能夠看到東亞地區
如何在全球化的脈絡下被牽動，例如資本主義自由市
場化所引發的移動勞工，發展主義所影響的環境變遷
與土地迫遷，殖民歷史以及冷戰結構所遺留的社會衝
突，民主制度的缺陷，以及NGO與藝術團體如何介入
社會的基層民主程序。

透過國際合作，我們已經和香港中文大學、日本
東京大學、韓國中央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新加
坡南洋理工學院與新加坡大學等校簽訂交換與學術合
作的協議書。我們目前也正在和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
心、印度德里大學、泰國Mahidol University國際研究
學院以及越南胡志明大學進行合作的洽談。師生可以
藉由這些合作管道，進行跨國修課或是移地研究，也
可以合作舉辦工作坊或是研討會。

我們的中長程計畫(2012-2022)，便是以「衝
突、正義、解殖——亞際社會的批判研究」，作為我
們共同努力的方向。這個中長程計畫包括三個面向：

往後五年，我們將會更為積極地推動我們的中長
程計畫，也希望能夠透過各校的合作，規劃各種形式
的交流工作坊與學術研討會，以便能夠有更多的學術

1.當前問題：以台灣作為樞紐，探討台灣內部以及
週邊東亞、東南亞及南亞社會相互牽連的衝突形式，

出版，培育出更多具有競爭力的本地以及國際的優秀
學生。

包括新興族群衝突、新種族主義、移工問題、新自由
主義與區域不均等發展、新興仇外心態與不平等公
民、文化治理等面向。

最後，我要再次特別向最近退休的交通大學陳光
興教授以及清華大學李丁讚教授，表示最高的敬意
與謝意。從九十年代開始，我們就都是一起工作的夥

2.歷史重估：從歷史過程梳理各種衝突的構成因
素，包括殖民、去殖民與後殖民的歷史過程，亞洲現
代性與國家暴力，冷戰與後冷戰的文化意識形態與政
治經濟區域結構導致的本地社會內部分化。
3.知識解殖與共同體問題：民主化運動與參與式

伴。過去十多年來，他們兩位為了推動台聯大團隊的
跨校學術合作以及跨校學程而付出的心血與貢獻，大
家都有目共睹。我相信無論是交通大學或是清華大學
的同仁與學生，都會延續他們所展現的精神，一起繼
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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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學者年度講座系列

米尼奧羅 (Walter Mignolo) ：
「殖民、去殖民、資本主義」系列講座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2017年傑出學者年度講座
專題演講一 : 去殖民後的去殖民性：冷戰後的去西方化
Decoloniality after Decolonization: Dewestern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2017年3月29日下午2:00-5:00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110教室

學術活動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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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杜克大學文學系與文化人類學系教授
Walter Mignolo 此次在台進行了三場講

座，講題分別為 ：一、去殖民後的去殖民性：冷
戰後的去西方化，二、西方支配的結束並非資本
主義的終止，三、永續發展的神話與承諾。
在第一場講座中，Mignolo教授通過「權力
的殖民網絡」（colonial matrix of power，簡
稱CMP）這一概念，提陳了他對於殖民性的關鍵
批判論述。所謂的CMP，即是殖民性通過各個不
同場域、階層或路徑之一連串管理和控制的複雜
結構，所構成的殖民性全球權力網絡。Mignolo
認為，要理解CMP，就必須認識到，殖民性是
由現代性所構成；換言之，沒有殖民性，就沒有
現代性。現代性只是西方文明的可見部分，另一
個更為隱含的部分，正是全球殖民性。殖民性是

化」（dewesternization），因為「去西方化」
僅僅是在政治以及軍事的層次上抵抗西方的操
控，而無論是以和西方對峙的共產/社會主義，
或是以均質化的世界觀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都無法解決當前全球殖民性造成的世界的失序。

一個全面涵蓋與層層連帶的結構，如果僅通過現

此次演講由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教授

代性的政治經濟學，而不了解殖民性在宗教、認

Alain Brossat 擔任回應人。 在 Brossat 的回應

識論、種族、性別、美學與主體性上的關聯與影

中，對於Mignolo提出的殖民性在各場域話語的

響，並無法充分解開殖民性在各個層面上的控制

操控，以及在今天必須轉換話語的條件與內容這

與形構。Mignolo更以符號學的角度，提出今天

一觀點，表達了贊同。然而，Brossat進一步提

的殖民性，在廣義的層次上，操控了一切言說的

出了一個介入性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究竟應該

「內容」（content），也就是所有一切「被表

如何讓「解殖/解連結（de-linking）」是「我們

述的」（enunciated）事物；換言之，在所有的

自己的」？Brossat此處所指的我們，正意味著

語言形構和知識生產上，處處都隱含著殖民性/

「世界的鄙民」。此外，Brossat也質疑，在Mi-

現代性的操控。其次，Mignolo特別強調，他所

gnolo的演講中，將台灣與中國的歷史，與南美

提出的「去殖民」，並非是冷戰後的「去西方

洲的歷史進行過於輕易的比較。

學術活動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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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學者年度講座系列

米尼奧羅 (Walter Mignolo) ：
「殖民、去殖民、資本主義」系列講座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2017年傑出學者年度講座
專題演講二 : 西方支配的結束並非資本主義的終止
The End of Western Domination, not of Capitalism
2017年3月30日下午1:15-3:15
台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

W

alter

Mignolo教授在本場演講中，將「殖民

性」（coloniality）在世界史中的過去、現在

和未來做了富有歷史縱深感的檢視，不只指出了殖
民性與現代性（modernity）、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帝國主義在知識論層次的關係，也
特別為未來破解、脫離殖民性提出了可資參考的路
線。
現代性與殖民性是一體的兩面；沒有殖民性，現代
性不可能存在──這是Mignolo教授長期以來堅持
的立論，也是讓他在相關領域樹立重要地位的關鍵
論述。在這場演講中，他首先針對這個說法加以發
揮，省思黑格爾世界秩序圖誌、康德的國族差異之
說、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與天主教串連的文明拉丁化
（Latinity）、後啟蒙時代漸次世俗化的文明拉丁
化、乃至於當代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有名
的「文明衝突」之說，其中所體現的歐洲中心思維
以及靠想像（而非根據歷史事實）所得出的世界地
緣政治。此外，為了使演說更具時效性，他特別舉
了若干近年出現的關於歐洲中心主義的著述（包括
David Landes、John Hobson、Susan George等人

學術活動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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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專書），一一加以回應、評述：在他看來，

以徹底破除長期以來的單一中心史觀。此外，去

這些論著固然企圖超越歐洲本位思想，但其提出

殖民性也較單純政治層面的去殖民（decoloni-

的未來選項，事實上仍然環繞著歐洲，以歐洲人

zation）更加基進，不以名義上的脫離殖民統治

文主義為出發點。

為滿足，而是以知識論上破除西方主義為終極目

其次，Mignolo教授特別申論，自文藝復興

標。

以降的拉丁化進程如何成就了歐洲中心主義，以

在這些歷史性評析以及前瞻性提議之餘，Mi-

及現代性與殖民性的接合。拉丁化與現代性的連

gnolo教授考量到協辦單位乃外國語文學系，特

結，與君士坦丁大帝脫不了關係，因為是他讓基

別花了一些時間探討語言問題，尤其是認清語言

督教開始與帝國結盟，也促使日後基督教在世界

政治之必要。

各地施展其精神與物質主張。及至後啟蒙時期，

演講結束，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王

尤其在十九世紀，拉丁化發展出第二階段，有了

智明教授回應。值得一提的是，在並未事先與講

世俗化面貌，取代稍早基督教的位置，而拉丁化

者溝通的情況下，王教授恰巧也提到了語言政治

與現代性、帝國的關聯也愈加錯綜糾葛。

的問題，尤其是外文系在現代中國（五四時期）

Mignolo教授接著探討甩開歐洲殖民性的幾個可

及台灣的成立緣由。

能路徑：其一為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

接下來的提問時間，有不少聽眾熱烈發言。

其二為跨現代性（transmodernity）；其三為去

由於講者在演講中不時提到當前世界各地實例，

殖民性（decoloniality）。第一條路徑，Mignolo

聽眾的回應也多半環繞現實政治，包括第三世界

教授認為並不可取，因為不過是同一個知識論典

的出路、歐盟的困境、川普時期美國的影響力，

範（即現代性）的內部變異。第二條路徑是由知

等等。而主持人外文系廖咸浩教授也針對台灣情

名的阿根廷裔學者杜賽爾（Enrique Dussel ）

境舉例呼應這些討論。由於發言十分踴躍，演講

所提出──這道進路也就是去西方化（dewest-

延長至接近下午四點方才結束。

ernization）路徑。Mignolo教授基本上認同這個
方法，但也擔心跨現代性仍可能被單一的現代性
（亦即習慣將歐洲思維宣揚為普世主義的歐洲中
心主義）所綁架，因此主張更為基進的去殖民路
線。去殖民性同樣也贊成去西方化，但強調必須
開拓多維（pluriversal）、多中心的跨現代性，

此次演講吸引八、九十位聽眾，在外文系主
辦或協辦過的演講中，屬反應異常熱烈者。講者
難能可貴之處在於，除了能針對學者、研究生做
深度發言，也能以深入淺出的語言與大學部學生
對話。

學術活動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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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學者年度講座系列

米尼奧羅 (Walter Mignolo) ：
「殖民、去殖民、資本主義」系列講座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2017年傑出學者年度講座
專題演講三 : 永續發展的神話與承諾
The Myth and Promis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7年4月7日下午2:00-5:00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326教室

在

第三場的講座中，Mignolo首先總述了三

講中，Mignolo提陳了他對於當代世界的核心概

重殖民性的結構，一是政治經濟層面上

念：「永續經濟」（sustainable

economies）

的權力的殖民性，二是知識的殖民性（包含認

。所謂「永續經濟」，他強調，是區隔於當代由

識論、神學與世俗科學），三則是存有狀態的殖

聯合國所聲明的「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

民性（種族、性別與人的自然性）。接著，他並

velopment）的世界觀。他認為，只有強調「永

爬梳了自十六世紀以迄當代，不同歷史階段的世

續經濟」，而非「永續發展」，才能真正逃開發

界的西方化歷程，也就是通過不同的西方救贖觀

展主義在全球各地造成的後果。Mignolo更以安

念，所構造的現代/殖民的全球狀況。在該場演

地斯山脈的艾馬拉族群為例，該原住民社群共居

學術活動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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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現的宇宙觀，正是他所提陳的「永續經濟」
的可能性。

民地認同一事？而這也牽連到Mignolo提陳的知
識的地緣政治，因為領土在現代國族形成過程中

此場演講由幾位交大社文所與亞際學程的

的確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也就是關乎另一個更基

博士生擔任。首先由唐慧宇提出了對於Migno-

本的疑問:知識對抗或生產是否一定得與身分對抗

lo “Colonial Matrix of Power (CMP)” 概念的質

有所牽連 ?

疑，她認為，當代世界的權力網絡，以及今天的
宰制和被宰制的關係，可能比一個可以指證歷歷
的西方殖民性更為複雜，而將今天世界的問題，
完全歸咎於西方價值或西方宰制，是一個將當代
權力網絡過於簡化的想像。接著是歐怡君的回
應，她認為，Mignolo提出的多重中心的世界秩
序，也就是既非資本主義、也非自由主義或馬克
思主義，而是回到美洲印加原住民傳統的路徑，
可以作為她對於台灣原住民研究的重要參照。她
談及，台灣原住民是被漢人與西方雙重殖民，原

最後，在座的酒井植樹教授，也對於Mignolo的論述提出了一個介入性的問題，那就是
「西方」並非實體（entity），而是話語/表述
（enunciation），並且，對於西方霸權的相對指
認，事實上也會和抵抗它的力量，構成一組相互
調節/依存（accommodation）的關係。此場演
講發言踴躍，在座聽眾也陸續提出了許多進一步
對話的可能性。Mignolo教授接著也花了許多時
間回應諸多問題，演講至五點半方才結束。

住民部落很多同時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以及保

文字：唐慧宇（交大社文所博士生）

留原本的祖靈信仰。但對現階段而言，他們試圖

攝影：陳曉妮（交大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碩士生）

要去漢化的意圖強過於要去西方化，如最近原住
民主張劃設傳統領域，就會與資本主義的私有財
產制相抵觸，這也是第三世界解殖的複雜之處，
太多的歷史交錯形成複雜的現實，而如何才能真
正「懸空」現代/殖民的敘事，走向解殖的道路。
林士鈞的回應則指出，Mignolo關於生活方式
的分析似乎給予經濟層面較多的關注,而對於認同
一事卻較少著墨。但就所謂「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

的生活模式中，認同一事卻會不

斷的出現，例如中國的現代化。因此，士鈞問
及，Mignolo在分析「去西方化」時如何看待殖

學術活動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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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學者年度講座系列

小熊英二：紀錄片放映與演講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2016年傑出學者年度講座
講題：《首相官邸前的人們》紀錄片放映
暨「戰後日本政治文化的結構變動」專題演講
2016年11月28日（週一）18：00-21：30
光點台北之家二F多功能藝文廳

講題：現代日本的社會運動――性格與活動形態
主持人：藍弘岳副教授
回應人：林淑芬教授（交大社文所）、汪宏倫研究員（中研院社會所）
2016年11月29日（週二）14：00-17：00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204室

學術活動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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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28-29日，日本慶應義塾
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小熊英二

(Eiji Oguma)教授應國立交通大學/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盛情邀請，來台給予傑出
學者年度講座。本年度講座分兩日進行。第一日
先於「光點台北之家」放映由其執導的311福島
核災議題紀錄片《首相官邸前的人們》（2015年
上映）。本片在2016年獲得「日本映画復興奨励
賞」殊榮。隨後小熊教授以日文給予專題演講「
戰後日本政治文化的結構變動」，由交通大學藍
弘岳副教授主持。第二日，同場紀錄片29日上午
於交通大學放映。下午小熊教授則以英文發表「
現代日本的社會運動――性格與活動形態」，提
出日本社會運動的特質，以及與台灣社會運動的
關聯性。交大社文所林淑芬教授與中研院社會所
汪宏倫研究員皆在演講後給予精采回應。
小熊教授不僅僅是當代日本最著名的社會運
動史學家之一，對於日本帝國治理與戰後經驗都
著力深度訪談與研究基礎，近年來特別聚焦以哲
學方式說明改變社會的方式，包括近來反核運動
背後的抵抗思維。其在台出版中譯作品有《如何
改變社會》 (社会を変えるには) ( 2015)以及《
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
生命史》

(生きて帰ってきた男ーある日本兵の

戦争と戦後) (2015)。
兩日的演講以不同的角度，實則皆在講述冷
戰後，全球化與現代化過程中，日本政治的穩定
度如何影響公共關係。在2011年後，不穩定的政
治與幾近崩化的政黨，集聚一群無穩定工作的人
們 (如:兼職音樂家、老師、 設計師、圖書館員…
等等)

，以佔領場所的方式，進行社會運動。小

熊教授認為這些人工作上的不穩定，是對於無法
在社會或是世界上取得一席之位，感到擔憂。
於光點台北之家的演講中，小熊教授以日本
政治文化的結構角度切入，論述日本社會由二十
世紀轉型至二十一世紀，社會與家庭穩定結構如
何改變。在二十世紀，由勞工、家庭政黨工會為
單位組成的政黨，以穩定社會秩序為前提

(在西

洋以教會為主)，在日本社會扮演了重要的支持結
構角色。其中，在家庭穩定性中，製造業相當重
要。但全球化趨勢開始後，保守政黨勢力開始減
弱， 其不只無法增加工作機會，也讓人民感到無
法在世界取得一席之位的擔憂。世界各地於是開
始新型的社會運動，以佔領場所的型態，參與者
多為無名人士， 站在人們面前，討論社會議題，
希望得到關注，並對其關心議題改善。
這樣的轉變其實都是冷戰後，日本社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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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改變。二十世紀的製造業移轉 ， 到了 2013

持不同政黨，無法影響選舉結果。最後，小熊教

年已減到1992年的

授在結論中提到，政治不穩定並非日本的特殊情

2/3，1990年代公共事業與

建設業增加了11％就業人口， 造成財政赤字。但
2000年後，日本公共事業減少，都市地區未能夠
提供穩定工作機會，服務業與長照業增加，但都
屬於不穩定工作類別。1990年代，自由民主黨在
選舉中敗北。整體來說，因為貿易自由化，就業
機會減少了40%，自由民主黨的基礎被減弱，因
為其支持基礎皆分布在鄉村與郵局。

況，而是全球化的一角。
會後聽眾提出了幾個有趣的問題，其中之一
是日前受到矚目的同志婚姻運動。一位與會者提
問在同志婚姻討論中，有贊成與反對兩方，雙方
該如何互相接受或達成共識？小熊教授提出兩點
回應。他認為社會運動是一種可以先共同討論的
活動。當然選舉也是一種，是社會產生共識的結

過去1960年代的安保運動或是反核運動的特

果，選出的人一起討論議題，也就是我們說的代

色是工會與學生運動，領導者為政黨或工會成

議政治。其二，有時候這樣的討論無法順利時，

員，但2001年之後的社會運動與工會和學生無

補救的方式可以進行主題性投票，以論述或是數

特別關係。這些參與者藉由社群網路等方式散播

字說服群眾，比如可以讓產業或是文創工作機會

訊息。由於政治與經濟不穩定，前述不穩定知識

提高，這樣就有可能達成共識；或者，參與者以

分子的增加，他們不分男女老幼，擁有技術，協

哭泣或是情緒性的方式表達其意見，也可以得到

助社運。例如，2015年

大眾的同情，進而產生共識。

，自由民族主義學生團

體，組成十萬人社會運動，可能很多人認為這是
1960年代社運的再現。但我認為不是，這些人只
是以學生為名的社會運動，其舉動與2011年後世
界公民運動相通，這些人沒有特定屬性，各自支

在交通大學的演講中，小熊教授講授內容
與第一日雷同，不過論說角度則是更著重於在
社會運動中，動員參與者的方式與原因。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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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1992年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勢力的增強、
工作機會流失、政治秩序崩壞等都是全球性的問
題。身為一位歷史學者，小熊教授認為日本問題
應置放在全球影響系統的角度下，其他國家如：
菲律賓和中國也發生類似問題。他認為社會秩序
被權力所控制，而 現代化與經濟影響了秩序，政
府越來越難維持秩序，故產生財政危機。

21

回應與問題

(交大社文所林淑芬教授)

林淑芬教授首先對藍弘岳老師邀請她擔任回
應人表達了感謝。林教授談及，今天的回應其實
不完全是針對演講內容，也是看了小熊老師的專
書《如何改變社會》之後的分享。由於時間關係
無法一一討論複雜的問題，林教授提出一個問題
是，要求國家發揮社會保護功能或是提供社會安
全的訴求，不僅在小熊教授的演講中的SEALDs

日本政黨政治的崩壞使得家庭組織在現代社

提到，也是其他國家反新自由主義金融霸權社會

會中越來越難維持秩序，家庭主婦抱怨越來越難

運動的核心。換句話說，「把國家要回來 」(re-

拿到好的食物，政治的衰落來帶影響家庭，人們

claiming the state)成為一種共識，那麼，要回

開始不斷移動，尋求更好的生存地點。也就是

什麼性質的國家，便是問題的關鍵。

說，國家 (nation-state)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力
不足以執行政策，來改變現況，尤其是全球化下
無法控制的現況；但同樣的，國家其實也是個過
於龐大的機器，在執行民主政治上也感到力不從
心。此外，大眾傳媒與數位網路也在這個世紀的
社會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動員參與以及資
訊流傳。

我們可以思考一些問題，如：在苦嘗經濟不
平等與民主崩壞的苦果時，為什麼標舉社會民主
的政黨無法獲得顯著地支持？相反的，右翼民粹
主義乃至右翼法西斯主的政治勢力，反而能夠獲
得越來越多的支持？
林淑芬教授與小熊教授不同的意見在於，小
熊教授認為世界各地的佔領運動無法反映在選舉
結果上。其實，在希臘2010年占領憲法廣場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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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香港的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在後續選舉

馬克思提出類似的想法，他的價值理論中提到所

結果中，得到相當顯著的反映。也就是，如何持

有的東西都應該是可以販售並以金錢交換的。金

續地建立與擴大連結，如何透過選舉方式，重新

錢本身沒有所謂的「質性」(quality)，只有「量

凝聚集體認同與共通情感是相當重要的。

性」(quantity)。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是商品。在這

另外，林教授請教小熊教授的問題是，在小

交換商品過程中，人們開始失去自己。

熊教授的專書《如何改變社會》中強調：思想或

大眾主義尋求敵人，認為這是「我們」，不

思想家的貢獻不在於提出「人類歷史上從沒出現

是「你們」，這是很危險的一種認同方式。新社

過的真知灼見」或者「最新的，具有劃時代意義

會運動與大眾主義的不同在於新社會運動是尋找

的思想」，而是能夠「在共同的基礎上進行對

「我們是誰」、「我是誰」的過程。在1920年

話，討論要建構什麼樣的社會」。林教授請教的

代的台灣人與日本人認同建立的過程中，有些台

是，在日本經歷社會運動後，日本的社會在「共

灣激進份子想要建立台灣與中國文化連結關係，

同的基礎上」獲得怎樣的發展？

有些則想建立與日本的連結，它們所要建立的「

小熊教授在其回應中以柏拉圖哲學回應為何
標舉社會民主政黨無法獲得顯著地支持，但右翼
民粹主義反而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他認為有很
多說法，基本上這其實是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特
性(nature)。在一個社會中，當人們販售自己的
土地，他們便開始失去工作，也開始失去穩定的
狀態，也同時失去了自己 (lost what I am)。如
此，他們如何定義自己是誰呢？他們只好認同
「自己不是…」，他們在尋找敵人中知道自己。

台灣性」(Taiwaneseness)其實都並非要與日本
人區別開來。也就是說，建立「我是誰」是很困
難的;相對的，建立/找到敵人比較容易。「全球
化」、「國家」、「民主」其實是互相矛盾的，
我們因此想要找出「非國家性」的東西，而國家
與民主概念也應在全球化過程中改變，小熊教授
認為我們應該嘗試建立「我們是誰」(what
ar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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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即使這個行動持續下去，也很難發生影響

汪宏倫教授首先表達對於此對談機會的感

力。問題在於，如果發生不了現實的影響力，那

謝，汪教授提及，他的提問和林淑芬老師的回應

麼為什麼還要持續下去？我們如何評估五年、十

有部分重疊，不過還是會提出，看看小熊教授是

年後的影響？

否能再多做些回應。汪教授表示和小熊教授都是

小熊教授的書《如何改變社會》讓我們聯想到

社會學者，都從事歷史社會學的研究，也關心民

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了解世

族主義、國民意識、戰爭遺緒等問題，這是汪教

界，而是改變它」。這本書主要訴求的讀者是日

授和小熊教授最能產生對話的地方。對於身為社

本社會的一般大眾，希望讀者能夠和他一樣一起

會運動實踐者的小熊先生，汪教授嘗試提出一些

來改變社會。問題是：我們究竟希望把社會改造成

問題，希望請教一些他的經驗與看法。

什麼樣子？其實一直到現在為止，在世界上的不同

對於新社會運動無法反映選舉結果的看法，
兩位有不同的觀察。台灣的三一一或是太陽花學
運某種程度都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現況，對接下來
2014、2016兩次選舉都產生影響，是否能產生
影響這件事，每件案例可能不一樣，不能一概而
論。
小熊教授認為SEALDs在二十世紀的政治體
系中難以有影響力，對此，汪教授表示訝異。因
為，雖然SEALDs 的確在今年夏天解散了，但官
邸前的抗議活動現在還在持續當中。對小熊教授

角落，還是有許多人想要改變社會，只是採用的手

學術活動特寫

段方式不同。有些人走上街頭，有些人靠手中的選
票，有些人則靠槍砲子彈。問題在於：人們對於「
社會必須被改造成什麼樣子」的想像非常不一樣，
也缺乏共識，對於「改造社會應該採取什麼手段」
也有不同的主張。長遠來看，究竟我們希望社會被
改造成什麼樣子、政治體制要如何回應這些呼聲，
汪教授表示很希望聽聽小熊教授的看法。
此外，汪教授談及最近進行中的一項研究，
便是希望探討東亞各國之間衝突的戰爭記憶與歷
史認識，如何透過歷史對話的方式，達到和平與
和解的目標。小熊教授研究過日本的殖民主義與
民族主義等問題，應該也很清楚東亞各國內部與
相互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歷史認識的衝突問題，小
熊教授覺得這樣的衝突應該如何化解，或者是否
有可能改變。

24

拍攝？日本政府是否回應社會運動？國際移工在
日本的社會運動是否扮演角色？對於無法掌握的
民主程序該如何靠近？誰是「我們」？有怎樣的
「政治共同體」？我們不能改變社會結構這件事
是否會變成僵局？這樣的社會矛盾與敵對在大政
府下該如何解決？
小熊教授給予以下整體簡短回答。社會該如
何被呈現與被看到可以從社會運動、訪談、媒體
等等方式得知。各位可能想知道社會運動如何影
響政治或是選舉。選舉其實是種社會的再現(representation)。社會運動、問題的提出、學術研
究…都會讓社會被看到。社會再現是一面社會的
鏡子，反映社會型態。從人們呈現的方式，我們
發現社會在改變。需要改變的目標其實是社會，
社會被改變後，我們看到的再現也會改變。社會
運動的因素很多，在日本，它很難直接影響選

之後聽眾也詢問了問題，如:一些社會運

舉。小熊教授解釋，在其紀錄片中人員主要是從

動者太激進，也不願意入閣，故無法改變政治體

熟悉的人選出，從不同的年齡、性別、階級、世

制；對紀錄片的製作，如何選擇訪談人與人們來

代中選出，他非常謹慎在選訪談者。但他很難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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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國社會運動者來訪談，因為他們對維持身分
與簽證非常小心。媒體在日本其實已經失去公信
力，但仍舊勢力強大。廣播公司必須取得日本政
府的允許才能拿到執照，所以有時候在敏感議題
上必須妥協。很多日本人對政治現況不了解，必
須藉由電視得知訊息。在日本，移民的數字非常
小，移民議題中，通常將中國人與韓國人排除。
小熊教授認為呈現「我們」，讓「我們」被看到
是很重要的。

文字：蘇凰蘭（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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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教授來台期間，先於11月28日在光點台
邀請人：藍弘岳撰稿

北之家二樓多功能藝文廳，放映《首相官邸前的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人們》紀錄片，然後進行一場題名為「戰後日本
政治文化的結構變動」專題演講。該演講是小熊
教授先以日文演講然後再口譯為中文的方式進

小熊英二是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

行。在講演中，小熊教授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角度

教授，已獲獎無數，是日本著名的歷史社會學

對日本1970年代以後的政治文化變動有很精彩的

家。他近幾年也開始拍記錄片，拍了《首相官邸

説明。他説明1960年代時新左翼的學生運動興

前的人們》。但該片與其説是他拍的，倒不如説

起，然後1960年代至70年代都市裡也開始有知識

是集衆人之力而成之作。因為這部記錄片的内容

分子和高學歷的家庭主婦推動公民運動的發展。

集結了許多人在反核運動現場所拍的影片，而且

但從197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前期，整體而言因

加入對當時的日本首相菅直人、社會運動家、商

經濟景氣佳，人們對生活的不滿減少，社會運動

店店員、福島居民、醫院工作人員等的訪談所串

的氣氛是低落的。不過，隨著冷戰終結，日本社

聯而成。小熊的主要工作當是在剪接與串聯。當

會存在的方式也逐漸改變。首先製造業開始往海

然該片在他巧妙的剪接與串聯下，可説真實呈現

外轉移，地方的人口也開始流失，公共事業也減

了福島核災後的樣貌。由於小熊教授相當致力於

少。這些變動弱化了自民黨的基盤，使民主黨取

反核運動，也非常熱衷於推廣該記録片。所以，

代了自民黨執政。福島的核能事故就是在這個脈

他在2015年夏天開始便在日本與世界各地巡迴放

絡下發生的。然而，福島核災之後的發生的日本

映該記錄片和進行相關的講演活動。所以，我們

反核運動也不同於60、70年代的社會運動，並非

也就順水推舟地請他來擔任2016年台灣聯合大學

是組織性的動員，而是透過網際網路或臉書等社

系統 &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傑出學者

交網站來擴散資訊並召集參加者。但小熊教授認

年度講座。

為這種新二十一世紀新型社會運動無法影響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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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誕生的日本政黨政治選擧。不過，他也強調

黨政治選擧的看法，而提出不的觀察和看法。不

這些並非日本的特殊現象，而是世界的普遍現象

同於小熊教授，他們兩人大抵認為不論是2010年

在日本歷史脈絡中漸趨產生的結果。

希臘佔領憲法廣場，2011年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

針對上述的演講，與會者也同紛紛提出許多
問題與小熊教授討論。與會者大都是年輕人，甚
至有高中生。他們許多人也似乎都或多或少懂日

（Indignados），或是2014年相繼在臺灣與香港
出現的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在後續的選舉結
果中，都獲得相當顯著的反映。

文。甚有同學試著用日文問問題。這些現象皆

不過，事實上小熊教授也認為核能産業與自

反映出年輕一輩的台灣人中有許多人對公民運動

民黨是受新浪潮衝撃而逐漸變小的岩石，而日本

與日本社會有興趣，他似乎都關心近年來在東亞

的反核運動則代表著逐漸變強的新浪潮。他認為

世界發生的幾起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間的關係，也

這種新型無組織的運動必伴隨高潮與退潮，今後

有同學試著從台灣視角提出問題。整體而言，這

亦會重複發生，以改變主題的方式再出現。或許

樣的活動讓我們更注意到年輕人關心的問題與視

因為小熊教授是在日本脈絡看到日本的反核運動

角，値得我們再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擧辦相關的

等新型運動無法短期改變日本政治的現狀；相對

活動。

之，林與汪則比較從台灣的脈絡感受到新型的社

之後，小熊教授於11月29日在交通大學社文
所放映《首相官邸前的人們》紀錄片，之後也進
行講題為「現代日本的社會運動――性格與活動
形態」的演講。此次講演尚邀請任職於社文所的
林淑芬教授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的汪宏倫
教授擔任與談人。
小熊教授在交通大學的講演内容與28日的演
講内容有所重複，但是以英文進行的。林淑芬教
授和汪宏倫教授皆注意到小熊提出的新二十一世
紀新型社會運動無法影響二十世紀誕生的日本政

會運動（公民運動）實際影響選擧結果、改變現
狀的事實。或許我們可説相較日本，台灣的社會
運動現段階是比較活躍的。但長期來看，説不定
當台灣這邊漸退潮時，日本那邊反而可能有改變
社會的社會運動高潮出現。不管如何，這場講演
不僅提醒我們應從全球史的視角來理解問題，更
促使我們應瞭解日本與台灣在政治、社會等種種
層面的差異，並強化彼此的認識。而且，今後或
許在彼此異同的理解上，當可進一步思考跨國的
社會運動連結如何可能與如何運作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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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者駐校講座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活動回顧

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重探
Marks for a critical approach to Eurocentrism
客座教授：Alain Brossat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榮譽教授)
每週二下午1:30-4:30
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社文所與亞際文化
研究學程於105年度下學期延聘巴黎第八大
學哲學系榮譽教授Alain Brossat進行一學期
的駐校課程:「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重探」。
課堂上Brossat教授利用哲學、人類學、後
殖民理論做為思考進路，搭配分析多部觸及
歐洲中心主義的小說、自傳及電影，藉此引
發同學們討論其現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
及在不同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之下，所顯現出
來的殊相與共相。本課程採用英文授課，吸
課程說明:

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學生與台灣本地學生

The course will touch upon some issues, in-

修讀，授課方式大致上採用一次一講的講授

cluding “discovery” or conquest, slavery, pro-

模式，單次講座又可分為兩部分，前半段由

moters and detractors, race, pride and preju-

Brossat教授提供講座及開放學生針對授課

dice (Black Power), the forgotten Revolution

內容進行詰問與討論。後半段則是播放及分

(Haiti), sailors, discoverers, explorers, travelers

析電影，欲藉由影像給予學生上課內容更為

and anthropologists, otherness as madness,

實際的體驗。如此一來，一方面介紹學生當

decolonization of knowledge...etc. Students

代思潮議題及批判理論，另一方面著重於對

will be guided to read works by Diderot, Sade,

歷史與文本的實際分析，無形中訓練學生將

C.L.R. James, W.E.B. Du Bois, Boaventura de

批判性理論實際運用於對日常生活的思考及

Sousa Santos, Claude Lévi-Strauss, Pierre

反省，以此達到人文社會學科回應當今處境

Clastres, Louis Sala-Molins, Henri Michaux,

的批判反思之力。

Roland Barthes, Jean Genet, Malcolm X, Aimé
Césaire, Achille Mbembe...etc.

文字: 林士鈞（交大社文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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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者駐校講座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活動回顧

帝國文化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mpire: The End of Pax Americana?
客座教授：酒井直樹 (美國康乃爾大學亞洲研究暨比較文學系教授)
每週五下午1:20 至 4:20 (4月14日至6月30日)
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課程說明：
What kinds of ideas, philosophies, or legitimating ideologies are associated with empires? What imperial roles are assumed by
intellectuals and with what effect? By juxtaposing comparatively what are often thought
to be radically different cases of imperial
dominance – the Japanese and the American -- this graduate seminar will attempt to
generate new questions and insights regarding
the intellectual mobilization that accompanies
empire in these, and other, places and times
with a view to the current global situation we
are facing: the end of Pax Americana.
This seminar is mainly for graduate stu-

dents, but some qualifi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re welcome. The medium for this seminar is English even though some of the lectures
at the workshops may be given in Chinese. All
the assigned readings will be in English; class
room discussions wi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Major emphasis will be placed on lectures and
class discussions, not only on discussion of
assigned readings but out of class research,
classroom presentations, and the preparation of a research paper for submission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Research papers should
strive for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empire,
but need not focus on the Japanese or American cases.
During the duration of this seminar two
workshops will be held to which some authors
whose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we are going to read will be invited (Week 5 & Week
8). The enrolled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the workshops as long as their schedule allows. The most of the presentations at
theworkshops will be video-recorded, so that
those students who cannot attend the workshops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in their course
schedules can watch the video-taped repro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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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

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衝突、正義與解殖 I
專題演講與國際研討會

專題演講一: 藤谷藤隆(Takashi Fujitani)
On a Nationalist Critique of ‘Zombies’: Subjects and Sovereigns in North
America and Japan under Total War
2017年5月10日下午2:00-5:00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專題演講二: 米山麗莎(Lisa Yoneyama)
“Comfort women” Redress and the Japanese Right-wing Revisionism
2017年5月11日下午2:00-5:00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交

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於五月份邀請多

進行系列演講。通過兩位教授對於亞太地區和東

倫多大學歷史系教授藤谷藤隆（Takashi

亞歷史所涉及的解殖議題的研究，對於長期關心

Fujitani），以及該校的東亞研究暨婦女與性別研

二戰後歷史遺緒、解殖議題的師生們而言，是一

究學系教授米山麗莎（Lisa Yoneyama），來台

次重要的對話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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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講座藤谷藤隆教授以「殭屍」（zom-

當二戰結束，慰安所和慰安婦議題未曾出現在日

bie）作為沒有主體性、如傀儡一般的社會成員為

本和各國之間的戰後協議裡，顯然日本有意漠視

隱喻，批判了戰亂時期的南美和日本所發動的主

過去的暴力行為。隨著近年來愈來愈多的慰安婦

權政策。藤谷教授截取了30年代以殭屍為主題的

出現在大眾媒體述說當年的迫害，加上社會組織

美國電影，深一層指出當權者如何通過大眾媒介

的聲援和控告，二戰時期日軍的性暴力行為日漸

宣導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電影中出現的黑人奴

受到廣泛社會的關注和譴責，日本政府和國際組

隸、勞動婦女和柬埔寨軍人等，正活生生地對應

織基於各種壓力不得不重新審視慰安婦議題，當

著那個年代出現在社會裡的各種不平等種族結構

中包括國際法庭對慰安婦課題重新展開對話與審

與操縱機制。藤谷教授指出，要成為有自主能力

判，並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會對受害者作出賠償以

的個體，社會成員唯有不斷活躍參與知識系統的

及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等。過去長期被壓抑或被

建構，才能成為有能力自我主宰的個體，並且與

修改的歷史，即是帝國主義的表現，在民主體制

外界連結形成超越體制、跨國的連結才能形成有

裡對不正義的過去進行彌補。而轉型正義的必要

力的抵制力量。演講過後，在座有老師提出也許

性在於保障基本人權之普世價值，和防範未來政

國族主義和殭屍的比喻已不符合當今社會現象，

府對人權的侵犯。

但若審視今日的資本主義如何鼓吹消費活動，正
對應了失去主體性的大眾群體，因此找到打破此
種系統邏輯的工作顯得更加迫切。

記錄: 吳君儀 (交大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碩士生)
修訂: 唐慧宇 (交大社文所博士生)

次日進行的是米山麗莎教授以慰安婦議題為

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台聯搭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主軸的講座，其論文探討了於90年代興起的戰爭

優秀外國青年來台短期蹲點計畫（TEEP）、國立交通

遺緒和歷史正義等課題，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台

justice)如何可能，以及平反或糾正歷史的意義。

聯大系統）

學術活動特寫

32

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衝突、正義與解殖 I :
「美治和平體系的遺緒與美國殖民-帝國的殘餘」國際研討會
Conflict, Justice and Decolonization I: The Legacies of Pax Americana and
the Remnants of American Colonial-Empire

2017年5月12日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204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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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於2017年5月12

同日的第二場演講由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

日舉辦 “Conflict, Justice and Decolo-

暨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系教授米山麗莎（Lisa

nization I: The Legacies of Pax Americana and

Yoneyama），發表 “Remnants of American

the Remnants of American Colonial-Empire”

Justice: Okinawa’s Transpacific Critique and

研討會，此研討會乃本中心於本年度舉辦之「

the Post-1990s Redress Culture”一文。米山

衝突、正義與解殖」系列講座中的第一場會議。
該場會議首先由多倫多大學歷史系教授藤谷藤隆
（Takashi Fujitani）發表 “Decolonization as
Empire Building: Japanese and American Wartime Films on the Liber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1943-1945”

一文，並播放許多相關的電影片

段。藤谷教授主要談論並批判在二戰時期中，通
過日本和美國電影生產所再現之對於菲律賓人的
解放。其批判論點在於，在這些以自由、自我
決斷和解放為名的軍事戰爭和佔領下，其實恰恰
是藉由對殖民主義的否認而建立另一種形式的帝
國，而這是藤谷所提陳的，解殖作為一種延續帝
國統治的策略。在此種帝國策略中，自由成為一
種抽象意義、感覺、情感以及可供消費的電影橋
段。在演講過後，回應人白瑞梅針對類型片的生
產及其意識形態機制進行了提問，而另一位回應
人Alain Brossat則認為，藤谷對於這些二戰電影
的批評，事實上只是好萊塢文化生產機制的其中
一個小篇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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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主要指出在1945至1972年間，美軍佔領
下的沖繩作為一個軍事暴力記憶的跨疆界場域，
並提出後國家主義的解殖正義，仍舊是讓冷戰下
的沖繩成為某種閾限（liminal）狀態，也就是一
個看似解放然而仍舊被佔領（liberated yet occupied）的階段。米山更以1967年出版的小說
Cocktail

Party為例，來具體描繪這種狀態。這

種閾限狀態一方面否認了殖民佔領，卻在另一方
面延續了戰後的帝國治理關係。演講過後，回應
人林建廷與王智明，也分別提出了精彩的問題。
第三場演講由京都日本研究國際中心日本文
學教授坪井秀人（Hideto Tsuboi），發表 “The
Dead Recolonizes the Living: Rethinking the
Discourses on the Dead after “Fukushima” in
Japan”一文。坪井教授首先介紹了日本在2015
年，由SEALDs（Student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組織的抗議國家安全立
法的社會運動。該抗議運動不僅僅在街上進行，
也通過手機網絡快速組織。坪井更提出，在311日
本東北大地震後，日本在文學批評界興起了某種

「對於逝者的論述」（shisha-ron; discourse of
the dead），正如歐巴馬在廣島的演說，也正是
某種對於逝者的追悼。坪井認為，今天的日本所
需要的，恰恰應該超越對於逝者的哀悼，而應聆
聽生者的聲音，並提出對於生者的論述。對此，
與談人酒井直樹更補充道，今天日本的社會氛圍
對於年輕人來說確實是非常痛苦的，所謂無望並
非是欠缺希望，而是對未來保有著希望這件事本
身是令人無望的。酒井更談到，相對於台灣、香
港和南韓，今天的日本，事實上並沒有相應規模
的社會運動正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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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衝突、正義與解殖II :
殖民帝國的轉型與人文學科的困境
Conflict, Justice and Decolonization I: Paradigm Shift of the
Colonial-Imperial Order and the Aporia of Human Sciences
專題演講一: Sandro Mezzadra
抹逝之下的民主? 歐盟及其多重危機
Democracy under Erasur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ultiple Crises
2017年5月31日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學術活動特寫

義

37

大利波隆那大學政治與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接著，他提出，今天替代歐盟的方案，很大程度

Sandro

Mezzadra此次於交通大學展開

上進入了一種重新國家化的秩序，而這種秩序一

兩場專題演講，第一場講題為: 抹逝之下的民主?

方面從屬於全球金融，另一方面則是美國軍事政

歐盟及其多重危機(Democracy under Erasure?

策。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ultiple Crises)。
第二場講題為: 全球的疆界化: 勞工的擴增與解殖
的挑戰(Bordering the Global: the Multiplication
of Labor and the Challenges of Decolonization)，則於研討會第二日進行。

Mezzadra接著提及歐盟的歷史脈絡，自40年
代興起歐洲共同體的討論一直到1993年正式成立
歐盟，事實上皆和冷戰脫不了關係。Mezzadra
提及今天的歐洲困境正是來自於邊界，其中大量
非法移民在企圖進入歐洲邊界尤其是地中海區域

在第一場演講中，Mezzadra首先針對此次會

時死亡。事實上，邊界管治的地理多重化以及各

議的「解殖」主題提出立場。首先他並不認同今

種流動管治的實施，在近二十幾年來不斷改變並

天的解殖和後殖民論述對於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

重構歐洲的地理空間。Mezzadra最後更提及，今

進而導向對於歐洲共同體的拒斥，他認為，今天

天的歐盟更像是一種「行政聯邦制」(executive

的危機恰恰是要通過歐洲內部由新左(New Left)

federalism)，其正以撙節、政治修辭的重新國家

所發起的社會抵抗運動，一種對於民主、自由與

化、以及官僚體制進一步消解民主的正當性。

平等意義的更新，並且，這樣的政治方案應該被
置放在以全球為範圍之更大的解殖計畫之中。也
就是說，對於殖民帝國危機後的世界秩序重整，
和對於社會正義的訴求，應該是一致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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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衝突、正義與解殖II:

殖民帝國的轉型與人文學科的困境 國際研討會
Conflict, Justice and Decolonization II : Paradigm Shift of the Colonial-Imperial Order and the Aporia of Human Sciences
2017年6月2日、3日
交通大學人社二館204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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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首日開場，首先由美國康乃爾大學比
較文學與東亞研究系教授酒井直樹(Naoki

Sakai)發言提陳此次研討會「衝突、正義與解殖
II：殖民帝國的轉型與人文學科的困境」會議主
旨。此次會議旨在對於二戰與大東亞戰爭過後，
在美治和平體系的遺緒、解殖議題與知識生產狀
況所交會的問題性上展開對話，並通過對於「區
域研究」之機構建制的檢討，進而對於人文學科
知識生產進行反思，而台灣正是作為東亞最重要
的知識生產地域之一。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主任劉紀蕙也指出，今天我們通過解殖的問題所
要尤其關注的，正是在二戰過後，以新的形式和

識生產，正是通過「區域研究」(area

策略展開的新殖民主義。劉教授也特別說明，這

這一學科建制來扮演關鍵角色。文中提及，二戰

場會議的論文，將會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集結出

過後，CIA通過對於文學翻譯和藝術生產等各種

版。

文化生產的資助，讓政治治理和知識生產成為一

會議首場由法國里昂大學跨文本文化研究
所教授蘇哲安(Jon Solomon)發表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Apparatus of Area under
Pax Americana: The labor of translation, the

studies)

體。文章最末提出，真正的知識解殖，必然要通
過區域研究這一建制的打破，也就是消除以區域
和人類學差異此一形構人文科學的知識部署才能
達成。

financi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work

接下來則由巴黎八大、交大社文所客座教授

of the common” 一文。蘇哲安首先指出，自二

Alain Brossat發表 “The War that Comes” 一

戰過後，舊的歐洲帝國和日本帝國已然瓦解，而

文。該文以「將至的戰爭」尖銳地介入他對於學

一種新的殖民主義和帝國體系成型，而這正是由

院知識生產的批判觀點，也以戰爭的想像劃出

「美治和平體系」(Pax

Americana)所部署的世

與知識解殖不同的思考面向。Brossat提及，學

界局勢—藉由國族獨立和後殖民主權的操縱，

院生產通常難以想像戰爭，此難以想像正是來自

然而事實上是通過美國軍事部署和金融資本的全

於它和知識份子慣習的狀態截然不同，亦即在戰

球支配來完成。這種以美國為首的全球治理和知

爭中，知識份子將丟失掉所有特權。所謂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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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展人為視角，反思和回應香港2015年的佔領
運動。同樣來自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
系的鍾佩琦助理教授，發表 “Hong Kong Cinema: Reconnecting Its Southeast Asian Heritage” 一文，該文旨在提陳香港電影在泛亞洲的
電影生產與消費中，作為跨在地連結的角色。她
以印尼的武俠類型片為例，指出其正是受到香港
電影的影響。
接下來的場次由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陳
並非意指物質權力，而是知識份子作為價值的象
徵。在戰爭中，除非知識份子立即成為為了特
定陣營服務的意識形態擁護者，否則，在戰爭
中，知識份子和學院知識的價值會立即被貶抑，
其原因在於:

一、在戰爭中，知識份子不會成為

比其他人更優異的揭密者或分析者；二、面對災
難時，我們的知識立即變得無用與無助；三、知
識份子作為一種社會群體或自我賦予價值感的群
體，因為彼此疏離、無法決斷和欠缺具體的政治
行動，會變得毫無重要性。

佩甄發表 “The Love Unconscious: On Decolonializing Love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一文，該文通過台灣和韓國性別認同少數群體的
視角，檢視其如何通過話語形構而對於傳統以迄
當代具宰制性的愛、性以及婚姻論述加以改寫，
此改寫並非通過以愛為名的路徑，而是想像一種
對於愛的解殖。接著則由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
學系助理教授汪俊彥發表 “What Does “an Open
Body” Say? The Body and the Cold-war in the
early 1980s Theatre of Taiwan” 一文，指出在
台灣八十年代的實驗劇場運動中，由吳靜吉所發

首日的下午場次，則通過東亞地區的藝術、

展的「開放身體」(open body)表演方法，通過蘭

電影以及小劇場的美學介入，繼續開展對於二戰

陵劇坊《荷珠新配》一劇充分體現。該文提出，

以迄冷戰後的歷史遺緒與解殖議題的討論。首先

要理解台灣八十年代的劇場復興，正是需要通過

是日本一橋大學語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井上間

「開放身體」的論述形構加以檢視，並且將此

従文(Mayumo Inoue)，發表 “Art’s Shame and

身體的開放性具體聯繫到冷戰期間由美國引導的

Nations in Shame: Toward a Viable Image Pol-

地緣政治、區域研究的知識生產、以及現代性的

itics in Okinawa” 一文。該文首先提出今天在沖
繩的美國軍事基地遷移的抗爭論述中，其中一部
份興起了返祖傾向的國族主義和本土主義，而井
上的文章旨在通過藝術家的影像作品，對此進行
批判性的介入。接著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
研究系助理教授林國偉，發表 “The Representations of Metanarratives in the Postcolonial
Hong Kong: A Case Study of Umbrella Festival” 一文，該文通過香港中文大學於雨傘運動發
生的半年後所舉行的雨傘藝術節，並以該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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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研究，必然要對於這些異質的界線化機制進行
檢視。此外，今天從英國脫歐到川普這些右翼政
治，讓我們看到大量在所謂「西方」指涉以外的
「我們的疆界」這樣的政治語彙。Mezzadra提
出，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可能讓我們由單
一的面向來分析，在今天要檢視資本主義全球化
的運作，正是要通過「資源攫取」(extraction)
、「物流」(logistics)和「金融」(finance)這三
個面向展開。通過這種對於「共同的」資源做為
問題。另一篇與台灣小劇場運動相關的論文，則
是清華大學天下書院導師王威智所發表的

“Na-

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aiwanese Bodies

目標的攫取操作，及其與當代「勞動力的擴增」
(multiplication of labor)之間的張力，正是我們
今天所要面對的理論和政治性課題。

in Modern Taiwan Theater” 一文，該文旨在重

下午場次則由日本同志社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新仔細檢視台灣小劇場運動中所謂「台灣人的身

板垣竜太(Ryûta Itagaki)發表 “Of Grammatolo-

體」的概念，包含呂訴上、李曼瑰、鍾明德、王

gy in North Korea, 1945-58”一文。該文通過北

墨林以及田啟元的劇場論述，並進而提陳台灣小

韓在1948年制訂的「朝鮮語新綴字法」，以及在

劇場即是在歷史與記憶交界的認同負重之場域，

1945至1958年間韓國語如何通過語言政策呈現其

不斷地更新其自身。

政治—語言學形構和主體化想像。

會議第二日首先由義大利波隆那大學政治

接著則是由京都日本研究國際中心教授磯前

Mezzadra發表在

順一(Jun’ichi Isomae)發表 “The Adventure of

交大的第二場演講: “Bordering the Global: the

Japanese Studies: The Case of the Interna-

Multiplication of Labor and the Challenges of

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Decolonization”。Mezzadra首先提陳今天所謂

一文。該文旨在以批判的角度看待「日本研究」

的全球化，呈現在人口移動遷徙造成之疆界的擴

做為區域研究的歷史脈絡。他以自己的研究單位

增(multiplication)和異質化(heterogenization)，

為例，該研究單位成立於1987年京都，其歷史緣

當代世界的各種區域、走廊、貧民窟、難民營等

由是源自於七十年代末由美國興起之國際間的日

等正是全球化過程的表徵。而今天要進行批判疆

本研究熱潮，同時也由日本戰後的經濟起飛更加

與社會科學系副教授San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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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了這一波的日本熱。該單位的成立宗旨為通

文提陳歐洲的知識生產自十八世紀以來，即建立

過跨國際與跨領域建立對於日本文化的整合型研

了「人文學」(humanitas)

究。磯前更指出，所謂的日本研究一開始是在二

thropos)的一組對偶。humanitas 意味著知識生

戰期間，美國為了取得勝利而必要對於日本人的

產者不僅僅是經驗性資料的提供者，而更是理論

精神與社會進行的研究。這也正是酒井直樹所說

的生產者；anthropos則僅僅作為資料和事實的

的，西方人與非西方人做為「人文學」和

「人

提供者。前者是西方和歐洲人文學科的地位，而

類學」的一組對偶，也就是由西方人來對於非西

後者則是西方以外的「其它」地域。酒井要提出

方人進行觀察。磯前提出，雖然日本研究國際中

的，正是所謂的區域研究，很可能即落入了這種

心在一開始企圖由日本人自己的位置來發聲，但

humanitas和anthropos的對偶，以及西方和其

是我們仍然不可忽略其與西方觀察者的目光之間

它(West-and-the

的某種共謀和一致性。事實上，從哈佛大學教授

之，今天對於「西方」和「亞洲」的指稱，恰恰

Ezra Vogel所寫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

落入了這樣一種「人類學差異」式的建制。酒井

ber One)和日本研究中心的興起，證明了日本在

更指出，「歐洲」或「西方」已經不再是某種恆

戰後想要追趕美國的心態，也就是日本在冷戰期

久的實體，我們要探討的，應該是「歐洲」或「

間，事實上比美國自己還要更加追求美式資本主

西方」，以及「亞洲」或「其它」這些指稱是如

義。此外，日本研究中心以日語為單一語言的研

何被實體化的。

究和發表方式所產生的排他性，尤其對於亞洲學
者而言，也證明了日本研究中心對於日本國族性
的認同。

和

Rest)的對立結構之中。換言

在下午的場次中，除了來訪學者們的發表
之外，也有來自於交大社文所的四位博士班學
生Franklin Benjamin、Mai Thi Thu、Poonam

接下來則由酒井直樹教授發表“Universality, Internationality and the Modern Regime

Sharma和Hazem D. S. Almassry發表精彩的論
文，引發席間與會者熱切討論。

of Translation: On the Question of Anthropological

「人類學」(an-

Difference”一文。該文可以被視為是

此次會議的基調論文，也就是酒井教授於開場時

文字: 唐慧宇(交大社文所博士生)

所論及的，通過對於區域研究之機構建制的批判

攝影: 蔡恩祥(交大社文所碩士生)

反思，提出如何反省人文學科知識生產命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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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衝突、正義與解殖II :

殖民帝國的轉型與人文學科的困境
Conflict, Justice and Decolonization II : Paradigm Shift of the ColonialImperial Order and the Aporia of Human Sciences
專題演講二: 磯前順一 (Jun’ichi Isomae)
死者憂聲：日本東北的殖民主義
Listening to the Disquiet Voices from the Dead in
Northeast Japan Colonialism
106年06月06日 9:00-12:00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40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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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順一教授此次在台進行的第二場公
開演講，主要通過311震災發生後，

日本東北受災地區所牽涉的歷史遺緒、文化
與宗教脈絡進行開展，並且帶來許多他探訪
受災地的第一手資料。
首先，磯前教授指出，日本在歷經了311
之後，儘管日本政府宣稱東北已經復甦，然
而卻不符合事實現況。從外界所看到的仙台
雖然已經復甦了，然而其沿海地區的村落卻
仍然處於等待處理的狀態，這說明受災區域
內部其實存在著差異問題。就算是仙台內
部，也存在著居民已漸回歸的宮城線以北地
區，以及核災區兩者間的懸殊差異。而311震
災的波及範圍甚廣，這些內部差異同時也造
成不少紛爭，例如處理賠償金上的問題等。
日本東北地區特別是福島，也可與美軍
基地駐紮的沖繩一同視為日本內部的殖民
地，或可用高橋哲哉提出的「犧牲體系」來

為答辯的他者的聲音，事實上正是需要被傾
聽的。

理解之。事實上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311震災
之後的東北，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之中的世界

磯前提及，「死者」分為生物意義上的

各個角落都是其牽涉範圍。就族群來看，在

死者與社會學意義上的「死者」，兩者皆

日本內部的在日朝鮮人、部落原住民等，也

意味著社會底層無法完整表述自我，需要有

都是這樣一種犧牲體系。

人代為發聲的群體。社會底層受壓抑的「

磯前教授的《死者們的喧囂：受災地信
仰論》一書也提到，日本震災之後常出現所
謂「がんばれ東北」和「絆」（Kizuna）等
詞彙，意味著「我們是一體」的聲音，但其
背後實則為強烈的日本國族象徵，壓抑了許
多他者的聲音，特別是「死者」的聲音。這
些被國族主義吸納、不被傾聽、以及無法代

死者」他們的想法是什麼？生者與死者之間
需要第三者透過翻譯其内部願望的技術與理
論介入，來轉譯看不見的事物內部的真正
意志，並賦予這些受災地域一種新的表現形
式，這些角色包括學者、宗教家、藝術家及
社會行動者。
日本東北民間常透過女巫(靈媒)翻譯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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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死者遺留下來的願念，這些靈媒是一
群由視障女士進行的生者跟死者之間的語言
翻譯、傳達工作，名為「口寄せ」(通靈)，
以召喚死者附身溝通傳話的傳統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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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介：
磯前順一教授，現任京都日本文化研究
國際中心教授，研究以日本史中的宗教論述
與實踐為主軸，以及當代東亞後殖民處境、

磯前也提到，地震過後的災區有一間由

後世俗主義以及民族國家建構中的宗教概

和尚所經營的咖啡店 café de monk，提供

念，長期關注宗教信仰與實踐、人類焦慮與

一個聆聽受災居民聲音的場所。店名Monk除

救贖等議題，在日本當代歷史與宗教研究領

有修道者、僧侶的含義外，de monk亦近似

域發表多本英日語專書，主要著作包含:《近

於日文「悶苦」的諧音。

代日本宗教言論與其系譜―宗教・国家・神

此外，311過後，不少日本寺廟中的佛
像受到破壞，而信眾們則在災後予以修復。
然而，當天皇夫婦至災區訪問，則象徵著日
本天皇始祖天照大神末裔的降臨，其慰問與
個人意志無關，而是指向國民與國家的問

道》、Japanese Mythology: Hermeneutics on Scripture、Religious Discourse
in Modern Japan: Concept of“Religion,”
State, and Shinto、《死者們的喧囂：受災
地信仰論》等。

題，意味著部分壓抑、受苦的聲音勢必會被
收編到國族主義之中。有趣的是，在日本東
北地方上有冥婚的習俗，是為未婚但卻戰死
的人舉辦婚禮，並以設置新郎新娘玩偶（花
嫁人形）的方式慰靈，而靖國神社也有類似
儀式。因此究竟是國家收編了東北的習俗，
抑或是東北地方習俗對於日本民族主義的破
壞？這之間的關聯要如何理解也是個問題。
其他的例子如「七福神」中的布袋和尚（
笑佛彌勒），原本並非屬於日本國家神道體
系內的信仰，如今也成為普遍的心靈寄託對
象。
311震災後不同受災狀況下的「他者的
聲音」，在共體時艱的氛圍之下被壓抑，為
此，必須超越地區的差異而察覺到這些他者
的存在，並以對他者負責的態度，試著理解
這些聲音並通過某種轉譯和介入的方式傳達
出來，將受災地的死者憂聲給予外界知曉。

記錄: 水修鐳（交大社文所碩士生）
修訂: 唐慧宇（交大社文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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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新竹在地文化探訪
2017年6月1日

在工作坊正式開場前一日，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帶領來訪的學者們進行新竹在地文化探
訪，首先參訪了與新竹地區冷戰歷史和美援時期緊密相關的「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接
著前往拜訪新竹市區超過兩百七十年歷史的「長和宮」，外籍學者們嘗試台灣在地的求藥籤
民俗，並來到已傳承四代的「鴻安堂藥行」抓藥，成長於日本殖民時期的藥行老太太更和日
籍學者們熱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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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衝突與正義：亞際社會中無法安頓的人們」
—TEEP 年度冬令營

2017年1月16日至1月20日
國立交通大學

學術活動特寫

國際優秀青年蹲點，踏查臺灣社運足跡與東
南亞社群網絡

49

民社會運動等議題，發表主題演講。
配合蹲點研討工作坊，今年規劃的實地田野

教育部「優秀外國青年來臺短期蹲點計畫」

地點為台北的「燦爛時光書店」與 「文萌樓」，

(TEEP)—「亞際文化研究全球跨國網絡」年度冬

使學員能夠考察東南亞社群在臺生活網絡與臺灣

令營，於2017年1月16日至1月20日，假國立交通

社會運動足跡。前者除了支持以移工為主題的《

大學舉辦。今年冬令營的主題為「衝突與正義：

四方報》外，也成為東南亞新住民與移工在臺互

亞際社會中無法安頓的人們」(Conflict and Jus-

助的活動據點，並為改造臺灣移工政策與教育、

tice: Precarious Bodies in Inter-Asia Societies)

社會態度與人道救援而發聲。後者在日治時期為

，由台聯大系統跨校教師合作規劃，邀請東亞與

公娼館，1997年轉為公娼自救集會場所，2006

東南亞研究學者一起帶領課程，包括亞際社會共

年則被指定為台北市定古蹟，記錄了一甲子地區

同面對的族群衝突、移工社會與不平等公民、發

警民互動的歷程。參與學員興味盎然地踏查移民

展主義與官商勾結、社會運動與參與式民主、環

工在臺灣形塑的街景，品嚐泰緬越特色小吃之

境污染與都市計畫等當前迫切議題。

餘，也相當讚嘆臺灣社會對多族群的包容性與性

今年冬令營工作坊共有31位來自不同國家的

產業空間歷史的開放性。

優秀外國青年，針對這些共同議題，分享各自的

活動全程以英文進行，除了提供各地國際學

研究計畫。知名學者如： Naoki Sakai 、 Suda-

員分享個別研究問題意識、了解臺灣高等教育環

rat Musikawong、Douglas Kammen 以及社會

境與社會運動狀況之外，也鼓勵國際學員來臺攻

工作者Philip Jau Ding，也分別針對亞太地區狀

讀碩博士學位。交通大學徐文祥國際長於閉幕典

況、泰籍移工、印尼勞工社會運動以及東馬原住

禮中特別強調TEEP對推廣大學國際化業務與國

學術活動特寫

際人才培育的貢獻。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暨TEEP
冬令營主持人劉紀蕙教授表示，TEEP —「亞際
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的創新之處在於，這
個平台可以連結亞際社會不同地區的研究者與學
生，共同探討當前人文社會領域所關切的議題，
尋求解決的實踐方向與思考路徑。該中心每年辦
理冬令營與工作坊，提供國際學員短期獎學金，
吸引頂尖人才至臺灣深耕，配合這些執行方向，
目的為建立一個具有前瞻性且永續經營的國際學
術平台。
更多TEEP資訊，請見官網
http://iicsust2013.wixsite.com/t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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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情生驛動：
從情的東亞現代性到文本跨語境行旅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6年12月22日
清華大學
第二綜合大樓八樓會議廳

2016年12月23日
中央大學
一館三樓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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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與國立中央大學

的辯證空間，與更為深層的認識與理解。由

中文系合作，分別於2016年12月22

此而知當時代無論是作家外在的足跡移動或

、23二日舉辦之「情生驛動：從情的東亞現

是內在的情感衝擊，都隱含了不同層次的流

代性到文本跨語境行旅」國際研討會。來自

動衍變與擬態易形；從創作主體（不同派別

美、英、中、港、台、韓、馬等國共31名優

的作者群）或創作成果（從小說、詩文、音

秀學者進行發表、評論與座談，並邀請李歐

樂），都可見到多重的跨界行旅與概念流變

梵、王德威兩位院士來台進行短期訪問與公

的軌跡。

開演講。

22日議程著重於文本的跨領域、跨語境

會議首日於清華大學開始，由李歐梵院

與觀念理論行旅，依序分為三場論文發表與

士主講：「晚清文學：我的幾條文化思考

專題座談進行交流，分別為：「異域想像與

線索」。透過李教授細膩的解說與靈活的詮

文本行旅」、「情感感官與譯介文化」與「

釋，啟發聽眾細細思考，對於「處在探索文

國族政治與俠義敘事」，專題座談為「文本

化傳統裂變與異文化轉譯的西風浪潮中，近

跨語境行旅」，共13篇論文。第一場由國立

現代文學、聲音與文化所出現各層次的交流

政治大學中文系鄭文惠教授、馬來亞國立大

與移動，如何開啟更大向度的界線遊移？」

學中文系張惠思教授、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

此一問題的理解。陰陽潛移，春秋代序，晚

學院宋寅在教授與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清時代人事運行、生動傳情、文化斡旋……

顏健富教授分別就《點石齋畫報》、南社文

等議題，在李教授幽默風趣、信手拈來的解

人、中國文化在韓國的傳播與鄒弢《三洲遊

說下，對於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的重新理解與

記》，討論文本中的異域書寫與跨語境之觀

再闡釋，無疑提供在場聽眾豐富且饒富趣味

念傳播過程。第二場發表者則為英國愛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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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東亞系黃雪蕾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
文學系潘少瑜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
學系孫宓教授，針對「情慾感官」在不同國

西學語境中所謂「情動力」理論的盛行及其

度、時代氛圍下的「翻譯」問題與現象。最

源流，並且再次以梁、朱乃至瞿秋白、沈從

後一場發表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

文、郁達夫等人為例，指出中國抒情傳統可

所黃美娥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林姵吟教

謂現代知識∕文學理論提供之豐富素材，進

授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徐秀慧教授，

而以情感教育為槓桿再次轉動、推進中國文

替我們開展近代台灣文學中的俠義書寫與其

學的多重現代性。

中含括的政治、國族預言。而專題講座主講
者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陳平原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與文化學系陳國球教授與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劉紀蕙教授，
談論近代圖像、文學、思想中的傳承與越界
現象。

23日的議程主題著重於海上知識社群、
情的東亞現代性與文本的跨語境解讀，依
序分為三場論文發表與專題座談進行對話
與交流，分別為：「紅樓夢境與兒女之情」
、「家園重構與故土尋蹤」與「形態衍異∕
議與文體凝定」，專題座談為「情的東亞現

23日於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國際會議廳

代性」，共13篇論文。第四場由國立中央

進行第二天的會議，上午一開場由王德威院

大學中文系呂文翠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中文

士主講「情．動．力：從梁啟超到朱謙之」

系楊佳嫻教授與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黃錦珠

。在王院士一小時的演說中，以分屬兩個世

教授，分別就晚清海上《紅樓夢》圖像脈絡

代、思想訓練及歷史抱負皆有極大落差的梁

的流衍、上海公園作為一新式情感空間的興

啟超與朱謙之二人作為對比，扼要地點出兩

起，以及五四婦女報刊上的戀愛言論，探

人生命思想中對「情感教育」不約而同的呼

討文學中的情感表述。第五場發表者為美國

籲重視，其中既有對「情」與中國現代性

亞歷桑那州立大學國際語言與文化學院凌筱

關係的思考，亦有從無政府與虛無潮流中再

嶠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王學玲教

次回歸人間，以「情」來貫通人生和宇宙之

授、美國羅格斯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宋偉

思。王院士更進一步指出，兩人對「情」的

杰教授，以空間和情感的關係串起晚明清初

論述，不僅體現出鮮明的時代氛圍，更表露

至現代北京的文學地景。最後一場發表者為

知識份子對現代性僵局之批判，與對現代主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許暉林教授、國立中央

體何去何從之反思。最後，王院士指出當代

大學中文系李元皓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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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系張麗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

性」議題的重新審視，也獲得極大的回響

及文學系黃念欣教授，分從日本、英國、香

與思考，令我們在全球學術社群的交流與激

港等域外之眼作跨文化之觀照。專題講座方

盪中，使自身的文化認同與歷史定位漸臻清

面，主講者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夏

晰。各自從不同專業角度，進行發表及評

曉虹教授、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陳建華教

論，使本次會議的主題意識更顯突出完備，

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胡曉真研究員，

也讓本來各擅勝場的不同領域專家學者，因

討論民初譯本、創作與雜誌中的文學時尚與

為主題的連結而有更多的交集，促進了國際

民族情懷。

學術交流，也開啟了未來合作的機會與可能

透過辦理為期兩日的「情生驛動：從情

性。

的東亞現代性到文本跨語境行旅」國際學術

文字: 楊宜佩(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班)、 朱芯儀(清華

研討會，聚集了31位海內外重要的學者專

大學台文所博士班)

家，發表了26篇極富學術價值的論文及專
題座談，其中李歐梵與王德威兩大院士所主
講的專題演說，不僅喚起學界對晚清民初「
海上」知識社群與十九世紀末葉「東亞現代

主辦單位：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
化研究學位學程（台聯大系統）、國立中央大學中文
學、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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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台港文藝與跨文化交流」
工作坊
2016年12月9日至10日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C310會議室

由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立清華大

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聯合主辦，及台灣聯合大

許多關心兩地文學交流及發展前景的同學與校外
人士與會。

學系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國立清

開幕式由清大人社院蔡英俊院長、台灣聯合

華大學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專班協辦的「

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劉紀蕙主任、清大台

台港文藝與跨文化交流」工作坊，於2016年12月

文所李癸雲所長三位代表學者致詞。會議主持人

9日至10日，假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C310會議

王鈺婷教授擔任開幕式主持人，王鈺婷教授首先

室舉行。會議分為兩日、合共四場次進行，並包

說明工作坊之緣起，並對與會學者進行介紹，同

括兩場專題演講與一場圓桌座談。與會學者主要

時感謝在座來賓的蒞臨。接下來，蔡英俊院長由

來自於香港及台灣，共約二十人，在會中對於台

跨領域研究的宏觀視野，給予工作坊許多勉勵，

港兩地的文藝研究視野提出諸多新方向，也吸引

肯定台港兩地文藝交流議題之研討價值，盼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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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此議題的探討，繼續拓寬跨領域研究的新視

回應的同時，亦提出回顧歷史之重要性，期待往

野。劉紀蕙主任代表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

後台港之間的文化及文學研究，也能拓展出更宏

中心，對於此次與會學者的研究議題與文學關懷

觀的視野與可能性。

表示肯定，接著點出台灣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與
重要性，與他國連結開出豐盛寬廣的文藝交流活
動，此亦為本次工作坊的舉辦由來，劉紀蕙主任
也預祝會議的順利舉行。最後，由清大台文所的
大家長李癸雲所長代表主辦單位，對於遠道而來
的香港學者及在座來賓表達感謝及對於會議的期
許之意，盼望透過本次工作坊的舉辦，能夠開啟
兩地文藝更多交流與對話的空間。

首日的第一場次為「台港環境意識與東南亞
區域政治」。發表人是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黃
宗潔與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王梅香，主持人
則為清大台文所榮譽教授陳萬益。各場次皆未設
評論人，開放在座與會嘉賓共同參與討論。黃宗
潔教授的〈在移動中尋路：從劉克襄的香港書寫
論港台環境意識的對話與想像〉，透過以台灣作
為參照點的雙城觀看模式，針對《四分之三的香

在開幕式之後緊接著為首場專題演講。主講

港》、《虎地貓》兩部文本進行分析，探究劉克

人是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座教授陳國

襄在「改變空間」移動性上的書寫實踐，並指出

球，談論的題目為〈從宋淇到梁文星與林以亮：

「行動」對於當代環境議題的重要性。王梅香教

台港之間的現代詩學旅程〉，主持人是清華大學

授的〈東南亞區域政治下的台灣文學傳播──以

台文所柳書琴教授。柳書琴教授首先詳細地介紹

馬來亞《學生周報》為例（1959-1966）〉一

陳國球教授之重要著作與其研究貢獻，並導入主

文，針對《學生周報》進行歷史檔案的考據與研

題。陳國球教授的演講內容，配合了台港文藝的

究，試圖釐清當時《學生周報》上之現代主義文

交流脈絡，以梁文星詩學為出發點，進行兩地作

學之特色，及其與台灣文學傳播間的關聯，並進

家身份流動性之探討。專題演講後，須文蔚教授

一步探討香港在三地文學的交流中所扮演的關鍵

針對新儒家對於香港之影響提問，陳國球教授在

中介角色。綜合提問時，樊善標教授就黃宗潔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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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的「穿村」概念、香港當地行山者的經驗，

德，以及清華大學台文所副教授謝世宗，主持人

以及其與文學書寫之聯繫進行補充，以期將來能

為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系主任須文蔚教授。李癸

將自然寫作重新帶回香港文學的行動中。關於王

雲教授的〈具現失落・心理位移——初探西西

梅香教授的論文，王鈺婷教授首先對此一史料研

《哀悼乳房》的自療書寫〉，從「療癒我城」的

究的豐富價值表示肯定，並針對有關「生活營」

概念出發，談文學作品透過對話嘗試回答自癒書

史料之蒐集進行提問；須文蔚教授則由台灣文學

寫的可能性，並以西西《哀悼乳房》中「具現失

的面向進行補充，建議可將藍星詩社以外的現代

落」及「心理位移」的寫作手法為例，認為深度

派作家之影響，一同納入整體脈絡中觀看。最

書寫可以激發自發性的療癒能量。陳智德教授的

後，陳智德教授則就香港《學生周報》及馬來亞

〈《六十年代詩選》、《七十年代詩選》與1950

《學生周報》之異同及發展脈絡，進行補充說

－60年代台港現代詩選〉，則說明了詩選的年代

明。

界定問題、背後的選文標準及其延伸意義。謝世

第一日午後的專題演講，主講人為東華大學
文學系系主任須文蔚教授，主持人為清華大學台
文所副教授王惠珍。王惠珍教授首先介紹須文蔚
教授在台灣學界對於台港文學交流的具體研究成
果，須文蔚教授的演講題目為〈台港當代文藝思
潮詩畫互文現象分析〉，主要著重於台灣當代文
學研究中的兩個跨越—跨區域與互文性—來進行
論述，一方面期盼透過台灣現代主義詩學中跨藝
術的面向，與文藝思潮、作家、作品與讀者間的
互文進行觀察，以跨區域視野拓展當代文學的研
究範疇；另一方面，則通過台灣現代派與香港現
代派的詩畫互文現象，以及台港現代派作家之抒
情傳統進行案例說明。開放現場來賓發問中，王
惠珍教授以日治時期台灣文藝界詩人與畫家之「
共振」現象為例，肯定針對文學史進行跨域角度
觀看、以豐富其文化內涵之研究方法。台東大學
兒童文學所博士班黃愛真同學，則針對中國抒情
傳統畫作與文學間之互文性提問，須文蔚教授也
以洛夫、劉國松等人為例給予回應。最後，單德
興研究員則由翻譯研究的面向出發，提供了一個
觀看文化複系統的新角度。
第二場次名為「台港文藝交流參照與跨媒介
翻譯」，發表人有清華大學台文所所長李癸雲教
授、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陳智

宗教授發表的〈靜態悲劇的傳承與跨媒介翻譯：
再探侯孝賢的《童年往事》與《戲夢人生》〉一
文，以中國「靜態悲劇」之角度，觀看侯孝賢的
《童年往事》與《戲夢人生》兩部作品，更透過
多幕電影情境的分析，結合侯孝賢擅用定鏡、長
拍、空鏡頭等手法的拍攝風格，進一步加以探
討。綜合提問中，清華大學台文所博士班留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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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針對該如何理解「南來文人」離散的現實處

以具體的文本分析，剖析其人於美國生活中的創

境，及詩選中台灣想像中之香港間的差異進行提

作，包括海外華人的個人境遇與家國想像、海外

問，陳智德教授對此則回應，提出詩選的編選始

京劇文化與族群散居經驗等面向。到了綜合問答

終仍與個人立場及其預期目標有關。此外，陳國

時間，陳萬益榮譽教授針對侯榕生寫作的背景進

球教授補充了如何以更多元的面向探討中國抒

行簡短補充，因侯榕生較早離台，且未長期定居

情傳統，觀察生命如何積極地面對過去。陳萬益

一地，故少有大量接觸其創作的途徑，是為台灣

榮譽教授針對台灣文學史中對中國抒情傳統的挪

讀者較不熟悉其作品之因。游勝冠教授則針對「

用與創作加以補充，期盼能就此進行更深入的討

海外性」之指涉提問，疑惑於留學生活是否能視

論。最後，黃淑嫻教授亦以中國抒情電影《小城

為流亡經驗，且與薩伊德的理論做連結。王鈺婷

之春》為例，詢問其與侯孝賢間的美學影響，發

老師則回應可由侯榕生具有移動身份卻未受關

表人皆一一回應。

注，且作為外省移民於美國經驗中所感受到族群

第三場次的「台港文學生產與文化流動」，

與階級差異等面向來進行回應。

發表人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首日會議觸及台、港文藝跨域交流的各大面

樊善標，與清華大學台文所副教授王鈺婷，主持

向，第二天的議程也環繞著跨域性、現代性之主

人為成功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游勝冠教授。樊善標

題，來觸發思辯火花的碰撞。第四場次的「跨域

教授的〈報紙副刊作為香港文學生產機制—從香

性、性別與現代性的對話」，由中央大學文學院

港《立報》主導權的問題切入〉，分別透過從成

院長李瑞騰教授主持，發表人有香港嶺南大學中

舍我與薩空了兩人的角度，探究當時《立報》的

文系副教授黃淑嫻、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

詮釋權之爭，也進一步切入了香港文學生產機制

授王君琦，以及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

的問題。提問時，須文蔚教授詢問《立報》經營

教授李淑君。首位上場的黃淑嫻教授，以〈《

在政治框架下的運作是否亦是成舍我困難之處，

劇場》與一九六○年代香港電影現代主義〉一

樊善標老師則回應，此觀點仍需要針對當時《立

文，從文化至反文化及現代主義之論點，討論《

報》的資金問題再進一步釐清。王鈺婷教授在〈

劇場》中的台、港文藝交流與互動。而開放提

漂泊離散與跨國移徙—論《海光文藝》台灣女作

問時，清華大學台文所謝世宗教授進一步就high

家侯榕生作品中的美國夢〉一文中，從跨文化語

modernism”與“vernacular

境的思考脈絡來關照台港文學的交流，以1960

的使用與其脈絡進行提問；清華大學台文所石婉

年代中後期的香港文藝刊物《海光文藝》作為出

舜教授則同意即便從現今的角度去觀看《劇場》

發點，不僅針對作家侯榕生的生平進行梳理，更

雜誌仍有其不可抹滅的特殊性；此外，清華大學

modernism”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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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陳萬益主持，參與座談者有中央大學文學院院
長李瑞騰教授、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陳
國球講座教授，以及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單德
興特聘研究員。本座談邀請台、港兩地的重量級
學者，分享自身研究經驗，與具開創性的研究方
向和議題。李瑞騰院長以劉非烈《喇叭手傳奇》
為例，由澳門詩人懿靈的「流動島」概念出發，
認為「香港性」之探尋為目前香港文學的首要目
標。陳國球教授則接續劉非烈作品的功能性進行
開展，提出香港文學的思考論點，若能以華語文
學的角度切入，必可進一步拓展視野，並提醒研
究者必須關注文學的輻射影響範圍，才能多元觀
察，而不被限制於某地域中；於此同時，陳國球
教授也肯定台港兩地年輕研究者的批判思考力，
亦勉勵大家應加強歷史感以支撐論述，切莫忽視
不同地區看待相同事物間的異同點。最後，單德

中文所蔡孟哲同學也就《劇場》在台灣的影響力

興研究員則以自身作為見證者、研究者的體驗及

為例，詢問此雜誌所帶入香港的現代主義風潮，

觀察，分享初次閱讀陳映真、也斯，以及《美國

是否同樣興起於1960年代，針對諸多提問，黃

詩選》之經驗，提出台港的密切交流包括了經驗

淑嫻教授一一給予回應。本場次第二位發表者王

文化與消費文化等不同面向，在論述時也需要進

君琦教授，在〈台語片女星的香江經歷：以白蘭

一步地歷史化及脈絡化；另一方面，也提醒研究

為例〉中，以媒體文本的分析作為出發點，提出

者須留意文化交流的關連與能動性，並說明譯者

台語電影並非一封閉的場域，作為電影重要元素

在翻譯及再現層面的重要角色。

之一的明星，在台、港、新加坡等地間的移動軌
跡，更展現了各地間的高度連動與互動；與此同
時，也以台灣台語電影明星白蘭為例，進一步觀
察女性影星的公眾形象之建構，如何於香港現代
性下呈現。最後，李淑君教授的〈南方、女性、
另類發展：台灣女農阿寶與香港大澳守護者黃惠
琼的生態書寫與實踐〉，由台灣阿寶與香港黃惠
琼兩位女性作家的文本出發，討論其中所呈現的
社會議題與生態關懷，盼藉兩人作品，與過往的
生態女性論述遙相對話，並認為女性可透過日常
生活知識與專業知識抗衡，進一步以不同角度切
入自然與生態環境的關懷實踐。謝世宗教授則針
對作者的階級身份，以及全球化與在地化間的張
力關係進行提問，李淑君教授亦詳加回應。
壓軸的圓桌會談，由清華大學台文所榮譽教

宣告工作坊圓滿完成的閉幕式，首先由主辦
人王鈺婷教授帶領大家回顧兩日議程中、各學
者所提出的討論議題。閉幕式邀請蔡英俊院長
致詞，蔡英俊院長深深肯定將台灣作為一地理坐
標，與東北亞、東南亞之文化串接所進行的跨區
域研究，並以此勉勵下個世代的研究者，能夠
開拓出更多元的研究面向，同時亦代表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感謝與會人士與聽眾的參與。最
後，王鈺婷教授再次感謝所有與會學者與來賓的
支持，以及清大台文所所長和全體老師、學生對
於工作坊事務的協助，期待往後台、港兩地的文
藝交流，能夠永續且多元地，不懈發展。
紀錄：章郡榕、留婷婷
修訂：王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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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鯤海驪珠：港台文學與文化」
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

2016年11月13日至11月18日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與文學系

2016

年11月15日，由清華大學台灣文

心看「探親」書寫的幾種意義〉，以朱天文小說

學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

中的探親書寫，討論台灣外省人的「中國夢」

言與文學系所合辦的「鯤海驪珠：港台文學與文

。1950年代以後，因為國民政府來台，軍民的懷

化」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分別在香港中文大

鄉情緒在兩岸開放探親後的返鄉潮中，終於得到

學與台灣頂尖大學聯盟徵求專長為台港文學與文

紓解。然而，在返鄉過程中，他們經常遇到大陸

化領域的研究生，兩地各甄選出六篇論文，在香

親人趁機索取金錢的窘況，成為返鄉潮的討論中

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進行為期一日的學術交流研

另一種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但是，這種「偏見」

討會。

在探親書寫中並沒有看見，於是，朱天文的作品

第一場主題為「跨地域的港台文學與文化政
治」，四篇論文皆與台灣、香港的政治文化宣
傳，國族認同，以及面對中國時意識形態之掙
扎、裂解與重構有關。例如，清大中文所黃冠翔
〈面對中國，回望台灣：以朱天文的作品為中

等於推翻了過去探親想像中對中國親友的負面形
象。除了分析朱天文的作品，黃冠翔也以報刊資
料補充說明當時台灣媒體對中國的負面想像，
以及其他相關探親作品出現外省族群對「中國符
號」認同的崩解，形成一代人藉由探親「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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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經歷探親後「夢碎」的過程。
何嘉俊的論文〈論台灣《文訊》和《聯合文
學》雜誌對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的引介（19832000）〉，以「文化互化與接觸地帶」的理論
(例如：殖民帝國和殖民地)，來解釋《文訊》
和《聯合文學》引介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的位
置。1980年代中期台灣盛行的大陸文學熱中，對
於五四文學的重視相當明顯，這一波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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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華」的氛圍相當濃厚。而香港作為言論自由之
地，翁智琦以《世界日報》作為華文文學進入東
南亞的案例，將1960年國民黨文藝政策置於冷戰
脈絡中，討論泰國的華文環境，因此發現武俠及
歷史小說相當受歡迎。至於受歡迎的原因，翁智
琦推測，武俠作為一種「症狀」，在虛構世界中
完成理想，而奇情小說也展現出理想生活狀態，
滿足了讀者在現實生活中的匱乏。

聯合文學》以非左翼觀點重塑五四文學。何嘉俊

李祖喬〈「恐懼中國」的情感：比較香港的

所要強調的是，在「接觸地帶」的媒介中，台灣

「恐共」與台灣的「恐中」〉則以恐懼感、情感

對五四文學的接受並非單向，雜誌編輯及作家如

政治來闡述香港的恐中情結，尤其是2012年北

初安民、張大春等人的審美眼光、批判傳統也使

京奧運後，政治評論、電影、文學等文本紛紛出

得兩岸之間的引介文學是雙向交流的。

現，《文匯報》所呈現出的港版麥卡錫主義，係

政大台文所翁智琦〈臺港連載小說在泰國：
以一九六○年曼谷《世界日報》副刊為線索〉是
唯一將研究對象延伸至台灣、香港以外的論文。
他以一九六○年曼谷《世界日報》副刊為線索，
觀察台港文藝在該報副刊上的頻繁交流。不過，
翁智琦認為，臺灣與香港作家誰先在東南亞展開

來自於地方經驗，而「恐中」所恐懼的是中國政
權共產黨，以及其推動的文化生產。詹明信說：
「民族是一種策略。」，惡托邦最後都會被收在
烏托邦之下，如西藏自焚的事件常常透過媒體來
美化。
第二場主題為「文化與理論轉譯」。師大台

文學交流，目前難有定論，但是，台港文藝交流

文所王婉育〈從文本到電視劇

在東南亞產生的影響是清楚的。由1950-1960年

件與情感分析〉，比較小說與電視劇中對「物

代的泰華文學出版統計，可看出泰國社會當時「

件」的描寫與擺置、拍攝，分析從文字到影像的

—〈一把青〉物

學術活動特寫

63

改編策略。王婉育首先回顧有關小說〈一把青〉

中大中文所李豐宸〈臺灣另類現代主義的構

的評論與電視劇相關影評，發現前行研究對於人

建與實踐—以李渝的美術評論和創作為線索〉，

物關係與敘事手法的分析有較多著墨，而較少從

鎖定李渝在1977-1993年期間，於《雄獅美術》

物件探討人、物的關係連結所引發的情感象徵。

月刊雜誌發表的藝術評論系列。李豐宸認為，從

因此，王婉育列舉小說與電視劇中經常出現的物

她的藝術評論中，明顯看出幾個關鍵字，包括「

品，探討文本及電視劇之間情感象徵異同之處。

國族／族群」、「現代主義」、「寫實主義」、

中大中文所吳偉明〈從李英豪重構之「張力
論」探討廖偉棠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詩作〉，借
用李英豪對新批評「張力」的重新詮釋，討論香
港詩人廖偉棠的詩作特色。吳偉明注意到，過去
詮釋廖偉棠作品的評論，皆以班雅明「漫遊者」
的概念說明。但是，前行研究有幾個尚待修正與
開發之處，包括未結合廖偉棠的創作背景、詩歌
觀及其詩作進行較宏觀的分析；其次、借用本雅
明觀點的分析進路未能充分說明廖詩對現實生活
題材的處理，與「狹義寫實」風格作品的差異。
因此，吳偉明以詩歌張力為切入點，借用李英豪
〈論現代詩之張力〉(1964)的觀點，分析廖偉棠
以現實生活為題材詩作的風格。此外，前行文獻

「前衛藝術」，是李渝特別關注的議題。除此
之外，她也進一步辨析世界藝術史上不同藝術流
派之間對上述概念的闡釋。從李渝對不同流派藝
術觀的分析，也可以發現李渝美學觀的構建過程
和影響元素，複雜程度甚至超過目前對於「現代
派」文學的討論。特別是李渝在藝術評論中對於
「先鋒藝術」的討論，提出的觀點超越鄉土派與
現代派對藝術與現實的討論，辯證反思「先鋒藝
術」與日常生活政治之間接合的可能性，等於直
接呼應七〇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爭，可視為表另
類的現代主義(alternative modernism)，展現臺
灣「現代主義」的複雜內涵。
最後，李亭〈台灣外島軍祀信仰:

以東沙大

集中分析廖筆下的社會生活，忽略詩人如何描述

王廟及南沙觀音堂為例〉，選定東沙島及太平島

自己的創作與生活，又如何與其「生活詩」相互

上的廟宇為研究對象，而研究對象的選擇，除了

勾連。吳偉明借用李英豪〈散論詩與觀念〉一文

兩個島特殊的軍事戰略位置外，主要還是兩者

的觀點，加上葉維廉對詩論的見解，分析這類詩

為臺灣在南海唯二有管轄事實的島嶼。根據李亭

作的特點。

到東沙島和太平島田調的成果，東沙島「東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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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廟」主祀關聖帝君；而太平島則有祀奉千手觀
音的「觀音堂」。由於兩島為臺灣重要軍事管制
區，使得東沙大王廟及南沙觀音堂的祭祀內涵有
別於臺灣本島其他的民間廟宇，也都各自發展出
獨特的管理模式以及祭祀活動。李亭進一步分析
兩島因自然、人文、政治因素所形成的廟宇信仰
與文化脈絡，理清軍事和民俗之間錯綜複雜卻又
相輔相成的特殊關係。
研討會第三場主題為「香港文學重探」，論
題主要集中在香港文學舊論題上的新視角，特
別是對香港文學「都市性」的再思考。顏訥〈重
讀香港五〇至七〇年代都市文學：以視覺作為
起點〉，從五○年代香港難民潮重探香港都市空
間，以及報刊媒體的消費文化特性，觀察香港都
市文學呈現的視覺性。顏訥強調香港都市空間對
香港人感知世界的方式產生改變，也影響小說的
人物關係以及情節推動方式，形成具有香港特色
的漫遊者。此外，在香港視覺文化中，報紙副刊
的標題、連載、排版，以及街邊廣告、電影與電
視普及，表現在《酒徒》與《對倒》中，展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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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商品化的崇拜與批判，經由報紙副刊排版之視
覺改造，加上交通工具現代化，使得小說的敘事
者有了新的視覺體驗。其中，小說創作者或者敘
事者對於現代化、都市化帶來的視覺經驗，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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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驚異、抵抗、接受的態度，是可以再深入

的自傳色彩以及寓言式筆法，充分展現出本土關

探討的議題。

懷的情懷。丘庭傑〈重讀黃碧雲小說中的魯迅身

駱倩鳴〈重探九〇年代以降香港文學中的『
失城』主題—以董啟章與潘國靈小說為例〉，從
董啟章「失城文學」到「無愛」再提及香港文學
傾向，概括當下香港文學作品相似的敘事線索，
探討關心社會的理想主義。其中，「冷的抒情」

影—以〈失城〉、〈豐盛與悲哀〉有關『希望』
的思考為中心〉，從黃碧雲在《明報》專欄中魯
迅出現的頻率談起，表示「戲中戲」希望與絕望
的辯證加上現實因素的考慮，呈現戲內與戲外兩
種截然不同的層次，並隱晦表現出反抗的絕望。

包含個人化、反傷感、冷靜，但同時不能忽視傳

專題演講一：王鈺婷「臺灣女作家與冷戰時

媒的濫調、煽情、尷尬情緒。而潘國靈小說的集

期海外華文教育—論《大學生活》中臺灣女性散

體記憶和當代危機，描寫社會人物的刻劃呈現了

文之文化政治意涵」

消失的政治。董啟章的生產故事補充歷史空白，

本次台港研究生學術交流，除了文化參訪與

卻可能扭曲事物本身存在，隱晦抒情需要另外的

學術論文研討會之外，領隊老師謝世宗與王鈺婷

聆聽。

也在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專題演講，向香港研究生

清大臺文所留婷婷〈流轉華年、行走港都-

分享近期研究成果。

論辛其氏《紅格子酒舖》的人物書寫與地方意

首先，王鈺婷教授受邀至香港中文大學中文

象〉，鉅細靡遺從文人主義地理學「空間」到「

系樊善標教授課堂，以「臺灣女作家與冷戰時期

地方」的概念，談及地方中的人物，將小說人物

海外華文教育—論《大學生活》中臺灣女性散文

之間的關係做出清楚的解釋，說明空間如何由人

之文化政治意涵」為主題進行演講。王鈺婷教授

物的命名、改造變成地方。而作者在小說中呈現

從臺灣女作家進入香港文壇的傳播管道開始談
起，多數台灣女作家，皆通過在香港美援刊物
上發表作品，受到香港讀者矚目，包括《大學生
活》、《祖國周刊》等綠背雜誌。例如，女作家
童真以〈最後的慰藉〉獲得香港《祖國周刊》的
肯定後，始創作香港地域特色與通俗性的文學作
品。而被稱為「臺灣最美麗的女作家」郭良蕙，
其作品則具有台、港兩地文化中國的鄉愁。張漱
菡與《當代文藝》的關係匪淺，作品隱含中國古
典小說道德教化和因果報應的思想精神。
美元（援）文化中重要的出版社：友聯出版
社，以發行刊物為主。王鈺婷從其發刊目的、刊
物定位、讀者群設定，說明友聯出版社著重多元
文化宣傳。《祖國周刊》為友聯出版社針對知識
份子所創辦，《大學生活》亦是。《大學生活》
以海內外大專青年學生為主要讀者群，撰稿者遍
布港台，包括琦君、謝冰瑩、瓊瑤、鍾梅音、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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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林、王晶心等臺灣作家。刊物定位為「自己刊

琦君作品並闡釋出自幼浸濡於中國古典文學的領

物自己編、自己刊物自己讀」，在面對戰後現代

會，深厚的文化底蘊，展示自身所具有的中國古

化、移民潮、冷戰的國際情勢，形塑大學生的愛

典文學知識系譜。蘇雪林在三〇年代與冰心、丁

國情操。創辦友聯的年輕知識份子都和新亞書院

玲、馮沅君、凌叔華合稱「中國五大女作家」。

關係密切，爾後也推動香港中文大學的設立。王

而《自由中國》在冷戰和美援論述場域下的台灣

教授將《大學生活》放至在安德森「想像的共同

圖像由〈臺灣蹤橫公路一瞥〉可見，鍾梅音藉愚

體」底下討論，包括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

公移山的建設與科技展望，呈現出現代文明在台

語言宿命的多樣性，三者重合性的連結，甚至將

灣復興實現的過程，凸顯台灣等同於自由中國的

國家作為一心理、主觀的願景。雖說中國文化的

復興基地以及反共的民主堡壘。

再生運動，讓海外中國留學生苦悶徬徨、孤獨淒
涼，處身異邦的華裔子孫有更多寄託，也使得香
港新儒家文化得以承繼，保留、延續中華文化，
不過這也正是逃往到港九中國流亡青年的學業和
就業問題，另一方面將大學生此一想像共同體視
為理想化全體。而《自由中國》則是臺灣熱愛自
由的知識份子所創。
關於臺灣女作家在香港的發表現象，於《大
學生活》發表作品者，包括林文月、陳若曦、瓊
瑤等，這些活躍於台灣文壇的遷台外省女作家受
到五四思潮衝擊，少數在五四時期即享有盛名。
五〇年代女作家，以布爾迪厄所謂的「文化資
本」、語言資本，並在官方所認可語言政策的
推波助瀾，使得文化資本與語言資本合一又轉換
成經濟資本。女作家們常以優雅美文，敘述日常
生活的經驗，作品流傳在於白話中文書寫能力，
回應冷戰時期海外華文教育整體的文化生態。文
化中國也藉由文學教育傳承，〈漫談創作〉漫談

專題演講二：謝世宗「跨國電影的生產與旅
行者的凝視─論侯孝賢的《珈琲時光》與《紅氣
球之旅》」
謝世宗教授主講的「跨國電影的生產與旅行
者的凝視─論侯孝賢的《珈琲時光》與《紅氣球
之旅》」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主
辦，吸引香港各大學對電影有興趣的研究生來參
與。謝教授提出侯孝賢的兩部跨國電影，共同特
色為因海外資金的挹注，而去推廣該地文化，也
是《觀光客的凝視》中所描述的差異與奇觀。
首先，謝世宗教授指出兩部電影的跨國特徵，包
括《珈琲時光》女主角井上陽子為台日混血的身
分，跨國婚姻，以及在日本追尋台灣的音樂家江
文也的足跡。《珈琲時光》就像東京的城市交響
曲，第一幕展現出東京縱橫交錯的鐵道系統動態
的狀態，也帶出了電影的主題，以車流、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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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流、物流這幾種流動來組成生命之流，侯孝賢

出現的搬家工人、調音師等，都可看出其專業之

在其他電影當中，也經常處理時間與生命的流逝

處。綜而觀之，這兩部跨國電影呈現出觀光客的

的過程。

凝視，除了將異地明信片化以外，還有侯孝賢對

謝世宗強調，聲流是電影分析當中經常被忽

於異國烏托邦式的再現，頗具正面意義。

略的，有一個場景出現了莫名的電話聲，代表陽

整體而言，為期六天的「港台文學與文化」

子與父親之間沉默的情感。而陽子的手上的行李

研究生學術交流，從走訪香港重要博物館，讓台

箱與地面，就好比火車在鐵軌上奔馳，透過車

灣研究生對香港歷史文化有系統性的理解之外；

流、人流、物流與聲流四者結合成為一種社群感

十二篇論文發表與評論，主題橫跨台、港政治與

(communal

feeling)。陽子在火車中，被縱橫交

文化宣傳、現代文學藝術理論轉譯、影視改編與

錯的車流包圍，感覺到都市帶給她的安全感，因

民俗信仰，加上對既有香港都市文學論述的反思

此反而使得侯孝賢鏡頭下的東京較之於台北來得

與重構，在論題取向、跨海資料蒐集、研究社群

正面。另外，《紅氣球之旅》以華裔角色宋芳類

建立上，使兩地研究生皆有重新思考「台灣性」

比紅氣球，以觀光客、旁觀者的視角建構出法國

與「香港性」的可能。

性。電影角色所展示的衣服、所處的地景，都可

主辦單位：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香港中文大

以看出本地人與外來者的差異。侯孝賢試圖在電

學中國語言與文學系所、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

影當中展現出的國家象徵物雖然有些差異，但可

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台聯大系統）

以從《紅》當中一閃而過的法國國旗顏色所象徵
的：自由、平等、博愛，尤其是「平等」，是用
來闡釋在片中的次要角色都具有其功能，而非有
位階上的差別，例如：宋芳擔任保母、搬家時

記錄：顏訥、李亭、王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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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在東亞想像大學與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台日學術交流工作坊
2016年9月8至11日
日本東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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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老師與四
名博士班同學，於2016年9月8日至12日

前往日本東京大學駒場校區交流，參加由東京大
學Integrated Human Science Program for Cultural diversity (IHS)主辦，主題為 “ Imagin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Civil Society from East Asia” 的工作坊，內容包括東京
大學、首都大學東京與國立交通大學的老師演講
及兩地同學的報告。
首日的第一場演講由東京大學的吉見俊哉教
授展開，講題為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Humanities: The Role of University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ized Society”
。他首先講述當代日本人文學科衰落的處境，並
將大學的歷史劃分為四個不同的歷史時期：1216世紀大學誕生為第一階段、16-18世紀大學衰
落死亡為第二階段、19-20世紀大學重生及擴張
為第三階段、21-22世紀大學第二次死亡與第三

俊哉教授的討論，卻認為大學發展的不同階段只
是適用於歐美大學的發展軌跡。他以

“Decolo-

nizing the Earth: For a grounded global intellectual

movement”為講題，認為要建立一套民

眾世界觀(Minjung world)，跨越國家民族的邊界
思考。
第二日的工作坊由劉紀蕙教授發表

“Colo-

次重生為第四階段。他認為在當代，大學教育因

niality of Epistemolog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為全球化的影響而衰落，與16世紀因為印刷工業

Border Thinking: Contemporary Aporia in East

的發展而導致大學的衰敗的現象十分類似。接著

Asia”一文，她提出檢視權力結構與在地社會的關

由國立交通大學的陳光興教授演講，他延續吉見

係，並反思儒家思想論述與當代中國的權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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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藉以思考當代中國擴張的路徑，與周邊
其他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首都大學東京的西山
雄二教授以 “What remains from Philosophers’
reflections on the University?”為題，也是沿著
第一天提及人文學術衰落的大環境下，思考哲學
在當代社會的作用，以及作為哲學老師，可以做
些什麼。他認為當代社會有反學術的趨勢，批判
思考特別受到政治壓力，並提出「移動的大學」
(travelling)的想像，作為超越國家邊界的方法。
朱元鴻教授以“The Coloniality of Power Failed:
with reference to current (2016)world events”
為題，透過2016年不同的政治事件，分析在當
代資本主義全球化下，不只是第三世界面臨的問
題，各種政治經濟危機也回到歐洲原有的殖民者
自身身上。
第三天的工作坊，由兩位東京大學的教授演
講。石井剛教授以 “Imagining the community of ‘Wen’—Humanities from East Asia Discourse”，分析金時鍾和金石範兩位在日的朝鮮
文學作家，提出這些政治流氓者，如何透過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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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建構另類的社群(the community of Wen)
。最後，梶谷真司以 “Working with Citizens—
Transdisciplinar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University”為題，認為大學教育不一定在課室裡發
生。他分享他過去的文化行動經驗，如何與文化
界跨界合作，在受地震影響的社區與在地居民合
作，一起在社區內舉辦時裝展演活動，藉此讓在
地居民走出災後的陰霾。
最後一天的工作坊，是兩地同學的論文發表
交流，題目內容廣泛，包括有關沖繩的和平教育
問題、日本的華文學前教育研究、中國獨立電影
研究、中國揚子江與黃河論述比較、香港大型運
動後政治狀態、尼泊爾移民身份認同、台灣愛滋
病政策研究及烏茲別克政治經濟研究。IHS亦計
畫將同學的論文結集出版。

文字：文己翎（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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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

「族群衝突與社會運動」
馬來西亞與台灣學術交流工作坊
2016年12月7日、9日
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交

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學程和交

三位講者分別是來自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大社文所於十二月舉辦了兩天共五場關於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中文系的陳中

馬來西亞族群衝突和近年社會運動演變的講座和

和助理教授兼系主任、曾維龍助理教授和黃薇薇

研討會，吸引了相當多校內外的學生和學者到場

講師，演講課題環繞著馬來西亞從殖民時期到獨

聆聽，各位回應人也踴躍提出相關的問題進行討

立建國前後各族群如何建構出民族主義，乃至如

論，反應熱烈。

何影響了當今馬來西亞的政治局面和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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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當今馬來西亞國家機器如何干預教學系統、

研究生報告了各自的研究專題後給予在地的批評

媒體、娛樂等事業以掌控國民思想。

與建議，我身為報告人之一深感收益無窮，因為

陳老師以他對國家政策和伊斯蘭教條紮實的

各位老師來自不同的學術背景，能提供參照的資

研究，提供了馬來西亞國策伊斯蘭化的證據，

料和對象相對來得多元和有趣。兩天的講座和研

並指出政教合一的趨勢及其所可能引起的社會動

討會雖然探討了較為嚴肅的種族課題、宗教和

盪。另外，陳老師在第二場的演講則從歷史的脈

國家政策，但講座和研討會都在愉悅的氣氛下圓

絡梳理了華族南移到馬來西亞的各大籍貫所分布

滿結束，相信來到現場的各位聽眾都帶著收穫離

的地區和從事的行業，以及華族群體在國家獨立

開，對馬來西亞複雜的族群關係、近年掀起的各

之際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貢獻。曾老師則從其曾

種社會運動和伊斯蘭教相關事宜有更深入的了

經從事媒體新聞工作時經歷的黃絲帶運動來分析

解。

馬來西亞媒體人和知識份子如何團結對抗國家壓
力，也以獨立後的大背景探討華人的社會變遷。
最後，黃老師從馬來西亞電影的黃金時期作為考
察，分享了50-60年代馬來西亞電影業的多元性
和和諧性，也帶領聽眾從藝術層面來了解馬來西
亞多元種族的社會挑戰。
除了兩天的講座，三位主講人還與研究馬來
西亞相關課題的研究生進行了半天的研討會，在

文字:

吳君儀（國立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

學程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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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特寫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活動回顧

《文化研究》作為社會實踐與知識狀況的連結:
從「農藝復興」談起
對談: 劉紀蕙（《文化研究》期刊主編，交通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教授）
朱元鴻（交通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教授）
李丁讚（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蔡晏霖（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2017年2月11日
台北世貿一館(2017台北國際書展-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B402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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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研究》（Router :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是華語世界第

一份文化研究的正式學術刊物。作為不斷開
拓的前沿領域，本學刊透過跨領域的研究論
文、專題研討、論壇規劃與議題評論等，串
聯各種的思想資源與實踐反思。以「農藝復
興」專輯為例，透過實作，身為「農民」、
身處「農村」、從事「農業」，重新思索實
踐內含的「人－社會－自然」。如同「路由
器」（Router）串流不同網際空間，連接社
會實踐與知識狀況，開闢探問道路，使多重
思想網域並存，正是《文化研究》的工作。
活動影音檔：https://youtu.be/zBoxbDu33HM
QR 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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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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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學術活動回顧

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跨性別——社會關係的挪移與轉變
講者：高旭寬（台灣TG蝶園成員）
2016年10月05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402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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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性別課題，高老師認為不能只有老師在
台上講，因為性別經驗每個人都有，只是

每個人的性別經驗不太一樣而已。上性別相關課
程比較好的方式是可以對談、對話、交流彼此的
經驗和想法。分享經驗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性
別經驗的差異往往都和個人的生長環境（文化、
人際關係等）有關，因此高老師都鼓勵現場同學
能踴躍發言。
同樣身為跨性別者的高老師透過分享自身經
驗，談論跨性別者的身份認同問題，講座內容大
致上分作四個環節進行。首先，高老師為大家講
解『跨性別』一詞，列舉人妖、第三性、變性
人、鐵T、半南陽仔等，說明雖然『跨性別』一
詞很新，但跨性別者的存在卻很古老。老師認
為，一個人的性別是與很多事物扣連在一起，並
非可以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隨後更向在座同學
展示了自己國中二年級的照片，以自己作為主要
的例子講述一個跨性別者的成長歷程。高老師從

性別者或想要變性，你會如何？以及最想問他/她

自身的家庭背景談起，進而談到兒時所崇拜的角

什麼問題？』

色（以男性英雄人物為主）、玩伴（幾乎都是男
生）、青春期的情慾啟蒙、直到自己對性別有了
認知，並出現想要變性的想法以及變性過程中所
面對到的問題。高老師以輕鬆的方式分享變性後
的自己如何適應以及融入『男性』這個身份，其
舉例自己挑戰穿泳褲游泳以及到韓國裸體泡湯。
一些對此感興趣的同學也向老師提問了相關的問
題，老師逗趣的回答亦讓現場笑聲不斷。

於第三個環節中，高老師舉出一些社會新
聞，談論現今社會對變性人的看法和現象，如台
灣某家知名健身房禁止變性人註冊會員等，同時
也分享自己過去所寫的相關文章作為補充。另
外，老師也論及了變性者的各種複雜情況以及與
伴侶協調的方式，老師在講解時所舉的例子都是
身邊的真實案例。講座的最後30分鐘，現場開
放發問，同時高老師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如身

在第二個環節中，高老師提問了兩組的假設

為中文系老師的劉人鵬師為何想要研究性別的議

題讓同學們去想像與互動，在場同學也陸續發表

題？對此，劉人鵬老師也給予簡單的回應，為講

自己的想法。第一組的假設題為：『如果身為女

座畫下圓滿的句點。

生的你，某天發現身體生長男性器官，你會如
何？如果身為男生的你，某天發現身體生長女性
器官，你會如何？會通過手術讓自己恢復原本性
別的同學請舉手』；第二組的問題為：『如果你
的麻吉/職員/兒女/老公/爸爸告訴你，他/她是跨

主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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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人社
院學士班文化研究學程

學術活動回顧

80

國立清華大學／學術活動回顧

秋季文化研究工作坊
2016年11月26日國立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A316會議室

2016

年11月26日，亞際文化研究國
際碩士學位學程、文化研究國際

中心與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舉行「2016秋季文

畫，並藉由深入淺出的議題發想，反覆討論以深
化問題意識，並進行方法論的實踐與操演，以期
達到一次知識建構的試作。

化研究工作坊」。文化研究的核心意義，在以批

此次工作坊報名學員所提出的關懷議題各不

判精神對待社會的重要課題進行跨領域研究。本

相同。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二年級的方同學，

次文化研究工作坊的設計，希望能夠引導與會同

因外在環境與心理因素而在性別認同的光譜中滑

學將自身關懷課題，提煉成為跨領域自主學習計

移，並藉由此歷程轉換，重新思考對生理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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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取向間雙重否定的內外緣因素，社會規訓下女

可能？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二年級的陳同學則

性／T／FTM三者之間的異同之處，並進一步追

是從「葉永鋕事件」談起，反省現行性別平等教

問當今女同志論述當中的見與不見。中央大學英

育非但無法去除「娘娘腔」汙名，反而加強了此

美語文學系三年級的何同學則是以「從台灣街頭

一詞彙的負面意義，並限縮了其他可能的詮釋

藝人看見台灣表演藝術環境」作為發想，駐足

空間。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學士班四年級的

欣賞表演的人多，願意打賞者卻少。再結合台灣

葛同學則是針對清華大學與新竹教育大學的併校

政治人物的相關發言，她歸結台灣社會對藝術價

事件闡述意見，他觀察網路平台以及社群媒體的

值的漠視，原因係來自於美學教育的缺席。另方

輿論方向，發現其中的「擬性」的校園擬人化問

面她指出，有關當局透過取巧的方法，以公益的

題，以及教育體系中的階級問題。

名義拒絕支付表演費用之現況，也是造成街頭
藝人生存問題的重要因素。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
院學士班一年級的林同學以自身的工作經驗為發
想，提出「自由軟體」乍看允許人們擁有選擇的
自由，實則與社會結構之間共謀的利害關係，並
以軟體自由運動的親身實踐，期望以質性研究
的方式建立在地資訊論述。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
學士班四年級的陳同學分享兩個議題，其一以
「監獄」作為發想，監獄作為一種全控機構將「

而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林建
廷，以及清華大學文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宋玉雯二位老師，則給予同學的提案報告概念性
的深化與技術性的建議。二位老師不約而同的指
出，身處資訊爆炸、文化交融的當代社會當中，
反而提供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邊界跨越的可能
性，反過來說，跨越既有的知識框架和學科藩籬
以成為文化研究中的核心議題。

異常」者加以監管、排除於社會之外。他比較傳
統監獄與新型態監獄之間的異同，並認為後者能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台灣

夠增加控制犯罪的有效性。其二則是將關注的視

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人社

野聚焦於離婚婦女社群，社群內部成員因著相似

院學士班文化研究學程

的情感經驗，而產生一種擬親屬的情感關係。
如何看待此種親密關係，又能否作為另類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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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複雜的性別壓迫——跳脫加害與被害的二元對立
講者：高旭寬（台灣TG蝶園成員）
主持人: 劉人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2017年3月3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402教室

學術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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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演講中，高旭寬首先與聽眾討論性別壓
迫的定義，並要求現場的出席者分享各

自的想法。講者對「壓迫」這個詞有著更深的思
考和自覺，把壓迫的來源、對象和環境一一作出
細緻的分析，尤其是演講過程中不斷挑戰和更新
大家認知中固有的二元對立的壓迫模式。另外，
講者準備許多狀況題，要求大家變換角度去感受
和反思性少數者的生活難題和窘境。出席的聽眾
皆來自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大家踴躍參與，
侃侃而談自己對性別議題的見解，令這場講座的
討論空間達到更高的層次。接著，主講人播放一
部關於「宣誓處女」的影片，進一步說明在不同
的社會文化與語境下，性別壓迫的問題與出路。
在講座的最後一個環節，主講人提出了跨性別的
議題，以及分享自身變性的需求和經歷，讓在座
的人都能對跨性別者多一點理解和善意，少一些
歧視和敵意。「跨性別」雖是近年來才被談論的
新詞，但跨性別的現象已經存在於社會之中許

主辦與協辦單位：

久，其中所積累的種種問題不容易一次性地全盤

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台灣聯合大學系

解決。總結而言，主講者展示出性別議題的複雜

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

性，並非簡單二元對立的思維可以概括的，因此

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國立交通大學亞太／文化

需要持續地關注和調整現有的制度，無論是在哪

研究室

個領域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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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如何深描？

講者: 魏明毅
主持人: 方怡潔（清華大學人類所教授）
2017年3月7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204教室

本

次講題為《靜寂工人》作者魏明毅分享如

掩蓋的東西。在紀錄前需要站在無知的位置，應

何在田野觀察後進行深描書寫，他以田野

以內部觀點去理解：不認為理所當然、不隨意批

經驗為例，帶出本書的書寫技巧與過程。他先提

判；打開五感，盡可能蒐集各種片段的語料、動

到，書寫的投入來自於關懷與熱情，才能看見被

作、眼神等，像是報導人稱呼作者為「魏小姐」

學術活動回顧

，顯示出研究者在報導人眼中的定位，是地位較
高的讀書人。而這些男人群聚在一起時的自我展
演，都是在比誰比較「能」（gau）。離開現場
的時候，筆者開始進行深描，將這些蒐集到的素
材放置在文化情境、社會階層、政經模式下思
考，將一個個的片斷組織成具有意義和解釋力的
紀錄。這些深描並不是為了激起讀者的情緒，而
且要留下紀錄，使讀者和你一起親臨現場。他挑
選書中的段落，顯示這些文字具有的情感。在持
有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文化情境中，這些男人需
要有錢，才是「能」，而男人的自殺和茶店仔阿
姨的伴文化也都是文化結果。作者向觀眾提問，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幕為何？有觀眾提到作者對
工作的定義寫出了自身的焦慮，因此不僅是敘述

85

講者簡介
魏明毅是《靜寂工人》作者，本業是心理諮
商師，早期在南投山區部落奔走，這些邊緣地區
的人，生活沒一件事是容易的，樹在石縫長，人
在鑊底熬，自殺個案並不罕見，魏明毅也愈發拚
命工作，但她在書中寫下：「世間的苦難看來絲
毫沒有退去，會談室的門反倒更頻繁地開開關
關。」她決心暫停工作返回學術，不是逃避，而
是想要取經，我想找出讓這些求助者如此頻繁走
進會談室的原因。我知道他們過得很辛苦，卻不
知道眼前這個人的困境是被什麼堆出來的？人類
學對人理解的厚度和方式，似乎隱約有答案在裡
面。

碼頭工人的處境，這些敘述更能自我辯證，組織
成一個共同的面貌，不僅在田野中，也能映照在
田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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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一開始帶了各種紀錄工具前往，錄音

中心、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

筆、照相機、彩色筆與筆記本，後來選擇只使用

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國

筆記本紀錄關鍵字時，工人會等待他寫完後再繼

立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續講，而接下來要講什麼就忘了。紀錄越久，和
報導人相處越久，就能把他們說的話放在脈絡裡
理解，就比較能記住，而不需要先藉口離開去抄
寫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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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捷運潛水夫》
紀錄片放映及映後座談
講者: 郭明珠
主持人: 顧玉玲
2017年3月29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D302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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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到工殤，從病痛到抗爭，捷運潛水

講者簡介：

夫症是因為台北捷運局不當使用壓氣工

郭明珠出生於台北社子島，1990年大學畢業後就

法，造成大量工人罹患慢性病，骨頭由於氮氣阻

在基層工會工作，投身社會運動20年，從2005

隔血液循環而壞死，卻沒辦法獲得合理的賠償。

年開始接觸紀錄片，嘗試以勞動文化的影像與文

二十年前，這起工作環境不良造成的集體傷害發

字紀錄作為運動實踐以及社會對話的練習。

生，而隨著捷運的通車和方便性，「進步」的光
環在社會上擴散，這些人的痛苦隨著被掩蓋。在

作品年表：

這段歷史過程中，留下來的，人們只有對乾淨捷

2006「台北非常女」紀錄片製作

運的記憶，而沒有工人的勞動，物的重要性凌駕

2006紀錄片「三代不同堂」導演

於人，但這樣的狀況並不正義，人的真實處境不

2007紀錄片「環亞飯店工會罷工紀錄片」導演

被看見。郭明珠導演以及當時採訪工人的幾位同

2010紀錄片「天線寶寶之停車暫借問」導演

學，到場分享並與同學交流，另外，工業工程學

2010紀錄片「熄燈之後」導演

系的退休老師也一起參與我們的討論。

2016紀錄片「尋找捷運潛水夫」導演

紀錄片重現了工人的身體，以及社會對底層
的歧視、不信任、資本壓迫對工人病痛的改造：

主辦與協辦單位：

病不是生理的問題，而是通過層層的科層組織不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

斷地（通過人的主觀來）確認。導演從拍攝的角

化研究中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

度，強調「紀錄片做為集體發聲」的功能，忠實

聯合大學系統）

呈現工人的處境和多元意見，引發同學的共感，
以及對自己社會位置的反省。同學的回應以及討
論，從「觀看的政治」切入，討論如何觀看他人
之痛苦，並試圖揭示行動的可能性。導演也進一
步分享關於與工人一同和資方調解的經驗，提供
同學關於「共感」和貼近距離的具體經驗。導演
也分享，這部紀錄片是某種型態的口述歷史，就
是提醒大家記憶這段人的歷史，以及這段勞動的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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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人類學學徒說：食物教我的事
講者: 毛奇（蕭琮容）
主持人: 方怡潔（清華大學人類所教授）
2017年4月11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204教室

人

類學的知識幫助理解食物與下廚，人類學

菜的中年女性，因此寫作的內容會在家常之餘和

的田野如何找到工作協助專業。講者毛

生活的時光作連結，而將食物連結到記憶。

奇以人類學的視角，去察覺每一次談話中有說或

講者提及，以Jamie Oliver失敗的午餐計畫為

沒有說的部份所代表的意義。因為有人類學的訓

例，飲食為何是一種階級差異？放置在台灣營養

練，寫作會在意讀者的性質與感受，因此書寫會

午餐與食材來看，又會是什麼結局？以人類學來

變得更加精準，和一般能盡情揮灑的文學創作者

看，有被工業化社會排除的食材，也有將當地珍

區分開來。例如，聯合報專欄的讀者是一群會做

貴作物作為大規模資本商業運作體系下的「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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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像是在部落中曾是儀式的珍貴作物，但於

調方式，以及面對讀者時的溝通，皆受惠於人類

災後復甦後成為大量生產販售的商品，食物意義

學訓練。

的轉變是什麼？

講者簡介：

另外，講者也問及，是誰在喝葡萄酒？像是
法國喝葡萄酒的態度和台灣截然不同，品葡萄酒
的人是在喝不同產地土丘的風味差異，台灣有資
本能成為品酒者的人們，對異國的產地如此熟
悉，但卻對台灣的土地一無所知，深感像是富人
的遊戲。

本名蕭琮容，深夜時段起家，烹煮料理以明志，
作為在都市求生的方法。人類學學徒，曾經行走
異國與台灣鄉鎮尋訪食物產地與人群，怎麼吃，
如何吃，跟誰吃的溫存蘊藉的種種故事所在多
有。出社會後，從事文字媒體與影像工作，透過
每週聯合報副刊專欄（2015年6月～）一畦小小

接著，講者論及，從結構主義來看，李維史

的園地，用烹煮食物與書寫跟人們說說話。相信

陀提出的烹飪三角形處理人和自然的關係，食物

吃東西的時候，是人離自然最接近的神聖時刻。

也有類似的結構形式，像是漢堡、割包與熱狗、

作品散見於書籍與報章媒體：《澎湃！產地小旅

各國以發酵製成的酸菜。講者接著進行食物人類

行》、《小農復耕》、香港《號外》雜誌、「常

學的文獻回顧，例如食物在田野中可能是社交的

木蘭」媒體、「食力」新媒體、《鄉間小路》、

指標、社會地位的身分象徵或是民族與文化身分

端傳媒……等。合作經歷：主婦聯盟、國北教大

認同。此外，古典文獻中也有許多例子，像是伊

食農灶腳工作室講師、彎腰農夫市集農民保種

甸園的蘋果，儒家思想中的食物。

活動料理講師，主講使用台灣本地品種豆類的特

講者表示，在念研究所與上班時開始烹調，
成為每日的過渡儀式，從疲憊的工作透過烹調的
療癒轉換到家居生活。做菜時人類學的關懷仍不
時浮出，像是發現澎湖對章魚有許多不同的指
稱，語言的複雜程度顯示對事物的興趣有多高。
自然環境的稀缺導致不同烹調趨勢的循環，從
工業化到採集、火烤的流行。最後，講者和在座
同學們分享人類學知識如何對於各個面向有所助
益，從田野觀察和領域知識所創造出的文字，烹

色、金色三麥72HR酒咖養成所料理講師，主講餐
酒搭配、曼谷藍帶廚藝學校甜點研習進修、百工
裡的人類學家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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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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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我有一個電影夢

主講者: 林聖文（台灣獨立電影工作者）
主持人: 宋玉雯
2017年4月20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204教室

學術活動回顧

林

91

聖文先生的演講，除了帶來身為一位獨立

攝後，創作者要怎麼剪輯及詮釋所發生的影像，

電影工作者，長期與趙德胤導演的合作經

更是另一個問題。

驗外，更試圖為大家梳理電影對於自身與觀看的
影響。「甚麼是電影？」攝影機是一種錯覺的幻
象，這種錯覺的幻象建構了一種神話，更建構自
己與世界的關係。電影與文學最大的不同在於電
影語言可以自己建構，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電
影語言。藉由觀看與被觀看，拍攝者和觀影者都
在此認識了自己與世界。例如：李安在2017年上
映的作品《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拍攝，他利用
似擬真的手法，藉由一秒120格的攝影機拍出了
接近立體的感官，它打破了原本2D的構圖，把拍
攝現場幾乎完全搬進電影院。也就是所謂的「透
視」已經不存在，看電影不再是繪畫的延伸，而
是觀影者也在創作者的世界裏頭，幾乎身歷其境
的感覺那個幻象世界。
此外，電影和文學另一點不同之處，也在於
文學用文字表達現實，但電影卻是「用現實去表
達現實」，但是他們都可以延伸出無限寬廣的世
界，只是想像的方式不同。沿著這點去想，當創
作者可以掌握觀看方式時，也代表這項創作背後
附有權力關係。所謂的權力關係，他在課堂上擺
了一台攝影機，並試圖記錄課堂上的各位，想問
問是否大家會因為攝影機的出現而開始有「事件
發生」？像是，是不是有人會中途離開？而在拍

講者簡介
獨立電影工作者。經常發表對於國際影展現況與
獨立電影創作的獨到看法，以尋找台灣獨立電影
生產方法而存活，保持對於電影世界與現實世界
的深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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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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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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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記錄 傳播 戰鬥
講者: 王智章
主持人: 宋玉雯
2017年4月28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404教室

攝

影師王智章在民國75年至85年間，透過「

害影片播映，在高雄後勁石化業污染的案例中，

綠色小組」團隊的影像紀實，記錄了台灣

記錄了煉油廠對後勁居民生活上的困擾，油混入

政治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影像，內容涵蓋人權運

水造成水質污染、石化氣體彌漫在空氣中造成氣

動、原住民運動、學生運動、老兵返鄉運動、勞

爆、煉油廠溢出的地下水甚至造成民宅油爆。

工運動、婦女運動、環保運動、古蹟維護保存運
動等等。在本場演講中，王智章講述了綠色小組
成立背後的時代脈絡，台灣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發
展背後鮮少被媒體報導的市民社會，在三千卷的
珍貴檔案中，講者挑選了八零年代關鍵的環境公

這些珍貴的證據在主流媒體作為資本家與政
治家工具的當時，為庶民提供了發聲管道，也紀
錄了執政者驕傲的石化業政績的背後，人民與環
境遭受的苦痛。除了記錄社會運動，受到各種政
治干擾和壓迫的綠色小組，綠色小組也發展出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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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快速的影片製作和傳播方式。他們徹夜剪輯完
影片後，進行大量拷貝發行錄影帶，再交由攤販
於社運或選舉場合播映銷售，像是《329新聞快

的行動者力量。
講者簡介：

報》便是第一時間將影片粗剪後迅速拷貝，送至

1986年與李三沖、傅島成立綠色小組，以簡

各大據點播放，以抵禦三台新聞報導的機動性傳

便的攝影器材廣泛記錄台灣解嚴前後的改革運

播。講者也播放了著名的《綠色電視台開播片》

動，並利用地下管道傳播，用事實真相顛覆當時

影像，這是

年底在尤清選舉台北縣長期

三家電視台的官方說法，是當時具代表性的小眾

間，自行架設無線電視發射台，突破資訊壟斷，

傳播。2009年，王智章與李三沖重新扛起攝影

成功由民間在電視播放的第一個民間電視台。

機，在莫拉克八八風災重災區的台東嘉蘭蹲點三

1989

如今影像紀錄人手可得，王智章大哥也已不
再穿梭在社運戰場，但他仍為影像保存和紀錄努
力著。綠色小組可謂是台灣解嚴前後最具代表性
的小眾媒體，留下1800卷VHS影像記錄，近年更
成立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協會，與台南藝

年，完成《大鳥一八一天帳篷日記》、《嘉蘭八
八山寨》、《嘉蘭八八重建》三支紀錄片，以及
近百支網路影音新聞。綠色小組的3000小時影
像記錄經數位化後，現在典藏於台南藝術大學網
站，提供各界瀏覽觀看。

術大學合作，著手將珍貴影像數位化。2014年獲
頒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傑出貢獻獎，2016年第十
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亦以綠色小組重新剪輯成
的野百合學運紀錄片《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
運》為開幕片，並特設單元【如果紀錄有顏色：
綠色小組30週年】，完整回顧綠色小組的紀錄影
像。王智章講者與同學分享昔日介入社會脈動的
經驗與感想，為人社院的同學展示了用影像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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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
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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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人間現場──80年代紀實攝影
講者: 蔡明德
主持人: 宋玉雯
2017年5月5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404教室

《人間》

雜誌作為台灣八

貨公司」。蔡桑到垃圾山不只是按一下快門便離

零年代後半最具代

開，而是透過與拾荒者的相處、對地方現況的了

表性的報導文學刊物，以極具特色的報導攝影和

解，將影中人、攝影師和議題串連成為富有溫度

人文關懷著稱，對社會運動與知識思考均有不可

的紀實攝影。除了被遺忘的垃圾山上拾荒者的生

磨滅的影響力，蔡明德以紀實攝影的方式深入庶

活影像，講者也提到1987年的李長榮化工事件，

民生活，演講聚焦在八零年代那些對我們曾有很

化工廠廢水、廢氣毒害新竹市水源里，由於公權

深的震撼、卻又塵封許久以為遺忘的事件。蔡桑

力不彰，憤怒的居民自力救濟，紮棚埋鍋造飯

在《人間》雜誌的第一個蹲點是內湖的垃圾山，

圍堵工廠。讓人感動的是，當時抗爭的主力都是

在這個堆滿廢棄物的國度，反而是邊陲人的「百

阿公阿婆，他們不讓年輕人參加，因為在戒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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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深怕年輕人遇到麻煩。他們不要求賠償金，

蔡明德的現身說法，引領同學們進入歷史和文化

只要工廠停工遷廠。就這樣白天阿婆、晚上阿公

知識中，得以從實作的面向探索文化研究的諸般

輪班駐守，堅持四百五十天後，終於迫使李長榮

可能性，也看到影像工作者在勞動現場中的實作

停工遷廠，寫下台灣第一樁因人民集體力量而成

為何。

功的環境運動。
從戒嚴到解嚴，整個社會從壓力中釋放出極
大能量，不只是政治上的衝撞，例如反杜邦、反

講者簡介：

五輕等環境保護運動、社會上煤礦工、雛妓、囚

蔡明德，1983年加入《人間》雜誌團隊，秉

禁精神病患、老兵返鄉等議題，蔡明德以一張張

持對社會底層生活的關懷，記錄80年代台灣民主

富有張力的影像為台灣庶民說出不一樣的故事。

化前夕動盪的歷史圖像，用紀實攝影參與社會變

在《人間》雜誌停刊後，蔡明德歷任《自由時

革，讓鮮為人關注的議題登上國際版面。1989年

報》、《中國時報》等重要大報的攝影組長，持

《人間》雜誌停刊後，蔡明德歷任《自由早報》

續在新聞報導的最前線耕耘。去年出版《人間現

、《中國時報》、《時報周刊》等主流媒體，依

場：八○年代紀實攝影》，無疑是台灣報導攝影

然走在政治運動新聞攝影的最前線。2016年出版

不可略過的關鍵著作，本次演講〈重返「人間」

個人攝影集《人間現場》，刻印小人物社會生活

現場〉，從參與《人間》雜誌的歷程出發，與同

的歷史記憶，讓80年代紀實攝影的力度與暖意得

學分享用攝影介入社會的可能性。

以在「人間」復現。

透過蔡明德紀實攝影的歷程，我們看到影像
作為社會實踐的批判力量，雜誌、照片和文字都
不再只是生硬的物件，它們透過人的轉化得以介
入社會，影像記錄是一種現象的再現，透過重新
生產可以表現出另外一層意義，事隔多年的讀者
透過蔡桑的影片重返人間現場，看到了不曾碰到
面的底層社會生活。透過影像文化的再生產，即
是一種敘事方式，為事件留下另一種說法。例如
人間雜誌對湯英伸事件記錄，它展現出了有別於
大眾傳媒的敘事風格，大眾傳媒為搶即時性和政
治立場有其篇幅和觀點上的限制，而這就是當時
小眾報導文學和攝影的空間所在。《人間》得以
透過細膩的書寫、長時間的採訪和多元視角，娓
娓道來事件的始末和效應。這樣的敘事方式也為
台灣在解嚴前後的轉折年代，留下寶貴紀錄，也
是台灣在地文化研究知識檔案的重要成果。攝影
師在快門按下背後的故事鮮少為人知，相信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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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
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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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侯孝賢電影與文學

講者: 詹正德（台灣獨立書店經營者及影評人）
主持人: 宋玉雯
2017年5月18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204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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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次的演講講者為擁有多年影評寫作資歷的
詹正德先生，為大家帶來台灣電影的分析

外，更帶領大家思考一部電影的過程。演講中講
者探問聽眾是否知道電影的科學、哲學和美學。
在科學上，講者講解了底片格數等技術問題，哲
學上則引領了聽眾一些觀看的思考，而在美學上

97

講者簡介：
網名686。曾任職楊德昌電影工作室，後成為廣
告創意人十年，現於淡水河畔經營獨立書店「有
河book」，並任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理事主席。
著有影評集《看電影的人》。

他則講述了電影風格及語言的不同。由此深入，

主辦與協辦單位：

帶領我們進入到台灣新電影的領域。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國立清華大學亞

他談及，在台灣新電影時期，電影敘事大約
分為三種：一種是最普遍的，如張毅導演《我這
樣過了一生》的傳統敘事手法，詹正德指出，像
張毅的手法─敘事分成三段，開頭，中間，結尾
─某種程度上已經很精彩，但如果要突破就必須
看另外兩位導演如楊德昌和侯孝賢的電影風格。
楊德昌是一種很現代的故事內容，它想努力呈
現清楚一切事情，電影一格都不能少。因為每一
格、每一個畫面、每一段配樂都有它的存在意
義。而相反地，侯孝賢則是認為自己在創作過程
中不可能清楚知道每件事情，因此他只講自己看
到的部分。此演講最精彩的部份，也就是詹正德
藉著梳理侯孝賢及楊德昌之間的不同，來回應台
灣新電影可能解散的原因，還有他們為何分道揚
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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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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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春季文化研究工作坊
2017年5月25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D302

2017

年5月25日，亞際文化研究國際

掩」──COSPLAY參與者與主流文化的社會關

碩士學位學程、文化研究國際

係研究〉為題，透過自身長期浸淫COSPLAY圈

中心與清華大學人社院、院學士班舉行「2017

的經驗所提煉出的觀察，他發現，社會大眾對於

春季文化研究工作坊」。春季文化研究工作坊

此文化有著扁平化的誤解，而在社群當中亦有一

的設計標的，旨在邀請與會同學將平時積累的

套規範機制回應與社會大眾的互動；另外，CO-

研究能量，化作一份正式的論文並且發表。此

SPLAYER在不同社群及場域的互動行為具明顯

次工作坊發表者主題範圍從文化研究到社會學乃

的差異，而網路媒體的興起則壯大了社群交流的

至於文學研究，相當廣泛。劉欣蓉以〈角色扮「

可能。洪培祐以〈當代關鍵詞「新詩」─論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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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詩大眾化之趨勢〉為題，闡述其對新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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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關係及可能性。
清華大學人類所助理教授方怡潔，以及交通
大學社文所博士生劉雅芳二位老師，則給予同學
在概念性及技術上的建議，並指出初寫論文者常
犯的問題，例如使用並不合適的理論與詞彙、擬
定的框架過大而無法執行、或是問題意識太發散

劉思妤則以自身的生命經驗出發，以〈藝術

而無法聚焦等。於此同時，二位老師也勉勵現場

與社會的跨領域教育實作：清大不分系美術組與

同學，這次的研究發表已有許多成熟並特別的題

北藝大美術系的比較研究〉為題，透過參與式觀

目，值得繼續深化。

察、質性訪談等方法，將兩間看似相似、本源相
近的校系進行對位比較，除在結構上進行批判性
反思之外，亦對於自身跨領域學習經驗模式再思
考。王詠葎以〈台灣公共空間閒置──以世博台

主辦與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

灣館為例〉，發現近年來政府常以文化治理的

中心、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

角度，將都市、古蹟或展覽場地等空間活化再利

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

用，並加入在地化的元素以期在全球化下大環境

統）、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國立清華大學人社

中保有在地特色。然而新竹世博台灣館作為一失

院學士班文化研究學程

敗案例卻又該如何看待？蕭冠祐以〈在衝突基礎
上創建和諧？一個台灣中小企業通路個案的勞資
關係分析〉為題，則是試圖在勞資對立的既定框
架中尋求突破，以探究在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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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資本化空間下的文資搶救和文化抵抗
講者: 林奎妙
主持人: 顧玉玲
2017年6月7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D302教室

學術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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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清大「文化研究實作」課程的壓軸

也看見有人不支打盹，幾乎可以立即判讀出聽者

演講，邀請林奎妙從搶救三井倉庫案談

與台北的記憶距離。而在會後的聽眾發問，則將

文資保存，也談文化抵抗及干擾行動。投影片播

歷史、記憶、文化與都市發展扣連，也試著區辨

放一張張台北城的老相片：從清代末年北門完整

集體歷史與個人記憶的錯過／疊合，所有的對話

牆面、被擠壓在忠孝橋側的寒磣模樣，以及柯文

都指向進步口號下市民參與的虛與實，以及「文

哲執政時拆橋後，頓時被孤立在車水馬龍中像個

化民主化」的想像與實踐的可能。

重新上妝的廣告招牌。「記憶」是閱讀老相片、
古地圖的關鍵字。講者翻拍了不同時期的台北城

講者簡介

平面地圖，每一個城牆或鐵軌記號，在聽眾的觀

林奎妙，社運工作者，莫拉克風災重建蹲點紀錄

看下，被記憶中的實景印象堆疊出豐富層次，這

工作者。近年投入文資保存行動，試著摸索歷史

裡那裡十年二十年前，時間空間都成捲軸，在此

與文化能否帶給社會不同的發展想像。目前是台

時此刻既開展又堆疊。畫外音是講者的經驗加

北文資環境守護聯盟、文資法公民行動陣線、搶

註：看，這是台汽客運總站，早期很多中南部島

救三井倉庫等團體的成員。

內移民對台北的初印象；右上角就是行政院，也
就是太陽花323那天我被警察架出來到這條街道
上.......，每個人都讀到自己的、學來的、聽來的
多重記憶。
集體記憶並非均質，現場同學對台北的距離
親疏有別。同樣的教材，因為觀者的經驗搭建了
街景變化的繁複意象，或只是陳舊無意義指涉的
街道線條圖。講者表示看見席間有人頻頻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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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活動回顧

102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活動回顧

台港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劃
羅永生專題講座

2016年12月13日、14日下午14：00-17：00
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香

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羅永生副教授應國

12月13日的講座中，羅教授以「殖民城市」

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之邀，於12

的概念取代傳統「殖民地」的想像為主要論點，

月13日及14日來台舉行專題講座。兩天中，羅教

具體地捕捉「城市」中各類行動者交織的網絡；

授分別以「『殖民城市』與戰後香港的文化政治

此一取徑回應了香港例外論以及時興的後殖民評

構成」及「『間接管制』在新界：殖民治術與後

論；脫離簡單的殖民／受殖二元觀並回到香港具

殖的鄉郊政治」為題與同學們分享與座談。

體的歷史脈絡，藉此說明在香港所發生的「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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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經驗，其實是殖民體制下，具有其普遍意
義的治理模式。

上，12月14日羅教授將重點放在對於「間接管

看見「殖民城市」的經驗，指的是具體看見
歐洲殖民擴張與原城鄉關係的互動，以此重估殖
民城市中文化構成裡，經濟與政治的重要面向；
具體來說，就是在問題化香港發展的社會條件
中，作為商埠及移民城市這兩項要素之地位。羅
永生教授從香港最初蜑家與洋人的合作關係、到
香港地方士紳階級的行程，以及爾後何啟等「高
級華人」居間於香港地方社會與英殖政府的特殊
處境，拉出殖民政府在港的間接管制，實為他稱
之勾結共謀殖民主義（collaborative

相較於前日將焦點放在香港城市及行動者之

colonial-

ism）的模式；更進一步推進，羅教授透過對何啟
個案細緻的分析，指出其作為一種典型，其實體

制」這一治理模式的討論。講座分三個層次。
首先是從自由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匯流，推論殖民
治理採政治學說中所謂的直接管制，以及英國在
1857年印度大叛亂後改為間接管制背後的理論
與社會條件。接著，從香港具體的歷史著手，談
論殖民管制在新界從直轄治理到間接管制的演
變，並強調習慣法則在後者扮演的重要角色，以
及鄉議局在此脈絡下，如何成立並逐漸獲得權
威。最後，羅永生教授引介非洲思想家Mahmood
Mamdani的著述，將透過其所謂的「特殊歷史
化」來處理香港模式，並以此路徑具體討論如何
理解現今新界局勢。

現了殖民城市與香港文化交織下的所謂高級華人

經由分析與講解，參照新界目前「官商鄉

獨特的精神狀態。除了對這群地方精英的分析，

黑」，羅永生教授最後指出其研究旨趣聚焦在「

羅教授也提及如省港大罷工這種由平民發起的政

如何解殖」這個問題，並由此開放與會者提問。

治反抗，由於當時社會狀況的侷限，使香港並未

在討論中，除了邀請羅永生教授進一步補充其提

突破由地方精英仲介的勾結共謀模式。

出的概念與香港歷史外，參與者也分別就市民社

演講後的提問時間，則由同學分別就回歸論
述、殖民、解殖、當今政治改革等議題向羅老師
提問，並進行深入討論。

會、原居民與移民衝突、普選狀況、解殖等議題
與羅教授熱烈討論。
文字: 邱映哲 (交大社文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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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 Zinoman
Colonialism, Neo-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in Modern Vietnam
2016年12月20日-22日
交大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Peter

Zinoman is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During his visit at the Graduate Depart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Peter Zinoman delivered three speeches.

Vietnamese literature, culture and history. He ob-

During his speech Colonialism, Neo-Colonial-

tains his Ph.D. degree from Department of History,

ism and Post-Colonialism in Modern Vietnam from

Michigan University. To characterize his work, we

December’s 20th, 2016, Peter Zinoman provided his

can say that his publications include a monograph

audience with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at helped

The Colonial Bastille: A History of Imprisonment in

to understand not only modern Vietnam but also

Vietnam, 1862-1940 (UC Press, 2001), a translation

provided the audience with necessary knowledge

(with Nguyen Nguyet Cam) of the colonial-era nov-

to understand the two latter presentations. In the

el, Dumb Luck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case of Vietnam, the French colonial conquer start-

and another monograph Vietnamese Colonial Re-

ed with the French – Spain attacks of Da Nang

publican The Political Vision of Vu Trong Phung (UC

and Saigon. Due to the technical superiority of the

Press, 2015)

French military, the Army of Vietnamese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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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no chance to protect their country. After the

and were labeled as pornographic at the time of

colonial conquest that ended by correction of the

publication. Nevertheless, Vu Trong Phung was us-

Cambodian-Siamese borders in the first decade of

ing perverted sexuality to show social corrup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French focused on political,

Vietnamese colonial society and warned again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ony.

precipitated modernization of Vietnamese society.

Peter Zinoman argued that albeit Vietnam witnessed

Nevertheless, Vu Trong Phung was not a conserva-

tremendous changes, in many ways the transforma-

tive writer. Zinoman argues that his political vision

tion remained incomplete. The colonial relations of

can be the best characterized as an anti-colonial

power caused a significant resistance from indige-

republicanism.

nous people that was materialized in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 the best characterized by the French
and American War. Zinoman showed how the people
were not only subjected to the colonial rules and
mobilized for anticolonial struggle, but also subjected to the postcolonial regime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in Vietnam.

The series of the three lessons was ended on
December 22th with a speech entitled The Rise and
Fall of Vietnamese Reform Communist, 1956-1960.
In this lecture, Peter Zinoman drew a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a literary movement known as Nhân Văn
Giai Phẩm (NVGP). This movement, sometimes
considered as the biggest and only literary move-

In his second speech from December 12th, 2016,

ment that took place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ntitled Provincial Cosmopolitanism and Republican

Vietnam, started with appearance of two relatively

Colonialism in the Work of Vu Trong Phung, Pe-

independent journals - Nhân Văn [Humanity] and

ter Zinoman introduced life and work of Vu Trong

Giai Phẩm [Masterworks] in 1956. The editors and

Phung –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realist writers of

authors in the two journals called for more free-

1930s.

dom of the speech, democratization of the system

On October 20th, 1912, Vu Trong Phung had
been born into a poor family living at the outskirt
of Hanoi. Despite a premature death of his father
and very poor material conditions of the family, Vu
Trong Phung had been able to obtain a basic education and later a decent administrative position
in a local company. Nevertheless, his passion for
literature predestinated him for a life of a journalist. During his short life, ended by tuberculosis, Vu
Trong Phung had been able to produce a considerable body of work that leads Peter Zinoman to
a conclusion that Vu Trong Phung literary works
stands today as the single most remarkable individual achievement in modern Vietnamese literature.
Among his most famous works are two realistic and
satirical novels Storm (1936) and Dumb Luck (1936)
or couple of fictive reportages Whore (1936) and
Industry of Marrying European (1934). All of those
pieces are famous by its perverted sexual content

and correction of some innate error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such as corruption or incompetence of lower officials in lower strata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In mainstream historical knowledge, this was
considered as a revolt against the socialist system.
By 1960, the movement was forcibly suppressed by
the Ho Chi Minh’s government. Most of the main
protagonist of the movement were imprisoned or
subjected to various reeducation regimes and the
repressive arrangements lasted for almost 30 years.
Despite the deep-se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NVGP as a dissenting movement, Peter Zinoman argues that NVGP was a vain attempt of Vietnamese
intelligentsia to reform Vietnamese socialism from
within. As the main protagonists of the movement
were mainly pre-colonial authors who wer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middle class, this movement was
inevitably doomed.
文字: Mai Thi Thu （交大社文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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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s of Area Studies
on the question of theory and anthropological difference
講者: 酒井直樹
2016年12月18日
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106A研討室

酒

井直樹(Naoki Sakai)教授為現任美國康乃爾大學亞洲研究暨比較文學系教授，畢業於日本東京
大學文學系、美國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與文明所碩士、博士(1983)。專長領域為：比較思想研

究、文化理論、族群政治、翻譯研究、日本思想史等。主要著作包括：《日本思想的問題：翻譯與主
體》、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Public Worlds Series
, Vol 3) (1997), Voices of the Past: the Status of Langu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Japanese
Discourse

(1991)。酒井教授為國際知名日裔美籍教授，對於後現代理論、殖民理論等有諸多貢獻，

為Traces(印跡)期刊主編。

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邁向頂尖計畫、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學術活動回顧

107

國立交通大學／學術活動回顧

思想文創運動課程
Creative Industry as Intellectual Movement
授課教師：陳光興、張維安、郭良文
專題講者：藍博洲、陳界仁、李四端、楊祖珺、鍾喬、劉吉雄、
蔣耀賢、蔡仁堅⋯⋯等。
2016上學期，每週二 14:30-17:30
客家學院（交大竹北六家校區）小問禮堂

進

入新世紀以來，台灣的文化生產走到今天似乎越來越看不到強而有勁的影響社會力道。組織
者、創作者因資源所限，對上受文創補助與法規的制約，且無力動搖規範；對民間也找不到

具生活歷史質感的的對話空間。本課程以「文創」為專題，實則企圖以「思想」串聯文創與運動，突
破目前貧瘠的文化生產狀態，重新深入文化的產業：美術、音樂、電影、劇場、新聞、綜藝、連續劇
⋯⋯課程每週邀請深具實作經驗與深度書寫經驗的製作人、歌手、作家、藝術家，進行專題演講。以
重新面對世界、思想，打破各方界線，再啟更具生活與歷史厚度的文創生產與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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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即不離》(Absent Without Leave)
紀錄片放映及導演映後座談
講者: 廖克發
主持人：陳珮君（交大社文所博士班生）
2017年4月19日
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204室

影片簡介：
導演廖克發從小與父親疏離，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學電影後，帶著攝影機回到家鄉追尋答案。他從生
命中缺席的父親，一路追溯到在家族中被視為禁忌話題的英年早逝的祖父，卻發現個人家族歷史的背
後，隱藏的竟是馬來西亞一整個世代不願面對的過去，以及一群曾經付出熱血、卻彷彿消失於世間的
人們。
導演簡介：
廖克發，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實佻(Sitiawan)。2011 年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兩部作品
曾獲得台灣金穗獎最佳學生影片，曾獲最佳導演，並在

2015年釜山國際影展獲得超廣角亞洲最佳短

片。編劇作品長片劇本《菠蘿蜜漫長的飄香等待》，根據祖父二戰時參戰的生命故事改編，獲優等劇
本獎。成立蜂鳥影像有限公司，製作劇情與紀錄影片。參與 2013 年的侯孝賢導演執導的金馬學院。
任台灣國家地理頻道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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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可愛陌生人》(See You, Lovable Strangers)
紀錄片放映及導演映後座談
講者: 阮金紅、蔡崇隆
主持人：林淑芬教授（交大社文所）
2017年4月26日
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2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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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簡介：

各種新移民文化交流活動。

2017年，台灣的外籍勞工人數已突破60萬人，超

蔡崇隆，華裔台灣人，曾任平面媒體記者，商業

越原住民與新住民兩大族群，但他們的勞動/生活

電視專題記者，公共電視紀錄片製作人。現為中

與台灣社會一直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其中被

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獨立製片及導演。長

稱為「非法外勞」的無證（合法工作證）移工，

期關注人權、環境、多元文化發展等社會議題，

更是無人知曉的黑色族群，在媒體負面報導居多

作品兼具理性思辯與人文關懷。2006年與多位

的情況下，他們一面在島嶼的角落四處漂泊打

紀錄片導演成立台灣第一個紀錄片工作者職業工

工，一面要隱姓埋名，躲避警方軟硬兼施的日夜

會，2009年主編台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專書

追緝。截至2016年底，台灣的非法外勞人數已經

《愛恨情愁紀錄片》，致力紀錄片識讀與推廣，

超過6萬人，其中以越南移工人數居首。本片導

擔任地方影像人才培力課程講師。近年來與越南

演之一為越南裔新移民，偶然認識了一些流落在

裔妻子合作台灣新移民及外籍移工紀錄片，並參

外的打工越勞，在點點滴滴的探查後，她才慢慢

與司法改革、太陽花運動及反空污運動等多項社

瞭解這群既熟悉又陌生的同胞，爲什麽要走上這

會議題的製片工作。主要作品《島國殺人紀事》

條無奈、惶恐又艱辛的淘金之路。

獲2001年金穗獎最佳紀錄片獎。《奇蹟背後》獲

本片為2013年《可愛陌生人》（2014年金穗
獎優等獎）的續集，持續關切越南移工的勞動生
活，探索大量移工潛逃的背後成因，追蹤被台灣
遣返的非法移工家庭景況。影片並不試圖提出解
決之道，但求藉由第一線的直擊紀錄，能協助台
灣社會對非法移工的生命狀態產生更多理解，刺
激台越政府正視移工的人權問題，進而減少不必
要的衝突與歧視。
導演簡介：
阮金紅，越南裔台灣人，出身農民家庭，因家貧
未完成國小學業。2000年透過仲介嫁來台灣，
遭遇家庭暴力而於2008年離婚，獨立撫養女
兒。2009年再婚，擔任新移民團體志工，連續
兩年獲新移民之美攝影比賽第一名，並開始學習
紀錄片拍攝。2010年入選雲門流浪者計劃，2011
年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返鄉拍攝家族故
事與失婚越南姐妹，<失婚記>是第一部紀錄片作
品，入圍2013年台北電影節及南方影展最佳紀錄
片，獲南方影展最佳新人獎。紀錄非法移工的《
可愛陌生人》獲2014年金穗獎優等獎。目前仍持
續紀錄移民工及新移民二代議題，並推廣及策劃

2002年卓越新聞獎最佳專題報導獎。《我的強娜
威》入選2004年世界公共電視INPUT影展，美國
紐約廣播電視博物館永久典藏。《油症─與毒共
存》揭露1979年台灣毒油事件受害者未獲人道關
注的困境，獲2008年南方影展首獎、入圍台北電
影節、高雄電影節及東京地球環境映像祭。擔任
製片的《太陽，不遠》入選2015年日本山形國際
影展亞洲新力單元。
主辦單位：交通大學＆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
究國際中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亞
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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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井敏邦紀錄片放映:
What Is Going On in Gaza, Palestine?
主講人: 土井敏邦
2017年5月3日
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204室

日

裔獨立記者土井敏邦（Toshikuni

Doi）應

並分享他對於當今兩地局勢的一些觀察。

Alain Brossat教授之邀，於2017年5月3日

透過紀錄片的放映，土井先生強調，他「將

到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分享他自1985

個體的聲音、影像呈現在觀眾面前，使加薩的人

年至今，三十幾年間於加薩及以色列地區採訪見

們不再是遙遠的『巴勒斯坦人』，而是一個個如

聞。土井先生在這次座談中先後播放其2014年於

同我們及任何人活生生的生命」，並由此「召喚

加薩屠殺事件後拍攝的作品，以及2008至2009

觀眾的共感」。因此，他在第一部份除了呈現加

年間在以色列地區採訪當地學者與路人的影像，

薩屠殺事件後，倖存者生存的種種困難，更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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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見的居民物資缺乏、無處可依之外，以色列

色列對媒體的控制進一步補充，而酒井直樹教授

特意針對加薩市場、瓦斯廠、農田等地的轟炸，

也承接美國對於異議份子的處置進一步追問，戴

更使得當地產業無以為繼、加薩復興遙不可及的

瑜慧教授則詢問土井先生如何克服難受的心緒，

不可見危害。由此，加薩在各個面向的議題越發

最後劉紀蕙教授就土井提出的「接收者」加以追

清晰，也越使人不忍卒睹。在第二部份放映的影

問。土井先生除了就上述問題回應外，也補充說

片中，土井先生呈現當時以色列百姓回應軍方長

明如他這般小眾，不以討好觀眾為目的的紀錄

久以來在加薩的屠殺及轟炸，同時參照相關學者

片，在日本電視台播出所面臨到的困難，與他以

評論和當地民眾的意見，所得的結果卻是令人毛

獨立發行DVD的因應策略。

骨悚然的仇恨言論。當地百姓不約而同地採取自
我防衛的敘事，並藉其合法化其國軍方在它國領
土上對平民的屠殺；相關學者以新聞媒體對輿論

紀錄: 邱映哲（交大社文所碩士生）

的強力控制，以及剛強—復仇敘事的盛行，土井

攝影: 盧穎珊（交大社文所碩士生）

先生談及，這兩者絕對不是以色列的發明，他強
調，只要我們回想在二戰時期的日本及納粹，他
們構建各自的民族主義與其相似之處，絕對值得
人們更為警惕。
在土井先生的分享之後，與會學者與同學們
也分別依各自觀察提出了一些見解。社文所博士
生Hazem針對巴勒斯坦人在遭遇空襲前，可能或
不會受到警告的狀況加以補充，朱元鴻教授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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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奴役
—從〈血淚漁場〉調查報導談起
講者: 李雪莉、林佑恩
與談人: 邱羽凡(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2017年5月4日
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1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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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起，《報導者》採訪團隊耗費
半年時間深入追蹤，完成《造假・剝削・

血淚漁場:

台灣遠洋漁業真相》的調查報導。我

們從一名印尼漁工之死，揭開一張複雜的全球利
益之網，發現台灣透過「境外聘僱」制度，讓漁
工們簽下有如「自願為奴」的合約；並從觀察員
和第一線船上工作者的追蹤，證實漁場裡的造假
足跡。
講者簡介：
李雪莉／
《報導者》總主筆，記者入行17年，得過許多重
要新聞獎項，曾長期外派北京，在加拿大McGill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擔任過訪問學人，有豐富的

主辦單位：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

國際採訪經驗。在採訪之餘，目前也在台大新聞

究國際中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交通

所擔任兼任助理教授。

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

林佑恩／
《報導者》攝影記者，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攝影與
城市文化碩士。攝影作品曾獲：2016台灣新聞攝
影大賽肖像優選、2016台灣新聞攝影大賽系列照
片優選、2016「亞洲森林浩劫誰讓地球禿了頭？
！」調查報導入圍第42屆曾虛白新聞獎／公共服
務報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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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婦女運動的「女性」想像
講者: 王蘋（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
2016 年10月27日
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A-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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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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研究的範式轉移」系列論壇
講者: 黃盈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郭曉飛(中國政法大學)、趙軍(北
京師範大學)、朱靜姝(荷蘭萊頓大學)
兩岸酷兒觀察研究／2016年11月16日
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C2-437
兩岸女性主義發展／2016年11月16日
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C2-415
兩岸同志運動分析／2016年11月17日
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A108

主辦：中央大學

性／別研究室

協辦：中央大學英文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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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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正義
講者: 陳秀蓮（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
2016 年12月7日
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A-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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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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親密性”
講者: Chandan Reddy Chandan Reddy（Department of English/
Department of Gender, Women, and Sexual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主持: 林建廷(中央大學英文系)
2017 年4月27日
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A-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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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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讓我們現形
講者: Chandan Reddy Chandan Reddy
主持: 白瑞梅 (中央大學英文系)
2017 年4月29日
台北市龍江街281巷22號地下室(狐狸野餐)

無

論是勞工、少數民族與種族或是性別弱勢

持續存在的壓迫，因而使得運動的政治性淡化。

團體，大家目前所採用的標準策略幾乎都

當世界各地男、女同性戀者與其他性少數積極訴

是向政府要求生而為人的固有權利。但是馬克思

求婚權時，上述批判可以提供給我們哪些思考？

主義者和激進或後殖民女性主義者都以自己的方

得到這種權利，就能達成原來夢想的目的嗎？抑

式揭示，一心一意高舉和追求權利，往往會將開

或權利會讓渴望這些權利的群體現形？

明國家的價值和觀點灌入邊緣社群，在改善某些
社群的生活時，反而模糊了其中大部分人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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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運動與“眼界”
講者：吳靜如（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
2017 年05月03日
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A-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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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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專題座談會
林宜澐老師談文學
講者： 林宜澐
2017 年5月22日
中央大學文一館A226教室

講者簡介：
林宜澐，花蓮小說家、蔚藍文化出版社總編輯、
曾任教於大漢技術學院、國立東華大學等，文
學作品包含《海嘯》長篇小說、《惡魚》、《晾
著》等短篇小說集。法文系「中譯法（三）」
的學生在這學期一起參與翻譯他的短篇小說《那

晚》。這次座談會，林宜澐老師來國立中央大學
分享他的文學觀點與創作經驗。
主辦：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
協辦：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聯大)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台聯大文化研究跨
校碩博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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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OGRAPHIC METHODS
講者： PROFESSOR TERI J. SILVIO（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7 年6月6日
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C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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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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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鄉的歌聲與故事
講者：蔡雅婷 （社團法人東南亞教育科學文化協會秘書長
燦爛時光東南亞書店團隊、唱四方製作團隊主持人）
2017 年6月8日
客家學院HK-11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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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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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Asian Marxisms and Their Trajectories
Edited by Joyce C.H. Liu, Viren Murthy
2017 Routledge

In

this volume, leading schola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uggest that radical ideologies

have shaped complex historical processes in
East Asia by examining how intellectuals and
activists interpreted, rethought and criticized
Marxism in East Asia. The contributors to this
volume ask how we can use Marxism to understand East Asia in a global capitalist world,
and where the problems that Marxism highlighted, including imperialism, domination and
inequality, are increasingly prevalent.
The volume draws on various disciplines to
reinterpret Marx, and shed light on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global capitalism in various
historical/national contexts. The distinguished
contributors illuminate, rethink and make accessible highly complex Marxist concepts,
such as the question of class contradiction,
the temporalities of capitalism, real and formal subsumption, relative surplus value and the
commodity form, the question of class and the
proletariat.
At a time whe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the cris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his volume on regional responses
to capitalism is especially welcome. It will be of
interest to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East Asian
studi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sociology
and globaliz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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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論壇叢書29

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

Macao 12.3 Incident – Speaks about an Anti-colonial Struggle in 1960s
作者：李孝智
校編：丘延亮
出版社：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策劃：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贊助：亞際書院
出版日期：2017年6月

書訊：
一二・三事件是澳門去殖民化的開始，也是
現代澳門的開端，塑造了今天的澳門，也對澳門
的政治、社會、民眾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本書
以屬民研究的視野，口述歷史的方法，探索五十
年前在澳門發生的一二．三事件，重新檢視二十
世紀六〇年代港澳的反殖鬥爭／暴動，並處理了
三個題目：文革輸入論、民族主義、澳葡殖民統
治的特性，同時約略地討論了澳門回歸前夕，中
葡兩國的文化政治，以及事件對於當事人的實際
意義。
在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前夕，李孝智以「邊
緣認知」，從事「邊緣書寫」工作，整理了報章
報導的流變，訪談了十六位當事人所見所聞的親
身經歷，將當時一些具體過程與細節，事件的氣
氛與味道，豐富立體的感覺找回來。細緻地呈現
十六位當事人的口述史，拉近讀者與當事人的時
空距離，讀者得以運用歷史想像與同理心閱讀一
二．三事件所提供的一些訊息，去感受歷史的氣
息，消除今日因時空變換而產生種種人和事的誤
解，不僅對澳門當地的生活處境、對於「文化大
革命」、「民族主義」以及「殖民統治」這些大
題目能有所反思，且重新思考民族主義敘述／國
族歷史及文革輸入論的事件版本不合常理之處。
在一二・三事件屆滿五十周年，文章內容因
應時日轉變，李孝智針對二○○○年著述文稿
作一些修改的同時，盡量保持了事件的原味。
本書是在庶民研究群的書寫經驗及Shahid

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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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論壇叢書29

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

Macao 12.3 Incident – Speaks about an Anti-colonial Struggle in 1960s
作者：李孝智
校編：丘延亮
出版社：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的Event, Metaphor, Memory: Chauri Chaura

校編：丘延亮

1922-1992等細緻史誌重構的努力上，無疑是替

曾在芝加哥大學接受人類學訓練並獲得博士學

東亞及其庶眾增添了非但求乾淨俐落、單調扁平

位；1990至2005年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社會

的敘事書寫，保持了對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多聲

系，並先後於台灣多所大學授課，後於中央研究

道及立體視野。

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退休。著有多項中英文
專書及譯著，台社論壇叢書中幾本，是其中的一

作者：李孝智
生於香港，來自一個澳門背景的家庭。現職石油
行業，人到中年閱讀習慣不輟。澳門「一二．三
事件」是小時候在飯桌上聽過的小故事，後來有
機會以此作專題研究，寫成這題目的第一本專
著。事件如今過了五十年，希望從事件的啟示，
有助不同世代之間加深理解。

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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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讀本
作者： 馬穆德・曼達尼
譯者：王智明、沈思、陳耀宗、楊雅婷
出版：行人

策劃：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出版贊助：亞際書院
出版日期：2017/01/25

．當代非洲最重要的思想家，集大成之文集。
．2008年被
(UK)

Foreign Policy (US) 與 Prospect

雜誌列入「世界最重要的20位公共知識分

子」名單。

． 全球首部文集，作者獨家授權。人類視角廣
度約124度，視線所及之外，便超出經驗理解範
圍。

台灣在歷史與結構位置屬於第三世界，其實
與亞、非、拉各地分享著許多共通經驗，例如被
殖民、冷戰、移民動盪、威權統治、族群矛盾、
轉型正義等等。但這些經驗的迫切壓力下，我們
竟然總是將目光投向歐美，希望從西方思想與研
究中，找尋自己的解藥；反倒忽視與我們有共
通經驗的亞非拉，沒能建立起更積極的認識與互
動，讓第三世界能有更豐富的思想積累。
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為當代
非洲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曾在2008年選為「
世界最重要的20位公共知識分子」。他的著作總
能找到嶄新不同於傳統歐美知識圈的切入點，從
看似黑白分明的論述裡，開展出一整條光譜，打
開過去難以進入的思想空間。
整體而言，本書以《世界的去殖民》(Decolonizing the World)為題，足以標示曼達尼思想的
動力之所在：當前世界是遭受殖民帝國主義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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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讀本
作者： 馬穆德・曼達尼
譯者：王智明、沈思、陳耀宗、楊雅婷
出版：行人

策劃：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出版贊助：亞際書院
出版日期：2017/01/25

襲捲的產物，必須要徹底瓦解殖民過程在精神、
物質、知識、法律制度、機構形式、政經體制各
個層面所造成或是遺留的禍害，重新挖掘更為落
地的多重思想資源才能從，才可能走向以異質、
差異為前提，真正開放、自由、民主、博愛、平
等的多元共存和平的世界。
作為初步對於非洲思想界的譯介，本讀本翻
譯了曼達尼的五篇文章與一篇訪談，這些文章的
論據立足非洲而所觸及的議題，對中文世界並不
完全陌生，可以建立起理解非洲狀況的銜接點，
更或許可以激發我們自身語境的討論。工作團隊
也特別製作的長篇訪談，希望有助於了解作者的
生命軌跡與其所處大歷史之間的勾連。
作者：
馬穆德•曼達尼 ( Mahmood Mamdani ) 為當代
非洲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1946年於孟
買出生，1974年於哈佛大學獲得非洲歷史與政治
研究的博士。曾任教於坦尚尼亞的三蘭港(Dares-Salaam)大學、烏干達的馬凱雷雷(Makerere)
大學、開普敦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曾擔任
泛非思想團體「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委員會」

干達的帝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Imperialism and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Fascism in Uganda)、 《公民與子民》(Citizen

in Africa)之主席。於2008年被 Foreign Policy

and Subject)、 《當受害者成為殺人者》(When

(US) 與 Prospect (UK) 雜誌列入「世界最重要的

Victims Become Killers)、 《好穆斯林，壞穆斯

20位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他的著作包括：《從

林》(Good Muslim, Bad Muslim)、《救世主與生

公民到難民》(From Citizen to Refugee)、 《烏

還者》(Saviors and Survivors)等。

學術出版

131

當慾望碰上公衛：愛滋防治的解放政治
主編：黃道明(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出版者：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出版年份：2016

「感染者運動固然不用去為這恐性文化的修復負
責，可是假如我們不扛起這責任的話，實在不知
如何能讓人放心談性！」--荷安珀
本書記錄了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過去三年來與
國內外學者、運動者、及酷兒公眾一同打造愛滋
邊緣公共領域的軌跡。它肯認邊緣的愉悅實踐，
直指主流愛滋防治中缺席的慾望；它以歷史中生
成的左翼酷兒政治及社群照顧為據，批判愛滋專
業化下的知識─權力運作，提出對抗公衛「忌性
反毒」婚家道德的解放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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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20
主編：何春蕤、甯應斌
出版者：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出版年份：2016

1995年底，性／別研究室在中央大學英文系成
立，成員都是臺灣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份子學術
人。「性／別」標示著從女性主義的女性情慾議
題到更廣泛的性議題與性運之轉向，是「社會性
別」無法包容「社會性」的產物，之後二十年頻
繁主辦的會議與活動也成為台灣性／別少數的學
術基地、倡議講台、現身慶典與培力場合。
性／別研究室誕生於台灣政治和社會轉型的年
代，這二十年來促成了台灣「性」的變化，將隱
壓的社會力與趨勢催化，但也遭到更巨大的反
彈，說明瞭所有的權利、平等、自由都必須付出
被壓迫、不平等、不自由的代價。這二十年也是
美國單極霸權式微、中國與第三世界崛起的年
代，性／別盼望近年與未來的努力能開拓更深遠
的視野。
風流俱往，志在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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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第22期 2016年春季：
農藝復興／1949年爭議：禮讚或是詛咒／從希臘歐債到英國脫歐
編輯室的話／劉紀蕙
全球化難題之下另類社會實踐的可能性
結構擴大為跨國剝削，導致經濟圈核心邊陲的貧
富落差加劇，邊陲國家的邊陲地帶則成為南方之
南，而面對前所未有的窮困。金融貨幣以及信貸
資本的區域化與全球化，更意味著本地貨幣與金
融體系受制於國際體系，國際借貸造成了一國政
府財政基礎的脆弱，而跨國資本投資則牽動了地
方政府自願或是非自願的土地徵收，導致城鄉與
農村的土地喪失、人民迫遷。
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
所造成的廣泛影響。僅以歐洲為例，歐盟的邊陲
國家如希臘、葡萄牙、義大利、西班牙以及愛爾
蘭，紛紛受到債務拖累而瀕臨財政崩潰，幾乎宣
告國家破產。這個現象背後的因素，十分複雜，
卻都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趨勢之下快速促成的結
果。然而，全球化的衝擊並不僅始於21世紀，早
自上個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新佈局的軍事經
《文化研究》第二十二期的研究論文以及評
論文章，以不同面向，環繞著資本全球化的政治
經濟如何衝擊在地社會，以及在地社會如何實踐
另類社區營造的問題。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全球化之下，不僅市
場全球化，生產全球化，連貨幣金融以及信貸
資本也展開了區域化與全球化的規模。市場全球

濟冷戰結構，以及70年代開始快速發展的新自由
主義全球佈局，就已經清楚可見從冷戰到後冷戰
的政治經濟區域性的整合與競爭，以及這個整合
結構對於不同地區國家所帶來的衝擊。
臺灣自然不外於這個不同階段全球化的經濟
佈局所牽動的變化趨勢。在地社會的內部衝突，
總是全球局勢的間接延伸或是直接投射。

化，境外的產品由於自由貿易協定而降低關稅，

本期專輯「農藝復興」便是在這個大脈絡之

以更低價格傾銷，導致本地產品失去了市場的自

下所規劃的重要議題。編委李丁讚以「農業人文

主性。生產全球化，使得生產線從地區性連帶關

的誕生」以及「現代性的轉向」作為問題意識，

係轉為離岸外包；所謂的離岸外包，則意味著尋

邀請了陳瑞樺的〈以農之名：臺灣戰後農運的歷

求更低工資的勞動力，也意味著壓低工資的剝削

史考察〉、蔡晏霖的〈農藝復興：臺灣農業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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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以及莊雅仲和陳淑容的〈中型城鎮發展與

念，而糧食主權除了關係了人的基本生存權，更

城鄉新想像〉三篇論文，探討重回土地，進行在

牽涉了環境污染以及全球生態問題。高嘉勵進而

地社會實踐的不同方案，或是新的社會網絡以及

透過吳音寧的「江湖」隱喻，說明江湖就是生命

組織制度的想像。

的流域，並且指出，無論是全球江湖或是在地江

陳瑞樺分析戰後臺灣幾波「以農之名」的社
會運動所呈現的不同光譜。在冷戰結構之下，透
過美援所發展的工業化導致農業邊緣化；解嚴前
後，農運抗議美國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
與農產品開放進口，而與政府交換籌碼，卻換得
了農地自由買賣，使得土地成為可自由交易的商
品。陳瑞樺指出，相對於這種自由經濟貿易邏輯
之下爭取生產利益平均分配的矛盾立場，臺灣農
運在近年來發展了整體生態存續與糧食安全的概

湖，爭取重視農業的跨國組織，包括臺灣在內，
已經構成了「反全球化」全球運動。林運鴻的〈
無從醞釀的憤怒：當代臺灣小說中的後現代美
學與階級意識〉，同樣從文學作品出發，卻從「
虛假意識」的角度，調侃臺灣解嚴後所流行的去
中心、後設、拼貼、反對宏大敘事以及挑戰威權
的後現代小說美學，卻因為經濟發展的「臺灣奇
蹟」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中產文化品味，而遮蔽
並且無視於臺灣社會真正的階級問題。

念，尋求對抗發展主義與土地開發尋租的在地力

本期收錄的思想翻譯以及文化評論，同樣也

量，是一種另類的全球化連帶關係。蔡晏霖進一

處理了當前國際學界迫切面對的資本全球化之下

步以實際田野經驗，探討重回農地的新農人口如

的南方勞工、希臘破產以及英國脫歐的議題。

何重新學習農業技術，以民主化與平等化的互助
團體，建設既鬆散又連結的「江湖」，一個由
不同理想與不同能力的人群所組合的新的異類社
群。莊雅仲與陳淑容的研究則提醒我們，不同於
其他國家高度發展的超級大都會城市，臺灣普遍
存在著與周圍村落小鎮有密切關係的中型城市。
這些城市街道與農田阡陌相互交織，自在地發展
出農民市集，使得農產品得以自種自銷，而發展
出了在地的經濟體系。莊雅仲與陳淑容認為，這
種城鄉關係，提供了一種可以自我組織而建立開
放連結的未來城市空間想像。
高嘉勵的文章〈吳音寧的臺灣農業報導文
學：反全球化的問題意識與影音美學運用〉，雖
然並不是「農藝復興」專輯所規劃的論文，卻同
樣探討了全球化之下糧食主權的問題。不同於「
農藝復興」專輯以社會運動以及社區營造的田野
觀察為方法論，高嘉勵從吳音寧的報導文學《
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切入，以吳音寧
所說的「糧食就是生命」，而「江湖」就是「水
的流域」的說法，說明農業是人民生活之本的觀

林封良與周世瑀所翻譯的〈南方勞工─不再
「邊陲」：對Jane Hardy的回應〉，是馬克思政
治經濟學者John Smith於2013年在《國際社會主
義》(International Socialism)刊登的文章。這篇
文章適時地提供了對於新自由主義從70年代以來
生產全球化帝國佈局的分析，揭露「北方」國家
工聯的國族立場，以及檢討離岸外包所造成的跨
國勞動剝削。兩位譯者對於這篇文章的評論，可
以讓讀者對於新自由主義邏輯下生產全球化的整
體脈絡有更清晰的理解。
蕭伶伃的〈另一個歐洲是可能的嗎？從2015
希臘歐債危機檢視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困境〉，
深入分析了希臘2015年爆發的嚴重歐債危機的背
後歷史因素，指出二戰後以西歐大國為核心的超
國家組織為基礎的歐盟，其實是透過自由貿易、
豁免關稅、大國商品強勢傾銷、提高跨國信貸、
統一貨幣，而造成邊陲國家逐漸失去經濟自主的
新一波殖民主義。正如John Smith所提出的「將
爭取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鬥爭兩者合而為一，
並與所有受壓迫、剝削與邊緣化的人民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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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激進左翼政黨也提出了對抗資本壟斷、更為

共享文化「歸宗」與「血的歸流」的「人權天

平等、保護每一個個體生存權利、維護永續環境

命」，二人的觀點都是以一個正統的離散軌跡作

的呼籲，召喚「與難民以及整體歐陸勞動階級站

為詮釋角度。江燦騰則以臺灣佛教「在地轉型」

在一起的歐洲」，試圖建構出不同於目前以強國

所發展的高原期階段，指出「雙源匯流」以及「

作為政治與經濟整合的「另一個歐洲」的想像。

逆中心」的漢潮東流，對於臺灣的實質影響遠超

朱元鴻的〈脫歐狂想〉則尖銳地分析了英國
2016年公投脫歐的種種爭議，也檢討了英國左
翼內部的分歧立場。主張脫歐的左翼人士批評歐
盟反民主、屈從於市場利益而獨尊大國的帝國主
義姿態，反對脫歐的左翼人士，則擔心英國脫歐
後右翼民族主義反移民的排外仇外心態會快速高
漲。不僅歐陸難民潮引發的排外心態甚至新納粹
主義令人憂心，當前世界各地普遍瀰漫的右翼民
族主義以及仇外心態也令人無法漠視。不過，朱
元鴻結語處提出的「史有殷鑑」：「開放市場的
自由商貿，或是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的壁壘，哪
一邊距離戰爭風險更近？」這句話倒是令人玩味
的說法。
在二戰與冷戰結構全球化的趨勢之下，臺灣
如何受到了牽動呢？如何理解1949，便成為了關
鍵的問題。
本期特別邀請楊儒賓規劃「1949爭議：禮讚
或是詛咒」論壇，以近日引發不少關注的《1949
禮讚》(2015)一書作為辯論核心，刊登了一系列
不同立場的論點。正如楊儒賓所言，可能是「
政治光譜不好定位」，或是「友儕過多的交情考
量」，除了顏訥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質疑之外，其
他幾篇文章仍舊是以同情的理解，延伸出各自的
說法。
無論是吳冠宏以最為內部的位置所闡釋的「
氣質之性」辯證再生的動態發展，以及說明儒學
開放傳統如何在臺灣延續，或是秦燕春充滿感性
的慨嘆突然空降而強加於臺灣的流亡、離散、失
敗、恥辱與憂患，臺灣如何以「同體大悲」消化
了移民、遺民、流民的憂傷情懷，以及思索兩岸

出於明鄭三代在臺經營與清代二百多年間漢人
多次相繼東渡來臺的歷史過程，張崑將更拓展「
華」在東亞的歷史圖像與政治意義，以龍樹菩薩
《中論》所說的「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
說明「非本土，非非本土；非中國非非中國」的
辯證性昇進關係，二人的論點則是轉移視角，以
臺灣作為歷史辯證發生的基座。不同於上述這些
視角，顏訥以臺灣在地立場，質問被遮蔽的臺灣
史是否已經完全出土？是否「清創」的功夫還不
夠徹底？是否可以把承續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重
擔卸下，然後挑戰「中國歷史」連續性？臺灣有
可能完全將中國文化從骨頭上刮除乾淨，而宣稱
獨立嗎？
從這些不同觀點， 本刊讀者已經可以看到，
1 9 4 9 爭議所引發的，不僅只是藍綠統獨立場的
對立， 或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正統性， 甚至不
是中華文化如何在臺灣「開出」的問題， 而是根
本的歷史詮釋問題。
雖然地處大陸邊陲，卻居於東北亞與東南亞
海域交接處的臺灣，歷史過程中接納了穿越往來
的不同人群，參與了全球動態局勢中的海上貿易
以及區域政治，也不斷重構社會。這個過程的張
力，僅僅只是原漢衝突、頂下郊拼、彰泉械鬥、
幾度殖民治理以及新舊移民鬥爭所能夠涵蓋的
嗎？1949的歷史環節，事實上暴露出了21世紀十
分晚近的冷戰歷史之下，臺灣如何在全球化結構
之下被牽動，以及是否能夠持續開創出更為平等
而保護每一個體生存權利的另類社會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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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事件後的思想介入／香港（後）殖民主義的新面貌與文化危機

編輯室的話／劉紀蕙
思想介入：台灣318與香港（後）殖民

抗爭目的，並不足以涵蓋運動期間迸發不同方向
的交錯力量，也無法說明這個事件背後所牽動的
多面向因素。因此，我們在這個事件滿一週年的
時刻，邀請了學界朋友進行了一次閉門會議，交
換各自的想法。當時參與的人包括張小虹、楊
凱麟、洪世謙、李鴻瓊、龔卓軍、黃建宏、沈清
楷、黃涵榆、林淑芬、陳克倫以及主編本人。我
們閱讀了彼此的文章，也相互提出了尖銳的質問
與建議。這一期「318事件後的思想介入」的文
章，就是那次討論的後續成果，包括洪世謙的
〈318的概念〉，楊凱麟的〈事件318〉，張小
虹的〈太陽花運動影像作為「美學事件」〉，以
及另外邀請蘇哲安提供的〈太陽花運動類比性的
翻譯：在全球國家物流政變與共通普及的創構之
間〉。
318事件，或是太陽花學運，起因於立法院於
3月17日強行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不
距離2014年臺灣的318事件與香港的雨傘運
動已滿兩年。《文化研究》第二十三期特別規劃
了「318事件後的思想介入」以及「香港（後）
殖民主義的新面貌及文化危機」兩個專題，以思
想介入的方式，思考臺灣與香港當前的文化狀
況。
「318事件後的思想介入」是由本刊編輯室
主導規劃的。我們認為2014年318事件表面上的

同陣線的社會運動團體以及學生於3月18日進占
立法院，以示抗議，前後持續23天。在這個過程
中，立法院外也快速地聚集了各地學生、社運團
體與民眾，並且展開了各種公開講堂以及研習小
組，不同團體主動提供各種醫療、食物以及生活
用品支援，藝術人士記錄活動的不同面向，生產
了各種論述與影像。這個活動擴及全省，在臺灣
南北各大學課堂或是民間論壇也自發性的進行。
這個來得突然、牽動複雜因素而發展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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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事件撼動了臺灣島上每一個人。後續的發展

對立，卻造成了事件本身的不可思考。楊凱麟針

除了導致兩岸服貿協議至今仍未通過，海峽兩岸

對事物狀態所激起的概念，犀利地分析「事件僅

關係趨於惡化，也直接影響了當年直轄市長與縣

僅是事件」的三個面向：318事件場所作為經驗

市長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也促使年輕人積

「反實現化」的游牧空間，318事件時間的內部

極參政，太陽花學運成員為主的新政黨「時代力

延展與共時滋生，以及318空間的政治越界與折

量」崛起，奪取2016年立委五個席次，成為第三

返所暴露的黯黑真相，與國家硬蕊正面接觸的時

大黨，國民黨也在2016年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中

刻。楊凱麟指出，這個事件本身，已經迫使所有

繼續落敗。

人無法迴避地面對了另類觀看的必要性，包括臺

但是，這些事態的發展並無法說明這次事件
對於臺灣的衝擊，也無法說明實際上發生的巨大

灣社會的貧富階級、法律正義、中國關係、臺灣
地位、民主制度等等。

變化。反服貿、反對中國因素、抗議政府失能、

張小虹的〈太陽花運動影像作為「美學事

公民不服從、全民參與，能夠充分解釋這次占領

件」〉繼續從「運動－影像」與「美學政治」出

立法院以及行政院的行動，或是延燒全省的民主

發，探討太陽花運動攝影影像生產的「當下」，

活動嗎？這些變化事實上超出了運動的行動軌

已然爆破為一個「美學事件」，或者是更為基進

跡，因此本專輯的四位作者嘗試針對這次事件從

的「影像民主」。張小虹從太陽花運動的攝影書

不同角度進行哲學思考。

《天光》與《從我們的眼睛看到島嶼天光》，精

洪世謙的〈318的概念〉首先說明318的不
可預期性。每一個參與者與團體各自帶著不同的
訴求和態度進入了這場運動，並無法簡單地化約
為「反中、反黑箱、反代議制度、反自由貿易、
反世代不正義或者反馬政府」的事件。作者進一
步指出，環繞著318的各種痕跡，都如同「刪除
線」，記錄了曾經發生之事，也連接了各種無法

彩地對比出「大相機美學」的「歷史事件見證」
或是「聖像時刻」的「模擬再現」，以及「小手
機美學」的「虛擬間介」所不斷溢出於「同一」
與「認同」。透過集體匿名的影像流變，張小虹
跨越了代議民主、審議民主與直接民主的爭議，
而提出「無支配增補」與「基進不確定」的「影
像民主」。

辨識的力量。洪世謙從事件、空的本體論和無名

蘇哲安的〈太陽花運動類比性的翻譯：在全

者三個角度，深刻地分析這個徹底溢出任何情勢

球國家物流政變與共通普及的創構之間〉，則獨

狀態的獨特事件，並且指出這些來自不同方向的

具特色地將太陽花運動放置於更大的類比框架，

力量，從原本並不被看見的不同角落出現，彼此

討論這場運動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債務化、金融

匯聚與撞擊，以「無」的場域接納了所有來去多

化、資訊化、跨國貿易架構、數位勞動、物流學

變的新的可能性、新的策略、新的語彙、新的態

與主權的改變等不同角度觀察所看到的問題。蘇

度、新的參與者，而朝向未定的未來。

哲安稱之為「全球國家，財團政變」之下的太陽

楊凱麟的〈事件318〉指出，318運動期間引
發的相關話語和龐大影像情緒訊息，在這個「電
子根莖時代」，以轉貼與按讚的方式高速流動，
如同「無止境的即時民調與就地公投」。這些被
激活的分歧行動主體，各種「劇中劇」一般的即
時作畫與快閃行動，以及話語的暴量增生與內在

花運動，並且指出，這場運動深深埋藏於全球國
家的自動運轉之中，而暴露了殖民－帝國現代性
政治的民主危機：一、代議制的危機；二、翻譯
與物流學的異同；三、數位勞動的公共特質與被
剝削的現實；四、人種差異佈置。
2014年的318事件以某種間接的方式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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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同年9月香港的雨傘運動。本刊客編陳奕麟認

動讓香港面對了困難的選項：要繼續革命，讓制

為，大中華時代已經過去，目前香港所面對的是

度崩潰，重新再來，還是要回到政治實踐，維護

大中國的時代，也就是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

社會團結，迎接無休止的挑戰，並且讓憲法持

經濟下的殖民霸權，陳奕麟所謂的「南向殖民主

續面對更新與改寫的可能性。童慶生的〈香港，

義」。在結合了商業利益與政治考量之下，社會

誰的香港？〉，則直接指出香港的「內在種族主

議題的公共領域與民主參與便成為了香港的一個

義」如此赤裸裸地暴露出來，除了牽涉了政治與

難題。因此，陳奕麟特別以文化認同、地方自主

意識形態的因素之外，也牽涉了遺留在香港的殖

權，以及民主化這幾個面向，規劃專題「香港（

民意識以及文化習慣差異而造成的區域歧視等問

後）殖民主義的新面貌及文化危機」。

題。

羅貴祥的〈從海盜邦到耕作村：國家主權下

彭麗君與童慶生的文章引發了後續的討論，

香港的海岸與農地敘述〉提出的問題是，香港作

因此本刊邀請了劉世鼎、王智明與陳欣欣在「批

為逃亡者社會，歷史過程中作為不服從者的聲音

評與回應」分別與彭、童兩位作者進行了對話。

到底存在於什麼角落？當代的抵抗敘述又以什麼
形式出現？羅貴祥以香港特有的張保仔敘述作為
一個典型例子，說明這個逃離高壓專制國家的海
盜故事如何激起了一代香港難民的幻想，以及這
種想像如何在1997的歷史時刻被挪用為虛構的
「盧亭」敘述，而被環球資本主義的海洋論述吞
沒，反而隨著中國崛起而擴展的海洋主權競逐，
失去了其大眾想像的空間。羅貴祥指出，同樣
的，爭取地權以及強調農夫生活與耕種的烏托邦
化，並且塑造了「人民起義」形象的農地敘述，
也輕易地忽略了資本早已深深植根於農村。
張佩思的〈香港本土論述、文化解殖、後殖
民創傷之弔詭關係：以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為例〉
與陳蒨的〈香港金紫荊廣場：身分認同爭議〉，
分別以皇后碼頭與金紫荊廣場這兩個公共空間所
出現的社會運動為對象，分析本土論述如何發生
了轉移？為何出現了民族論？為何在公共空間同
時展現了由官方主導的經濟資本主義以及國族主
義，也暴露了民間頌揚的本土身分認同？為何公
民身分本身便是充滿矛盾的曖昧概念？這種狀況
下，香港如何可能進行文化解殖？
彭麗君的〈公民抗命與法治共同體：香港的
可能〉延續公民身分的悖論，針對法制之下公民
是否可能抗命的問題進行思辨，並且指出雨傘運

相對於陳奕麟組織的專輯論文，黎國威的〈
以購物之名：從網絡集體創作看「再造香港」〉
，則從不同的角度，同樣針對雨傘運動，提出再
造香港的不同可能性。黎國威認為，2014年「鳩
嗚」衍生的網路集體創作，是香港人連結線上抗
爭與線下抗爭，通過社會運動，「再造」網絡香
港共同體與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實踐。
在臺灣與香港的2014兩個事件的回顧之際，
潘博成的書評〈評介阿斯特莉特‧埃爾《文化中的
記憶》〉也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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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思想》第14期．2016年冬季號
板垣雄三專號（續）
出版：人間出版社

編案／編輯部
板垣雄三「將思想的根紮在日本，但同時他
嘗試汲取並化作方法的思想資源卻在亞洲乃至
世界史整體。他思想的珍貴之處在於，將『世界
史』作為自己思考的對照，也正是因為這一點，
他會成為一位特別的思想家。他所討論的直接對
象無論是日本或是中東，都是以與整體世界的關
係為前提展開的，可以說因此而具有了普遍性」
。[1]本刊於2016年夏季號「板垣雄三專號」中刊

登板垣雄三所著〈民族與民主主義〉與〈諸文明
的聯網：再激活「塔希德」（多元普遍論）的可
行性及影響〉兩篇文章，以及日本左翼思想者池
上善彥為專號所作的〈編案：為閱讀板垣雄三而
作〉，試圖從n地域論、身分複合到多元普遍性－
歷史共時性入手，建立進一步閱讀板垣雄三的基
礎。
本期「板垣雄三專號（續）」依池上善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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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的脈絡，接續刊登板垣雄三的五篇文章。在

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開始試圖「進入」移工

世界史與地域史結合的脈絡下，〈近代亞洲與日

受刑人的心情及其背後的結構性盤剝；在探視並

本〉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社會的發展放

與其通信的同時，TIWA在因緣際會下前往多名印

在與亞洲各個社會更為深入的結構性連結中進行

尼受刑移工的原鄉，既是為飄浪千里之外、身陷

檢驗；〈反恐戰爭與核事故〉、〈從三個視點重

囹圄的移工所行的「替代返鄉」，更是試圖拉伸

新思考「安保法制」討論的立足點〉則在「關聯

開他們更多面向的生命軸線。因為，受刑移工並

的世界」中、在與「伊斯蘭網絡」、「反恐戰爭

非飄零於台灣的個體，而是在種種個體的、社會

體制」、「福島核事故」等共振的世界脈絡中實

網絡的、制度的與國際勞動力移動動力之下出走

作東北亞研究。在現代與現代性的脈絡下，作為

原鄉的縱深生命；並且，我們希冀受刑移工的生

2015年亞際書院年度講座的〈從人性角度思考

命故事及進入其生命的眼界延伸出台灣，得以將

Modernity〉展開從文明論角度、在廣闊的視域

在台移工的境遇及抗爭座落於區域的、第三世界

下的世界史理解，叩問著我們世界史觀的立足點

的、世界的視野中。

──何為現代，如何超越現代。〈世界瓜分與殖
民統治〉則以「世界瓜分史」與民族抵抗為座
標，透過將歐洲國際政治體系和為其提供思想支
撐的框架本身進行徹底相對化、對象化，剖析帝
國主義的世界瓜分體制及瓜分／分割邏輯。

本期「視覺筆記」欄目在TIWA研究員莊舒晴
的協助下組成關切受刑移工的小專輯。莊舒晴隨
「替代返鄉」照片移動腳步，在探訪印尼受刑移
工的時日中，逐步展開被形塑、脅迫成為「墮落
的人」的受刑移工的生命軸線。十餘年獄卒生涯
的林文蔚，則從宜蘭監所的圍牆之內，以文字和

[1]

池上善彥（2016）〈編案：為閱讀板垣雄三

而作〉（張婧譯），載於《人間思想》第13期
（2016年夏季號），台北：人間，頁111。

【視覺筆記:探訪移工受刑人:囹圄與原鄉】
編案／編輯部
2016年10月21日，在台移工每三年須出國一
次的原《就業服務法》第52條「剝皮」規定，
經三讀取消。這只是對抗外籍勞工所受制於的「
奴工制度」之一小步，而其抗爭過程中所激起的
政府、仲介業者、雇主與移工、移工機構之間的
對立波瀾，亦只是移工在台灣所身處的勞動條件
與勞動保障的制度性歧視、仲介機制、逃跑－庇
護機制、長照制度盤剝，與社會歧視等境遇之一
瞥。
2013年7月，特宏興368號漁船案發生後，台

素描記敘受刑移工的牆內心情和身體，亦拋出在
種種心情和身體刺激之上的對移工在台司法系統
處境之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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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思想》第15期．2017春季號
2015東亞批評刊物會議專號
主編：陳光興、趙剛、鄭鴻生
策畫：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以陳映真為線索】

出版：人間出版社
出版贊助：亞際書院

時期、文學創作與評論寫作、黨外雜誌與運動生
涯、參選、從政與退休。他對於我們比較熟悉的

編案／編輯部

寫作與從政生涯所談較少，雖然在談及當下台灣

王拓先生於2016年8月9日過世，享壽七十三

政治與兩岸狀況時仍透露出因著這兩種身分而超

歲。他不僅是重要的鄉土文學作家，亦在劇烈動

越一般思想者、運動者的視野；他的沉思與陳述

盪的七○、八○年代密切參與黨外雜誌、社會政

大多集中在七○、八○年代跟王曉波、陳鼓應、

治運動，他的生命經驗與思考是為戰後台灣歷史

蘇慶黎、尉天驄和陳映真這些夥伴的交往與行

的重要現場與參照。「台灣左翼思想口述計畫（

動，在鄉土文學論戰、《夏潮》系統、《人間》

一九年代至一九八○年代）」工作團隊於2015

雜誌、黨外雜誌與運動的關係網絡，以及比較不

年1月1日於士林住所訪問王拓先生。在這場近五

為人所熟知的組建工黨和帶領老兵返鄉探親團；

小時的訪談中，我們依照素來的方式從兒時成長

而令他唏噓的則是從政後的政治與歷史情勢變

進入生命經驗，隨時間推移而逐次進入他的學生

化，及上述關係網絡、個人情感的輾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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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以王拓先生訪談稿是為紀念，正如
標題──出身八斗子的「土左」──所述，我們
試圖呈現的是他在戰後台灣歷史現場的行動與思
考始終挾帶著與這片土地的切身的、深重的連

中心與邊緣皆為我們進入東亞殖民經驗時值得問
題化與歷史化的入口。
【反杜邦運動卅年：歷史的回顧與對話】

結，並因此為回看歷史的我們所參照與尊敬。在

編案／范綱塏

此亦感謝王拓先生、王醒之先生在訪談稿長達近

1986年。

一年的修訂過程中的細心與耐心。

這一年，在彰化縣鹿港鎮，發生了一場事

【專號：2015東亞批判刊物會議──殖民亞洲】

件，鹿港居民為了反對美商杜邦化學公司，在鄰

編案／編輯部

近的彰濱工業區設置二氧化鈦工廠一事，群起動

接續著九○年代以來東亞思想界朝向知識共
同體的種種計畫與行動，東亞批判刊物會議試
圖建築以在地刊物為連結點的思想網絡──刊物

員，走上街頭抗爭。
「反對美商杜邦公司設立二氧化鈦工廠運
動」（簡稱「反杜邦運動」），於是展開。

以思想介入在地社會，更集結了在地知識人形

「反杜邦運動」最後成功讓杜邦公司放棄設

成批判圈，於是刊物的連帶成為輻射性地連結

廠計畫。而這場運動，一般公認是八○年代，推

各地知識人的契機。2006年《創批》創刊四十

動台灣各類社會運動的起點，深刻影響解嚴後台

週年慶時，主編白永瑞教授發起主辦了「東亞的

灣社會的發展。尤其在運動過後，當初參與運動

連帶與雜誌的作用」國際學術會議，作為東亞批

的青年們，也都分別都投入了各種社會運動的現

判刊物會議的初步嘗試。繼台北（2008）、金

場，開啟台灣風起雲湧街頭。

門（2010）、首爾（2012）與沖繩（2013）之
後，第六屆東亞批判刊物會議於2015年在香港嶺
南大學舉辦。

三十年之後，青年范綱塏費時一年餘，走訪
鹿港、台中、台北，採集當年親身參與的鹿港民
眾、知識青年、進步學生、媒體記者、學者專家

殖民經驗是當代東亞歷史中的重要部分，

的證言、回憶、評論，編撰整理相關文獻，並於

殖民經驗的持續與變形亦在當下呈現出新的面

2016年9月，出版《巨浪的起點──鹿港反杜邦

貌，為東亞／亞洲思想連帶提供豐富化的契機，

運動30週年紀錄文集》。重新整理、回顧這段歷

於是2015年東亞批判刊物會議的核心議題便為「

史。

殖民亞洲」。本期以2015年東亞批判刊物會議製
作專號，呈現各場次中以下發表者的文章：第一
場「殖民與語言」，林熒澤（首爾，《創批》）
與柯思仁（新馬，《亞洲現代思想》）；第二場
「殖民與歷史經驗／記憶」，王曉明（上海，《
熱風》）與若林千代（沖繩，《返風》）；第三
場「解殖與主體」，陳光興（台北，《亞際文化
研究》）與羅永生（香港，《亞洲現代思想》）
。我們期待繼續以思想內涵為媒介，從各地思想
狀況及其困境出發展開東亞／亞洲思想連帶的問
題意識，而帝國主義、國族主義、回歸、獨立、

這次的專題「反杜邦運動卅年：歷史的回顧
與對話」，是書籍主編范綱塏，在出版之後，巡
迴台灣獨立書店舉辦數場編輯工作報告，並邀請
各個與談人針對本書以及反杜邦運動歷史的回顧
與對話。專題內容有范綱塏對本書的編輯工作與
歷史事件的介紹；作為運動參與人的鍾喬的「歷
史證言」；社運工作者汪立峽從外部因素的探
討；以及三位鹿港子弟，紀文章、王麒愷、李宗
學，從在地人的角度，對於這場運動的分析與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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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18, 2017 - Issue 1
Editorial statement：
Kuan-Hsing Chen & Chua Beng H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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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dialogues within Asia and internationally.
Unfortunately, this potentially generative moment
has been met with triumphalist sent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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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also known as the

the region’s colonial past. While Asia’s political, cul-

Movements project, is a transborder collective un-

tur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in the global system will

dertaking to confront Inter-Asia cultural politics.

continue to fluctuate, there is a need to question
and critique the rhetorical unities of both the “rise”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is among the most import-

and of “Asia.” Wealth and resources are unevenly

ant yet difficult facing Inter-Asia today. Prolonged

distributed and there is no cultural or linguistic unity

histories of feudal ideology, patriarchy, heterosex-

in this imaginary space called Asia. On the other

ism and, within as well as between countries, rac-

hand, no matter whether there are common experi-

ism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subjugated peoples

ences shared by sub-regional histories, there is an

continue to block struggles for popular democracy.

urgent need for forging political links across these

Long-term complex antagonisms generated by the

sub-regions. Henc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uneven histories of global capitalism,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the imposed nation-state structure

The politico-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acro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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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have engendered

Toward these end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will

both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critical cultural

serve as a link between critical intellectual group-

studies as forces of decolonization. These forces

ings; we are actively building connections with jour-

have given rise to alternative modes of knowledge

nals and groups in different locales.

production, and yet no adequate mean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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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ntification and multiply alternative frames of reference:
it is committed to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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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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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18, 2017 - Issue 2
Editorial introduction: Stuart Hall special issue
Kuan-Hsing Che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IACS projec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re-integration of parts of the Asia
region and sub-regions at the level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s well as to the encounter of thoughts
and minds. This Special Issue documents different
moments and aspects of the IACS project inspired
by Stuart Hall. His formulations, such as “authoritarian populism” and popular-democratic struggle
and his intellectual work were carried out alongside
the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during the loosening up
of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Subsequently, when
“cultural studies” began to enter universities as an
“informal sector” in the late 1990s, it carried the
ethos of the earlier moment in connecting the social-political with the institutional. Highly contextualized work, grounded in the local and committed
to popular democracy, has b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rcle of thought” outside academia in the
public space throughout Asia in the modern era.
This mode of knowledge resonates with Hall’s practices; his generosity has further drawn intellectuals
to associate with, and in the name of, cultural studies to carry out their own engagements, including
the IACS project. We hope the issue will be a means
for colleagues working in Asia and around the globe
to shed light on different takes on Stuart Hall’s immensely importa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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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際文化研究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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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師生聯誼暨迎新茶會
2016年9月24日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今

年迎新活動出席的貴賓包括國立中央大學
台聯大系統綦振瀛副校長與文學院林文

淇副院長、國立清華大學台聯大系統林聖芬副校
長、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鄭凱元
教授。其中，綦副與林副校長皆嘉許台聯大亞際
學程執行成效顯著。

已經在日本及印尼等地找到工作。
亞際學程結合了國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
中央大學以及陽明大學人文社會領域中「批判理
論與亞洲現代性」、「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
「性 / 別研究」、「視覺文化」四大學群、19個
系所、75位研究學術人才與教學資源，以交通大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程於2013年設立，

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為整合與拓展國際交流

今年進入第四屆，錄取了15位學生，分別來自香

與學術發展的平台，推動跨領域、跨校與跨國的

港、中國、臺灣、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地。

學術交流(詳見http://iics.nctu.edu.tw/)。

學生總數迄今為41位，已有4位學生畢業，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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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劉紀蕙主任表示，這個跨
校研究中心，是臺灣第一個突破現有大學體制，
並且成功實現的模式，相當具有跨領域學術發展
的領導性意義，無論在亞洲或是全球學術圈，皆
有實質的研究成果。中心成立跨校的國際學位學
程，目的在提供多元、開放、兼融視野的學習環
境。
除了延續先前的跨國學術合作模式，未來一
年，國際中心仍著重國際連結，重點工作包括
執行「社會衝突與社會正義：全球脈絡下的台
灣狀況與亞際關係」中長程研究計畫、台港頂
尖大學學術交流計畫、與教育部優秀外國青年
來臺短期蹲點及冬令營計畫(TEEP)。所有主題
皆緊扣「亞際社會關係與台灣現況」，並配合
國家新南向政策，積極邀請東協及其他南向國
家相關系所合作，洽談跨國學位與共同指導學
程。2017年1月
冬令營，以Conflict

16日至20日即將舉辦的TEEP
and

Justice:

Precari-

ous Bodies in Inter-Asia Societies為題，集
結香港、臺灣、美國、新加坡、瑞士等多國優
秀學者授課，敬邀各國學子暨青年學者參加(詳
見http://140.113.199.26/en/programs/teep/
news)
最後，劉主任邀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畢業生
與在學生以視訊與現場口述方式暢談學習經驗，
新生也各自介紹其研究興趣，並分享申請過程點
滴，內容相當豐富精彩。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第三屆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分享會
主持人：
評論人：

劉紀蕙（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
李卓穎（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
鍾月岑（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授）
古明君（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
王智明（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2017 年 05 月 20 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C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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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未來也能繼續探索和實踐。

學系統—清華、交通、中央、陽明—四所

第一場次由亞歷山大（Aleksandr Galimov）

學校一同招生的跨校學程，每年舉行的亞際分享

發表《在台灣的東正教會：被遺忘的故事》、劉

會是由學程學生規劃的小型發表會，透過研究生

璧嘉發表《從種族主義到新殖民主義種族主義：

分享自身的研究範疇，不僅交流彼此的思考，並

以香港作為例子》、張辰嘉發表《抓住機會：阿

且提供了相關領域的學生、教師與研究者能夠有

卡族面對美斯樂觀光的發展策略與競逐》、莊鵠

相識往來的機會，期盼以分享交流的方式激盪出

翔發表《構想現代：一個國術「治」國的提綱》

更多文化研究的思考面向。

。鍾月岑老師的評論分別指出，亞歷山大的議題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劉紀蕙主任在致詞

很有發展性及很好的切入點，比前輩學者研究的

時，一方面讚賞學生願意嘗試跨領域研究，另一

資料多，以前學者忽略日治時期的歷史。但如何

方面提示今天的發表是接受挑戰及變化的。她指

推進？如果歷史材料缺少，可以透過田野訪談補

出本學程的學生畢業之後能到各個地方去發揮創

足。要追問的是，為何要研究呢？研究的重要

意，是在這個學程接受了挑戰與試驗。而清華大

性在哪？如果當時只有一百多個教徒，現在也不

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李卓穎老師也提到

多，那麼歷史重要性在哪？老師幫忙做了一些文

學程分享會是四校共同努力的成果，每個學生都

獻回顧，需要使用台灣史資料庫。劉璧嘉的英

提出有個別特色與個性的議題，希望今天能開創

文文字優美，西方種族主義的理論用得很好，用

有趣的課題與思考；而亞際作為議題但也超越亞

來澄清其問題意識；在理論上想要超越文化種族

際的地理範圍，期許學生能有知識上和實踐上的

主義，但是就香港的新種族主義與排中文化現象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52

和情緒的討論，目前的寫作結構是不平衡的。此
外，採用Balibar的理論而又不完全同意他的觀
點，雖可應用到亞洲情況卻沒有細緻的解釋，需
要花力氣多處理西方理論和自己如何使用。建議
直接探索香港的歷史與現實狀況，包括可以採用
公衛歷史的研究去掌握市民性格。
第二場次由盧穎珊發表《粵劇的文化流動
性：以三十年代與電影產業的交集為例》、鄧金
梅發表《戲曲與社會：從中國大陸的戲曲改革
（1940s-1960s）看中國古典戲劇的社會功能》
、艾可發表《「遙遠的鄉愁」——台灣現代民歌
運動與其三十年後在中國大陸的流轉》。古明君
老師評論指出，粵劇的歷史研究需要掌握檔案
的探索與資料的蒐集，包括文獻回顧的工夫，這
部分仍待加強。而鄧金梅討論戲曲要看見國家文
藝政策與工作，採用一種社會主義文化治理的視
角，才會有比較好的整理和分析；國家改造戲曲
是為了改造社會，透過戲曲／文化來進行統治穩

定與正當性，包括中間不同階段的治理性的轉變
與破裂，都有其複雜與矛盾的邏輯。此外，對於
戲曲史研究如何對話，沒有內部的視角。
第三場由唐聆真發表《穿著戰爭：以明仁天
皇誕生羽織為例》、林雍正發表《光明纏結——
那一碗沒加湯的麵線》、何悅瑄發表《現代中醫
視角下的肥胖症》、呂季儒發表《1980年代台
灣反菸運動興起的另一種思考：從反美到健康人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權》。王智明老師以綜合評論的方式，總評這四
篇、包括前面二場的論文研究，他看到了學生所
提出的問題意識的獨特性，亞際文化研究對學生
的影響是甚麼，會讓這些問題意識都浮現在不
同脈絡。雖然研究生有著多元的表達，卻不容易
掌握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或許糾纏的是個人或社
會沒有被清理的、或是知識生產沒有被滿足的部
分。藉由區辨出訊息、知識與理論概念等文本，
他期許研究生們能夠對於同一件事，有不同層面
的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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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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入學招生

台灣學生
10月甄試；12月台聯大四校聯招

港澳僑生
11月透過「大學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

陸生
1~4月透過「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
Spring Semester Application Period:
August 10 - November 1
Fall Semester Application Period:
January 1 - March 15
(Early Action: October 1 - December 31)

本

學程以「亞際文化」作為重新理解世界史

Contact╱03-5731657

與全球文化的參照主軸，利用台聯大系統

E-MAIL╱iics.mavis@g2.nctu.edu.tw

四校(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以及陽明

Facebook╱fb.me/IACSUST

大學)文化研究團隊人才所集中凸顯的重點研究

Website╱http://iics.nctu.edu.tw/

優勢，以四大研究專題作為課群規劃之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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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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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Fall 課程
105學年度上學期課程 必修課程 Required Cours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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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智明
Andy Chih-Ming
Wang

交通大學

學術訓練討論課（碩）
Pro-seminarII

彭明偉
Ming-Wei Peng

交通大學

李卓穎
Cho-Ying Li

清華大學

研究方法

甯應斌
Ying-Bin Ning

中央大學

民族誌：經典與研究
Ethnography: Classics and
Research

林文蘭
LIN, WEN-LAN

清華大學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
The Source Material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Method i

柳書琴
LIU, SHU-CHIN

清華大學

曾少千
Shao Chien Tseng

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與討論
Seminar on Historical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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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必修
課程

研究方法
擇一
（必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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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Fall 課程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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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世界當代思想資源：Mahmood Mamdani
Sources of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Thought: Mahmood Mamdani
殖民社會與後殖民主義理論

科幻短篇小說與電影
Science Fiction Short Story and Film
女性主義專題
Seminar on Feminisms
文學/文化理論導讀 II
Survey of Literary/Cultural Theories II

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陳光興
Kuan-Hsing Chen

交通大學

A
C

陳奕麟
Allen Chun

交通大學

A
C

包德樂
Dean A. Brink

交通大學

A

丁乃非
Naifei (Fifi) Ding

中央大學

G
C

白瑞梅
Amie Parry

中央大學

G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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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課程 Chinese Cours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Note

當代議題：宗教暴力

朱元鴻

交通大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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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紀蕙

交通大學

A

文創專題-思想文創運動 (I)

陳光興
張維安
郭良文

交通大學

A

台灣社會史專題
Special Issue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aiwan

邱德亮

交通大學

A

戰爭年代的中國文學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Wartime

彭明偉

交通大學

A

何乏筆
Fabian Heubel

交通大學

A

族群關係研究
Seminar on Ethnic Relations

王俐容

中央大學

A

冷戰專題

林淑芬

交通大學

A
C

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專題
Seminar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藍弘岳

交通大學

A
C

空間、地方與都市
Space, Place, and the City

莊雅仲

交通大學

A
C

當代中國思想I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I

甯應斌

中央大學

A
C
G

漢人社會與文化
Society and Culture of Han Chinese

方怡潔

清華大學

C

佛教人類學
Anthropology of Buddhism

黃倩玉

清華大學

C

明清江南城市文化史
Jiangnan Urban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馬雅貞

清華大學

C

中國書籍史研究專題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馬孟晶

清華大學

C

德文哲學名著選讀
Readings in German Philosophical Texts

張旺山

清華大學

C

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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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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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Note

韋伯
Max Weber

張旺山

清華大學

C

胡塞爾
Husserl

黃文宏

清華大學

C

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專題
Seminar in Modern Taiwan Prose

王鈺婷

清華大學

C

中國研究導論
Introduction to China Studies

沈秀華

清華大學

C

風險社會與公共治理

李丁讚

清華大學

C

文化社會學導論
Sociology of Culture: Theoretical Traditions
and Major Themes

古明君

清華大學

C

二十世紀初中國性 / 別論述專題

劉人鵬

清華大學

C
G

戰後台灣女性文學與女性主義理論專題
Taiwanese Women’s Literature and Feminist
Theory

王鈺婷

清華大學

C
G

文學/文化理論導讀 II
Survey of Literary/Cultural Theories II

白瑞梅

中央大學

G

認同與差異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蔡芬芳

中央大學

G
A
C

女性主義專題
Seminar on Feminisms

丁乃非

中央大學

G
C

酷兒理論
Queer Theory

葉德宣

中央大學

G
C

劉瑞琪 黃桂瑩
葉嘉華 蔡華臻
傅大為 鄭凱元
石明人

陽明大學

V

十九世紀西方視覺文化專題
Western V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黃桂瑩

陽明大學

V

印刷與與時尚文化專題
Seminar on Print and Fashion Culture

葉嘉華

陽明大學

V

影像媒介文化
Visual Media and Cultures

蔡華臻

陽明大學

V

博物館與當代社會議題
Museum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陳佳利

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

V

專題討論：視覺社會史/學(一)
Seminar: Social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V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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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Note

電影研究專題I
Seminar on Film Studies I

戴芃儀

中央大學

V

近代中國繪畫專題（二）
Special Topic in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II

周芳美

中央大學

V

新藝術

吳方正

中央大學

V

明代繪畫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in Ming Painting

周芳美

中央大學

V

2017/Spring 課程
105學年度下學期課程 必修課程 Required Cours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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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桂瑩

陽明大學

人類學方法論
Anthropological Methodology

黃倩玉

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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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乃非

中央大學

社會學方法論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陳明祺

清華大學

學術訓練討論課I碩
Pro-seminar I

彭明偉

交通大學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二
The Source Materials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I)

王鈺婷

清華大學

學術研究倫理
Research Ethics

李士元

陽明大學

教學實務

劉紀蕙

交通大學

Note

研究方法
擇一
（必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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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Spring 課程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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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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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ifei (Fifi) Ding
丁乃非

中央大學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sis Writing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mpire
帝國文化史

Naoki Sakai
酒井直樹

交通大學

A

Transnationalism and Culture
跨國主義與文化

Allen Chun
陳奕麟

交通大學

A
C

布洛薩
Alain Brossat

交通大學

A

陳光興
Kuan-Hsing Chen

交通大學

C

林建國
Kien Ket Lim

交通大學

A
V

Shumin Lin
林淑敏

交通大學

A

Hui-chuan Wu
吳慧娟

中央大學

A
G
C

Chien-Ting Lin
林建廷

中央大學

A
G
C

Marks for a critical approach to
Eurocentrism
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重探
Chen Yingzhen’s Third World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Cinema and Psychoanalysis
電影與精神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言談分析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亞裔美國文學專題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概論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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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課程 Chinese Cours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台灣教育、歷史與文化形態
Educ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onfiguration in
Taiwan

邱德亮

交通大學

A
C

藝術家的書＿進階篇
Artist’s Books:Soul Making through Book Making

賴雯淑

交通大學

V

戰爭年代的中國文學（二）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Wartime II

彭明偉

交通大學

A
C

殖民邊界政治與藝術思想介入
Border Politics of Coloniality, Artistic Intervention
and Epistemic Revolution

劉紀蕙

交通大學

A
C

藝術研究深論
Advanced Research on Art

賴雯淑

交通大學

V

博物館與文化展演
Museums and CultureExhibitions

張維安

交通大學

A
C

臺灣思想與文化專題
Seminar on Thought and Culture of Taiwan

藍弘岳

交通大學

A
C

思想文創運動(二)
Creative Industry as Intellectual Movement (II)

陳光興
郭良文
張維安

交通大學

A
C

「酷兒人類學」
Queer Anthropology

林文玲

交通大學

A
G

當代議題:變遷的性別角色
Contemporary Issues: Changing Gender Roles

朱元鴻

交通大學

A
C

生命政治與空間專題

林淑芬

交通大學

A

人類學理論

蔡晏霖

交通大學

A

海德格Heidegger

黃文宏

清華大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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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嘉華

陽明大學

V

藝術與社會－中國近現代藝術與社會文化

吳方正

中央大學

V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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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Title

162

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Note

身體、社會與自然
Body, Society and Nature

李丁讚

清華大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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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月岑

清華大學

A
C

文化政策研究

王俐容

中央大學

C

當代藝術專題研究 Seminar on Contemporary Art

曾少千

中央大學

V

清朝的帝國建構與圖像製作
Qing Empire Building and Image Making

馬雅貞

清華大學

C

中國圖繪史研究
Chinese Pictorial Art

馬雅貞

清華大學

C

台灣戲劇專題
Topics on Taiwanese Theatre

石婉舜

清華大學

C

電影與後電影：美學與歷史
Cinema and Post-Cinema: Aesthetics and History

蔡華臻

陽明大學

V

多元文化主義研究

蔡芬芳

中央大學

G

中國古畫鑑賞與研究方法

周芳美

中央大學

V

比較研究專題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柳書琴

清華大學

C

旅遊的社會文化分析
Social/Cultural Analyses of Tourism

古明君

清華大學

C

社會階級與日常生活
Social Class and Everyday Life

沈秀華

清華大學

C

東南亞客家族群經濟發展

張翰璧

中央大學

C

性別、國族與族群

蔡芬芳

中央大學

G

性別與電影專題研究
Seminar on Gender and Film

劉瑞琪

陽明大學

V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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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Fall 課程
106學年度上學期課程 必修課程 Required Cours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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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TU

必修
課程

學術訓練討論課（碩）
Pro-seminarII

彭明偉
Ming-Wei Peng

交通大學
NCTU

歷史研究與討論
Seminar on Historical Researches
台灣文學文獻與研究方法
The Source Material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Method i
藝術史理論與方法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 History

李卓穎
Cho-Ying Li

清華大學
NTHU

王惠珍
Huei-Chen Wang

清華大學
NTHU

吳方正
Fang Cheng Wu

中央大學
N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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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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Fall 課程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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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Note

What about us? People, collective
identity, cinema

Alain Brossat

NCTU

A,V

Social Practice and Artistic Production I

Joyce C.H. Liu
Shu-fen Lin

NCTU

A,C,V

Food, Taste and Cuisine as Cultural Regimes

Allen Chun

NCTU

A

Dean A. Brink

NCTU

A,V

Naifei (Fifi) Ding

NCU

G

Interdisciplinary Seminar StudiesⅠ

Chien-Ting Lin

NCU

G

Seminar on Gender/Sexuality I

Li Siqi

NCU

G

Jie-Hyun Lim

NCTU

A

Experimental Film and Media

Seminar on Feminisms A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Victimhood Nationalism: Entangled Histories in the Postwar Memory.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65

中文課程 Chinese Cours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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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TU
HA2 Building
106A

A

林淑芬
Shu-fen Lin

NCTU
HA2 Building
106A

A
C

近現代日本思想史專題
Seminar on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藍弘岳
Hung-Yueh Lan

NCTU
HA2 Building
106A

A

當代議題: 老化的現代性
Contemporary Issue: Aging Modernity

朱元鴻
Yuan-Horng Chu

NCTU
HA2 Building
106A

A
C

法國藝術社會學
Sociology of arts in France

邱德亮
Der-Liang Chiou

NCTU
HA2 Building
106A

A

魯迅文學研究專題
Seminar on Luxun’s Literature

彭明偉
Ming-Wei Peng

NCTU
HA2 Building
106A

A

人類世
The Anthropocene

蔡晏霖
Yen-Ling Tsai

NCTU
HA2 Building
106A

A

電影視覺符號與比喻之應用： 生死篇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Symbols and Metaphors in Films：Journey of Life and Death

賴雯淑
Wen-Shu Lai

NCTU
HA316

V

語言人類學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簡美玲
Mei-Ling Chien

NCTU
HK208

A

晚清性／別論述
Gender/Sexuality Discourses in Late Qing Dynasty

劉人鵬
LIU, JEN-PENG

NTHU
HSS Building
C501

AC
G

文藝思潮與運動專題
Seminar for Literature trend of thoughts and
Movements

王鈺婷
WANG, YU-TING

NTHU
HSS Building
A309

C

黃文宏
HUANG, WENHONG

NTHU
HSS Building
A306

C

謝世宗
SHIE, SHR-TZUNG

NTHU
HSS Building
A309

AV
C

陳瑞樺
CHEN, JUI-HUA

NTHU
HSS Building
C306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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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與社會
State and Society

謝林
Fr. W. J. von Schelling
抒情的譜系：思想、文學、電影
A Genealogy of Lyricism: Thoughts, Literature
and Films.
遷移的文化政治
Cultural Politics of Migration

Note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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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Note

古明君
KU, MING-CHUN

NTHU
HSS Building C306

A
C

漢人社會與文化
Society and Culture of Han Chinese

方怡潔
FANG, I-CHIEH

NTHU
HSS Building C304

A
C

當代社會思潮研究Ⅰ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urrents of
ThoughtⅠ

甯應斌
Yin-Bing Ning

NCU Liberal Arts
Building#2
C2-440

G
C

當代中國思想II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II

甯應斌
Yin-Bing Ning

NCU Liberal Arts
Building#2
C2-440

G
C

族群關係研究
Seminar on Ethnic Relations

王俐容
Li-Jung Wang

NCU
HK418

C

想像共同體與客家族群的形成
Imagined Community and Formation of
Hakka Ethnicity

張翰璧
Han-Bi Chang

NCU
HK502

C

謝佳娟
Chia-Chuan Hsieh

NCU Liberal Arts
Building#2
C2-206

V

周芳美
Fang-mei Chou

NCU Liberal Arts
Building#2
C2-206

V

劉瑞琪
Jui-Ch’i Liu

NYMU
HSS人社213

V

黃桂瑩
Kuei-ying Huang

NYMU
HSS人社213

V

葉嘉華
Chia-hua Yeh

NYMU
HSS人社213

V

劉瑞琪Jui-Ch’i Liu
黃桂瑩Kuei-ying Huang
葉嘉華Chia-hua Yeh
蔡華臻Po-Chen Tsai
傅大為Daiwie Fu
鄭凱元Kai-Yuan Cheng

NYMU
HSS人社213

V

當代中國國家與宗教關係
State an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印刷文化專題研究
Topics on Print Culture
清代繪畫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in Qing Painting
現當代視覺文化中的身體與扮裝
Body and Masquerad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Visual Cultures
西方視覺文化中的階級、消費與認同
Class,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in Western Visual Culture
十六、十七世紀歐洲視覺文化
European Visual Cultures, 1500-1700

專題討論：視覺社會史/學(三)
Seminar: Social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Visual Cultures III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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