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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的話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總召集人

轉眼之間，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已經進入第四年。

正如我們成立本中心的初衷──跨越學校

體制的限制，建立跨校與跨領域的研究團隊，

拓展國際合作管道，這四年來我們的確透過台

聯大系統總部以及四校的支持，成功地協助幾

個研究室以及人文社會領域系所發展出了彼此

支援的跨校合作網絡。除了台聯大系統以及四

校的支持之外，本中心也積極爭取教育部以及

科技部幾項跨國整合型計畫的支持，包括臺港

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畫（TW-HK Top University 

Academic Alliance）、教育部優秀外國青年來

臺短期蹲點計畫 (Taiwan Experience Education 

Program, TEEP)、科技部延攬科技人才與補助國

際會議辦法，以及台聯大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Raman University) 的合作，而發展出了具有實

質意義上的跨校、跨領域以及跨國的學術合作

網絡。

從本期年刊所呈現過去一年的學術活動，

我們就可以看到各校研究團隊已經日益茁壯，

成果顯著。除了一系列持續性的大大小小學術

活動、國際研討會、國際訪問學者與駐校講座

以及學術出版之外，還有比較具有導引學術研

究方向的規劃，包括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透過

臺港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畫而合作舉辦的「『傳

統』與『公民社會』的發展：兩岸三地之比較」

工作坊，交通大學與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

室所規劃的「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台北

論壇，第三世界當代思想系列演講，中央大學

主導的「重新認識中國 2」國際研討會，交通大

學主導的「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政治主體－

主體政治」以及「批判理論與地方社會：哲學、

理論和觀念之行旅青年學者工作坊」，交通大

學電影文化研究室舉辦的「東亞的視覺文化與

社會中介」電影國際研討會，本中心透過教育

部優秀外國青年來臺短期蹲點計畫所主導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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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合作 TEEP-UST 冬令營：「詮釋冷戰以及面

對當前社會」(Decoding the Cold War and Facing 

Contemporary Societies) ， 以 及本中心主辦的

「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Transnational 

Network for Critical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與

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學生跨校成果發表工作坊。

最值得一提的活動之一，是 2016 亞際文

化批判思想冬令營「詮釋冷戰以及面對當前社

會」。這個活動的主題，是由台聯大跨校教師

所成立的籌備委員會共同構想的，主要的用意

在於，冷戰歷史對於亞洲地區有巨大的影響，

甚至延續到當前的社會，因此籌備委員會希望

邀請關注亞際社會歷史以及當代的研究生與年

輕學者一起討論相關議題。這個冬令營吸引了

127 位不同國籍的學生申請，由委員會遴選出

49 位正式學員，分別來自印尼、印度、日本、

韓國、新加玻、中國、香港、美國、德國、烏

茲別克、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英

國等地。冬令營的課程由 12 位台聯大教師，台

南藝術大學教師、香港嶺南大學教師，以及黃

銘正、劉吉雄 2 位紀錄片導演協助授課，帶領

田野參訪，議題包括殖民與冷戰的知識生產、

移民與移工、亞洲民主運動、農業復興，以及

新自由主義年代的文化生產。五天的討論，激

發出不同地區的經驗比較以及共同關注的分享。

這個經驗，讓我們發現，亞際文化批判思

想的跨域研究是一個重要的方向，也決定日後

會繼續投入這個方向的工作，也促使我們開始

推動的中長程整合型計畫「衝突與正義：全球

脈絡下的亞際社會」(Conflict and Justice: Inter-

Asia Culture Societies in Global Context)。未來

五年，我們將更為積極地深化對於東北亞、東

南亞以及南亞地區的歷史狀況與當代社會議題

進行具體研究。

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系列活動，就是從傑

出學者 Douglas Kellner 講座「2011 年起義：大

拒絕，由阿拉伯之春到全球佔領行動」，到「萬

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第三世界當代思想

系列演講」。這一系列的學術活動，讓我們關

注的視角轉移到加勒比海的海地與牙買加，以

及非洲不同地區的殖民歷史與解殖的問題，也

面對了巴勒斯坦的歷史與當前狀況。我們認為，

從全球脈絡的視角轉換以及歷史過程參照，亞

際社會的批判研究將能夠有介入的空間以及學

術貢獻。

2016 年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分享會，當

然再度是一次成功的活動。由各校分別入學的

亞際文化研究學程學生，透過台聯大平台所提

供的跨校師資與課程，發展出了相當獨特的研

究取徑。在這次的成果分享會中，共有 40 多人

參與，學生們提出了各自的研究計畫，台聯大

跨校教師以及在場的學生，香港中文大學與馬

來西亞拉曼大學的教師，都提供了熱烈的討論

與回應。這種跨校以及跨國的學術交流， 對於

學生而言，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學習經驗。

最後，我要藉由這個機會，向即將退休的

中央大學何春蕤教授致敬。台聯大文化研究團

隊自從 2003 年開始跨校合作，十多年來何教授

一直是重要的支柱。她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

始所領導的性／別研究室，更是這個領域享譽

國際的尖端研究重鎮。我相信，她所開創出的

研究空間，必定能夠在中央團隊以及台聯大跨

校平台的支持下，持續提出重要貢獻。

台聯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及亞際文化研

究國際學程，具體地結合了跨校資深以及年輕

教師的研究能量，深化了具有導引力量的問題

意識。我相信這些持續凝聚而累積的研究動力，

以及學術世代的傳承與更新，必然將會為台聯

大各校以及台灣學術生態拓展出不容忽視的學

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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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起義：「大拒絕」，由阿
拉伯之春，到全球占領行動】文化研

究國際中心 2015傑出學者年度講座

Douglas Kellner

Insurrection 2011: Great Refusals from the 
Arab Uprisings through Occupy Everywhere

2015 年 10月 21 日（週三）14：00-17：00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10教室

Douglas Kellner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與資訊研究所，

George F. Kneller教育哲學講座教授

George F. Kneller Chair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UCLA

2015 年 10 月 21 日，Douglas Kellner 教授

應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之邀，來台講授傑出學者講座。

Kellner 教授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67 年起，先

後任教於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

亨特學院（Hunter College）、德州大學奧斯

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現為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與資訊研究所，

George F. Kneller 教育哲學講座教授（George 

F. Kneller Chair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UCLA）。

他是當代批判理論代表，主要進行媒體批

評、全球化論述、教育哲學、後現代主義論述

學術活動特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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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學術研究。他的作品結合文化研究、批

判理論，及傳播理論。思想吸收來自法蘭克福

學派大眾文化研究和英國伯明罕學派文化研究

的理論成果，旁納法國存在主義及後結構主義

思潮，結合政治經濟學、文本分析、馬克思主

義和女權主義等哲學立場。雖具有強烈批判觀

點，卻不悖離社會實踐。對於結合抽象思考與

具體現象分析，有高度的堅持和投入。

10月 21日於交通大學發表的講座以〈2011

年起義：「大拒絕」，由阿拉伯之春，到全球

占領行動〉為題，連結馬庫色於 1968 年提出的

「大拒絕」思想，與乘新媒體介面遍地開花的

「阿拉伯之春」、「全球占領」行動。Kellner

教授以簡潔的講演，探問後兩者同時作為社會

運動與媒體奇觀，所夾藏的政治意涵。

席間，與會學者及研究生對 Kellner 教授的

論題暨論點迭有省思、想像。在法國六八學運

與阿拉伯之春、全球占領行動之外，於是衍生

關乎英國龐克風潮，以及香港雨傘革命的細緻

探討。「媒體奇觀」做為解析社會運動的理論

線索，效力亦隨案例轉換多受辯證。

講座內容

晚近民眾占領運動和革命風潮的全球性和

歷史性為 Douglas Kellner 本次演講的關注重

點。Kellner 認為 2011 年發生的阿拉伯之春、

利比亞革命、美國占領華爾街、倫敦暴動以及

在西班牙和希臘等地蜂起的反政府示威運動，

雖各有訴求和脈絡，但同樣都是對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佈署的否定，暴露出後冷戰結構下資本

主義經濟和社會制度不可避免的內在衝突和危

機。以城市青年、學生及工人為主體的人民起

義已成常態化，抗議高失業率、國家的財務緊

縮政策、社會的公共服務開支削減以及官僚階

級的貪腐和不作為等。回看歷史，Kellner 指出

2011 年與 1968年的全球左派運動（法國六八學

運、美國反越戰抗爭和民權運動）有革命之系

譜關係，必須互相參照，進而做為當代新左派

民主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不過，新型態人民

政治與 1968 年的不同之處在於，新世代的運動

戰場已經擴散至網路傳播媒體，媒體奇觀牽動

著閱聽者的日常生活情感、身體和知識，改變

了運動的結盟形式和實踐位置，促成新民主政

治得以產生的契機。



觀眾回應

James Steintrager（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C-

Irvine 英文系教授）

James Steintrager 教授大致提出以下三組

問題：聽覺革命、運動的情感結構、以及革命

思想資源三部分，以回應 Kellner 教授。第一，

Steintrager 指出「媒體奇觀」不應僅限於視覺

媒介，如何去分析聲響以及文字傳播在群眾運

動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去解釋音樂和視

覺媒體在群眾運動中相互影響的關係，是有待

發展的理論問題。第二，儘管 Kellner 教授認為

群眾間分享了某種革命情緒的時代感，也試圖

指出 2011 年的全球各種抗爭係承繼了一九六八

或八○年代末的革命氛圍，但是這樣的革命懷

舊情緒，究竟如何轉化成為當今運動的進步

能量？過去的革命精神或思想資源以什麼方式

感召、催使群眾付諸革命的實踐？我們該如何

去理解和描繪那些投身占領和抗爭群眾的感受

性結構（affect/a structure of feeling）？最後，

Steintrager 問 Kellner 的革命願景是什麼？希望

群眾運動，或人民革命帶來什麼樣的結構性變

革？我們又該怎麼批判性地取用左派的激進思

想資源（如 Hardt 和 Negri、Zizek、Wallerstein

等西方左派知識份子的思想），並將其注入當

下、實際的人民行動中？

另外，關於香港雨傘革命，Steintrager 教

授提到，雨傘革命能夠號召港人以及全球的注

目，新聞報導和媒體奇觀功不可沒。這場運動

刺激我們的視覺神經，牽動觀者的情感結構，

進而召喚更多人的熱忱投入。但是，運動領導

人和當權者雙方都非常敏銳地意識到抗爭主體、

政府和媒體三者之間動態的消長關係。抗爭主

體必須細心操作運動的新聞熱度、保持運動的

視覺生命，以防太過激烈或暴力的行動傷害運

動的行銷策略；相對地，香港政府則精明地以

耐性換取媒體奇觀在時間裡自然消解。因此，

這場雨傘革命除了展示媒體奇觀與運動情感的

共構關係，也暴露出政府細微的媒體治理藝術。

John Hutnyk（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客座

教授）

John Hutnyk 教授質疑，若我們只關注運動

發生的當下，僅僅透過媒體的再現來理解運動，

我們將會忽略及錯估阿拉伯之春與英國暴動各

自的、盤根錯節的在地歷史環節。雖然英國暴

動的確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響，但其背後更深

層的歷史問題，如：為何工黨背叛了群眾、為

何英國左派式微等等，並不在媒體和閱聽者的

分析視野裡。所謂懶人包式的媒體奇觀，服膺

於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模式和意識形態，阻礙

我們真正花工夫去思考和理解運動的複雜性及

歷史性。是時候拋棄這種認識運動的方式了。

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陳光興教授同樣對 Kellner 研究群眾運動的

方法論置疑。Kellner 羅列的全球占領運動雖共

享國際媒體的關照，但不同的運動之間，如何、

是否能夠相互形成參照點？連結不同運動的歷

史基底或思考資源到底是什麼？陳教授不認為

在不同歷史時空發生的全球占領和抗爭運動，

能夠粗淺地以 2011 年為座標而被整體化地分

析、認識，因為在全球各地持續進行的占領運

動，不見得都會引起國際的重視，而其運動目

的也不盡然都在製造所謂媒體奇觀。陳教授希

望 Kellner 教授能對各個占領或抗爭事件進行更

細緻的歷史分析，以免同質化不同運動的發生

脈絡。

文己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研

究生）

從阿拉伯之春到全球的占領運動，媒體奇

觀是帶來更多的可能性？還是反而會使激進想

學術活動特寫            10  



11  

像變得不可能？

比如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We are the 

99%」這些口號很容易在媒體的鏡頭下看到。但

占領華爾街很多激進的想像，卻不是這些口號，

而是直接民主的實踐、共識機制的嘗試等等。

這些激進的想像與實踐，卻是較少在媒體的鏡

頭下看到。那麼，媒體奇觀到底是能帶來更多

的可能性？還是會讓我們忽略反抗運動中的多

樣性？

在去年香港的雨傘運動中也有類似的情況。

的確，在 9 月 28 日，媒體報導了警方發放催淚

彈的片段後，激起了很多人走上街頭，抗爭行

動也成為了國際焦點。不過，在媒體的鏡頭下，

反抗運動變成了「展示」。因為「全世界都在

看著我們」、「這樣會變成負面新聞」、「這

樣做報導不好看」等等，都變成了運動的新規

訓與道德要求。這樣，在媒體奇觀下，原本的

多樣性不只無法呈現在媒體的鏡頭下，反而因

為「不好看」而被排拒。這樣看來，媒體奇觀

使反抗運動的影像在全球快速傳播、遍地開花，

是否也同時存在黑暗面？

Julien Quelennec（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

Julien Quelennec 是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及法國第八大學哲學系雙聯學位博士生。

Quelennec 於參與 Kellner 教授的講座之後，寫

出長達數百字的英文評論稿。他的主要論點，

在提醒縱向地將 1968 年與 2011 年的兩波全球

革命╱起義浪潮系譜化，或橫向地把 2011 年發

生於全球各地的各種抗爭運動一體化，這樣的

參照邏輯可能會消除各區域內部的歷史差異，

以至於無法確切解釋運動內在的變動軌跡。依

據以上論點，他進一步提出兩組問題：其一，

從 1968 年過渡到 2011 年，全球革命主體的歷

史演化過程裡，「媒體奇觀」到底佔據什麼位

置？另方面，2011 年不同的全球運動又是如

何獨自地面對抗爭難題 ，譬如歐美政治、軍事

勢力與阿拉伯地區各個獨裁政權之間的共謀關

係？ 

主辦單位｜

世新大學捨我紀念館

文字｜

李豪善‧文己翎‧Julien Quelennec

攝影｜

陳中勳

活動網址｜

http://iics.ust.edu.tw/2015_Kellner/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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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

台北論壇

2015 年 10 月 24 日至 25日

台北牯嶺街小劇場

2015 年 10 月 24 日至 25 日「萬隆／第三

世界六十年」台北論壇在牯嶺街小劇場展開，

這場論壇每位與談者在與會前都非常用心地備

妥講稿與參考資料，現場發放觀眾。聽眾們受

益良多，打開不少第三世界視野。

Nila Ayu Utami 在印尼出生，透過「重訪

萬隆會議：Berbeda Sejak dalam Pikiran」的發

表，主要論及印尼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提議

召開 1955 年的萬隆會議，而萬隆會議對於印尼

的外交又有著什麼影響。她認為萬隆會議突顯

了重新集結全體印尼人民以對抗共同敵人─殖

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重要性，亦將民眾的注

意力從糟糕的經濟條件、社會與意識形態多樣

化以及地方利益之上轉移開來，以免威脅共和

國的存續。在此之上，印尼得以繼續宣示主權

以對抗外來勢力，並著手處理內部的混亂。儘

管萬隆會議的影響因素有更多複雜性，但我們

仍然要強調它是為不結盟運動之先驅，並為更

多亞非國家的獨立和獲得國際地位提供支持。

最後，Nila Ayu Utami提出艾爾維在一篇文章中

提到 2015 年關於萬隆會議六十週年的紀念活動

已與 1955 年萬隆會議的理念大相逕庭。「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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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想法實際上都已大不相同」（或可解釋為

「同床異夢」）。那麼，萬隆精神變成了什麼呢？

萬隆精神往往被視作一種（關於連帶的）姿態，

但它是一種在眾多因素下被形塑出來的姿態，

正如印尼之所以籌畫萬隆會議亦有其企圖──

不僅宣示主權以對抗外部勢力，更宣示主權以

應對內部分裂。亞非連帶是由萬隆會議所打造

的，但我們又如何看待亞非「連帶」的當下？

新的連帶可能立足於的基礎是什麼？打造跨越

民族國家的連帶是否仍然可能呢？如果新的連

帶可能被打造，接下來的關鍵問題便是如何應

對它「與腦袋中的大不相同」？

台灣交大社文所的郭佳則認為在台灣的今

昔歷史書寫中從來不得見萬隆會議。作為亞非

兩大洲新興民族國家連帶試圖的隆重行動，又

因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積極介入，1955 年 4 月

的萬隆會議不能不讓美國為其竭力營造的資本

主義陣營自危（蘇聯則在中國背後敦促在新興

民族國家間的「革命輸出」）。被美國視為陣

營重要防線的中華民國（及南韓）顯然無法也

「不該」出席萬隆會議。二戰後，前殖民地紛

紛成為獨立民族國家，亦有更多前殖民地的獨

立運動開始或持續。舊殖民主義首次如此大規

模地瓦解，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成為這一

時期亞非拉的底色，新興民族國家也加入新的

聯合國並逐漸改變了國際組織被西歐國家壟斷

的格局。與此同時，國際秩序的另一重大變動

是以美蘇兩大巨頭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

主義陣營的逐漸成形。1955 年萬隆會議的動力

包括：打開過去被殖民主、帝國所壟斷的外交；

明確地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試圖在美蘇

兩大陣營之間尋找一個比較不被束縛且連帶著

的中間地帶的位置。萬隆會議為範式的亞非連

帶的首要目的是政治上的團結，對亞非新興民

族國家而言發展才是上述種種的前提。但被新

興民族國家視為前提的發展並非獨立的、連結

的，於是被追求的所謂的政治團結也就更不能

是穩固的了。前述種種亞非連帶會議、行動，

不論是外交的或「民間」的，始終是以民族國

家為前提的。於是在面臨全球資本主義與新自

由主義之當下，我們重新審視萬隆會議之今日

意義的路徑似乎應該通向「人民運動」。（後

文以「亞洲的國際歌」為例進入「人民運動」

的討論。）

差事劇團團長鍾喬提到，當我們說：「每

個人的身體裡都有第三世界」時，其實，它是

從一種劇場工作者的思維出發的說法。發現自

己身體裡的第三世界性，有了這樣的認知，這

樣的身體觀在劇場表現時，如何與世界觀和社

會階級觀產生較為結構性的認識，則是身體與

社會、政治、文化有機連結的開端。

1989 年，關鍵性的一年。那年，「蘇東坡

解體」、「天安門事件」、「人間雜誌停刊」⋯，

宣告著一個全球資本化世紀的形成；也逼視著

左翼必須以更新後的視角，去看待如何從官僚

化社會主義步上民眾性社會主義的道途。

是在這樣的客觀情境下，鍾喬因陳映真

先生的介紹，去南韓參加一項由菲律賓「亞洲

民眾文化協會」（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策畫、韓「民族藝術總會」（簡稱「民

藝總」，Korean National Art Federation）主辦

的、稱作：「民眾戲劇訓練者的訓練」的工作坊。

在這個帶有濃厚第三世界味道的訓練工作坊中，

我第一次深刻體會到，以身體行動作為劇場載

體這件事，已然在當時南韓的學生運動、工人

運動、政治激進運動中，蔚為一股沛然不可擋

的風潮，表現在「民藝總」的文化行動中。

第三世界在身體行動中的表現。不僅是一

種地域性的劃分，它應該更是一種視野、一種

傾向、一種價值觀。特別是這 20 年來全球化效

應，所引發的區域經濟的重整，以及已開發國

家境內的貧富差距愈益嚴重化的問題，已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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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對於第三世界的訴說，有著明顯的差異。

當然，這也益加證實：國際觀與社會階級觀的

有機論證，才是看見第三世界問題意識的關鍵。

在這樣的脈絡下，鍾喬常以為，在境內追

尋第三世界身體的劇場性，是一件需要去深思

且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週遭的事情。

這將使每個人身體裡都有第三世界的訴說，

形成一陣逆向這樣子身體想像的颶風⋯。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聯大

系統＆交通大學）的陳瑩恩提到 1960-1965年，

蘇卡諾（Soekarno）推動農業基本法（the Basic 

Agrarian Law）與土地改革。農業法提及土地

應由人民使用。1965 年，蘇哈托（Suharto）

發動大屠殺，監禁與殺害大批的共產主義者，

左翼政黨與組織都被禁止運作。1966 年，蘇哈

托政權建立起反共的意識形態與政治計畫，並

立即取消土地改革，因為他認為土地改革與相

關的配套計畫將會維持蘇卡諾的「印尼社會主

義」建設，從而將威脅他的統治基礎。蘇哈托

建立官僚體制與軍警共構的統治體制（即「New 

Order」），利用龐大的國家機器以剝奪自然資

源與控管農民群眾。因為有蘇哈托政權作為靠

山，墾殖公司與林業公司重新取得掌控土地的

合法權，這些土地在蘇卡諾時期的土地改革政

策（1962-65年）被重分配給農民。

1998 年到 2000 年間，農民聯盟 SPP（英

譯為 Sundanese Peasant Union）在爪哇島上成

立，將各地方的農民組織與學運分子串聯起來，

進而接合鄉村民眾的土地鬥爭與土地改革計畫。

與 SPP 結盟的農民組織的農民，目前大多可以

取得農耕的生產資源，這是由於過往十幾年的

抗爭的成果。可以說，現在的運動是自主的。

此外，SPP強調在農村進行教育建設。農盟與村

民共同設置與經營農村學校與學習中心，作為

基地以強化農民的政治意識，並將抗爭傳統傳

承至更年輕的世代。農盟學校的課程包括馬克

思主義與政治經濟學，以及農耕知識的學習與

實作，其農村教育背後的哲學性理念，是反映

此一以民眾運動為基礎的農運的思想內涵與實

踐路線。

亞際書院的陳光興則分享今年籌組參與「萬

隆會議／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跨國際圓桌及論

壇所見所聞與感想。他提到，今年二月我們與

印度科欽雙年展合作，在亞際雙年展社會思想

論壇中以圓桌討論的方式開啟了「萬隆／第三

世界六十年」的系列活動；四月間舉辦了較大

規模的杭州論壇，邀集亞、非、拉、加勒比海

地區重要的思想者共聚一堂，進行了兩天密集

的討論，與會同仁深受衝擊，預計將打開通往

第三世界思想界的管道；五月底在香港舉辦的

東亞批判刊物會議中，我們設置了圓桌討論的

場次，與白樂晴先生共同討論新情勢下的第三

世界連帶；六月間亞際書院同仁受邀至西非塞內

加爾達卡參加 1973 年成立至今的 CODESRIA

（C o u n c i l  f o r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S o c i a 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的第 14 屆三年會

議， 在 South South Roundtable: Reconfiguring 

South-South Relations for GlobalTransformation 

參與討論，開始與非洲思想界產生互動；七月

底於東京舉辦的 2015 年亞際書院年度講座—板

垣雄三教授的契機下，邀請前輩運動家武藤一

羊先生主講他的亞洲與第三世界連帶經驗；八

月間，我們赴印尼於 2015 亞際文化研究年會中

組織「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泗水圓桌論壇，

會後將至萬隆進行訪查討論，參訪的印尼農民

運動的組織串連與狀態。

在 25 日的下午進行的講題是由黑名單工

作室創辦人王明輝主講，劇場編導與文化評論

家王墨林擔任主持的「亞洲／第三世界音樂論

壇 ——我的亞洲路徑」。

王明輝與王墨林相識四十幾載，黑名單工

作室第一張專輯《抓狂歌》（1989）出版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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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採訪即是由當時擔任《人間》雜誌記者

的王墨林所採訪。當時台灣正處於解嚴初期，

將要進入 90 年代，《抓狂歌》以「台語搖滾」

為基調的「台灣新音樂」在通俗音樂與文化界

造成不小的震撼。兩個好朋友長久以來已有不

少合作，但這次在公開場合藉由王明輝討論

1980年代初遇泰國的流行音樂、民謠搖滾的「震

撼」，進而探論聽覺、文化與身體的問題，可

謂別開生面。尤其舉辦論壇的場地牯嶺街小劇

場也是王明輝以「聲音設計」參與 2010 年之後

王墨林的劇作之重要的展演空間。

在於提出音樂與思想的問題，並創造台灣

通俗音樂與第三世界／亞洲的連結。從《抓狂

歌》（1989）專輯中泰國（〈抓狂〉原曲）、

印尼、印度音樂元素（〈民主阿草〉）的實驗

性運用，到 90 年代《搖籃曲》（1996）專輯中

突圍「本土化意識」所編製的亞洲／第三世界

「音感」。至今，黑名單工作室這唯二的兩張

專輯仍受到海峽兩岸、華文世界通俗音樂關注

者的喜愛。他也以專輯製作人的身份遊走於主

流與非主流音樂之間，曾製作創作歌手葉樹茵

數張專輯，夏潮企劃與上華唱片合作的兩岸三

地合集《七月一日生》（1997），以及曾經運

作過的獨立音樂品牌「Nature High Asia」所主

導的鄒族音樂專輯《高山阿嬤》（2001）。

近年，王明輝參與王墨林編導的東亞戒

嚴史劇場之音樂設計，通過運用「亞洲歷史中

的音樂」—以音樂的聲音述說纏繞在歷史劇場

中感情與情緒的夾層。對於不同於東亞—西方

之外聽覺的關切，來自王明輝於 1980 年代以

來遊歷泰國的經驗。在這次論壇中，他向與會

者們分享，他與泰國的相遇碰撞出了他的亞洲

意識與體驗。透過他徐徐地講說，帶著與會者

們一同回溯在聽覺／身體所經歷的，泰國的節

奏、樂器、民間音樂、通俗音樂與政治社會歷

史、南北差距、1970 年代學生運動的關連。從

泰國 1970 年代兩波學生運動談起，他開始介

紹與學生運動、左翼思潮有著深刻連結的樂團

Caravan，並介紹 Caravan 以左翼觀點製作的關

切農民生活、批判美日帝國主義、為勞動階級

發聲等諸種專輯主題。Caravan 同時是泰國重要

的歌系「生活之歌」（Song for life）的創始樂

團。此外，他也談及泰北、寮國的民間音樂形

式 Morlam 的演變，以及介紹泰國流行音樂巨星

Bird 的精彩 MTV。整場論壇在充滿音樂與節奏

的影音分享中結束，王明輝以他的亞洲路徑讓

我們從聽覺裡、音樂裡重新思考亞洲—民族中

音樂的原型與轉變。

主辦單位 |

身體氣象館、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

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書院、交通大學亞太／

文化研究室

合辦單位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牯嶺街小劇場、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側記彙整 |

蘇淑芬‧郭佳‧陳瑩恩‧劉雅芳

活動網址｜

http://apcs.nctu.edu.tw/page1.aspx?no=280775

&step=1&newsno=3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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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識中國 2】國際研討會

2015 年 10 月 31日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本國際研討會是針對「中國」的新學術浪

潮來臨的觀察與省思，參與到這個新學術思想浪

潮的知識界來自很多不同區域以及不同知識背

景，雖然各自有不同的政治與知識的動力與範

式，但一個共同的匯聚點還算是相對清晰：「中

國」成為了一種有別於之前西方凝視下的知識

對象，在其思想、歷史與經驗基礎上被理論化，

並且孕育了新知識範式的可能。作為一個開放

的知識計畫，「重新認識中國」標誌著我們當

前知識生產的中國轉向（The China Turn）。而

重新開始認真看待中國，當然也就是重新認識

過去與當代，也就必然意味重新認識自身。與

會人數眾多，來自港澳、大陸以及許多國際研

究生，會內討論豐富多元。

主辦單位｜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

合辦單位｜

中央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台灣聯

大文化研究跨校碩博士學程

活動網址｜

http://intermargins.net/conference/2015/rcc2/

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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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東亞的視覺文化與社會中介】
電影國際研討會

Visual Culture and Social Mediation in East 
Asia

2015 年 11 月 12日至 13日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F326 人文電影館

2015年 11月 12日至 13日，由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及交通大學電影研究

中心合作辦理「2015 東亞的視覺文化與社會中

介」研討會。來自韓國藝術大學電影系同時身

兼導演身分的的金素榮（Soyoung Kim）教授、

日本立命館大學映像學部的北野圭介（Keisuke 

Kitano）教授及日本明治大學藝術學科的齊藤綾

子（Ayako Saito）教授，以東亞視覺文化為主

題，與台灣學者展開視覺影像及社會中介性的

學術對話。

以視覺影像為主軸，本會議第一天特別假

交通大學人文電影館放映 Drifting City 及 The 

Sound of Wave，並安排金素榮教授（執導其中

一部電影）及齊藤綾子教授分別進行映後討論

及影片前導。會議第二天分成五場次發表，同

時邀請國內學者台灣大學李紀舍教授、交通大

學賈元鵬教授及包德樂教授、清華大學謝世宗

教授、政治大學趙良教授擔任各場次與談人，

就各場發表內容及主題回應及討論。會議最後

更以圓桌會議形式，讓所有與會者針對東亞現

代性、視覺文化及當代社會思潮進行提問及討

論，多方觀點及想法透過對話交會互動，所激

盪的火花為台灣視覺文化研究帶來更多展望。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交通大學電影研究中心、交通大學外國語

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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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

政治主體－主體政治

2015 年 11月 20日至 22 日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是交通大學社

會與文化研究所暨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及南京

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共

同推動的兩岸學術交流平台，成立於 2013 年。

「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的目的，是希望以

交通大學與南京大學為據點，邀請兩岸三地研

究者面對共同關切的議題，持續進行理論性對

話，以期促進社會批判理論的思想工作。第一

屆「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於 2013 年在南京

大學舉辦。

第二屆「兩岸社會批判理論論壇」在交通

大學舉辦，本屆的大會主題是「政治主體－主

體政治」。這個主題是牽涉兩岸現代化過程、

政治經濟結構以及生命形態轉型的關鍵議題。

我們邀請各地學者從脈絡化與知識實踐的立場，

分析與探討二十世紀以降的歷史過程以及當代

社會問題，以中文書寫，進行中文世界的理論

化工作。我們鼓勵研究者參考不同地區的思想

脈絡作為參照空間，包括歐美、亞洲、拉美， 

並且面對在地問題，以便拓展理論對話與社會

實踐的知識工作。

第一、當代政治思想中的主體政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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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學者從「政治主體－主體政治」的角度切

入，與當代政治思想家進行對話。會議論文所

處理的思想家分佈於歐陸以及拉美地區，包

括 Michel Foucault, Giorgio Agamben, Alain 

Badiou, Slovaj Zizek, Gills Deleuze, Antonio 

Negri, Michael Hardt, Walter Mignolo、Enrique 

Dussel。從這些思想家的論著出發，與會學者討

論意識形態批判、生命政治與政治經濟學、事

件與主體、例外主體、欲望與生產、創造性與

主體強度、主體的數學本體論、哲學與革命、

法與批判、戰爭與獨裁、種族主義、殖民主義、

參與式經濟、啟蒙辯證、佔領運動、場所與諸

眾等議題。

第二，以理論思維為背景，回到中文脈絡，

檢視從革命、冷戰到後冷戰時代的政治主體話

語，進一步進行理論化工作：從歷史語境以及

時代脈絡出發，重新檢視中文脈絡現代化進程

中的話語悖論。本屆會議論文探討的議題包括

從革命與共和、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新儒家

與社會主義、儒法鬥爭的歷史脈絡及其啟發，

啟蒙辯證等問題。

第三、面對當前社會，思考另類主體政治

的實踐與可能性：針對當代社會的各種狀況，

提出了各種另類主體政治的思考，包括佔領運

動所涉及的場所與諸眾、主體行動、美學政治、

參與式民主的主權與經濟、農村參與式社區自

治、城市空間生活權利等議題。

主辦單位 |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南京大學馬

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 |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 

補助單位 |

科技部、交通大學頂尖計畫辦公室

活動網址｜

h t tp : / /www.s rcs .nc tu . edu . tw /2015po l i t i ca l .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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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公民社會』的發展：

兩岸三地之比較】工作坊

2015 年 12 月 12日至 13 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C310 會議室

2015 年 12 月 12 日至 13 日，亞際文化研

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與

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傳

統』與『公民社會』的發展：兩岸三地之比較」

工作坊，集結了二十多位兩岸三地的社會學者

與歷史學者，透過發表研究報告與成果討論，

呈現出不同社會內部的文化特殊性，並和與會

者共同針對「公民社會」想像與實踐進行對話。

透過這歷史過程的探討，加上可能共享的「文

化特殊性」，希望讓我們能夠更動態、更深入、

更全面地捕捉屬於華人社會的「傳統」，以及

這些「傳統」對未來公民社會發展的意義與價

值，或是機會與限制。

此次工作坊特別邀請到北京清華大學歷史

系秦暉教授做專題演講，秦教授的演說了首先

闡述社會的四個部門與其各自的特色，接著指

出中國傳統的「宗族組織」其實是在晚近的明

清時期才隨著市場逐漸成形。最後，秦教授也

點出中國當今最重要的議題，如何從血緣團體

過渡到公民團體，完成傳統慈善向現代第三部

門的轉型，提出一種具備中國社會歷史脈絡的

解釋分析。兩天的工作坊，主題涵括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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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宗教信仰、地方社會與法律等多個面向，

吸引超過 80 位臺灣、香港、澳門與中國大陸的

老師及學生到場聆聽，並與學者在學術上一同

激盪，整場工作坊的討論氣氛十分熱烈，在冬

日的夕陽中圓滿結束。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

中心

協辦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活動網址｜

http://apcs.web.nthu.edu.tw/

files/13-1887-10508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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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TEEP-UST 冬令營

2016 TEEP Winter Camp: De-Coding the Cold 
War and Facing Contemporary Societies

2016 年 1月 11 日至 15 日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IACS-UST）暨國立交通大學社會

與文化研究所，於 2016 年 1 月 11 日至 15 日，

假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舉辦「2016 TEEP-

UST冬令營」。

冬令營主題 De-Coding the Cold War and 

Facing Contemporary Societies，課程內容由亞

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及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核心教師共同籌劃、教授，希冀透過跨領

域交流，提供亞際文化研究相關訓練，以促進

相關知識的累積和具體實踐。

活動自 2015 年年底，循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及國立交通大學綿密的國際學術網絡，透過全

球各樣推廣亞際文化研究的學院、機構徵求學

員。最後由 127 位申請者中，遴選出 49 位正式

學員。錄取學員或為研究生，或為青年學者，

分別來自印尼、印度、日本、韓國、新加玻、

中國、香港、美國、德國、烏茲別克、台灣、

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英國等地。 

五日活動期間，來自全球各地的學員與 16

位授課教師（除卻從屬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的交

通大學教師 6 位、清華大學教師 2 位、中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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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師 4 位，另邀請台南藝術大學教師 1 位、

香港嶺南大學教師 1 位，及黃銘正、劉吉雄 2

位紀錄片導演）分就五個面向反思殖民歷史、

冷戰政治，及亞洲現代性等議題。五大課程面

向包括「移民與冷戰認識論」、「殖民與冷戰

的知識生產」、「亞洲民主」、「農業復興」，

以及「新自由主義年代的文化生產」。沿此五

個面向，冬令營且深且廣研討的主題，含納「灣

生」經驗與身分認同、戰後遷徙與難民營、現

代化建制與「密醫」文化、香港雨傘運動、台

灣太陽花學運、「鄉民」政治、「皮克斯」動

畫與後福特主義文化生產、農地復育、農村文

化，甚至地方選舉。

與豐富的課程內容相應，冬令營學員及工

作人員而且於 1 月 14 日下午，分組進行在地田

野調查活動。三十餘人驅車桃園市龍岡社區，

參訪「馬祖新村」眷村文化保存園區；另二十

餘人於新竹市水源社區拜訪「沺源青」食農創

客工作室。受惠東海大學美術系張惠蘭老師的

詳細導覽，以及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文創影視科

和「桃園光影」影院的贊助籌劃，到訪「馬祖

新村」的學員得以藉由細看部分眷村舊宅的空

間配置、觀賞導演陸孝文攝製的眷村生活紀錄

影像（《盡頭》，2008），局部回看二次戰後

於台灣繁複開展的常民政治史。跟從「沺源青」

工作室結合「農藝」、「工藝」、「廚藝」等

多元生活技藝傳承的食農教育規劃，到訪水源

社區的學員則親身體驗都會農耕，不僅利用香

蕉樹自製淨水、蓄水系統，也短暫實踐「由農

地到餐桌」的食物產製程序。

藉此營隊，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及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成功闢拓國際交流平台，

供有志投入亞際文化研究的學生、學者及創作

者流通經驗、分享工作成果。有緣參與這場難

得冬季盛會的學員，亦勢必對台灣留下難忘的

經驗。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補助暨指導單位｜

教育部 TEEP計畫

活動網址｜

http://iics.ust.edu.tw/teep_winter/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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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當代思想系列演講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Thought Lecture 
Series

2016 年 3 月至 5月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 教室╱台北牯嶺街

小劇場╱台北狐狸野餐╱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

館 110 教室

在歷史與結構位置上一樣同屬於第三世界，

台灣與亞、非、拉各地其實分享著諸多共通的

經驗：殖民、內戰、冷戰、移民、難民、後發

資本、威權統治、族群矛盾、民主轉型等等，

但也正因為這些經驗所帶來的迫切壓力，造成

我們與這些地區缺乏更為積極、具體的認識與

互動，無法建立更為多元的參照，豐富我們的

自我理解、定位與認知。去年（2015）我們推

動「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的系列活動試圖

能打開些新的視野，今年進一步邀請來自加勒

比海、阿拉伯世界與非洲，且多年來持續面對

與我們相當共通的問題進行種種深刻思考的友

人，就思想、歷史與文化的特定議題進行交流。

討論的議題包括加勒比海的反殖民思潮、獨立

後的社會政治思想；長期處於世界政治衝突焦

點的巴勒斯坦存在的戰亂、難民、流亡、獨立

問題；非洲大陸後殖民時期民主轉型過程中出

現過去遺留下來的結構因素所造成的暴力，以

及人權與解放思潮中的去殖民問題等等。在過

去有遠見的前輩們已經開啟的道路上，我們期

待以這些對話作為契機，繼續推進目光的移轉，

為台灣的思想、文化、學術帶來些新的轉機，

新的想像與新的世界觀。



25  

做為本次系列演講的第一場，Kamugisha

教授首先簡述他個人的知識軌跡，講述他如何

發現知識上的去殖民是所有加勒比海知識份子

面對的重要議題，而要開始這麼做，就必須從

挖掘在地思想資源開始。這也是為何他會以這

次的題目展開系列演講。

如同演講標題所示，他首先以第一篇文本，

由 1805 年海地反殖民革命時期關鍵人物之一的

Jean Jacques Dessalines所寫的〈不解放吾寧死，

眾呼〉（Liberty or Death, Proclamation）說明

海地革命的重要意義在於這不是一場中產階級

革命，而是代表著一段「不可想像」的歷史的

革命，意思是，在這個曾經是世上最獲利豐厚

的殖民地上被奴役的人民們，起來成功反抗當

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殖民勢力。在這篇文章中， 

Dessalines 描述了受奴役者的悲慘狀況，並呼籲

要終結奴隸制度，這點在革命成功之後訂立的

海地憲法中得到實現。

在歷史再往後推移，下一個時期殖民地的

知識份子則面臨 Aimé Césaire 所寫的〈殖民主

義探討〉（Discourse on Colonialism）這篇文

章中需要思考的議題。在這篇文章中，Aimé 

Césaire 對殖民主義的形成與特質都提出非常具

有開創性的見解，他精闢分析殖民與文明這兩

【第三世界當代思想系列演講 I】

Aaron Kamugisha,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Cave Hill, Barbados

加勒比海的反殖民思想

Caribbean Anti-colonial Thought: Jean 
Jacques Dessalines, Aimé Césaire, Frantz 
Fanon, George Beckford

2016 年 3月 15 日（週二）14:00-17:00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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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概念之間的關係、殖民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

間的關係，以及殖民主義的神話等，這些都對

後來的知識份子產生許多啟發，包括第三篇文

本的作者，也就是 Frantz Fanon。

Kamugisha 教授把〈種族主義與文化〉

（Racism and Culture）這篇文章放回 Fanon 的

知識脈絡，認為它是標示著從《白皮膚，黑面

具》（1952）到《大地上的受苦者》（1961）

之間重要轉折的作品，他重點提出文章中的關

鍵論點，包括種族主義論述如何從生物上的轉

到文化上的，如何透過文化來運作與強化，以

及對納粹與殖民的記憶如何「深深改動了這個

問題以及探討它的方式。Fanon 也精確描繪了

種族之間的動態心理張力以及他的核心關切，

也就是種族主義和壓迫之間的關係。在第四

篇文章〈墾殖莊園社會：加勒比海社會理論

初 探 〉（Plantation Society: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Caribbean Society）中，作者 George 

Beckford 致力於透過被殖民經驗來描繪加勒比

海社會的關鍵特質。透過主張「傳統墾殖莊園

是一種徹底的經濟建制」同時也是「徹底的社

會建制」，Beckford 對於墾殖莊園的形成、發

展、運作等種種面向提出詳細說明。儘管他的

有些論點仍有爭議性，但墾殖莊園仍是一個能

讓我們捕捉殖民對加勒比海社會的影響與效應

的有效出發點，未來能夠對這個地區做出更具

深度的分析。

加勒比海獨立後的社會政治思想

Post-independence Caribbea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2016年 3月 22日（週二）14:00-17:00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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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ugisha 教授的第二場演講，主要循五

位加勒比海學者著作，追探獨立運動之後，加

勒比海（英語系）國家的政治、社會發展。

出身圭亞那的歷史學者 Walter Rodney，生

前亦是活躍的政治、社會運動人士。他於 1970

年代寫成‘Contemporary Political Trend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Caribbean’，悲嘆小布爾喬

亞階級主宰英語系加勒比海諸國政治、社會情

勢；認為小布爾喬亞與底層勞動階級之間日益

擴大、加深的隔閡，不僅阻卻政治民主，也妨

礙了各國的經濟成長。

Lucille Mathurin-Mair 的作品 ‘Reluctant 

Matriarchs’亦寫於 70 年代。該文析論其時於

亞買加，三分之一以上家庭由單身女性隻手操

持的現象，駁斥黑種女戶長既權威、且強悍的

刻板印象。相反地，由於匱缺經濟、社會資源，

單身黑種女戶長承負政經、性別雙重弱勢，反

而容易受制國家機器或新興的父權家庭機制。

P e r c y  H i n t z e n 藉‘R a c e  a n d  C r e o l e 

Ethnicity in the Caribbean’討論「白種優勢」。

他認為，獨立運動之後，亞洲（比方中國）、

中東（比方敘利亞和黎巴嫩）移民，以及在地

原住民逐步融入加勒比海社會，調整了原來以

歐非對立為基石的人種階序，代之以黑白對立

的膚色階序。新階序機制對「白皮膚」的尊崇

沾染加勒比海民族運動，致使後者難能有效挑

戰北大西洋諸國的政經、文化強權。

Obika Gray 在‘Predation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Impasse in Jamaica’裡，描繪亞買加

政治局勢為「弱肉強食」。Kamugisha 延伸說

明 Gray的觀察，以為階級鬥爭激烈，加以毒品、

武器交易猖獗，使加勒比海諸國飽受社會暴力

之苦。然政治暴力氾濫又與加勒比海「小國寡

民」的政治現實相關。小選區裡，選舉成敗僅

取決於十數張選票，為求勝選，候選人 / 政客對

選民或者威脅，或者利誘。候選人 / 政客與選民

之間綿密的人際往來，既是加勒比海民主政治

的基礎，也是社會控制的重要環節。

最 後，Kamala Kempadoo 以 ‘Theorizing 

Sexual Relations in the Caribbean’ 一文批判加

勒比海「性觀光」產業。她以為，「性觀光」

以種族主義為基底，是「性觀光客」消費加勒

比海住民身體（不論男女），借種族刻板印象

建構、投射性想像，以重新肯認自我種族、文

化優越的不公道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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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ia Wynter 的《黑人蛻變論》與
我們存活的世界

Sylvia Wynter's Black Metamorphosis and the 
World We Live in

2016 年 3月 22 日（週二）14:00-17:00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教室

系列演講的最終場，Kamugisha 教授析論

亞買加作者 Sylvia Wynter 長達九百頁、從未正

式出版的巨著《黑人蛻變論》。該書巨細靡遺

繪述黑（種）人早期被殖民、近期受壓抑的漫

長歷史經驗。循此脈絡，Wynter 探究種族主義

的發展，認為其之於近現代社會的具體價值，

遠超出經濟剝削之所得，而深入社會心理建構。

此等建構不僅見於奴役經濟裡，身心異化的黑種

奴工；更廣泛體現於種族主義對意識、慾望的

宰制。宰制的結果趨迫一切種族個體 / 身體投向

對（西方）中產階級生存形式的追求，廣義的

「人」或「人性」，也因此片面地 （社會層序

中最具權力資源的）白種中產階級男性所定義。

為「在西方男性典型之後 / 外，（重新）追尋人

性（的定義）」（Kamugisha 語），Wynter 於

是主張「慾望的去殖民」，做為有色人種重寫

人性論、打造我們生活的世界成一嶄新（身體）

經驗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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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四場系列演講的第一場，Al-Hardan 教

授首先點出系列演講的核心議題：巴勒斯坦問

題在於有一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但他們所來

自的地方已經不存在了，而且時間點正是在大

多數前殖民地獲得獨立的時期。這是巴勒斯坦

歷史的諷刺之一，同時也是問題的一部份。

Al-Hardan 教授透過以下三大焦點來概述

1948 年之前英國／猶太民族殖民主義在巴勒斯

坦的歷史：

1）猶太民族（建國）主義做為歐洲猶太問

題的結果，如何在歐洲形成，且其因此具有的

歐洲民族國家想像與殖民特質與歐洲和北美移

住民殖民主義的關係為何；

2）歐洲諸國及巴勒斯坦所在的阿拉伯區域

當地的地緣政治發展如何糾纏錯結，特別是第

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屠殺境內猶太人，加上西

方各國的關閉國境，如何使得流亡的猶太人大

量前往巴勒斯坦，再加上 1939 年英國對巴勒斯

坦起義的殘酷鎮壓，使得巴勒斯坦社會整體完

全失去政治、軍事的抵抗能力，導致 1948 年以

色列在巴勒斯坦所在的地區建國成為可能，甚

至與其形成共犯關係；

3）從巴勒斯坦人的角度闡述他們所經驗到

的 1948 年的浩劫，作為一系列以「被強迫流離

【第三世界當代思想系列演講 II】

Anaheed Al-Hardan,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Lebanon 

英國／猶太民族殖民主義在巴勒斯

坦的歷史

On the History of British/Zionist Colonialism 
in Palestine

2016 年 4月 12 日（週二）14:00-17:00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教室



學術活動特寫             30  

失所」為核心的，伴隨著大屠殺、家園被毀等

等的經驗，希望成為能夠與主流西方 / 以色列論

述抗衡的抵抗論述。

敘利亞的巴勒斯坦人：破碎社群的

浩劫記憶

Palestinians in Syria: Nakba Memories of 
Shattered Communities 

2016年 4月 13日（週三）14:00-17:00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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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場演講中，Al-Hardan 教授提到 1948

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發動戰爭建國的過

程，是在短短六個月之間，令原本一百多萬巴

勒斯坦人之中約九十萬人被迫流離失所，超過

五百個村莊被摧毀，十多個都會地區的人口被

「清空」。透過這樣的暴力過程在巴勒斯坦土

地上建立的以色列，不只終結了巴勒斯坦作為

一個政治實體存在的可能，還有它作為社會實

體存在的可能，因此在阿拉伯文以「Nakba」稱

之，意思是「浩劫」（catastrophe）。這個概念

如何在巴勒斯坦人的流亡經驗中成為一個主要

的基軸，並且在往後的數十年間歷經種種轉變，

是本場演講的主軸。

Al-Hardan 教授首先從知識史的角度說明，

Constantine Zurayk 首先在他 1948 年發表的文

章中將這場戰爭的後果形容為「Nakba」，因

為這是阿拉伯世界國家聯軍敗北的結果。作為

回應，他提出應該要有一個泛阿拉伯世界的統

合體與解放、去殖民行動，此時巴勒斯坦是作

為在阿拉伯世界的一部份而進入此進程。但到

了 1967 年的六月戰爭，阿拉伯聯軍再度被以色

列擊敗，甚至還失去部分土地，於是 1948 年

的「Nakba」本身的意義逐漸消失，變成是被

1967 年的新「Nakba」再現。

同時隨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出現，該組

織的首要目的也窄化為要取回在 1967 年被以色

列所佔領的失土。當「Nakba」在 1980 年「重

新出土」時，是做為一個以巴勒斯坦而非阿拉

伯世界為語境的概念，回應到的是巴勒斯坦的

解放與回歸故土的失敗。這波「出土」的主要

推手是一些想要重新復興對於自身家園記憶

的巴勒斯坦人，動機是對抗奧斯陸協定（Oslo 

Accords），該協定設立一個無民意基礎的巴勒

斯坦當局（Palestinian Authority），在作有關

巴勒斯坦的重大決策時完全排除數量龐大的巴

勒斯坦難民的意見，結果做出一個放棄了把巴

勒斯坦全土整體解放的決議，實際上只是在掩

護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殖民行為。有鑑

於此，巴勒斯坦人民之中開始出現將有關 1948

年「Nakba」的「記憶」與「回歸故土的權利」

相結合的行動，也就是透過重現、重述曾經在

巴勒斯坦土地上生活的「記憶」，讓巴勒斯坦

人回歸故土的權利得到證明，這也成為近年巴

勒斯坦人在提出政治與身份認同時的有力動員

力量與資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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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問題與當代政治

The Palestine Question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2016 年 4月 16 日（週六）14:00-17:00

台北牯嶺街小劇場

由於這場演講是對公眾開放的獨立演講，

因此 Al-Hardan 將重點放在讓聽眾對於巴勒斯

坦如何發展至今日的情況有重點理解。她首先

回到歷史，提綱挈領地指出，在 19 世紀末期在

歐洲變得嚴重的「猶太問題」，如何呼應到當

時歐洲達到高峰的殖民主義，並承繼了歐洲民

族國家的思維，導致「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國家」

（zionism）這樣論述的提出與成為主流。後來

巴勒斯坦如何在諸多地方之中被「選中」成為

以色列將要建國的地方，而兩次世界大戰的歐

美殖民勢力競逐，又如何進一步使得猶太建國

主義者得到所需的人力以及土地，再加上歐洲

猶太人在歐洲遭到大規模屠殺與奴役，卻又無

法逃往其他歐美國家，導致他們大量逃往巴勒

斯坦。以上種種因素使以色列得以在 1948 年的

建國。以色列在六個月之間進行種族清洗，同

時取得大量土地，數十萬巴勒斯坦人被強制驅

離家園，被迫成為難民。因此 1948 年對巴勒斯

坦人而言是非常關鍵的，不只在他們的記憶中，

也是做為巴勒斯坦歷史的決定性時刻。而 1948

年應被理解為是以色列統治巴勒斯坦的一種「結

構」（structure)，而不只是一次事件或「例外」

狀態。正是由於這樣的結構本身並未被改變，

使得 1967 年以色列在跟阿拉伯國家的戰役中得

勝之後，得以在更大的佔領區持續進行同樣的

統治，也因此對許多巴勒斯坦人而言，1948 年

是一個持續的浩劫（ongoing catastrphe）。在

巴勒斯坦人方面，以難民為中心，在 1948 之後

逐漸開始進行組織活動從事反抗，在 1970 年代

前半達到高峰，之後就因為地緣政治的改變而

逐漸走下坡。其中心主張從 1950 年代末期泛阿

拉伯世界的解放，到巴勒斯坦的解放，到 1967

年被以色列佔領區的解放，可說是在艱困的政

治環境下逐步後退。如今又因為敘利亞的戰爭

使得原來居住在敘利亞的難民也失去容身之處，

處境非常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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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在後殖民時期的經驗

Experiences of the Palestinians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2016 年 4月 19 日（週二）14:00-17:00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教室

這是在課堂進行的第二場演講，主要描繪

從 1948 年至今的巴勒斯坦人民經驗。1948 年

後，巴勒斯坦人民的絕大多數成為難民，包括

在以色列國內的「內部難民」，在西岸和加薩

走廊地區的難民，以及流亡到鄰近阿拉伯國家

的難民。在不同的地區，難民經驗也往往不

同。在以色列國內的內部難民遭到種種歧視與

權利的不平等，而在西岸和加薩走廊的難民則

分別在約旦及埃及的統治下，過著不自由的生

活。逃到鄰近阿拉伯國家的難民們則依國家不

同享有不同權利，但仍做為暫時的棲身之處過

了數十年的生活。在政治與反抗活動的部分，

巴勒斯坦難民發展出數波民族運動。起初是在

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框架下組織的運動，因為以

色列被周邊國家視為是位於阿拉伯世界中心的

殖民勢力，需要被去除，然而在 1967 年阿拉

伯聯軍被以色列打敗之後，泛阿拉伯的框架垮

台，以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為主的巴勒斯坦反抗

運動主要政治組織 PLO（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抬頭。PLO 藉由在阿拉伯國家之

間的角力，對以色列取得相對權力，但當阿拉

伯國家之間出現問題，相對以色列的談判籌碼

也變少。1974 年 PLO 調整解放的範圍，從巴勒

斯坦全境的解放，到部分解放，只解放在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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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以色列佔領的地區。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

巴嫩，使 PLO 轉進到離難民社群相對遙遠的突

尼斯，影響力也逐漸減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的武裝反抗運動抬頭。1987 年發生第一次巴勒

斯坦人民起義（intifada），PLO 回來宣布巴勒

斯坦獨立，國土是在 1967 年被佔領的地區，但

結果是成為以色列在暗中掌控的「自治」區。

1993 年 PLO「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簽訂奧斯陸

協定（Oslo Accord），結果難民的聲音反而被

忽視。PLO失去在巴勒斯坦人民心中的代表性。

2000 年發生第二次人民起義，結果以穆斯林為

主體的反抗組織 Hamas 得到人民支持，並贏得

選舉。2005 年出現以難民區的運動份子為主體

的 BDS 運動（Boycott 拒買，Divestment 減投

資，Sanctions 制裁），希望透過經濟制裁的方

式向以色列施壓，以期達到結束以色列對巴勒

斯坦的佔領與殖民，以色列國內巴勒斯坦籍人

民的平等公民權，以及尊重巴勒斯坦難民回歸

故土的權利。這項運動仍持續至今。

【第三世界當代思想系列演講 III】

Lyn Ossome, Makerer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Makerere University, Uganda 

後殖民非洲的暴力遺產與民主轉型

Legacies of Violence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 Postcolonial Africa

2016年 4月 26日（週二）14：00-17：00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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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設下一些倫理界線，落在這些界

線內的國家被認為是有效地推行民主。但最近

二、三十年間，在許多非洲國家推行所謂參與

式或民眾政治的情況下，層出不窮的暴力顯示

在非洲的民主實踐中有非常根本的缺陷，使得

一些群體持續遭受到暴力。確實，在許多非洲

國家的實際經驗中，都指向自由主義民主政治

和暴力之間的連繫。在本場演講中，Ossome 從

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切入，透過爬梳對

於非洲的「暴力」的討論，進一步開展與推進

這個視野。

首先，從 Fanon 對於被殖民者的抗爭之討

論中，我們看到在非洲的情況裡，非洲人民被

殖民者透過各種統治技術定義為非人的、落後

的，且是透過暴力的手段來強化與完成。而這

樣的經驗與烙印，並沒有僅僅因為「獨立」而

解除，因為這些「獨立」往往仍是受限於殖民

者規定的方式，由少數菁英階級主導並掌握權

力，從統治階級的特質到獨立後的政體、制度

等，其實都並未擺脫殖民遺緒。也因此引向一

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何謂「自由」、「解放」，

應該是要讓非洲人民自身來思考、醞釀與決定，

但至今的情況是，即便是在「獨立」後，自由

主義民主政治仍作為唯一選項，強加於非洲人

民身上，因此，為了爭取真正的解放，被殖民

者必須採取相應的手段。

因應 Fanon 此種被視為較激進的主張，一

些學者如 Elias Bongmba 的回應是把暴力的責

任歸咎於少數領袖，並認為是因為非洲人民的

民主化程度不夠才是導致暴力的原因。然而此

種分析是非常去歷史的，因為這樣的看法將「民

主」視為絕對真理，同時落入殖民者定義的「非

洲人」（本質上就是有缺憾、內含暴力的）窠臼，

並未仔細檢視到底在非洲各個地方的特定歷史

脈絡下，政治轉型到底是如何完成的，過程中

又出了什麼問題。

另外一派學者如 Archie Mafeje 則將問題往

前推進，認為應該更複雜化「暴力」的角色，

它應被視為象徵著一種對於現代化方案的抗爭。

現代化方案下的民主、人權、多黨政治其實扼

殺了非洲按照自己步調發展的可能。此外，對

於往往成為衝突的焦點的「族群」(ethnicity)，

Mafeje 也提出重要看法：族群之所以成為衝突

焦點，是因為獨立後的非洲國家的構成本身所

導致的，由菁英主導的統治階級將自身定義成

一個族群（而非階級），使本身無害（屬於某

個群體）的族群概念政治化，成為要獲得國家

資源唯一的路徑，也就是人民唯有透過成為某

個政治化的族群，才能獲得資源。同時，常被

詬病的非洲寡頭政治也其實跟殖民遺緒脫不了

關係，特別是殖民者在非洲推行的「間接統治」

系統有直接關係，因為這樣的統治模式的延續，

關閉了其他讓人民可以取得國家資源的可能路

徑與手段。而且在這些過程中，民主制度都無

法解決這些衝突矛盾。

Bruce Berman 從對建置的批判切入，認為

無法回應族群問題的民主制度注定將要失敗，

特別是自由主義民主模型，因為它是非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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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認真處理特定脈絡下的歷史狀況，把族群

視為本身就內在於某些特定群體的定義中。

Mahmood Mamdani對於暴力進一步歷史化

的分析，他認為反殖民的暴力不能僅僅被視為

是非理性的展現。因為，當被殖民的歷史本身

就是一個暴力的過程，如何要求被殖民者在被

以同樣的方式捲入現代國家的時候突然從這樣

的方式之中脫離出來？他認為種族衝突其實是

一種政治衝突（political conflict），因此需要

政治的解決（political resolution）。也就是不

能僅以標定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或在一

個對與錯、有正當性與否的階序之中解決，而

是看到受害者與加害者雙方之中的人性，在正

視這些的前提下，尋求政治上的解決之道。同

時，他也提出自由主義式民主制度本身的去歷

史性，使得它無法處理變動的政治、社會脈絡，

只能將這些稱之為「貪腐」而否定之。不是檢

視這個制度本身出了什麼問題，去問這樣根本

不考量在地特定歷史的架構，不管它定義下的

「自由」概念對於這些被強加於上的人們而言

是多麼不具意義，這樣的制度與思維模式本身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性與經濟的正義：南非反性暴力酷

兒女性主義運動面臨的挑戰

Sexual and Economic Justice: Challenges 
for Queer Feminist Activism Against Sexual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2016年 4月 30日（週六）14：00-17：00

台北狐狸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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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演講以南非酷兒女性主義運動為焦點，

探討法律肯認與認同政治的侷限與出路。做為

起點，本場演講主要為一個問題所觸發：為什

麼像南非這樣一個對於酷兒方面的憲法規定可

說是世界最好的國家，卻出現極高、極頻繁對

於酷兒的暴力？ 1994 年南非種族隔離名義上解

除，同時發佈新憲法，之後在 2000 年通過了平

等法案（The Equality Act），法案中將仇恨犯

罪（hate crimes）作為一項罪來看待。這部分因

為酷兒團體在南非從種族隔離制度中解放出來

的過程中貢獻良多，也因此使得她們的需求得

以被納入新憲法的內容中，然而這本身也成為

了問題的一部份。在南非後種族隔離時期，隨

著各種對於解放的聲音出現，左派分析減少，

認同政治的呼聲增加。然而這些認同政治本身，

以及伴隨而來的法律並非沒有問題。因為這些

法律是由一種極度恐同的政體（不管是種族隔

離期間或之後）所制訂出，非常以異性戀為常

模（heteronormative）的，這樣的法律真的能

讓同志被真正被看見 / 認識嗎？是否「正義」本

身就能超越異性戀常模？另一方面，也因為權

利被「正式入法」，也使得同志問題被視為已

經沒有迫切性，同時被侷限在認同 / 文化層面，

也就是認為她 / 他們並未受到社會階級結構的影

響，而更廣大的社會運動則被認為是較跟結構

上的問題相關，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種種

層面，所以屬於結構上的壓迫。但這是非常有

問題的，因為每天在南非被強暴、謀殺的女同

志並非白人女人，而是黑人女人，她們住在貧

窮的地區，也跟其他人一樣受到後種族隔離的

種種結構限制，為什麼我們要把她們所受到的

壓迫跟其他人受到的壓迫做區分呢？只把她們

受到的壓迫解讀為一種文化壓迫，而非結構性

的？另外再看被「入法」的同志「權利」，其

實是建構在一種齊頭式的權利概念上。要成為

這個「權利」的獲得者，首先必須排除掉自身

特定的歷史脈絡，成為「平等」的大家庭一份

子。但酷兒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積極地改變並

將問題層面寬廣化的空間，而不是一被抽象化

地放在法律的空間裡，但在實際社會空間裡卻

是不可見、無效的權利。然而透過將「矯正犯

罪」定義為只針對女同志的性 / 別（sexuality）

施加的暴力，將其「特殊化」（specialize）其

實正是窄化了這些暴力本身聯繫到的更廣大問

題，無法有效回應之。這些暴力應該要放在更

大的資本主義結構之內，特別是在南非本身種

族隔離制度所強化的異性戀常模經濟生產模式

的脈絡下來看，尤其是種族隔離時期的「移民

工」（migrant labor）制度，這樣的制度並沒有

因為種族隔離名義上廢除而一夕消失。而酷兒

的存在其實正是對於這樣的異性戀常模、家庭

和再生產模式提出質疑，可是這樣的基進性並

沒有被看見與深化。認同政治是必要的，但當

它只能透過法律來完成，因為那是取得國家資

源的唯一路徑時，就變得很有問題。那我們要

如何拓寬認同政治？不是要放棄它，而是要建

立更多的連帶，將認同聯繫到更廣範圍的壓迫

上，包括經濟、政治方面。最後，在任何抗爭

之中，保持差異性是非常重要的，也因此我們

必須要小心任何企圖將我們同一化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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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轉型與後殖民屈從：非洲人權

的去殖民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Postcolonial 
Subjections: Decolonizing Human Rights in 
Africa

2016 年 5 月 3 日（週二）14：00-17：00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 教室

在本場演講裡，Ossome 教授呈現當代非洲

的民主化論辯，並把焦點放在「人權」，爬梳

它如何在自由主義式的民主政權之下，削弱了

在地社會本身的再分配及社會正義的機制。從

批判政治經濟學的觀點，Ossome 教授帶我們檢

視幾場當代與過去的論辯，議題包括：「人權」

如何在組織論述的過程中佔據最首要位置，以

及它如何以一種霸權的秩序出現；人權在非洲

的政治經濟學；認同政治以及「認同」如何透

過「人權」被管制；權利的建置化；以及這一

切之中的解放潛能。在後殖民的脈絡下，人權

要能夠實質回應社會不公，這到底如何可能？

條件是什麼？針對此，當代非洲持續進行論辯。

透過歷史地梳理這些論辯，Ossome 教授讓我們

看到，自由主義式的人權概念在應用到一些地

方（其人權侵害其實是深植在經濟排除、文化

歧視和缺乏上）時，其穩定性和有效性是多麼

令人質疑。人權是作為民主化方案的一部份被

推展到所謂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人權觀念的盛行可追溯到 1920年代初

期，新自由主義的抬頭，使得階級分析弱化，

取而代之的是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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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結果是使得許多問題的結構性原因不被

質疑，轉而做為個人（或個別政權本身）的問

題陳述分析。人權論述本身的去歷史化、去政

治化（因為強調一種普世主義的平等，結果是

使得它無法處理特定歷史的遺緒）也使它根本

無法處理新殖民主義、奴役、帝國主義等議題，

只剩下一種相當典範性的要求。同時，人權也

成為判定民主化的主要標準，如此不只掩蓋了

全球政治經濟的結構力量的作用（某些國家的

「不穩定」純粹從對「人權」的侵害來解釋），

也成為另一種霸權。然而人權的作用其實是與

殖民結構脫不了關係，早在殖民時代，殖民者

區分「有教養的」(civilized)（因此是「權利」

的擁有者）與「無教養」（uncivilized）（因此

是不值得擁有權利的）的人民並進而採取相應

的統治措施時，其實已經內在地規定了「人權」

作為一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少數菁英的、排他

的概念的特質，然而這樣的遺緒本身並沒有受

到質疑。當這些結構、歷史因素都未被適當檢

視與探討，卻將自由主義式的人權與其配套的

民主方案強加於有個別政治、經濟、歷史的在

地社群身上，往往是再生產了這樣的概念本身

所挾帶的西歐中心現代化方案視野，同時意味

著去殖民的過程其實尚未完成。我們所需要的

不是這樣已經被決定的、排他的、齊頭式的抽

象平等，而是應該要創造一個空間，讓所有帶

著各自歷史、差異的群體，能夠共同協商出真

正能回應自身真實狀況的「自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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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屈從：非洲後殖民性與解放

政治的女性主義批判

Democracy's Subjections: Feminist Critiques 
of Postcoloniality and Emancipatory Politics in 
Africa

2016 年 5 月 4 日（週三）14：00-17：00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 教室

本場演講將前三場演講提出的議題，包括

性別化的暴力以及自由主義式民主的侷限等放

入肯亞的具體狀況進行演繹。肯亞在獨立之後

一直是一黨制，直到 1992 年以政治「自由化」

為名，主要在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及援助

團體的堅持下改行多黨制。這個據稱能帶來政

治穩定的體制，卻在之後的選舉期間出現大量

的暴力，特別是性別化的，也就是針對（特別

是貧窮地區、中下階級）女性的暴力。對於這

樣的暴力，不管是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女

性主義論述或當地政府至今都無法適當回應。

Ossome 根據在肯亞長期進行訪談調查的經驗發

現，對於許多受暴婦女而言，她們最需要處理

的其實是經濟損失，因為這些暴力大多發生在

貧窮地區，當這些婦女被強暴的同時，她們作

為營生用的住家兼商場也同時被毀壞殆盡，她

們多半沒有任何存款，並且有孩子要養，因此

住 / 商被毀等於她們也完全失去謀生能力。同

時，她們也往往提到自己再也不會去投票，表

示她們將這樣的暴力跟政治連結在一起。然而

當女性主義 / 人權團體面對她們的時候，只能以

公民社會脈絡下的權利受損等話語應對，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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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真實的需求。這樣的不足，促發 Ossome 主

張脫離自由主義式的個人權利角度，轉而從更

廣泛的政治經濟學結構觀點，並且歷史化地來

進行檢視。從歷史的角度，在肯亞強制女性在

政治上的屈從其實早在殖民時期就已開始，透

過剝削女性勞動力，壓制女性自發的反抗運動，

到後來反殖民成功獲得獨立之後，國家主要由

男性菁英階級主掌，於是女性被要求要「退回」

私領域，乖乖作為被保護的對象，或從事報酬

極低的低階勞動。這些都顯示政治主權仍在一

個相當男性中心的框架下運作，而當女性想要

突破這樣的強制，進入公領域時，結果就是遭

到特別以女性為對象的暴力。同時，新自由主

義意識形態下的政治經濟本身也缺乏給女性的

結構性位置，也因此，出自其意識形態的公民

社會與政府也只能從公民權的喪失這樣的觀點

回應，而無法適當回應女性的經濟要求。再者，

在所謂民主化的轉型過程中，大部分的女性（除

了菁英的中產階級女性之外）都是被排除在其

方案之外的。種種原因導致「排除的暴力」（the 

violence of exclusion），意即公民社會、主流

宗教團體、政府以及甚至女性團體本身都無法

處理許多女性（特別是貧窮、中下階層）之所

以特別容易遭受到暴力的結構、條件和建置上

的原因。要改善這樣的狀況，我們必須重新檢

視自己用來看待問題所採用的視角，特別是新

自由主義式的，因為從不只在非洲，也包括許

多第三世界地區的種種發展看來，儘管它本身

不是暴力的「行為」（act），但它儼然在暴力

的實踐之中扮演具有生產性的角色。我們必須

正視，將其套用在許多歷史、政治、經濟狀況

都有各自脈絡的地區，這樣的作法本身的問題，

尋求超越其侷限的方式。做為結論，Ossome

問：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這種性別化的暴力的

特質？她提出的解答是，我們必須把暴力放在

更長的歷史下來檢視，不能將暴力僅僅理解為

在單一時間下發生的單一行為。我們應該將暴

力視為對於人們每天在其中生活的特定結構、

條件與建置提出批判的契機。如此，我們才能

夠有生產性地討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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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當代思想系列演講 IV】

Arif Dirlik

從三個世界（通過全球南方／北方）

到全球現代性：資本主義、殖民主

義與地緣政治的重整

From the Three Worlds to Global Modernity(via 
the  Globa l  Sou th /Nor th) :  Cap i ta l i sm, 
Colonialism, and Geopolitical Reconfigurations

2016 年 5月 24 日（週二）14：00-17：00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10教室

本次演講的一個基調主題，是對現今批

判知識份子往往在進行批判的過程中視為理所

當然不加批判的一些基本假設本身，也進行檢

視，本次焦點放在被稱之為「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或「 三 個 世 界 」（The Three 

Worlds）的概念。首先講者檢視「第三世界主

義」（Thirdworldism) 和「第三世界」（Third 

World）的不同意函，指出對「第三世界」的第

一種理解是要終止一切導致第三世界之所以成

為第三世界（Thirdworldliness）的狀況，包括

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貧窮等等，推到極端就

是要終止這樣的第三世界的存在。在光譜另一

端是將「第三世界」作為一種烏托邦式的概念，

而「第三世界主義」是將某種希望灌注在「第

三世界」上，認為在第三世界能達成一些無法

在其他任何地方達到的事情，因此第三世界成

為一個代表著未來希望的地方。所以在使用「第

三世界」這個詞的時候，一方面是一種想脫離

壓迫的急迫感，另一方面又賦予它新的意義。

第三世界主義的意味是徘徊在這兩者之間。那

麼「第三世界」到底是描述實際存在於世界結

構內的某些地方，或者僅僅是一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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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於現實而存在？

作為回答，講者歷史地追溯第三世界、第

三世界主義的意義變化，以及它在當代的可能

意涵。「第三世界」這個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的 1952 年被一名法國學者 Alfred Sauvy

發明，但它的意義隨時間而產生變化。在戰後

二十年間的用法可總結為三種。

首先是用在現代化論述中，「發展」或「現

代化」的目的是要去除貧窮，而「第三世界」

被用來指稱那些需要被除去貧窮的地區，這也

是前述第一種對於第三世界的解讀：它是需要

透過現代化過程來去除的世界。此種論述帶來

的一個效果是把世界區隔成不同的現代化程度

地區，其中「第一世界」被稱為「民主世界」

（而不是「資本主義」世界），與此相對的是

「第二世界」或「社會主義世界」，其他所有

無法被放進這兩個「世界」的地方就成了「第

三世界」。因此「第三世界」是一種「殘餘」

（residue）的範疇，意指那些「無法進入」第

一或第二世界層級的社會。在這樣的分析中，

第一世界（最主要是資本主義的）主要特質是

「理性」，第二世界（社會主義）是意識形態，

而第三世界則是「傳統」，意思是，第三世界

國家是被自己本身的過去所糾纏，而它們必須

克服自己的過去，才能最終朝現代性前進。

另外一組用法是跟 1955 年的萬隆會議做

連結，可以稱之為「萬隆第三世界主義」，該

會議是在那不久前領導各自國家完成獨立的領

袖們的聚集，他們後來被稱為國家中產階級

（national bourgeois），本身非常相信現代化

與發展，但同時他們也將「反殖民主義」和

「反種族主義」帶入「第三世界」概念，這在

點相當重要，因為第一世界現代化論述是把第

三世界社會的「落後」歸咎於後者自身的「傳

統」，隻字未提「殖民主義」。因此萬隆會議

提出的一大訴求是，殖民主義跟它們自身國家

的「落後」是有很大關係的，而「種族主義」

是使這樣的狀況持續的一大原因，而不僅僅是

讓「傳統」來背負全部責任。另一方面，1960

年代有一種「第三世界之所以成為第三世界」

（Thirdworldliness）的概念的出現，它跟國

家解放、女性運動、反殖民、反種族主義和反

國家中產階級聯繫在一起，反對萬隆會議的領

袖們所代表的東西。換句話說，是將「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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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野帶進來，是一種「第三世界社會主義」

（Third World Socialism）。儘管在不同社會有

各自的社會傳統，但它們的共通點是不僅對於

殖民主義，也對國家中產階級發動基進反抗。

因為從第三世界社會主義的觀點，殖民主義如

果不是跟國家中產階級聯手，也不會存活至今，

因此階級鬥爭成為民族解放的一部份。

從 1970 年 代 晚 期 到 1990 年 代， 進 入

「 新 自 由 主 義 的 轉 型 」（the Neoliberal 

Transition），在世界各地發生了改變「三個

世界」論述本質的狀況，也就是以 1970 年代

末東亞經濟崛起為首的全球化，到了 1980 年

代由於因新科技而可能的新式國際分工（neo-

international devision of labour made possible 

by new techonologies)，使得生產本身被國際

化，連帶的配套國際政治和法律機制也同時並

進，在 1990 年代「全球化」的詞彙全面出現，

再也看不到「第三世界」這個詞。這也是當有

些學者（包括我自己）說「第三世界」已經是

過去式，第三世界已經失敗，每個人都想跳上

資本主義的馬車，想加入全球化。所以「第三

世界」成了一個烏托邦式的概念。

從 2000 年至今，也就是全球現代化（ 

global modernity) 時期，這跟前面的幾個時

期有相當區分。前期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發展

到高峰，結果是現代化的全球化（globalized 

modernity），世界各地都被現代化 / 資本主義

化，特別是在 1980 年代社會主義的消滅之後，

資本主義目標征服了世界各地的空間，已經沒

有空間可以抵抗資本主義。但全球化本身也創

造了自己的矛盾（contradictions)，成為它自己

的阻礙。而那就是前所未有的「不平等」，不

只是國家間，也是國家內。現在還是有國家顯

然是被剝削、搶奪的對象，而世界各地在全球

化過程中取得大量資源的人與無法取得資源的

人之間的分化，也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因此

「第三世界」仍然是一個與我們有關的詞彙，

因為顯然有些國家仍符合看似老派的第三世界

國家定義。然而同時，我們也面臨到全球性的

危機，自從中國的所謂經濟奇蹟出現開始，世

界上的資源明顯正在大量減少，原本只是主要

第一世界在消耗資源，但在如今全球化的結果

是已經沒有第一、第二世界剝奪第三世界的清

楚區分，而是各地都想要像歐美一樣消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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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的環境、生態都已經在告訴我們，永遠

發展下去是不可能的。許多災難再發生，人們

在大量死亡，而這已經不是第一、第二、第三

世界的議題，而是世界各地都要面對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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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當代思想系列演講 V】

Ashish Rajadhyaksha

亞洲「以改革為念」的紀錄片

The Asian “Committed” Documentary

2016 年 5月 31 日（週二）14：00-17：00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教室

以新加坡導演陳彬彬與印度導演 Deepa 

Dhanraj 的紀錄片作品為例，Rajadhyaksha 先生

在這場演講裡析論兩個密切相關的亞洲影像製

作潮流。其一，數位科技的普及，排除了賽璐

璐底片的必要性，大大解放了影像製作的可能

性及可行性，造成影像生產程序的高度民主化。

此等製程解放若與一味追求進步的現代化國家

理性相援引，可能產造出集體背向歷史的危險。

然陳彬彬與 Dhanraj的紀錄影像並不跟從這一套

拋卻過往、求新求變的極端現代化邏輯。相反

地，她們不斷回望既有的社會、文化記憶，甚

至將賽璐璐影像帶入數位媒介，有意識地並置

現下與過往，以突顯歷史遺留的社會、文化衝

突。若此，歷史的鬼魅非但不為現代化意識形

態徹底埋葬，反而在紀錄影像裡反覆還魂，孕

育檢視現下的新視野。Rajadhyaksha先生以為，

此等新視野標示紀錄影像的積極政治意涵。

「為什麼紀錄片導演老想改變世界，

而企圖改變世界的人，都在拍紀錄片？」

Rajadhyaksha 引 Jane Gaines 的理論解釋道：紀

錄影像之動人，在使人對現下的生活產出新的

體驗 / 體悟，進而身體力行，化體驗 / 體悟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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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生活的動力，從而激化了紀錄片所蘊含的獨

特政治性。

主辦單位 |

亞際書院、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

研究國際中心、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台灣性別人權協

會、身體氣象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牯嶺街

小劇場、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

側記文字｜

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活動側記原載於亞際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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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論與地方社會：哲學、理論

和觀念之行旅青年學者工作坊

Young Scholars' Forum Critical Theories and 
Local Societies: 
How Do Philosophy, Theories and Concepts 
Travel?

2016年 3月至 5月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 教室

這場工作坊發起的緣由，反映活動籌辦人

Alain Brossat 教授（巴黎第八大學，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訪問學者）與劉紀蕙教授（交

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

共同的學術關懷。多年治學與教學的經驗，催

使兩位籌辦人探問，哲學、理論與觀念的跨地

域行旅，是否可能超克「殖民」與「被殖民」

的實踐框架，滋展出具特殊地域性、在地化，

然而意義繁雜且有機的知識體系。

藉此小型工作坊，上述問題由來自香港、

台灣、中國，及日本的青年學者共同回答。參

與工作坊的論文發表人，大多有赴歐（或廣義

「西方」）求學的經驗。縱無遊歷西方背景，

亦有在亞洲學習歐陸 / 西方理論，嘗試轉譯、詰

問、嫁接，或再梳理「亞洲 -西方」思想連結（或

斷裂）的多重努力。他們在此工作坊裡，以多

樣、參雜的語言討論了巴里巴（Balibar）、傅

柯（Foucault）、阿岡本（Agamben）、列菲伏

爾（Lefebrve）、朱謙之等思想家的理路傳承，

由自身所處、所承繼的各樣在地脈絡出發，提

出了各自的理解與詮釋。其詮釋不可避免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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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觀念的多義性，而所有在此工作坊特定

時空裡流通、交換的殊異詮解，相對活動籌辦

人最初的提問，則給出了極致繁複的答案。

主辦人暨主辦單位 |

Alain Brossat 教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

所訪問學者）、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

所、TEEP 優秀外國青年來臺短期蹲點 - 亞際文

化研究全球網絡

活動網址｜

http://iics.ust.edu.tw/2016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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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2015 年 12 月 22 日至 25日

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2015 年 12 月 22 日（週二）10:00-13:00 清華大

學人文社會學院 C310 會議室【反思「廢疾者」

的想像：現代藝術與殘身體的復名】

「復名」概念來自於反轉，把社會給予的

汙名拿回來賦予一個新的意義。像是「殘障者」

最初是指身體不符合社會標準的人們，從「正

常人」的觀點來看，但對易君珊來說，殘障者

的「殘障」來自於社會結構使人殘障，而非人

本身的障礙。

殘障身體最初的解釋角度是由醫療開始，

在一個標準化的社會，用研究一個疾病的態度

去對待殘障身體，很多人看待身障者的角度都

是從分類開始，把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歸為他類，

使自己安心。而「非障礙者」這個詞彙也是從

這樣的一個方式發展出來的，但不同的是，這

個詞彙是以障礙者為中心的。所以障礙研究，

就是一個以障礙者為主體的研究。

如果以傳統勵志的觀點去看身障者，例如

我們看一個口足畫家，不是看他繪畫的功力，

可是看他繪畫的方式和別人不同，透露出殘而

不廢的光芒，才使得他的作品有了價值。但這

樣的觀點基本上是用一個健全者的角度去看待

身障者，有一種補償的心態，仍然覺得身障者

缺少了甚麼。

障礙美學，也就是要改變對於標準的定義，

轉換羞愧，反轉羞辱，用自己的模樣去呈現。

同理來說，蔡依林的演唱會穿得十分火辣，有

人會說這是物化女性，但也可以說是轉化身體

的定位，扭轉對身體的陳述。

整場演講當中，易君珊不時以影片穿插撥

放，讓聽眾透過講者的話語以及影片反思障礙

文化的議題，令人深思。



 53  



學術活動回顧             54  

2015 年 12 月 25 日（週五）10:00-13:00 清華大

學人文社會學院 C501【障礙文化論述】

主講人易君珊小姐藉由自己的生命故事出

發，一開始讓同學思考對身心障者的印象，並

寫在紙上，交換後由同學朗讀出來，結果有許

多負面的形容詞，以此讓同學們思考社會對於

身心障礙者的看法。社會對於身心障礙者主要

是以非障礙者的角度去看、去描述障礙者，但

是這豈不是很弔詭的嗎？這時易老師用了「非

障礙者」這個詞，「非障礙者」一詞才是以障

礙者的角度出發的。對於身心障礙者，社會多

以憐憫的角度看待，並且一定要身心障礙者十

分正面向上。

易老師討論了對於身心障礙者，「障礙」

其實是來自社會，以及醫療模式制約，醫療對

於身心障礙者採取的是「問題在這個人身上，

對應的方式是使其越像『正常人』越好」。身

心障礙者不能被認為是獨立的、特別的個體嗎？

何不以看待個人特質的方式來看待他們的身體，

而是以他們與正常人哪裡不同為出發，在比較

之下認為他們是不足的來看待。之後邀請了與

會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的林君潔小

姐為同學介紹「自力生活」，由林小姐在日本

的經驗讓同學們了解到障礙者不應該是時時需

要人幫忙，而是能自立生活的，關鍵就在於這

個社會是否能看到不同的需求。重要的不是要

改變障礙者的身體，而是改善社會環境。

主講人｜

易君珊（芝加哥藝術學院藝術治療研究所，伊

利諾州大學芝加哥分校身心障礙與人類發展系

所的障礙研究學博士候選人）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

中心、國立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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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從 2004 年與幾位朋友創辦「香港獨立

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經驗談起，

獨媒企圖獨立於政權、財團與政黨對媒體的支

配和壟斷，實現公民自主的思想交流和資訊溝

通，為日趨單一化的言論和思考模式，帶來新

的氣象。在獨媒的工作經驗轉化到香港中文大

學教「互聯網政治」的經驗，展開文化研究與

網絡政治的討論，從相對文化研究的角度去回

應當下網絡動員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在政治

行政學系教大學部的課，學生聽到實際案例的

時候很興奮，但很抗拒理論性的東西，覺得這

樣是「離地」，也比較沒有反省性的態度來看

自己在做的事情，課程未能改變學生既有的想

法。再來是在新聞傳播學系教碩士，把國際性

互聯網動員的運動放到課程裡。講者認為媒體

作為公共空間，要回過頭來把空間做得更細緻

一些，或許投入得深但傳播較不廣，但不是建

立在知識基礎性上的運動，是很容易被瓦解的。

要重新建立網絡上的信任感，打通作為運動的

基礎與資源。

主講人｜

林藹雲（《全球之聲》東北亞編輯，香港中文

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Global Communication 課程

兼任講師）

國立清華大學

2015 年 12 月 22 日（週二）14:00 － 17:00

臺港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劃「亞際文化：

二十世紀與當代」

文化研究與網絡政治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B302A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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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分享移民美國的台灣人不同的老化經

驗，區分了留在美國的移民與回流台灣的移民

兩種類型，其老化經驗受到教育背景、經濟狀

況、家庭構成和身體病痛等因素影響，促使這

些老年人做出留在美國或回流台灣的行動。講

者藉由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追蹤十幾位老年

人跨國移動的歷史軌跡，進而鋪展出老化生命

歷程所面對的種種決策考量。

主講人｜

孫志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臺港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劃「亞際文化：

二十世紀與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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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亞太 /文化研究室

國立清華大學

2015 年 12 月 29 日（週二）14:00 － 17:00

臺港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劃「亞際文化：

二十世紀與當代」

跨國場域中的老化經驗：

以在美國的老年台灣人移民與回

流移民為例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B302A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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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2016 年 4 月 29日至 5月 2日

細井尚子訪台系列活動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2016 年 4 月 29 日（週五）13:20-16:20 清華大

學人文社會學院 A202【文化的「全球化」與「本

土化」：日本近代歌劇的案例】

細井尚子教授為早稻田大學文學博士。專

長領域為戲劇學、中國戲劇表演學、亞洲比較

戲劇。2000 年以《中国四川 福建の表演》取得

博士學位。歷任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藝能部

演劇研究室調查員（1994-1998）、日本學術振

興會特別研究員（1992-1994）、早稻田大學演

劇博物館助教（1989-1992）。研究地域涵蓋日

本、中國、沖繩與台灣，發表學術論文近 40篇。

2014 年受邀擔任台北藝術大學「國際講座」教

授。近年關注課題為東亞大眾戲劇比較研究。

細井尚子教授本次演講的重點在於考察日

本歷經兩次全球化經驗所受到的影響及文化產

物，並將焦點放在具近代特色的藝能表演型態

「歌劇」上，反思其在全球化現象下的「在地化」

狀況。

演講一開始，細井尚子教授從東亞地區「全

球化」的歷史講起。她指出，日本的第一次全

球化經驗是起因於中國王朝制定的朝貢制度。

身為冊封國的日本，對中國文化的模仿與學習，

影響到國家整體內部藝能文化的發展。到了

十九世紀後半，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日本開

始朝著一個國民國家的近代化發展歷程邁進，

這是日本所歷經的第二次全球化經驗。期間，

因新國家想像所造成各種制度和思想改革，陸

續地落實在日本社會上，包括工業化、都市化、

家庭、時間、衛生和生活觀念的西洋化等。而

新派劇、新劇、歌劇與綜藝型系統演藝活動的

出現，即是日本文藝方面歷經近代化過程下的

影響產物。

在為形成「國民」國家認同的前提下，日

本教育體制加入了洋樂、合唱、兵式體操、軍樂

等西化做法，形成日本近代歌劇出現的社會背

景；加上當時外國人在租借地橫濱地區建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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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內第一座西式劇場「Gaiety Theatre」，

帶來西方演劇、音樂以及異於日本傳統藝能的

表演方式，讓「Gaiety Theatre」成為日本近

代歌劇最初的搖籃。之後，日本東京帝國劇場

在 1911 年率先設立歌劇部，鄰近赤坂地區也在

1916 年出現了專門演出歌劇的 Royal 館。日本

歌劇在這個時期的嘗試，連帶影響到淺草地區

的表演活動。歌劇在淺草地區改變了既有的演

出構成與經營型態，造成歌劇逐漸大眾化以及

女優劇、滑稽劇、Revue演員、與綜藝型演員的

相繼出現。加上近代日本式百貨公司與其他民

間企業的商業宣傳手法，間接刺激日本歌劇發

展出更多樣的表演型態，像是白木屋少女歌劇

隊、寶塚歌劇隊、松竹歌劇等。從寶塚歌劇與

松竹歌劇兩者在經營及表演方面的演變歷史，

可以看出日本歌劇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斷思考自

身定位、方向以及在地化的軌跡。

細井尚子最後以德國建築家布魯諾 ‧ 陶德

對 1930 年代日本所留下的一段文字觀察紀錄做

結，她認為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日本近代歌劇

所發生的在地化過程，其中就已經隱含與自身

傳統文化之間的斷裂現象。而這對現今身處於

現代全球化浪潮中關注在地文化與自我認同的

我們，是具有啟示性的一段歷史經驗。

2016 年 5 月 2 日（週一）12:00-15:00 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A202【「本土化」文化的形成：

以台灣藝霞歌舞劇團為例】

細井尚子教授開場先向聽眾簡介有關「全

球化」與「全球在地化」一詞的歷史，再舉近

代日本為例，說明日本這個近代國家在西化過

程中，隨著國家體制越趨於實體化，越是挪用

「西洋」就越從西洋的位置來看待東亞地區其

他國家或地方，並出現逐漸改變自身文化符碼

的全球在地化現象。

細井尚子教授指出，台灣戲劇的近代化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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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以日治時期作為起點。在日本統治時期，

對台灣人來說，作為近代國家的日本已經幾乎

等於「西方」代名詞的集合體，而台灣由於受

到日本殖民，在文化層面也跟著進入近代化的

歷程。台灣戲劇整體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除了

有中國地區的傳入影響，日本（西洋）文化符

碼所帶來的影響也不容小覷。以歌舞劇為例，

日治時期有歌仔戲的形成，戰後則有黑貓、拱

樂社等各式少女歌劇團、還有專門培訓電視歌

劇演員的訓練班、專為海外演出的三蘭歌舞團

等，都含有近代日本文化因素。

其中，於 1960 年左右出現的「藝霞歌舞劇

團」，宣稱自己是受到日本寶塚歌劇以及松竹

歌劇的影響、並以之為範本組成歌舞團，其演

出在戰後台灣曾紅極一時。兩位核心成員王月

霞與林香芸老師的身體經驗，說明藝霞歌舞劇

團演出中具有「西洋」符碼的特色；此外，再

透過台灣與日本兩地之間歌劇演出的比較，發

現台灣「全球在地化」文化的形成有其特殊的

脈絡與取徑：像是在台灣離開日本統治時期後，

才出現了屬於自己的歌舞團體，這是一個值得

探討的文化現象；而若是將文化符碼上的使用

方法分為「覆寫型」與「重設型」來看，也可

以觀察到台灣歌劇團與日本歌劇團有所不同的

發展歷史。

最後，細井尚子教授提醒，有更多台灣文

化在全球化、西化與在地化之間呈現搖擺的現

象，值得我們一起關注與反思。

2016 年 5 月 2 日（週一）15:10-18:10 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A311【「本土化」與戲劇：文本．

場所．地域社會工作坊】

發表人｜石婉舜（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

理教授）、簡秀珍（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系

副教授）、李孟勳（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博士

候選人）

與談人｜細井尚子（日本立教大學異文化溝通

學部教授）

本工作坊以台灣戲劇的「本土化」做為討

論主軸，由簡秀珍、李孟勳、石婉舜三位學者

報告個人晚近相關研究成果，並和與談人細井

尚子教授進行交流。整場工作坊分成上、下兩

場次進行，上半場由簡秀珍、李孟勳兩位學者

進行報告，中場休息後下半場由石婉舜教授進

行發表。

活動一開始，先由石婉舜教授說明本工作

坊的舉辦契機與進行方式，細井教授補充說明

有關「全球在地化」觀點的形成，以及對主辦

單位的感謝之意。第一位發表人簡秀珍教授以

北管戲劇目《鬧西河》在中國與台灣各地出現

過的不同演出版本為研究對象，透過對其敘事

結構、套式運用與對話模式進行比較分析，探

討亂彈戲流播台灣後在地化／本土化的軌跡。

研究指出，台灣亂彈戲《鬧西河》具體反映了

地方特色與群體心態處在於：劇中描繪的男／

女以及漢／原關係，有別於傳統中國戲曲的典

型；在台詞及道具使用上，反映出台灣原住民

的族群形象與社會風俗習慣；在演出內容上，

著重製造笑料及方言的使用，並融入台灣民眾

生活中熟悉的生活內容。第二位發表人李孟勳，

以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地區的子弟團活動為研

究對象，通過觀察分析子弟團在廟宇繞境活動

中的序列與群組，指出日治時期北港地區的子

弟團整體數量有所增加，涵蓋的樂種也因為新

式教育與劇場傳播等因素而變得更為多元，整

體展現地域社會本身對現代化的吸納與傳承機

制，並反映共同體的組成在日治時期仍具有完

整性與自主性。第三位發表人石婉舜教授從戲

劇史、產業與公共性等三個角度考察「戲院」

的本土化狀況，指出日治時期戲院隨都市化在

1920-30 年代普及全島，具有新媒介、新產業與

新公共空間等性質，且是殖民地經濟與文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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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重要場域。每一場發表後，細井尚子教授

皆就論文研究對象所呈現的「本土化」現象向

論文發表人提出詢問、討論，並就近現代中國、

日本戲劇的類似情況提出比較觀點。最後綜合

討論時間，由於討論熱烈且時間超出預期甚多，

遂移師聚餐地點繼續。

整體而言，本次工作坊從文本、場所、地

域社會三個角度探討台灣戲劇的「本土化」議

題，並與專長近代中國、日本戲劇且對台灣戲

劇發展有一定了解的細井尚子教授進行深入而

多面向的交流，與會學者皆從中獲益，圓滿達

成本工作坊的目的。

主講人｜

細井尚子（日本立教大學異文化溝通學部教授）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

中心

協辦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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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2016 年 5 月 18日至 25日

文學與文化系列講座

性別與階級與認同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人文社會學院

2016 年 5 月 18 日（週三）10:00-13:00 清華大

學圖書館三樓小舞台【性別與階級：《男孩別哭》

電影討論】

首先先放映電影《男孩別哭》，內容敘述

主角布蘭登的生命歷程，布蘭登是自我認同是

男性的生理女性，平常以男裝示人，在家鄉被

認為是變態，他轉而到另一個新城鎮生活，並

與當地的女孩蘭娜相戀，被發現是生理女性後

被蘭娜的追求者及其友人強暴後槍殺。

電影放映後講者先請同學針對電影提出疑

問的地方，同學的回應有：蘭娜的性傾向為何？

布蘭登是否有任何的機會避免最後的悲劇？講

者以自身的生命歷程舉例回答。若一個人終其

一生只愛一個人，其中這個人若變性了，是否

由同性戀變成異性戀？第二個問題關係到這次

的講題，以布蘭登所處的社會階級，同學們提

出的避險方式可能都達不到，例如：不要與人

談戀愛、不要出入酒吧等。

《男孩別哭》一片帶給同學們不少震撼，

也讓同學們提出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2016 年 5 月 25 日（週三）10:00-13:00 清華大

學人文社會學院 C405【性別認同的軌跡】

首先講者先介紹跨性別出現的背景，之後

接續上周演講的主題，討論了階級與跨性別的

關係，講者曾在中學擔任過輔導老師，他發現

對於性少數較包容的，反而是在師長眼中被視

為「壞學生」的同學，所謂的「上層階級」對

於性少數是禁錮的。

作者之後以自身經歷來審視性別認同的軌

跡，並非每個人的認同軌跡都是一樣的，但是

可以以他人的經驗給與自己啟發。

「對於身體的羞恥感的規訓」是演講中的

重要主題之一，罵人的話都與「性」有關，尤

其是女性的性，女性的性被規訓為要被藏起來

的東西，女性在成長的過程中都受到一套「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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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的教養」，而男跨女的跨性別者沒有這樣的

成長歷程，故那些罵人的話對他們是不造成傷

害的，這件事情值得我們深思，包括罵人的話

的邏輯、我們該如何開展自己的身體等。

主講人｜

高旭寬（台灣 TG 蝶園發言人）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

中心、國立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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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2016 年 5 月 19日至 26日

綠色小組三十周年系列活動：

「另類媒體與環境運動」影音紀

錄討論會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新竹水源里靈安宮廣場

2016 年 5 月 19-26 日（週四）19:00-21:30 清華

大學圖書館一樓清沙龍【後勁反五輕二十五年】

與談人｜李三沖（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

協會理事長）、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

究所副教授）

從 1986 年 10 月，一直到 1990 年初，綠色

小組在當時台灣各地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中，用

攝影機跟他們的身體，介入了社會運動的各個

現場，留下了三千個小時左右的錄影紀錄。本次

討論會邀請到綠色小組成員李三沖和當時參與

後勁反五輕運動的陳信行與談，活動首先播放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所拍攝的《2015.12.31 

後勁跨年晚會倒數五輕遷廠》，紀錄了反五輕

運動二十八周年的紀念活動。接著播放 1988 年

綠色小組攝製的《反五輕運動》，回顧當時中

油傾倒廢油汙染溪水、引發油氣爆炸的實證畫

面，回到居民四處陳情，甚至抬棺抗議的歷史

現場。李三沖提到當年幫後勁做了十二個影片，

以這個方式協助這場抗爭發聲，而攝影團體跟

抗爭團體因此也產生一種特別的互動方式，例

如教導抗爭者如何拍攝，也呈現出綠色小組做

為運動組織的性格。陳信行從當年參與反五輕

的經驗，連結到後來 RCA 的訴訟過程，反思台

灣環保運動的歷史起伏與轉變。通過綠色小組

的經驗，讓我們去重新思考，到底在知識份子

跟社會，校園跟社區之間，到底可以用什麼樣

的方式來連結。

2016 年 5 月 19-26 日（週四）19:30-21:30 新竹

市水源里靈安宮廣場【水源里反李長榮的抗爭】

與談人｜王智章（綠色小組發起人）、莊雅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2016年是新竹李長榮化工污染案圍場 30周

年，清大亞太／文化研究中心和在地的學生青

年團體沺源青工作室共同合作，邀請綠色小組

和他們當初拍的影片，重返抗爭現場，把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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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居民們集結公民力量，促成台灣第一波環

保與土地運動的紀錄影片，帶到社區播映。活

動當天在水源里的靈安宮廣場，當年拍片的綠

色小組成員王智章先生，跟著新竹市民、在學

學生和在地居民一起觀看影片與分享、討論，

在當年《水源里與李長榮的抗爭》這支紀錄片

裡，回顧從 1986 年 11 月開始水源里圍廠抗爭

的情況，在新剪的短片《水源里與環保署的對

話》裡，向當年的居民溫漢柱先生和高清波先

生致敬。透過這次的觀影討論會，讓各種不同

的人都有機會參與這次活動，期能保存與延續

此次抗爭的歷史意義，並進一步思考水源里以

及台灣社會的未來。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台灣綠色小組影像紀錄永續發展協會、新

竹市水源社區發展協會，新竹市水源里里長辦

公室、新竹市政府文化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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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亞

太／文化研究室、沺源青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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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2016 年 5 月 27日（週五）9:00－ 17:00

2016 文化研究工作坊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A316 教室

主講者皆為清華大學人社系學士班之大學

部學生，皆副修或選修過文化研究學程開設之

課程。

本次活動為第四年舉辦，本次「文化研究

工作坊」改變以往的設計型態，希望能夠引導、

協助同學將自身關懷課題，提煉成為跨領域自

主學習計畫，探索未知的研究議題，邁進跨學

科、跨領域的知識構作。邀請王智明及陳瑞樺

兩位老師，以及李佳穎和蔡孟哲兩位助教，利

用一天的時間，透過講課、討論、演練、實作，

與學生一起進行這項實驗。本活動從學期初的

徵稿宣傳、收稿審核、到工作坊的舉辦，活動

期間約為二個半月；除了大學生自行投稿外，

我們亦鼓勵四校老師推薦班上學生投稿，一方

面捲動台聯大文化研究領域的師生共同參與，

凝聚學術社群之向心力，另一方面吸引不同背

景的學生以文化研究的觀點進行跨界思考，活

絡學術交流。

本次活動共錄取七篇稿件，工作坊分為上

下半場，前半場由陳瑞樺老師帶領「研究心法

分享」，讓學生們依據自己提交的行前作業進

行現象確立及問題意識的說明和修改，下半場

由王智明老師帶領「研究設計說明」，學生再

自行運用休息時間準備關於研究設計的報告，

包括蒐集資料、找同學或老師與助教討論，最

後則由學生報告與總體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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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王芝芸、李依珣、吳盈瑩、陳羿竹、張虔碩、

鄭宜安、劉思妤

帶領人｜

王智明（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陳瑞樺（清

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亞太／文化研究中心召

集人）

助教｜

李佳穎、蔡孟哲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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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國立清華大學人

社院學士班文化研究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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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2016 年 6 月 15日至 16日

Adina Zemanek訪台
系列活動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2016 年 6 月 15 日（週三）15:10-17:10 清華大

學人文社會學院 A311【台灣：跨國文化流動中

的島嶼】

謝蘊迪老師（Adina Zemanek）先從 Tim 

Edensor和 Lewis P. Hinehmar,Sandra Hinehman

的著作簡介國家也是一種故事或敘事，而敘述

者端看掌權者為誰的概念。進而帶到她的研究

三文本：旅遊紀念品、電影、漫畫書的共同特性，

三者皆是私人企業出版，非官方組織，有其草

根性存在，從中分析裏頭的台灣認同和台灣性。

若從因素的來源與發展探討，三類中有一致或

同樣對台灣認同的路數，也就是集體記憶這一

塊，謝蘊迪老師認為對台灣性下定義的話，可

以形容為地毯，由多元素交織而成。

比較起中國，中國常強調華夏五千年文明，

對外來影響多有焦慮，但台灣則是相對包容了

種種影響元素，也因此台灣文化與其混合性就

包括了外來因素本土化的結果。

謝蘊迪老師舉例兩本漫畫書：林莉菁《我

的青春、我的 FORMOSA》與小莊《80 年代事

件簿》，從內容可以觀察到作者的思想已將台

灣放入全球脈絡下的一員出發，雖然裏頭會談

及當時的中國認同，但仍能從線索發現其認同

未全面內化。兩套書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藉由

強調日常生活，也同時強調台灣文化的混合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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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5 日（週四）15:00-18:00 清華大

學人文社會學院 C310【台灣研究的歐洲視角】

與談人｜ Ann Heylen 賀安娟（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國際台灣研究中心副教授）

「台灣文學研究會」第十二次例會特地邀

請了謝蘊迪（Adina Zemanek）及台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系賀安娟（Ann Heylen）老師，與聽

眾分享其台灣研究的歐洲視角；別開生面的議

題，配合兩位歐洲裔學者的傾囊相授，貢獻給

滿堂的聽眾一場精神上的盛宴，氣氛熱絡而場

面溫馨。在台灣文學研究所的兩位與談學者，

亦即研究會謝世宗會長及陳芷凡副會長深具火

候的引導下，台灣研究的歐洲視角被深入淺出

地鋪展在近三小時的座談中。

全程在場聆聽座談的碩士班許同學表示，

這次的交流過程讓她從中見識到不少驚喜的亮

點；謝蘊迪老師能夠從偉士牌機車這類平凡的

物件中挖掘出饒富趣味的文化意涵，其對於台

灣庶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瑣碎片段的敏感度及關

懷眼光使人印象深刻。另一位碩士班的蔡同學

亦指出，雖然他兩年來已經參加了連續六次的

台灣文學研究會例會，這次的內容仍然有許多

新的收穫；除了謝老師以她在台灣漫畫中發現

的偉士牌機車來探索從原廠義大利 Vespa 的創

意、中轉英國來到台灣的過程中，消費者的變

遷所映照的文化流動，還有漫畫中穿藍白拖鞋

的台客騎乘借來的偉士牌機車撞倒路邊攤衍生

的台灣認同等相關討論頗值得咀嚼以外，賀安

娟老師特別說明歐洲台灣研究學會（EATS）目

前運作狀況並歡迎台灣文學領域博士生多加利

用、激勵台灣學生精練外文以接軌國際的一番

語重心長，也會成為他日後對自己的期許。

精彩而充實的這一場座談，在下午 6 時畫

上了句點。會後仍有一些聽眾留在現場踴躍地

與兩位歐洲裔學者交換意見，顯得對這次的交

流活動意猶未盡。從台灣自歷史視野外的無垠

之域進入觀者的眼界那宿命的一刻起，這個游

移滑動於時間與空間中的客體就不能免於來自

各種觀者出於各種視角的凝望；作為最早將目

光滯留於斯的觀者，歐洲，始終是台灣理應最

為熟悉卻不見得能最有意識地加以掌握的一種

視角。

主講人｜

Adina Zemanek 謝蘊迪（波蘭 Jagiellonian 亞捷

隆大學中東及遠東研究所助理教授）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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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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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月

亞際文化批判思想跨國網絡駐校講座課程

John Hutnyk 駐校講座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A研討室

John Hutnyk 教授先後任教於英國曼徹斯特

大學，倫敦大學 Goldsmiths 學院人類學系，文

化研究中心教授，並從 2004 到 2014 年間擔任

後者的學術發展主任（Academic Director）在

該校教授資本論、馬克思主義、音樂與恐怖行

動、文化工業以及印度底層研究等。曾任德國

海德堡大學訪問教授，南亞研究中心訪問教授，

日本名古屋大學訪問教授等。研究專長以都市

研究、疆界與移民研究、反種族主義和馬克斯

主義等議題為主，延伸至後殖民理論、離散論

述、全球勞動力、跨國流行文化等理論思考。

他的博士論文於印度加爾各達進行，後至英國

從事離散、移民等議題研究。他在英國發表了

九本關於阿多諾與音樂、印度底層人民研究，

政治、疆界、馬克思主義、移民犯罪、恐怖行

動等專書。

每週三 18:30-21:30【文化研究與資本主義】

當代文化研究與資本主義批判的連結處乃

座落於跨學科或領域的空間（如：電影研究，

人類學，音樂學，國際關係或哲學）並可延伸

到馬克思主義與電視研究，或從底層人民與民

族誌研究探究海德格或現象學 ; 從無政府或超現

實主義檢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或是後

結構 /後殖民理論等各形各色的「後」學 /主義 ...

這堂課將依循著相關的電影影像以及關鍵

的理論文本，檢視當代資本主義的病癥，並討

論其顯現在 20 世紀晚期至 21 世紀初的轉移或

變遷。我們將會分析文化研究如何（或如何不

能）因應階級鬥爭、反資本主義行動、新主體、

文化政治、行動主義（activism）、媒體或視覺。

我們也將討論當前文化研究如何因應全球企業

群以及全球戰爭 ; 恐怖主義與樽節政策、屠殺以

及即將來臨的急襲 /共產主義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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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四 18:30-21:30【南亞電影】

本課程將選擇放映以及討論當代西孟加拉

（West Bengal）的劇情片共計 15部，同時穿插

短片以及紀錄片。電影選擇來自於近代亞洲電

影六十年的歷史縱深，譬如本課程關注的孟加

拉新浪潮（Bengali New Wave），並與亞洲地

區的電影傳統對話 : 中國第五代導演，日本導演

市川崑，香港 97 電影浪潮以及南韓恐怖類型片

等等。

作為一門電影研究課，這堂課同時側重如

何運用批判電影或文化理論分析電影文本。電

影能做什麼？電影傳統或浪潮意味著什麼？跨

學科／領域的各種電影批判論述或分析，彼此

間在何時或何地，會產生可能的侷限／界線？

2015 年 12 月 16 日（週五）10:00-12:30【From 

Market Place to Museum, via Opium, Bible and 

Prison: The History of a Danish Trading Post in 

West Bengal】

主講人｜

John Hutnyk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國立交

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

經費來源｜

科技部



學術活動回顧             76  

國立交通大學

2015 年 9 月 18日至 10月 23 日

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交通大學外國

語文學系聯合邀請駐校講座課程

James A. Steintrager 駐校講座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A研討室

James A. Steintrager 教授是芝加哥大學

社會科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目前任教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比較文學暨英文

系教授，曾任倫敦大學 Goldsmith 學院訪問教

授，香港中文大學以及美國哈佛大學獎助研究

教授等。Steintrager 教授研究專長為浪蕩主義

（Libertines）、美學、視覺政治與電影文化工

業、西方啟蒙時期文學及社會思想。在視覺研

究上面解析全球金融資本如何模鑄世界電影生

內容以及市場邏輯，目前進行中的研究為香港

以及法國電影工業。 另一研究成果為針對西方

18 世紀以浪蕩主義為基底的文學書寫如何挑戰

彼時洛克主義宰制下的語言以及主體想像。

每週五 13:30-16:30【世紀之交的東亞電影 : 

理 論 與 實 踐 Millennial Cinema in Theory and 

Practice】

本課程將背景鎖定於 1995 至 2005 年十

年間的世界及東亞電影浪潮。探討彼時的全球

金融資本或在新自由主義政治（回瞻彼時亞洲

金融風暴，網際網絡泡沫，香港移交）的合流

之下如何威脅或承諾新形式的視覺 - 影像政治

( 譬如數位視覺影像 / 片的興起 ) ，並對應當時

浮出成形的世界電影。研習的理論將聚焦相關

思想如何掌握全球金融資本與視覺系統的合流

（譬如流動的現代性理論或星球性 (planetarity) 

等）。我們將選讀史碧華克（Spivak）、 包

曼（Bauman）、 拉圖爾（Latour）、洪錫耶

（Renciere）、魯曼（Luhmann）等其他思想家

的作品；對照的電影包含杜琪峰以及香港後九七

的小製作成本電影，李安以及全球文化市場，

以及法國阿薩亞斯的作品分析法國影業的資本

危機如何能參照到香港或日本電影；而同時期

中國導演婁燁的電影卻也能參照到法國電影近

年來一波稱為新極端主義（New Extremity）的

電影浪潮 ? 就每一個研究案例，我們都將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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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那些嘗試理論化的歷史危機、事件和轉

型，如何在大銀幕上不僅展演成對時間、金錢、

新媒體科技，及創傷事件的具體描繪，也經由

攝影、剪接、燈光及音效設計，適切融入電影

語言。

2015年 10月 7日（週三）10:00-12:30【Writing 

the Asian Gilded Age: Global Capital and World 

Literature】

Starting with Aravind Adiga’s The White 

Tiger (2008), satirical adaptions of self-help books, 

corporate management manifestos, and business 

how-to guides have become something of a staple 

of an explicitly world-oriented and Asian-centere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Transforming and to 

an extent displacing more familiar postcolonial 

l i t e ra ture  focused  on  cu l tura l  and  pol i t ica l 

identities, novels such as Mohsin Hamid’s How 

to Get Filthy Rich in Rising Asia and Tash Aw’s 

Five Star Billionaire attend to property markets, 

international finance, transport logistics, and 

ubiquitous telecommunication. But what do novels 

and novelists really know of such matters? In this 

talk, I consider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fictional 

sociologies of violence, taste, and dislocated social 

relations in such depictions of the Asian gilded age. 

主講人｜

James A. Steintrager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國立交

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

經費來源｜

國立交通大學執行台灣人才躍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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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23 日、24日

【臺港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畫】

葉蔭聰、張歷君專題演講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A研討室

2015年 12月 23日（週三）10:00-13:00【帝國－

國族認同的掙扎：詮釋中國新左派的殖民性】

2015 年 12 月 23 日（週三）14:00-17:00【歸屬

的政治：香港反中國大陸旅客運動的個案研究】

葉蔭聰先生畢業於臺灣大學城鄉所博士，

現任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獨立

媒體 (香港 )（InMediaHK）創辦人之一。

2015 年 12 月 24 日（週四）10:10-13:10【魯迅

小說寫作與視覺媒體的關係】

張歷君先生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

究系助理教授，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跨文化研

究學部，獲哲學碩士和博士。曾任哈佛燕京學

社的訪問學人（2009-2010），研究興趣包括現

代中國文學和文化、文學理論、西方馬克思主

義、全球資本主義以及後現代文化。代表性論

文〈時間的政治：論魯迅雜文中的「技術化觀視」

及其「教導姿態」〉。

主講人｜

葉蔭聰、張歷君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臺港頂尖大學學術交流計劃「亞際文化：

二十世紀與當代」、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社會

與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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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至 6月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駐校講座課程

【恥的現象學】

The Soft Music of Shame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A研討室

Alain Brossat 是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名譽

教授，交通大學社文所客座訪問教授。專研政

治哲學。重要作品包括 Le grand dégoût culturel, 

Paris, 2008; Droit à la vie, Paris, 2010; L'Epreuve 

du désastre, le XX。siècle et les camps, Paris, 

1996。

「 恥 的 現 象 學 」（The Soft Music of 

Shame）課堂上，Brossat 教授選用文學、人類

學、精神分析與當代法國哲學的經典文本做為理

論思考進路，並搭配分析多部世界電影史上觸及

羞恥（shame）議題的重要影像，藉此引發同學

們討論羞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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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

外籍學生與台灣本地學生修讀，授課方式大致上

採用一次一講的講授模式，單次講座又可分為兩

部分，前半段由 Brossat教授提供講座，後半段

則開放學生針對授課內容進行詰問與討論。如此

一來，一方面讓學生學習哲人學者凝鍊的智慧之

果，另一方面又著重於融合學生各自的實際生活

經驗，無形中訓練學生將批判性的哲學思考運用

在日常生活的反省與實踐能力，以此達到人文社

會學科回應當今處境的批判反思之力。

主講人｜

Alain Brossat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國立交

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

經費來源｜

國立交通大學執行台灣人才躍昇計畫

文字側記｜

王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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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18日至 20 日

2016亞洲社會運動系列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2016年 4月 18日（週一）14:00交通大學人社二

館 204室

【東亞民主與社會運動座談會 Roundtable 

on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East 

Asia】

主持人｜劉紀蕙（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

引言人｜ Kyonosuke Hirai（日本國立民族學博

物館）、Mun Young Cho（韓國延世大學文化人

類學系）、楊淑媛（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所）、

莊雅仲（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

2016 年 4 月 20 日（ 週 三 ）13:20-15:10 交 通

大 學 人 社 二 館 106A 室【Museums as Sites 

o f  Con tes ta t ion :  the  Represen ta t ion  o f  the 

Minamata Disease Incident】

Kyonosuke Hirai 是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

館教授，專長研究泰國女性勞動與日本環境

運動，著有 From Village to Factory: Women’s 

Experiences of  Modernity  in Southeast  Asia

（ 日 文 ）， 編 有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Body, Practic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

主講人｜ Kyonosuke Hirai（日本國立民族學博

物館教授）

2016 年 4 月 20 日（ 週 三 ）15:30-17:20 交 通

大學人社二館 106A 室【The Provisional Care 

of Place:  Social  Development in Shenzhen's 

Foxconn Town】

Mun Young Cho 是韓國延世大學文化人類

學系教授，專長研究中國與韓國都市貧窮，著

有 The Specter of “the People”: Urban Poverty 

in Northeast China，該專書獲得由美國人類

學 會 下 轄 Society for Urban,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Global Anthropology 頒給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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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獎（Anthony Leeds Prize）。

主講人｜ Mun Young Cho（韓國延世大學文化

人類學系教授）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協辦單位｜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交通

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贊助單位｜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TEEP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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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16日至 25日

「阿爾巴尼亞經驗：共產主義時代

與政治結構」系列演講

Albanian Experience: Communist 
Era and its Political Regime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A研討室

2016年 5月 16日（週一）17:00-20:00【Screening: 

Communist Era documentary (Narrative analyzes 

through images) 】

2016年 5月 23日（週一）13:30-16:20【Politics 

of shame in Albania and Balkan region】

2016年 5月 25日（週三）14:00-17:00【Screening: 

Film documentary about prison camp of Spaç.】

Julian Bejko，阿爾巴尼亞人，畢業於巴黎

第八大學哲學系，現為阿爾巴尼亞地拉那城邦

大學系講師。教授「空間和人的知覺哲學」、

政治社會學」、「社會學思想史」、「批評與

圖像分析」、「社會學理論」等課程。Bejko 教

授近年在政治社會學領域發表多本學術專著，

包括 Shoqëria e Kinemasë, I, Regjimi i vjetër dhe 

lufta e popullit (2012), Shoqëria e Kinemasë, II, 

Reforma. Detyra. Ndërgjegja (2013), Norbert Elias, 

Sociologji e proceseve dhe konfigurimeve (2014)。

本次科技部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補助計

畫，補助 Bejko 至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進行三場講座，分別透過紀錄片影像與授

課演講，介紹 1946 年二戰後至 1991 年蘇聯解

體前，在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期間共產黨一

黨專政的政治社會史。

5 月 16 日首場講座，Bejko 放映一部自行

製作的 117 分鐘紀錄長片 (Communist Albania 

in Fragments)，影片中集結援用眾部第三世界電

影影像、歷史錄像檔案、共產時期政治宣傳畫

作、劇情片與新聞紀錄片，以及多幀上世紀的

老舊照片，將其重新剪輯、編排並配上英語旁

白，內容娓娓闡釋阿爾巴尼亞自 1912 年脫離奧

圖曼土耳其帝國獨立至共產體制專政時期結束

之間的近現代史，形式上由虛構或紀實的影像

與帶著批判性視角的旁白掩映交織，從而呈顯

出一套虛實相應的獨特電影敘事風格與歷史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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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觀點，引領並不熟悉或對阿爾巴尼亞近代政

治社會發展情況所知有限的在場師生們，可以

藉助影像的視覺性魅力與效用迅速掌握其歷史

情境的大致輪廓。

次場講座則應邀至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

Alain Brossat教授本學期開設的「恥的現象學」

課堂上講授，Bejko 以「阿爾巴尼亞的恥的政治

(Politics of Shame in Albania)」為題，講述恥

感在阿爾巴尼亞歷史情境與文化傳統脈絡下的

殊相特性。Bejko 舉出存在於阿爾巴尼亞傳統中

的 Kanun code – 一種道德性、宗教性與社會性

的規範 – 為例，說明恥感與榮譽感在奧圖曼土

耳其帝國時代的阿爾巴尼亞社會長期間的運行

與流動模式，並且其影響力持續延伸到力求現

代化的共產獨裁體制時期 (1944-1991)，在此講

者以多封民眾寫給獨裁者的陳情信件檔案，說

明獨裁者如何操作舊時代的社會規範以便有效

控管群眾與鞏固統治政權。最後一場講座 Bejko

選擇放映另一部仍由他自行製作的，關於阿爾

巴尼亞共產時期政治集中營的 26 分鐘專題紀錄

短片 Spaç Titra。Spaç在阿爾巴尼亞的語境裡，

意指共產獨裁時代政府專門用來關押拘禁政治

犯、知識份子、詩人與藝術家的集中營，影片

藉由拍攝一旅年輕人組織而成的教學團隊開始，

重回現已變作廢墟的集中營現場，以地景物件

空景搭配畫外旁白，和人物側面訪談兩條敘事

軸線互為經緯貫穿全片，具體流露出創作者對

於自身歷史的深層省思與無盡關懷。

總體而言，Bejko 在這三場講座中採取深入

淺出且活潑生動的解說方法，為我們指出一條

窺探與貼近阿爾巴尼亞當代政治社會的路徑，

即便處在普遍意義上對阿爾巴尼亞認知較為陌

生的台灣學生，仍可藉此機會進一步認識阿爾

巴尼亞乃至巴爾幹半島的歷史文化，無疑地將

有助於我們拓展宏觀的國際視野並反身性思考

自我的處境與位置。

主講人｜

Julian Bejko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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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經費來源｜

科技部

文字側記｜

王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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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19日（週四）13:20-16:20

通過跨國域少數民族在多元文化

世界遺產之定位重新思考東南亞

文化：以馬來西亞馬六甲的遮地

（Chitty）族群為例

Rethinking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 through (Trans)national 
Ethnic Minority in Multicultural 
Heritage Site: The Case of Chitty 
Melaka in and beyond Malaysia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A研討室

Southeast Asia is a socio-culturally diverse 

r e g i o n  t h a t  c o n t i n u e s  t o  e x p e r i e n c e  r a p i d 

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  In 2016 ,  Asean 

becomes a commun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 not only 

creates a US$2.6 trillion market, the third largest 

economy in Asia and the seventh largest in the 

world, but it also presents a challenge to foster 

“a sense of regional identity in addition to the 

national identities that make up Southeast Asia” 

(The Straits Times, 2016). Even though forging 

a common regional identity among 622 million 

people  f rom different  nat ional  backgrounds 

is not a simple task, historian Farish A. Noor 

has reminded that Southeast Asians were non-

passive, self-aware recipients of the constant 

migra t ions  o f  new cu l tu res  and  t r ad i t ions . 

He continues to point out that “mobility has 

always been crucial to us. We’ve never had 

a centralized power, or a massive rebellion, or 

been a martial people. Because if we didn’t 

like something or how things were back in the 

day, we packed up the sampan and left.”

"Modern" Southeast Asians remind active 

contributors to the (re)making and maintenance 

of cultural practices and diversity in the region. 

One of  such  evidences  i s  the  re-emergence 

of  the  hybrid  Chi t ty  Melaka community,  an 

ethnic minority in and beyond Malaysia who 

trace their  origins back to Melaka,  after  the 

historical centre of Melaka City was lis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as ‘World 

Heritage Cities’ in 2008. The artificiality of 

the  Government’ s  res ty l ing  o f  Melaka’ s 

inner  ci ty  as  a  Disneyesque theme park has 

actually triggered the Chitty Melaka to enter this 

discursive space through social media and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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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uperation of their own often forgotten 

traditions. Examining the experiences of Chitty 

Melaka commun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y 

rearticulating their identity, the Chitty Melaka is 

not only reclaiming and defining their positions 

in  the  mosa ic  of  a  mul t i -e thn ic  Melaka ,  in 

opposi t ion  to  an  e thno-centr ic  const ruct ion 

o f  th i s  na t iona l  he r i t age  s i t e .  The i r  ac t ive 

part ic ipat ions are  also t ransforming Melaka 

from the birthplace of a national multicultural 

heritage to a shared transnational heritage site in 

Southeast Asia.

主講人｜

Loo Hong-Chuang（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Malaysia）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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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經費來源｜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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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27日（週五）13:30－ 17:30

《日曜日式散步者》電影放映＋

映後 Q＆ A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電影中心

《日曜日式散步者》乃是一部以風車詩社

為敘事主題的紀錄片，在演員的重演與大量檔

案的臨現中，導演黃亞歷獨特的實驗影像展示

關於詩社的前世今生。

風車詩社為 1930 年代在台南的詩人結社。

詩人們輾轉取道日本翻譯的 20 世紀歐陸超寫實

主義 (surrealism) 詩畫著作，將諸多經典扦插移

接至台灣本地，因而創作中雜揉了歐陸、日本

與台灣的三地特色，是為西方文學理論在地化

的初步嘗試；而這些嘗試卻又在國民政府來台

的語言政策與隨之的恐怖統治下（被）噤聲，

《日曜日式散步者》一片在處理詩人們的精神

圖像外，亦紀錄了歷史與政治與各種偶然下詩

社短暫而耀眼的火花。本片曾入選 2015 年哥

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2016 年鹿特丹國際影

展、2016 台南「傲！少年」影展、2016 嘉義藝

術紀錄片影展，本月 2016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中更取得兩場放映均完售的佳績。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歷來關注台灣

及各地影像視覺藝術創作，2014 年曾邀請知名

藝術家陳界仁到所放映樂生療養院紀錄片 –《殘

響世界》，本次《日曜日式散步者》放映活動

亦為此項關懷之延伸。冀望藉由本場放映及映

後對談，向新竹各校學子與本地藝文同好們介

紹一部形式內容都極為出彩的影像外，同時也

期待進一步拓展我們對於台灣的認識與想像。

映後邀請到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專冶日治

時期台灣文學的柳書琴教授，與導演黃亞歷面

對面對談，並開放現場觀眾 Q&A，期待集思眾

人之力以文學、影像、藝術擘開想像之閾限。

座談人｜

柳書琴教授（清華大學台文所）、黃亞歷導演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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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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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2016 年 6 月 13日（週一）13:30

A Dialogue on Asia as Method 
and Other Writings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A研討室

2016 年三月至五月，緣於社會與文化研究

所陳光興教授的積極籌劃、國立交通大學文化

研究國際中心及亞太 / 文化研究中心的行政支

援，「第三世界當代思想系列演講」於交通大

學、台北牯嶺街小劇場及狐狸野餐等藝文、演

講場地，吸引許多聽眾參與。透過系列演講，

來自加勒比海小國巴貝多（Barbados）、黎巴

嫩、烏干達、土耳其 / 美國、印度的學者暨研究

者，與在地聽眾一同深入探究去殖民、去帝國，

及全球政經結構等複雜問題。巴黎第八大學哲

學系名譽教授 Alain Brossat 與陳光興教授同為

系列演講的積極參與者。過程中，兩人不僅與

講者及現場觀眾對話，亦數度熱烈交鋒。此思

想交流的經驗，激發兩人公開對談的構想。在

這場難得的對談裡，Brossat 教授與陳教授暢談

知識普世性到第三世界意識等各樣問題。針對

兩人思想、意見的歧異，有深刻的說明和辯論。

對談人｜

Alain Brossat（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

交通大學社文所客座訪問教授）、陳光興（國

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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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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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2016 年 7 月 27日（週三）14:00

路翎晚年的奮鬥與憂傷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209亞太文化研究室

路翎（1923-1994）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

上的傑出作家，在「七月派」中最引人注目。

1955 年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喪失寫作權力

25 年。1980 年「平反」復出後寫作了大量的小

說、詩歌作品，但很少獲得發表，導致他在人

生的這一「晚年」時期，始終困擾在「喪失寫

作能力」的疑雲中。講題聚焦於路翎晚年作品

中所表現的國家、文學及個人觀念，講述一個

纏繞著一位天才文學家的畢生榮耀與痛苦的漫

長而憂傷的故事，介紹一份在更為廣闊的東亞

歷史中有待進一步打開的寶貴經驗。

主講人｜

張業松（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神戶大學人文

學研究科 -文學部特任教授、《路翎全集》編者）

主辦單位｜

亞際書院、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

研究國際中心、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清華大學亞太／

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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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2016 年 8月 22日至 27日

The Colonial Unconscious - 
De-Colonizing Philosophy : 
2016 Summer University at Agen 
& Toulouse

法國 Trentels & Toulouse

2016年 8月 22-23日 Trentels, France

【The Colonial Unconscious】

2016年 8月 24-27日 Toulouse, France

【De-colonizing Philosophy】

2016 年 8 月 22 日至 27 日，交通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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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法國此地與

他方遊牧哲學會、巴黎第八大學、里昂大學

政治研究所、格宏諾伯大學、里爾大學等法國

學術研究單位，假法國 Université Toulouse – 

Jean Jaurès 與 Pony Club La Marsale,Trentel 兩

地，聯合舉辦國際「2016 Summer University: 

The Colonial Unconscious and Decolonizing 

Philosophy」。邀請台灣與法國兩地文學、歷史、

哲學與社會學等領域學者針對殖民議題發表，

交流台法兩地對殖民研究的思考積累，同時，

接收來自台灣、法國、美國、哥倫比亞、俄羅斯、

葡萄牙、義大利等地上百篇論文，從各地經驗、

各研究領域共同推進關於殖民意識與去殖民哲

學的學術思考，藉法國哲學游牧協會第十周年

會議機會，打開殖民研究的新視野。

此次「2016 Summer University」國際研討

會分為兩地進行，8 月 22 日至 23 日於 Trentel

場地，由 18 位台灣與法國學者們以「Colonial 

Unconscious」為題發表與交流，其中發表者

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藍弘岳教授，發表題目

為「The Discourse on National Character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 Taiwan」，為現場以法國經

驗為主的討論，引入日本在台灣殖民歷史與東

亞去殖民思想的面向，提供不同地域與歷史脈

絡對同一命題的學術刺激，在法國南部農村馬

場的悠緩氛圍裡，自早到晚的法式思維與節奏，

以前法屬殖民地法律、影片、影像、語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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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切面，嘗試挖掘長久潛藏在殖民經驗中難以

具體名狀的「殖民未意識」。

8 月 24 日 至 27 日 於 Université Toulouse 

– Jean Jaurès， 以「Decolonizing Philosophy」

為會議主題，連續四日從早晨到晚間的發表與

交流，主辦單位規劃出 12 個主題，共有 28 場

次 140 餘位報告者，主題囊括：Europe as a 

space of internal colonization、colonial policies 

Uses language、Territory, environment and (de) 

coloniali ty、  Artist ic  Practices decolonial、

Feminism decolonial 等，與台灣研討會形式不

同，進行方式為一個場次為四個小時，安排三

至四位發表者，報告時間半小時，隨即開放現

場討論半小時，針對每位發表者的報告內容皆

有充足時間回饋與思辯。而為期一周的舉辦規

模，讓與會者間不僅能有學術深入交流的機會，

逐漸建立起彼此跨國籍、跨語言與跨學科的友

誼橋梁。 

會議邀請多位備具學術聲望學者，從各

自專業領域背景，提供關於殖民議題的專題演

講，以下僅列數位作為代表，分別為拉丁美

洲 學 者 Walter Mignolo 以「Can non-European 

think?」為題演講，非洲哲學專業的美國學

者 Lewis Gordon 以 後 殖 民 哲 學 為 主 軸， 兩

者進行一小時半視訊，社文所劉紀蕙教授以

「Internal Colonization and Affective Regimes: 

Reconsidering Border Thinking and Immanent 

Critique」為題演講，以及社文所朱元鴻教授以

「The Coloniality of Power That Failed: with 

Reference to Current(2016) World Event」為題，

為 2016 Summer University 閉幕做專題演講。

依各自學術專業，各學者們提供不同分析渠道，

將大歷史敘述下的殖民議題複雜化，積極開拓

當代論述方向的多元可能性。

此次「2016 Summer University」實屬難能

可貴的機會，由前殖民強國之一的法國與前被

日本殖民半世紀的台灣，提供雙方相異的殖民

經驗，使討論跨越歷史與地理的時空縱橫，與

會者除了學術圈中教授學者、研究生外，也包

含來自北非社會運動者、義大利社工師與德國

專職翻譯者⋯等多，元的職業背景，提供抽象

學術思辨與各地在地經驗產生對話空間，在南

法土魯斯玫瑰古城，伴隨清晨至晚間的和煦陽

光，五天充實學術會議落幕，而搭建起的對話

空間與友誼交流則將綿延下去。

Co-organizers｜

Research team Erraphis,  Toulouse-Le Mirail 

U n i v e r s i t y ;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o c i a l  R e s e a r c h 

and  Cul tura l  S tud ies ,  Nat iona l  Chiao  Tung 

Univer s i ty,  Ta iwan ;  In te rna t iona l  Ins t i tu te 

fo r  Cu l tu ra l  S tud ies ,  Na t iona l  Ch iao  Tung 

Univers i ty,  Taiwan & Univers i ty  System of 

Taiwan; Association Ici  et  Ailleurs pour une 

philosophie nomade; Philosophy Department, 

University Paris 8 St Denis; Institut des Sciences 

pol i t iques ,  Unicers i ty  of  Lyon;  Phi losophy 

Department, University Pierre Mendès-France 

Grenoble; Philosoph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Rennes I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Lille III.



 95  



學術活動回顧             96  

國立中央大學

2015 年 9 月 7日至 11日

當代台灣性／別政治軌跡‧性別

科技人才培育計畫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性別與科技人才培育工作十分重要，然目

前的執行方向往往傾向於生理兩性分野、男女

統計掛帥、數據等同變化等等表面化的工作，

而未能根本的對於台灣的性別知識生產與性別

現實演變進行檢視，或對台灣的二元性別意識

深刻分析，尋求改變。這個營隊因此從高度的

反思性出發，從性／別的特殊角度思考科技與

治理的問題，希望培育有認知、有反思的人才。

講師｜

王蘋、甯應斌、潘綏銘、鄭子薇、黃道明、郭

怡青、許雅斐、蔡志宏、葉啟洲、丁乃非、林

文玲、洪凌、陳慧文、葉德宣、高旭寬、林純德、

王顥中、以良子、何春蕤、郭彥伯、高自華

主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司

承辦單位｜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協辦單位｜

中央大學英文系、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

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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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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2015 年 12 月 2日至 8日

黃盈盈訪台系列活動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一館／文學三館

2015 年 12 月 2 日（週三）14:00-17:00 中央大

學文學一館 A116【情感嬌貴化：審視中國大陸

變遷背景下的性／別趨勢】

2011 年，何春蕤老師在人大會議上講臺灣

社會的「情感嬌貴化」。當時已隱隱地感覺這

股趨勢在大陸的暗流湧動。近年來，隨著社會

問題的顯性化，社會焦慮與道德恐慌急劇升溫，

對和諧、秩序的渴求在呼籲「法治」的同時，

也召喚著「家庭價值」與「道德建設」。伴隨

著政治淨化（轟轟烈烈的反腐與意識形態的管

控），一系列社會淨化與治理措施（諸如控煙、

掃黃打拐、反性騷擾與反家暴的立法倡議、大

學生的「高危化」及艾滋病干預），在新媒體

的助力下大規模地展開。這種治理術已然不同

於以往（現在依然流行的）我們所熟悉的赤裸

裸的國家管控，而是借助了更多的進步與文明

話語，介入了更多的社會力量與技術手段，調

動了更為切身的情感管理。在社會變遷及全球

化的背景之下，如何更好地思考、警惕大陸的

「情感嬌貴化」趨勢？其在性／別方面如何體

現？與臺灣社會相比，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

差異？什麼樣的結構性因素為大陸的「情感嬌

貴化」充當了動力？這正是本次講座希望探討

與交流的主要議題。

2015 年 12 月 8 日（週二）14:00-17:00 中央大

學文學三館 LS-301【80 年代以來的大陸女權主

義：性／別視角下的梳理與反思】

近 30 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女權主義經歷了

怎樣的發展脈絡？在不同的階段所用的術語、

關注的議題、內部的爭論焦點、與外界的互動

（聯繫或抗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這個脈

絡裏，學術研究者與街頭行動家扮演著怎樣的

角色？在變遷的社會背景之下、在全球化的視

野之中，如何定位中國大陸的女權主義？以「性

／別」的視角審視之，大陸的女權主義在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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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過程中，又呈現出了哪些特點、侷限性及拓

展空間？在聚焦現時的青年女權行動派及相關

爭議之前，希望通過本次講座的討論與交流，

首先把「大陸的女權主義」歷史化與複雜化。

主講人｜

黃盈盈（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主辦單位｜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協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司、中央大學英文系、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

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台灣聯合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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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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2015 年 12 月 6日至 9 日

Dean Spade 訪台
系列活動

中央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NGO會館

2015 年 12 月 6 日（週日）14:00-17:00 NGO 會

館【跨性別政治新局】

Dean Spade 說明美國跨性別人口所面對的

生活現實，特別是貧窮、罪犯化、和有關移民

的各項執法。在這種情況下，跨性別社群能做

出哪些抵抗行動？法律的認可和平等就是改善

邊緣跨性別處境的最佳策略嗎？主講者 Dean 

Spade 將從美國針對種族歧視、貧窮、性別暴

力、殖民主義的社運發展史，討論修法取向的

主流化運動策略所面對的各種難處。他也會指

出社運近年的專業化趨勢，以及這種趨勢如何

衝擊誰來領導運動、推動何種議題、資金來自

何處、何人受益最多等等問題。面對這些趨勢，

究竟應如何建立草根的跨性別運動，聚焦實際

改變跨性別處境的種族正義和經濟正義議題？

高旭寬針對台灣在地觀察，從 2000 年開

始，台灣的跨性別主體加入已經蓬勃發展的性

／別運動，使運動開始有了跨性別的視角。

2005 年台灣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以拓展在

聯合國的可見度，積極引進國際公約來改造在

地政策與法規，性別議題法制化的熱潮也提供

了人權禿鷹機會，以簡化扭曲的代言把跨性別

運動的辛苦耕耘變成政治遊說的權力磋商。長

期參與台灣跨性別運動的高旭寬將從台灣在地

文化脈絡來探究讓跨性別者身心無從安頓的痛

苦根源，並以現實中的跨性別人生思考以下問

題：搭著主流化列車開動的多元和友善，能否

鬆綁二元性別體制的結構性壓迫？由上而下的

政策能否改變眾多跨性別主體每天都必須小心

處理的格格卡卡？還是反而迫使溢出常軌的生

命必須削足適履才能換取生活上的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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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 9 日（ 週 三 ）14:00-17:00 中 央

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Sex Phobia on US 

Campuses】

過去 20 年，美國校園裡逐漸凝聚了一連串

驚弓心態的性恐慌現象。先是約會強暴恐慌、

性騷擾恐慌、師生戀恐慌被媒體聳動報導，最

終形成校園內兩性互動與性關係的嚴厲規範和

處置措施，其沈澱所成的性別政治正確氛圍至

今不減，不但強化了女性受害的脆弱想像，更

以保護弱者為由，對校園內的開明理性思惟與

言論形成限制和檢查。西北大學女學者批評女

性主義過度投注創傷和受害，封閉言論自由，

限制交往自由，結果被學生高姿態抗議；北卡

大學指定新生閱讀的漫畫小說也被學生投訴，

指稱內容衝擊學生的宗教和道德價值。教育商

品化、關係平等化的趨勢顯然正在質變當下美

國大學裡的人文教育，而教育空間裡的言論自

由和思想自由也正面對嚴峻的挑戰。本場演講

將針對這個發展中的趨勢進行分析。

主講人｜

Dean Spade（美國西雅圖大學法律學院，知名

跨性別法律學者）

主辦單位｜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協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司、中央大學英文系、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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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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2015 年 12月 9日至 20 日

Amber Hollibaugh荷安柏訪台
系列活動

台北狐狸野餐／ NGO 會館

2015年 12月 19日（週六）14:00-17:00狐狸

野餐【婦女‧愛滋‧家庭？：紀錄片 Heart of 

the Matter在台首映‧映後座談】

與談人｜倪家珍（《愛要怎麼做：愛滋年代裡

的女性性指南》編者）

愛滋病一向被視為男同性戀的疾病，談到

它和女人相關時，要不是責怪染病的女人是執

意選擇吸毒或性工作因而感染愛滋的壞女人，

要不然就是憤慨在家庭婚姻中的好女人只因丈

夫在外亂來就無辜染病。這種兩極的描繪模糊

了愛滋感染的性別、經濟、家庭、族裔、階級

面向，也簡化了女人和愛滋的多種相逢故事。

本片是第一部有關女人和愛滋的紀錄片

（1994）。在那個對愛滋還充滿誤解和無知的

年代，導演訪問了許多不同身分的女性感染者，

包括黑人、女同性戀、家庭主婦，分享個別女

人從「不覺得自己可能是高危險份子」到感染

愛滋後的真實經歷和生活，也在差異主體的異

質聲音中拆解了兩極化的性別敘事。

2015 年 12 月 20 日（週日）14:00-17:00 NGO

會館【愛滋防治的解放政治：當慾望碰上公衛】

引 言 人 ｜ Amber Hollibaugh 荷 安 柏、Cindy 

Patton 裴新（加拿大 Simon Fraser 大學）、呂

昶賢（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在本場座談裡，難得邀請自 1980 年代初

期即投身愛滋運動的酷兒老將荷安柏（Amber 

Hollibaugh）與裴新（Cindy Patton），她們將

分別從慾望及美國同志健康歷史的角度出發，

分享她們肉身道成的防治經驗及學術研究，為

現下的台灣處境提供一個深具左翼視野、根植

於改造愛滋情感結構的行動參照點。而在本地

脈絡裡，黃道明與呂昶賢則將分別探究「治療

即預防」方針下生成的新威權列管體制以及感

染者主體，反思此刻愛滋運動的「去污名」格

局。一個正視慾望複雜性及其危險性的防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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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能對現下道德化的個人防治框架與減害思維

提出何種挑戰？ 1970 年代的美國同志健康發

展史又能對現下與公衛急速結盟的全球同志健

康倡議專業有何啟示？治療掛帥下，愛滋運動

該如何面對愛滋常態化所掩蓋的深層規訓及罪

罰？歡迎一同來探索酷兒歷史政治實踐、發掘

其可能性！

主講人｜

Amber Hollibaugh 荷安柏（紐約酷兒經濟正義

組織）

主辦單位｜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協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司、中央大學英文系、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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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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2015 年 3 月 1日至 5 日

Sarah Schulman 訪台
系列活動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一館／二館／客家文化會館

2016年 3月 1日（週二）10:00-12:00中央大學

文學二館 C2-437【Science Fiction】

Sarah Schulman's novel, The Mere Future, 

is set in a utopian (or dystopic) future vision of 

New York City after “The Big Change.” Rent 

is cheap, homelessness is a thing of the past, 

and the only job left is marketing. Advertising 

no longer appears in public but in the privacy of 

one's home; chain stores and homogenous culture 

disappear, and a rugged individualism triumphs. 

Despite the utopian surface, there is a disturbing 

malaise that infects the population. In this informal 

lecture, Sarah will be reading from her novel and 

conducting discussions with students.

 

2016 年 3 月 1 日（週二）15:00 中央大學文學

一館 A108【AIDS Activism】

In recent years, global responses to the AIDS 

epidemic have been dominated by biomedical 

approaches such as ‘test and treat’ or ‘treatment 

as  prevent ion’ ,  promis ing an  ‘AIDS-free 

generation’ by 2030  through the scale-up of 

mass testing and treatment uptakes. Under this 

technocratic directive, HIV/AIDS, itself a complex 

social construct imbued with stigma, oppression 

and  r e s i s t ance ,  ha s  become  mass ive ly  de -

politicized. In this guest lecture, Sarah Schulman 

will talk about her involvement in AIDS activism 

in the pre-meds era and her work on documenting 

the history of ACT UP. Underpinning the aesthetics 

and poli t ics of AIDS activism, Schulman’s 

witnessing of AIDS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to critically 

engage with the present regime of biomedical 

control.

2016 年 3 月 4 日（週五）15:00 中央大學文學

一館 A108【Queer Literature】

In this course o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Sarah will talk on post-Stone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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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r literature to give students a more grounded 

understanding of how issues of identity (politics), 

AIDS activism, and sexualities figure in queer 

writers 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and how these 

issues and modes/forms of representations depart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s of gay writers such as 

Baldwin and Isherwood.

2016 年 3 月 5日（週六）14:00-17:00客家文化

會館四樓會議室【粉紅國族刑虐：從巴勒斯坦

的恆久佔領看帝國主義與性別粉飾】

與談人｜周世瑀（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

士）、洪凌（世新大學性別所助理教授）、陳

逸婷（苦勞網記者）

在這場座談會裡，猶太裔酷兒學者 Sarah 

Schulman 將從美國的愛滋生命刑談起，論證當

前細膩緻密多軌道的帝國部署是如何沿用同性

戀與性少數的活生生處境，踐行多層次 [ 命 ] 的

治理技術。長期研究巴勒斯坦、反帝反殖、酷

兒抵抗等議題的在地與談人，將從台灣渴望得

到帝國認證的粉紅政治為論題，進而分析何以

在這個島嶼內，同性戀國族主義成為民族主義

取消階級的有效利器，從而使得二十世紀中業

以來的雙戰結構更緊密牢固地鑲嵌於東亞的虛

妄民主進步性。

主講人｜

Sarah Schulman（美國史坦頓島學院的特聘教

授）

主辦單位｜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協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司、中央大學英文系、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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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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2015 年 3 月 13日（週日）14:00－ 17:00

性權論壇暨 2015 十大性權事件 
挑戰性別／挑戰規訓：

對話與思辨

台北客家藝文活動中心

從 2015 年發生重要的性權事件出發，

包括保二總隊長髮男警被免職、太陽花女

王涉女星仲介賣淫、兒少條例性交易更名

性 剝 削、 廢 刑 法 227 訴 求 與 爭 議 等 等，

以寬闊的視野對性權趨勢提出深刻分析。 

與談人｜

郭彥伯（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呂昶賢（教育工作者）、高旭寬（台灣 TG蝶園

發言人）、劉念雲（人民民主陣線貧窮同志參

政團）、李文英（人民民主陣線民主教育團）、

庄島以良子（日日春）、賴麗芳（高中夜間部

教師）、王顥中（苦勞網記者）、葉繼元（長

髮男警）、王蘋（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蔡

育林（火車性愛趴主辦人）、何春蕤（中央大

學性／別研究室召集人）

主辦單位｜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協辦單位｜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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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2015 年 4月 20日至 24日

Randall Williams訪台
系列活動

中央大學文學一館／客家藝文活動中心／

台北狐狸野餐

2016 年 4 月 20 日（ 週 三 ）12:00-14:00 中 央

大學文學一館 A116【Weird Fiction, Stranger 

Realities：Speculative Futures in the Writings 

of China Mieville】

In this lecture, Randall Williams discusses 

the work of the London-based, science fiction/

horror/fantasy writer China Mieville in relation to 

Williams's own formation as an activist-intellectual. 

Drawing on Mieville's conception of his writings 

as “weird fiction,” Williams reflects upon the 

gener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speculative narrative forms vis-à-vis literary theory, 

anti-imperialism, and the spectral mythologies of 

global capitalism.

 

2016 年 4 月 23 日（週六）14:00-17:00 客家藝

文活動中心會議室【幫資本主義維穩：性權、

保安國家與新封閉】

回應人｜甯應斌（中央大學哲研所特聘教授）

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暨工運研究者 Randall 

Williams 將檢視美國的恐怖主義論述以及國家

反恐部署如何在人權和自由民主政治的領域中

重新定義暴力的空間。他將分析 2013 年把軍

事機密文件泄露給維基洩密網站而被判刑監禁

的大兵 Bradley Manning（女性名為 Chelsea 

Manning）所引發的眾多不同反應─他到底是叛

國或是英雄？罪犯或是模範？病態或是道德？

─這個分析將顯示，美國建構的異性戀正典／

同志國家主義權利主體，事實上是和美國的例

外狀態、愛國宣傳一起聯手生產所謂「酷兒恐

怖主義者」，認定其對美帝國勢力的全球擴張

形成背叛和威脅，也有礙性權的「進步推展」

（這種進步推展正是新自由主義企業資本主義

的自由框架所規劃的）。



學術活動回顧             108  

2016 年 4 月 24 日（週日）14:00-17:00 狐狸野

餐【勞工權利的終結：供應鏈資本主義與工運

政治的轉變】

主講人對物流產業的分析顯示，20 世紀工

運奮鬥所爭取到的一切目前都已經失去意義，

當代的階級鬥爭越來越需要面對快速變遷的勞

動條件。這次演講將分析運輸業的勞動條件在

當代全球資本主義及其對工會組織的衝擊下所

形成的巨大變化。在全球資本擴散四射的分佈

網絡中，不管是否被剝削﹑過度剝削﹑或剩餘

化，「勞工」都已經被解散﹑零碎化﹑彈性化﹑

轉包，甚至失去了在法律﹑政治﹑文化上的可

辨識性。主講人將特別聚焦供應鏈資本主義的

兩個核心策略：外包以及對勞動和勞工的重新

（或錯誤）分類。因為這兩個方法深刻的促成

了全球的「勞工無權」，也對 21 世紀的勞工組

織和勞工賦權形成嚴峻挑戰。

主講人｜

R a n d a l l  W i l l i a m s  (  I n d e p e n d e n t  L a b o r 

Researcher and Analyst )

主辦單位｜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協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司、中央大學英文系、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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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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2015 年 5 月 7日至 8日

Sealing Cheng鄭詩靈
訪台系列活動

台北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台北狐狸野餐

2016 年 5 月 7 日（週六）14:00-17:00 客家藝文

活動中心會議室【「賣淫」婦女與激情運動】

回應人｜以良子（日日春關懷協會）、劉璧嘉

（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學程）

南韓反對賣淫運動裡的女性運動人士往往

展現令人無法迴避的激情，論述中也有著明顯

的情感邏輯。這場演講將分析這種激情運動和

其中洋溢的情感邏輯，討論其與婦女運動和女

性主義既有論述之間的關係，以及與南韓國族

主義歷史之間的密切關連。本場也將有在地和

香港的妓權人士將加入對話。

2016年 5月 8日（週日）14:00-17:00狐狸野餐【婦

德與權利：南韓新自由主義的性階序與性立法】

女人的身體情慾在當代已成為社會爭戰的

熱點。但是性自主、性純真、性自由這些概念

／實踐之間被建構出怎樣的關連呢？婦女團體

所熱衷的法律修訂又接合了何種修辭策略？過

去 20年，自由主義有關「自我」的理念與說法，

如何影響了南韓婦女運動？特別是，在推動刑

法的修訂過程中，所謂「女性性自決／性自主」

是如何被使用、被侷限，以推動淨化社會的性

政治？本場演講將針對當代女性主義性別政治

的這些核心議題。

主講人｜

Sealing Cheng 鄭詩靈（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人類學系）

主辦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協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司、中央大學英文系、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

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台灣聯合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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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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2015 年 5 月 31日至 6月 4日

Kenyon Farrow 訪台
系列活動

中央大學文學一館／客家藝文活動中心

2016 年 5 月 31 日（週二）12:00-14:00 中央大

學文學一館 A116【黑命關天：黑人正義運動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

美國的「黑命關天」運動引發全球關注，

因為這個世界超級強國的公民揭露了一個醜陋

的事實：儘管黑人總統歐巴馬宣佈強國已經進

入後種族年代，美國的黑人仍然承受無盡的暴

力、監禁與短命。本次演講將從「黑命關天」

運動出發，討論美國黑人社會正義運動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

2016 年 6 月 4 日（週六）14:00-17:00 客家藝文

活動中心會議室【超越「平等」：婚姻平權與

酷兒解放的未來】

回應人｜高旭寬（台灣 TG蝶園發言人）

婚姻平權已經變成二十一世紀自由主義民

主體制是否為「自由社會」的試金石。本場將

討論同性婚姻的侷限，以及其尚未可知的影響，

並遠瞻正在進行的酷兒解放計畫，及由此衍生

的新局。

主講人｜

Kenyon Farrow（前酷兒經濟正義組織執行長、

現任愛滋治療行動組織美國與全球健康部門主

任）

主辦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協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司、中央大學英文系、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亞際文

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台灣聯合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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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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見雜誌》特刊：2016研究所指南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集結四校資源 跨文化交流開拓國際觀〉

作者 |李雅筑、攝影 |張智傑

 《電影欣賞》期刊 166／ 167 期（2016春、夏季合刊號）
〈世界電影的終結與新開端：訪詹姆士‧史坦特瑞格（James Steintrager）〉

訪問與翻譯 |徐明瀚

*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訪問學者，於 2015 年 9 月至 10 月訪台期間，接受《電影欣賞》期刊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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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新聞網》
〈多國青年走訪台灣 看見眷村和食農教育〉

記者 |郭政芬

*2016 TEEP-UST冬令營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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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意志：愛滋治療與存活政治》

AIDS Therapies &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作者｜ Joao Biehl

編‧譯者｜陳秋山、李佳霖、曹寶文、林淑芬

出版社｜交通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年 12月 20日

《求生意志》為巴西國家愛滋政策之民族

誌研究，作者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教授 Joao 

Biehl 透過巴西政經結構的宏觀分析，以及微觀

的田野觀察與相關當事人的個別訪談，深入探

討在國家愛滋政策與醫護結構中，國際藥廠、

政府單位、非政府組織、公衛專家、社運分子

等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社會階層的愛滋受

害者不同的生存處境，特別是在受到國際讚譽

的巴西國家愛滋政策中，仍有許多社會邊緣的

人們——窮人、藥癮者、同性戀、遊民─持續

遭受汙名，為了在不穩固的照護體制中取得愛

滋藥物資源，他們必須打造新的主體；這些在

Biehl 筆下「被遺棄的愛滋患者的困境與獨特

性」，透過攝影師 Torben Eskerod 鏡頭下令人

難以忘懷的影像更加凸顯出來。

Biehl 指出，一個國家的愛滋政策，是由地

方、全國及全球各方勢力與利益競合互動後的

產物，研究者在對此動態網絡中的政治、經濟、

官方與民間各方的互動張力進行細緻的討論的

同時，也要對全球化的愛滋藥物試驗中潛在的

「風險傾銷」，以及醫藥化的情形如何影響公

共衛生預算與各種照護概念持續進行評估。

「如果我們謹記著這些相互關聯的面向—

積極主義與政治經濟、藥物與公共衛生、人口與

個體、醫學與主體—我們便可以就緊急時刻中持

續改變的政治文化與倫理，組織一個更有效的討

論；《求生意志》一書，正好是這種討論的一部

分。我描繪那些導致治理與個人特質的醫藥形式

的軌跡，同時，我也嘗試打開空間，讓那些在官

方資料、政策決策與報告中正在消失的人們得以

現身。」（Biehl，2015，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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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oao Biehl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同時身

兼普林斯頓大學「全球健康與健康政策」計畫

的共同主席。其研究專長與授課主題為醫療人

類學、全球健康政策、民族誌與社會理論等。

Biehl 長期關注巴西社會問題、全球公衛局勢、

醫療之政經結構變遷，其探討巴西安養院 Vita

與相關醫護議題的專書 Vita: Life in a Zone of 

Social Abandonment，榮獲美國人類學會授予的

Margaret Mead獎。  

 

譯者／審訂｜

陳秋山（序章、三、四章、致謝）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肄業，

現為「山瑜伽工作室」負責人。譯有《培力、

參與、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督導》、（以

下為合譯）《社會工作與社區》、《社工質性

研究》、《社會工作實務的全球觀點》。  

 

李佳霖（一、二章）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臺灣關愛

基金會研發部主任，同時也是藝術社企平台「思

想高潮」的發起人，致力於性別、愛滋、人權

等社會議題之倡議行動。  

 

曹寶文（五、六章、結論）  

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現為交通大

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林淑芬（審訂）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英國艾塞斯

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興趣為當代基進政治思

想、生命政治、臺灣戰後政治與經濟論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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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與差異：視覺文化研究與政治》

Image and Difference: Visual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s

作者｜周英雄、賈元鵬、許綺玲、謝世宗、馮

品佳、曾少千、劉瑞琪、賴雯淑

出版社｜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5月

《影像與差異：視覺文化研究與政治》自

2015 年集結視覺文化研究團隊成員之論文，終

於 2016 年 5 月出版，本書以重新審視的態度，

從自由的觀點切入，整理原作如何透過影像的

排比，來凸顯不同時空人物，包括藝術家、論

者，甚至讀者，追求自由的渴望。全書空間橫

跨日本、法國、台灣與印度；時間主要聚焦於

1980、90 年代，但也回顧 1920、30 年代，甚

至回溯到 1860 年代。內容繁複多元，最大特色

在於差異的觀念，作品內在與外在的差異，烘

托出互文，文本與文化，層層推疊的（後）現

代性。透過七篇論文及一篇影評詳盡的耙梳與

描述，更深入了解影像與差異的文化研究。

論文處理八個個別或群組作品，用意不在

於複述八個影像明說的故事，也非凸顯八個同

質的認同。俗語說的，無巧不成書，此處巧在

差異這個觀念，作品內在與外在的差異，烘托

出互文（包括文本與文化）層層堆疊的（後）

現代性。歸根究底，差異無所不在，有可見的，

也有不可見的，正如隱藏在不同時空之下的斷

層，而我們身處其上，雖享有短暫存活、詮釋

的自由，但也難免為地質表面的一片青山綠水

所蒙蔽，忽略小差小異的表土下面蓄勢待發的

斷層。板塊的擠壓所提示的危機，恐要遠超過

我們參觀展示會所面臨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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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敘事研究文集》

Regarding Graphic Narratives

作者｜張淑麗、Jeff Johnson、涂銘宏、李衣雲、

趙恬儀、吳哲硯、馮品佳

出版社｜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9月

《圖像敘事研究文集》是繼 2016 年 5 月所

出版《影像與差異：視覺文化研究與政治》之後，

另一本以視覺圖像為主軸，以漫畫敘事為框架

進行對話之論文集。近年來，歐美學者或宏觀

性地從教育學習、社會互動、敘事學、認知科

學、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或者討論個別作品

的文本結構與內容意涵，漫畫研究亦沿著多元

軌跡發展，方法學固然不同，卻皆能自成脈絡，

各有創見，儼然已經形成新興的研究領域。台

灣的學者近年來也開始關注人文學們這股「視

覺／圖像轉向」的潮流，而由跨文化、跨語際

的角度來檢視這股結合多種媒體的文化實踐。

這本專書呼應了這股研究趨勢，也藉由具體的

研究成果來見證圖像敘事的崛起、檢視其美學、

考察其生產條件、更藉此而爬梳出漫畫作為文

化實踐與其他媒介之間的對話與同異。有鑑於

歐美與日本的漫畫發展軌跡不同，視覺圖像的

表現形式亦蘊涵不同旨趣，這本書乃採多文化

焦點的模式，分別考察歐美、日本、台灣的漫

畫如何使用多元媒介，不斷推陳出新，持續帶

出主流文化所「不得見」或「見不得」的翻新

力道。

收錄在這本書的七篇論文分別介入畫格與

畫格、文本與文本、文化與文化、論述與論述

的「圖溝／間白」，開啟了圖像敘事學門之間

與跨越學們的對話，也勾勒出幾個可行的研究

方法與取徑。圖像符號學與敘事學是縷析個別

文本的圖像修辭策略，解析其圖像文法的取徑

之一，然圖像敘事學近年來也企圖脈絡化敘事

學的理論框架，由圖像修辭出發，既探討圖像

如何承載與啟動各種論述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

流轉，也剖析圖像的布局與讀者的認知繪圖與

感情結構。圖像敘事植根於歷史文化背景上，

也必須在讀者介入與閱讀的情況下，圖像才能

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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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思想第 10 期：重返馬來亞》

作者｜人間出版社

出版社｜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 年 9月 20 日

2014 年 8 月在吉隆坡，由亞際書院「亞洲

現代思想計畫」（新馬辦公室）主辦、吉隆坡

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與華社研究中心協辦了一

場「重返馬來亞：政治與歷史思想」的國際學

術研討會。當時集聚了來自新馬印、台港、日

本及沖繩的知識人，以馬來亞的問題意識作為

對話和交流的基礎。

當時會議擬定了三個主要方向：一是有關

馬來群島政治思潮，希望能深入了解馬來知識

界如何分析獨立建國前湧現的各種思潮，彼此

之間的競爭和關聯等問題。群島政治的思潮競

爭，不僅深刻影響新馬印獨立建國後的政治生

態和發展，如何看待這一段歷史，也是去殖民

工程的自我檢視。過去在討論馬來亞問題時，

中文學界較少關注馬來群島思潮的多元性，以

及思潮內外的「相互性」關係。「內」是指馬

來思潮內部之間的思想競爭，「外」則是它和

華裔、印裔思潮甚至區域和國際之間思潮的相

互影響。

二是有關左翼思想。新馬的左翼力量，是

馬來亞時期重要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無論是左

派或馬來亞共產黨（以下簡稱馬共），不僅在

抗日、抗英和爭取獨立上形成龐大的勢力，前

者甚至在論述上也嘗試建立跨族群的多元平等

意識。不過新馬印的左翼源流各有脈絡，添增

其複雜性，如江河各有源頭分支，卻又在一些

關鍵歷史契機上有所交匯。

三是有關馬來亞意識與認同。馬來亞意識

和認同並非自證自成，它在特定歷史時間中成

形，得追問的是：究竟是怎樣的條件賦予意識

和認同建構的可能？另外，它又如何形塑成為

想像共同體，其內容是什麼，背後有沒有支持

的價值意識，抑或落入被操控的情感和精神工

具？例如五○年代提出的「馬來亞國族」的概

念，不能只簡單視為在地化的認同，實際上也

被灌注反共的情感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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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號特別選了和以上幾個方向相關的

四篇論文，阿都拉曼．恩蓬（Abdul Rahman 

Embong）的〈構想民族（國家），思想的歷史

與歷史的思想〉和孔莉莎（Hong Lysa）的〈馬

來亞夢或新加坡夢魘〉）是以英文書寫，莫哈

默．沙勒．藍利（Mohamed Salleh Lamry）的

〈第十支隊鬥爭史〉和何啟才的〈馬來亞共產

黨的南下策略與意義〉則以馬來文和中文書寫，

我們把其中非以中文撰述的三篇文章都翻成中

文，希望和更多的華文讀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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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思想第 11 期：萬隆／第三世

界六十年》

作者｜人間出版社

出版社｜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年 12 月 21日

本刊第十期起推出「萬隆／第三世界六十

年」的系列，這一期繼續製作了一組文章。除

了韓國社會文化運動重要組織者白元淡頗具啟

發性的文章，追溯了 1955 年萬隆會議得以形成

的歷史脈動，與後續的滾動，在 1960、70 年代

由「不結盟運動」轉化成「第三世界」的民眾

運動，其它的四篇文章都是選自 2015 年四月杭

州論壇幾位主講人的代表作，期待這些文章的

翻譯與出版，能夠逐步開啟我們與亞洲、非洲、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互動的知識工作。

通過長期訪談的積累，在東南亞區域頗據

影響力的運動分子 Hilmar Farid，在他這篇具

有爭議性的論文中打開了 1965 至 1966 年印尼

清共大屠殺作為歷史禁忌的討論；非洲思想界

專治農業與農民運動研究的 Sam Moyo 與他長

期共同合作的成員（來自巴西的 Paris Yeros 與

印度的 Praveen Jha），展現了亞非拉工作團隊

的出現，共同分析新一波帝國主義在非洲搶奪

土地資源的動向，其中包括出身第三世界的巴

西、中國、印度等在這一波競逐中所處的位置；

來自烏拉圭長期致力於第三世界連帶的 Roberto 

Bissio，討論了正在聯合國層次形成對於「可持

續發展」的新思考模式，他對提案的通過有助

於世界的均衡發展有所期待，但是也擔心無法

落實成為空洞的承諾；來自牙買加研究加勒比

海地區政治思想的資深研究者 Rupert Lewis，

則引領我們重訪歷史，進入 20 世紀初期重要思

想家 Marcus Garvey 所開創的泛非主義與黑人

民族主義運動，探究其長期的影響。

除了以上五篇譯文，我們刊出 2015 年 8 月

走訪萬隆地區的田野紀錄，搭配著本期的視覺

筆記，與讀者分享參訪的臨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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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思想第 12 期：非洲思想家馬

穆德．曼達尼╱紀念林孝信》

作者｜人間出版社

出版社｜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 年 5月 17 日

一九七〇年代海外保衛釣魚台運動的一位

重要領導者林孝信，已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逝

世。林孝信在投入保釣運動之前是個全心全意

抱著科學救國理想，而較無政治與社會意識的

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博士生。然而七〇年代的海

內外保釣運動不僅復甦了五四運動的愛國精神，

還帶來台灣出身知識分子的左轉，而且在北美

洲投入運動者，又大多數是像林孝信這樣的理

工科學生。他們從科學救國的理想到保土衛民

的激情，再到左翼啟蒙的震撼，展現了戰後台

灣新生代所走過的一條深具時代性的成長之路。

為了紀念他，本期刊出林孝信的夫人陳美

霞教授、友人陳明忠與李易昆兩位先生，在 1

月 10 日台南告別式上的追思文。除此之外，本

刊的「戰後左翼口述計畫系列」有幸在林孝信

去年（2015 年）4 月罹病入院前的 3 月 24 日，

完成了他的訪談，讓他對一生的成長、志業與

波折娓娓道來。這是在他一心投身政治與社會

運動中少有的對其一生的自剖，極有助於我們

對他個人及所走過的這個動盪時代的理解。

本刊亦將於下一期繼續刊登數篇林孝信家

人與友人的追思文，歡迎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

閱讀。 

對於中文讀者而言，在歷史與結構位置上

一樣同屬於第三世界，兩岸四地及包括新馬的

華文世界，其實與亞、非、拉各地分享著諸多

共通的經驗：殖民、內戰、冷戰、移民、難民、

後發資本、壓縮現代、威權統治、強人政治、

族群矛盾、民主轉型等等，但也正因為這些經

驗所帶來的迫切壓力，造成我們慣於將目光投

向試圖學習、超趕的歐美，而與這些地區缺乏

更為積極、具體的認識與互動，無法建立更為

多元的參照，豐富我們的自我理解、定位與認

知；特別是處於所謂全球化的時代，少了亞非

拉的知識視角，對於世界的理解都失之偏頗。

因為推動 2015 年「萬隆／第三世界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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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系列活動的緣分，結識了非洲當代思想家

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一年

多來閱讀了他的重要專著，一起貼身工作，閱

讀、對話與相處中受到相當多的啟發。透過初

步的譯介，期待耐心的讀者能夠在閱讀中慢慢

發現他在樸實無華的書寫中所展現的思想方式，

暗含了尋找另類知識出路的可能性，他極為落

地的理論化工作是建立在歷史的分析上，不僅

有見地，有解釋力，也對現實的困境有膽識地

提出解套的政治想像，這是第三世界知識分子

所共同分享的情懷，不會只滿足於所謂客觀、

抽離式的分析，而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以知識

介入重大的議題時，都是以深厚的學術研究為

基礎，對於問題有完整的把握，又具有冷靜論

辯的理論高度。

非洲與亞洲地區的構成雖然差異很大，但

是又有許多經驗與我們互通，藉由彼此的相互參

照，相信能開展出新的問題意識，相互揭示遮

蔽掉的核心議題。特別是有幸透過曼達尼與去

年離世的友人 Sam Moyo 接觸到泛非思想團體

「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委員會」（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

縮寫 CODESRIA），這個跨國平台四十多年間

深耕出屬於非洲的現代知識傳統，造就了有前

瞻性視野的分析，也形成了跨越國家的非洲區

域內與跨洲比較研究的視野與能耐，在世界範

圍內是獨具一格的知識社群，在許多方面比我

們超前。希望藉由把曼達尼的思想工作帶入中

文與亞洲的語境，讓我們能夠開始與非洲的思

想界形成目前無法預測的互動關係。也期待在

過去有遠見的前輩們已經開啟「第三世界」的

道路上，會有更多有心的朋友們能夠在自己的

工作崗位上開展與亞非拉地區的知識連帶。

作為初步對於非洲思想界的譯介，本專號

翻譯了曼達尼的三篇近作與一篇訪談，這三篇

文章的論據立足非洲而所觸及的議題─人權／

和解、移住民的殖民主義、大學的去殖民─對

中文世界並不完全陌生，可以建立起來理解非

洲狀況的銜接點，本刊特別製作的訪談希望有

助於了解作者的生命軌跡與其所處大歷史之間

的勾連，期待在未來能夠陸續以讀本與專著翻

譯，讓讀者能夠對非洲當代思想有更為進一步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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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思想第 13 期：板垣雄三專號

╱舞踊有時：記鄭聖勳》

作者｜人間出版社

出版社｜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 年 8月

板垣雄三出生於 1931 年，在日本受到各界

尊敬，主要是由於他中東研究專家的身分。中

東每每發生劇變時，他總會積極參與言論活動，

傳媒也會向他請教。他往往毫不鬆懈、耐心地

指出日本在中東認識上的缺陷，尤其他長年致

力於巴勒斯坦問題，因此得到了市民和運動家

們的尊敬。他也常被看作第三世界專家。然而，

在日本很難發生給板垣雄三的思想進行全景性

定位的討論。這一方面源於熟悉他的專業─中

東研究─的人並不多，而他的思考與思想本身

所具有的開闊視野與獨特性，更使得理解困難

重重。不過，悉心閱讀板垣雄三的著作、發言，

就會知道他是如何紮根於歷史本身並向先人學

習的。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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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發言所涉及的面向寬廣，必須作為一

個整體來理解，在這裡將分為四部分─從 n 地

域論到身分複合、城市性、世界史與地域、現

代以及現代性，對他所提出的思考做簡單介紹，

希望可以幫助讀者閱讀。

本期專號刊登〈民族與民族主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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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從 n 理論到多元

普遍性－歷史共時性入手，建立進一步閱讀板

垣雄三的基礎；2016 年冬季號板垣雄三專號

（續）中將刊登〈反恐戰爭與核事故〉、〈現

代亞洲與日本〉、〈世界分割〉、〈從三個視

點重新思考「安保法制」討論立場〉與〈從人

自身的立場思考現代性〉五篇，歡迎有興趣的

讀者進一步閱讀。

鄭聖勳（1978-2016），台灣彰化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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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系取得博士學位，後於

中壢中央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

文系、人社系兼任助理教授，2014 年正式受聘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文學與文化

中心講師。2015年出版個人詩集《少女詩篇》，

其文學及文化評論、散文創作散見於香港《字

花》、《明報》與台灣《電影欣賞》等。2009

年與友人創立蜃樓出版社，編選出版《憂鬱的

文化政治》、《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

和《抱殘守缺：21 世紀殘障研究讀本》等學術

文論集，郭品潔《我相信許美靜》、游靜《裙

拉褲甩》、唐捐《蚱哭蜢笑王子面》與邱剛健《再

淫蕩出發的時候》等作品集，並擔綱上述書籍

的美術編輯。鄭聖勳長年參與籌辦新竹清華大

學與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的學術活動，

海報設計是他介入知識生產的重要方式，他還

熱衷於彈琴作曲寫歌唱歌，在不停地「跨界」

中伸展各種面向的創作天分。

呂正惠、趙剛和陳光興的紀念文，為我們

保存了青年學者鄭聖勳的學術、氣質、影像和

記憶，使他的才情、天真、正義等形象和為「壞

情感」立言的思想躍然紙上。閱讀鄭聖勳的文

字是靠近他的另一種方式，他對「完美」有著

極強烈的懷疑精神，總在敘述生活和文學作品

中的格格不入，如低俗、恐怖、疾病、哀傷等。

〈只要不是這個世界：庾信《擬詠懷詩》中的

認同與拒斥〉是他學術的重要階段（碩博時期）

的延續，躑躅於古典文學向不推崇的「恐怖」

與「哀傷」，這也是鄭聖勳學術論文、文學作

品及詩畫創作反覆表述著的二種情感。〈髒掉

的藍色〉初載於《明星》一書，往復病症與電

影之間不落俗套（評論的俗套，當然所述影片

所包含的俗是他喜歡的），對「病」的體認反

映了他對「創傷」的關注；「被嚇壞了」是鄭

聖勳文章裡獨一無二的情感認同。他也是真正

踐行文化研究靈魂的實踐者，對人類學的喜愛

讓他跟隨大陸學者一起進入他所關注的少數群

體和地域，〈在貴州遇見香港〉和〈胭脂〉顯

見鄭聖勳敏銳細膩而又獨到的觀察與思維，既

是蘊藉著學術內涵的田野報告，也是他到大陸

生活狀態轉變後的自我調研情感書寫。〈禱告

文〉、〈愧疚〉、〈癢〉三首詩作選自《少女

詩篇》，〈禱告文〉述及對母親的情感，哀毀

慟人，〈愧疚〉和〈癢〉呈現出這個「一半海水，

一半火焰」的「少女」如何以更純粹、更豔麗

的方式去經驗愛。

鄭聖勳拒絕與主流的、強大的論述為伍，

親近一切被厭棄的邊緣存在，其「俗雜」的特

質又使得如少數／多數、崇高／卑下的此疆彼

界二元對立變得模糊，他仔細地將務實與想像

的邊界擦去，我們很難區野他學術與非學術的

著述，或者說，跨界與破界的曖昧邊際就是鄭

聖勳畢生奮力傾向的寫作位置。

一九七〇年代海外保衛釣魚台運動的一位

重要領導者林孝信，已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逝

世。從科學救國的理想、保土衛民的激情，到

左翼啟蒙的震撼，再到通識教育、社大領域的

摸索，他的歷程展現了戰後台灣新生代所走過

的一條深具時代性的成長之路。

為了紀念他，本刊在上一期中「先行者：

紀念林孝信」專題呈現陳美霞、陳明忠、李易

昆在台南追思會上的致詞，及「戰後左翼口述

計畫系列─以陳映真為線索」所作的林孝信長

篇訪談稿，並將於本期繼續刊登林孝信的家人、

朋友與同事陸續寫作的紀念文。林嘉黎以林孝

信與陳美霞大女兒的身分，書寫這位注重學習

的、完美主義的、致力於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的父親。舒詩偉以八〇年代與林孝信在芝加哥

大學共同工作、生活的經驗為基礎，書寫他所

認識的老林，並依此透視八〇年代在「台灣民

主運動支援會」網絡下海外進步勢力與台灣民

主力量的互動，以及彼時在美留學的「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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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歸來台灣後的行動。與林孝信在「釣魚台

教育計畫」共同工作的陳崇真，則透過自身過

去對保釣運動之認識，到釣魚台教育計畫工作

經驗中的反思，追問有左翼色彩的年輕世代如

何重建七〇年代保釣運動與對台灣當下社會之

思考的連結。

三篇紀念文不僅從不同場域、視角為林孝

信畫像，亦極有助於我們對他所走過的這個動

盪時代的理解，以及對台灣左翼運動、知識、

情感的展望。

葉榮鐘（1900-1978）七十八年的人生橫跨

了台灣兩個不同的時期─日本殖民時期和戰後

台灣。日據時期，他作為林獻堂的祕書，以台

灣文化協會這個組織實體投身於議會設置請願

運動，並因此得以和當時諸多重要人士來往，

比如日後被他視為恩師的矢內原忠雄。國民政

府來台後，一開始他追隨林獻堂，積極從事政

治活動，直到二二八事件後，葉榮鐘到彰化銀

行任職，脫離政壇。此後，林獻堂赴日養病，

不再回台，這更堅定了他不再參與公共活動、

不任公職的決心。1956 年 9 月，林獻堂在日本

逝世，葉榮鐘受命編輯《林獻堂先生紀念集》

後，才又公開發表文章。此後十餘年，他陸陸

續續發表了諸多文章，更撰寫出極為重要的《彰

化商業銀行六十年》（後更名為《近代台灣金

融經濟發展史》）、《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

動史》。

葉榮鐘身兼多種身分─作家、記者、企業

經營者、社會運動家，又身處在台灣兩個至關

重要的轉型期，到底，我們該怎麼去理解葉榮

鐘的思想路徑？以及當時他視野裡的台灣、中

國大陸、東亞甚至是世界格局？而他的思想體

系和論述又將可提供當下台灣什麼樣的思想資

源？據此，我們以《葉榮鐘選集　文學卷》和

《葉榮鐘選集　政經卷》的出版為契機，策畫

此「讀書」專題，試圖透過四位不同學術養成

和研究領域的研究者，以他們擅長的思考取徑，

描繪出葉榮鐘與殖民地日本、與「中國」千絲

亂縷的複雜關係，並探究他較少被論及的其在

政經史方面的論述。同時，葉榮鐘次子葉蔚南

亦發表一篇感懷父親的散文。我們希望透過多

樣性的視角來重新閱讀葉榮鐘，並藉此挖掘出

葉榮鐘對於當下台灣的意義。

基於二十餘年民眾劇場行動間「返身的召

喚」，2014 年，差事劇團「返鄉」備受空汙之

害而淪為「癌症村」的台西村，進行「證言劇

場」的現場。自彼時伊始，差事劇團陸續展開

一系列生者／亡靈之殘酷「召回」的文化行動：

2015 年底於台北寶藏巖上演〈女媧變身〉，

2016 年 2 月於台西村邀集「證言劇場」、〈女

媧變身〉、「許震唐攝影展」、林生祥及「大

開劇團」傀儡遊街劇一同「返鄉的進擊」。這

一系列行動不僅旨在以民眾的劇場身體將被占

領的土地、河海與生命重新占領回來，不僅旨

在為台灣的工業污染、空汙賦予「犧牲的體系」

及其階級意涵，更是返身／凝視、占領／被占

領、生者／亡靈、社會運動／文化行動、知識

分子／民眾的往復對話。

固然，從東亞看冷戰後的世界觀，重新開

啟亞洲第三世界思想文化觀的嶄新視野，並且

藉此打開兩岸左翼民主視線的路途是上述行動

的顯著動力；然則，如何回到民眾文化行動的

基磐，仍是在台島面對兩岸、亞洲甚而世界左

翼文化行動的根基。我們必須返身生存的實境，

才得以在創作或論述上，述說兩岸和平及未來

回返中國的圖像，這是差事劇團及其創始者鍾

喬在「返鄉的進擊」中所表現並論述的。相關

於台灣市民社會之外東亞的民眾文化階級觀點，

這在眼前的兩岸社會底層，都以境內第三世界

的情境，向我們現身，並殷切詢問：中國革命

時期對平等、對真正國際底層解放的視線如今

何在呢？這才是關鍵問題！



學術出版             132  

從證言劇場、〈女媧變身〉到「返鄉的進

擊」這一系列行動初告段落之時，差事劇團鍾

喬與《人間思想》合力邀集不同時間、視角的

參與者完成「視覺筆記：差事劇團－台西村返

鄉、變身與進擊的現場」專題。以生長於台西

村的攝影家許振堂的作品為視覺線索，專題容

納陳信行教授在〈女媧變身〉後對於劇場、現

實／寫實、左翼行動與科學技術的重思，作為

差事劇團多年行動參與者的李哲宇對於系列行

動中返鄉－跨域、底層－進擊的思索，作為〈女

媧變身〉演員的黃馨儀關於從台北到台西的系

列行動中身體對話的書寫。

《文化研究》第 21 期（2015 年秋

季）

出版｜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16, Issue 3 【Special Issue: Hong 
Kong at a crossroads】

Publisher ｜ Routledge／ Sept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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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16, Issue 4 

Publisher ｜ Routledge／ September, 2015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17, Issue 1

Publisher ｜ Routledge／ September, 2016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17, Issue 2

Publisher ｜ Routledge／ Sept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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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際學程交流分享會
2016 年 5 月 20 日（週五）

中央大學文學一館國際會議廳

2016 第二屆的「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分

享會」於 5 月 20 日在中央大學文學一館三樓國

際會議廳舉行，本分享會主要為四校師生交流

的平台，由各校輪流作為舉辦地點，首屆於交

通大學舉行，是由學程學生分享自身的研究範

疇，並報告他們的學習進度以及分享他們的研

究成果，透過這樣分享交流的方式激盪出更多

文化研究的思考面向。

分享會當天邀請了學程四校師生與其他國

外的學者，也開放校外人士一同參與交流，參

與人數約 40 人。開場有幸邀請到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副校長綦振瀛教授、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的

主任劉紀蕙教授與即將退休的中央大學辦公室

主任暨性╱別研究群召集人何春蕤講座教授一

同致詞。再來是由 9 位學程學生分成 3 個場次

輪流分享其研究成果，學生本次分享的研究範

疇非常多元：文學閱讀文化、農產品銷售社會

過程、疾病的文化發展、情慾政治、族群研究、

移工的流動等等，並開放參與師生提問交流，

過程中獲取了許多的意見與討論。

最後的綜合評論由來自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的 Andrew Loo Hong Chuang教授、香港中文大

學的陳嘉銘教授、中研院亞美所的王智明教授

與中央大學的戴芃儀教授與林建廷教授給予學

生點評。會後的餐會上，參與者也延續了分享

會上的交流，學術討論氣氛非常熱絡。

延續上一屆學生自發性舉辦分享會的精神，

本屆分享會也由學生自行組織，在學程辦公室

行政人員熱心的協助下籌備本次分享會，目的

為藉此促進四校教師與同學之間的交流，以及

通過師生溝通強化學生們在學術研究裡的問題

意識，擴闊學生的研究視野及研究網絡。

主辦單位｜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

側記文字｜

陳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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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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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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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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與全球文化的參照主軸，利用台聯大系統四

校 ( 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以及陽明大

學 ) 文化研究團隊人才所集中凸顯的重點研究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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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 03-5731657

E-MAIL ｜ iics.mavis@g2.nctu.edu.tw

Facebook｜ fb.me/IACSUST 

Website ｜ http://iics.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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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 (2015-2016) 課程列表

選修英文課程 ENGLISH Selective Course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 A：Critical Theory and Asian Modernity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 C：Contemporary Thought-trends and Social Movements

性／別研究 G： Gender／ Sexuality

視覺文化 V：Visual Culture

2015秋季
必修課程 Required cours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備註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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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智明 Andy Chi-Ming Wang 交通大學 共同必修

學術研究倫理
Research Ethics

高閬仙 Lung-Sen Kao 陽明大學
陽明學生
必修

歷史研究與討論
Seminar on Historical Researches

馬雅貞 Ya-Chen Ma 清華大學

擇一
必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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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嘉華 Chia-Hua Yeh 陽明大學

學術訓練討論課（碩）
Pro-seminar

彭明偉Ming-Wei Peng 交通大學

英文課程
ENGLISH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備註
Note

世紀之交的東亞電影：理論與實踐
Millennial Cinema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ames Steintrager 交通大學 A  V

英文史學名著選讀
English Reading of Historical Works

鐘月岑 Yueh-Tsen Chung 清華大學 C

亞洲 /第三世界當代思想選讀（一）
Selected Readings of Contemporary Thought in 
Asia/Third World （I）

陳光興 Kuan-Hsing Chen 交通大學 A 

南亞電影
South Asian Screens

John Hutnyk 交通大學 V

全球化與文化整編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Re-Alignment

何春蕤 Josephine Chuen-juei Ho 中央大學 G

文化研究與資本主義 
Cultural Studies and Capitalism

John Hutnyk 交通大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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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備註
Note

現代文學與文化論述 
Modern Chinese Discourses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劉人鵬 Jen-Peng Liu 清華大學 A C

文藝風格與生活型態
Artistic style and way of life

邱德亮 Der-Liang Chiou 交通大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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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秀惠 Hsiu-Hui Kuan
黃桂瑩 Kuei-ying Huang
葉嘉華 Chia-Hua Yeh
劉瑞琪 Jui-Chi Liu

陽明大學 V

「書寫文化」之後 :當代人類學議題 莊雅仲 Ya-Chung Chuang 交通大學 A

現象學專題：胡塞爾與海德格
Topics in Phenomenology: Husserl and Heidegger

黃文宏Wen-Hong Huang 清華大學 A

亞美飲食研究
Asian American Food Studies

馮品佳 Pin-Chia Feng 交通大學 A V

生死學與關懷設計 賴雯淑Wen-Shu Lai 交通大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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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桂瑩 Kuei-Ying Huang 陽明大學 V

文化研究理論（博）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ies

朱元鴻 Yuan-Horng Chu
劉紀蕙 Joyce C.H. Liu
陳奕麟 Allen Chun

交通大學 A C

社區營造
Placemaking and Commnity Building

陳瑞樺 Jui-Hua Chen 清華大學 C

寫實主義藝術專題研究
Seminar on Realist Art

曾少千 Shao-Chien Tseng 中央大學 V

憂鬱與文學現代性
Melancholia and Literary Modernity

葉德宣 Jonathan Te-Hsuan Yeh 中央大學 A G

華語電影專題 謝世宗 Elliott Shr-tzung Shie 清華大學 C V

中國現代小說專題
Seminar o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彭明偉Ming-Wei Peng 交通大學 A

選修中文課程 CHINESE Selective Course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 A：Critical Theory and Asian Modernity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 C：Contemporary Thought-trends and Social Movements

性／別研究 G： Gender／ Sexuality

視覺文化 V：Visu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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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備註
Note

當代中國思想 II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II）

甯應斌 Ying-Bin Ning 中央大學 A C G

清代繪畫專題研究
Special Topics in Qing Painting

周芳美 Fang-Mei Chou 中央大學 V

東亞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藍弘岳 Hung-Yueh Lan 交通大學 A

超現實主義 :藝術、影像與時尚
Surrealism: Art, Image, and Fashion

劉瑞琪 Jui-Chi Liu 陽明大學 V

「新自由主義專題：海耶克與傅柯」
Seminar on Neoliberalism: Hayek and Foucault

林淑芬 Shu-Fen Lin 中央大學 A C

環境人類學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李威宜Wei-I Lee 清華大學 C

當代議題：動物 -人 -非人 -後人類
Contemporary Issues: Animal-Human-Inhuman-
Posthuman

朱元鴻 Yuan-Horng Chu 交通大學 A C

台灣戲劇專題 石婉舜Wan-Shun Shih 清華大學 G V

性／別理論專題 III
Theories of Gender/Sexuality（III）

甯應斌 Ying-Bin Ning 中央大學 A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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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紀蕙 Joyce C.H. Liu 交通大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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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佳娟 Chia-Chuan Hsieh 中央大學 V

文化研究概論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戴芃儀 Peng-Yi Tai 中央大學 A V

族群關係研究 Seminar on Ethnic Relations 王俐容 Li-Jung Wang 中央大學 A

批判農學 Critical Agrarian Studies 蔡晏霖 Yen-Ling Tsai 交通大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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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英文課程 ENGLISH Selective Course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 A：Critical Theory and Asian Modernity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 C：Contemporary Thought-trends and Social Movements

性／別研究 G： Gender／ Sexuality

視覺文化 V：Visual Culture

2016春季
必修課程 Required cours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備註
Note

學術訓練討論課 I（碩） 
Pro-seminar I

彭明偉Ming-Wei Peng 交通大學

擇一
必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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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慧玲 Katherine Hui-ling Chou 中央大學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備註
Note

「亞洲／當代思想選讀 II」
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in Asia/Third 
World

陳光興 Kuan-Hsing Chen 交通大學 A C

國家形成與文化建構
Nation-States in Interdisciplinary,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陳奕麟 Allen Chun 交通大學 A

恥的現象學
The soft music of shame

Alain Brossat 交通大學 A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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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瑞梅 Amie Parry 中央大學 G

選修中文課程 CHINESE Selective Course
批判理論與亞洲現代性 A：Critical Theory and Asian Modernity

當代思潮與社會運動 C：Contemporary Thought-trends and Social Movements

性／別研究 G： Gender／ Sexuality

視覺文化 V：Visual Culture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備註
Note

愛滋的文化政治
Cultural Politics of AIDS

黃道明 Hans Tao-Ming Huang 中央大學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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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備註
Note

文化研究概論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黃道明 Hans Tao-Ming Huang 中央大學 G

性／別理論專題 IV
Theories of Gender/Sexuality IV

甯應斌 Ying-Bin Ning 中央大學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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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甯應斌 Ying-Bin Ning 中央大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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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芳美 Fang-Mei Chou 中央大學 V

現代藝術與大眾文化專題研究
Seminar on Modern Art and Popular Culture

曾少千 Shao-Chien Tseng 中央大學 V

多元文化主義研究
Seminar on Multiculturalism

蔡芬芳 Fen-Fang Tsai 中央大學 G

中國版畫史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s

馬孟晶Meng-Ching Ma 中央大學 V

當代劇場與電影改編
Contemporary Theater & Film

段馨君 Hsin-Chun Tuan 交通大學 V

「邊界與流動專題」
Seminar on Borders and Flows

林淑芬 Shu-Fen Lin 交通大學 A 

社會思想：當代爭議
Current debates in Social thoughts

朱元鴻 Yuan-Horng Chu 交通大學 A 

現代作家專題：師陀與抗戰時期上海文學
Seminar on Modern Writers: Shi Tuo and literature 
during the wartime Shanghai

彭明偉Ming-Wei Peng 交通大學 A 

日本近現代史專題
Seminar o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藍弘岳 Hung-Yueh Lan 交通大學 A 

資本、殖民與種族：世界體系與東亞
Capitalism, Colonialism, Racism: World System 
and East Asian Societies

劉紀蕙 Joyce C.H. Liu 交通大學 A C

戰後東亞都市社會與文化
Urban Societies and Cultures in Postwar East Asia

邱德亮 Der-Liang Chiou 交通大學 A C

電影視覺符號與比喻之應用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Symbols and Metaphors 
in Films

賴雯淑Wen-Shu Lai 交通大學 V

博物館與文化展演
Museums and Culture Exhibition

張維安Wei-An Chang 交通大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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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備註
Note

文化研究概論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Studies

黃道明 Hans Tao-Ming Huang 中央大學 G

性／別理論專題 IV
Theories of Gender/Sexuality IV

甯應斌 Ying-Bin Ning 中央大學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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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甯應斌 Ying-Bin Ning 中央大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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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芳美 Fang-Mei Chou 中央大學 V

現代藝術與大眾文化專題研究
Seminar on Modern Art and Popular Culture

曾少千 Shao-Chien Tseng 中央大學 V

多元文化主義研究
Seminar on Multiculturalism

蔡芬芳 Fen-Fang Tsai 中央大學 G

中國版畫史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s

馬孟晶Meng-Ching Ma 中央大學 V

當代劇場與電影改編
Contemporary Theater & Film

段馨君 Hsin-Chun Tuan 交通大學 V

「邊界與流動專題」
Seminar on Borders and Flows

林淑芬 Shu-Fen Lin 交通大學 A 

社會思想：當代爭議
Current debates in Social thoughts

朱元鴻 Yuan-Horng Chu 交通大學 A 

現代作家專題：師陀與抗戰時期上海文學
Seminar on Modern Writers: Shi Tuo and literature 
during the wartime Shanghai

彭明偉Ming-Wei Peng 交通大學 A 

日本近現代史專題
Seminar o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藍弘岳 Hung-Yueh Lan 交通大學 A 

資本、殖民與種族：世界體系與東亞
Capitalism, Colonialism, Racism: World System 
and East Asian Societies

劉紀蕙 Joyce C.H. Liu 交通大學 A C

戰後東亞都市社會與文化
Urban Societies and Cultures in Postwar East Asia

邱德亮 Der-Liang Chiou 交通大學 A C

電影視覺符號與比喻之應用
The Application of Visual Symbols and Metaphors 
in Films

賴雯淑Wen-Shu Lai 交通大學 V

博物館與文化展演
Museums and Culture Exhibition

張維安Wei-An Chang 交通大學 A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地點
 Venue

備註
Note

全球化下的食物與農業
Food and Agriculture under Globalization

李丁讚 Ding-Tzann Lii
李天健 Tien-Chien Lee

清華大學 C

社會運動與土地政治 陳瑞樺 Jui-Hua Chen 清華大學 C

近現代小說專題 顏健富 Kean-Fung Guan 清華大學 C

現當代視覺文化中的身體與扮裝
Body and Masquerad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Visual Cultures

劉瑞琪 Jui-chi Liu 陽明大學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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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瑞琪 Jui-chi Liu
關秀惠 Hsiu-Hui Kuan
黃桂瑩 Kuei-ying Huang
葉嘉華 Chia-Hua Yeh
蔡華臻 Po-Chen Tsai

陽明大學 V

時尚社會史專題 I：時尚政治
Seminar on Social History of Fashion I : Politics of 
Fashion

葉嘉華 Chia-Hua Yeh 陽明大學 V

電影與現代性 I：科技、藝術與大眾文化
Cinema and Modernity I: Technology, Art, Mass 
Culture

蔡華臻 Po-Chen Tsai 陽明大學 V

性、身體與醫療：從歷史看醫學圖像
Sex, Body and Medicine: Medical Imag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李尚仁 Shang-jen Li 陽明大學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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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016傑出學者年度講座：小熊英二

2016年 11月 28日紀錄片放映會台北場

光點台北之家

2016年 11月 29日紀錄片放映會新竹場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106A 研討室

2016年 11月 29日專題講座

【現代日本の社運動ーその性格と活動形態】

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二館 204 會議室

「台港文藝與文學史書寫」工作坊

2016年 12月 9日至 10日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C310 會議廳

小熊英二，現任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

策學部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歷史社會學家。透

過民眾史與社會史的方法，小熊教授的研究貼

近著二戰前後的日本生活史和社會運動史，尤

其對於帝國和戰爭的身體經驗、六十年代反安

保抗爭乃至晚近的反核運動都有極為深刻的體

察。其日文專著包含：《 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

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1996）和《「民主」

と「愛国」： 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

性》(2003)。在台出版的中譯著作目前有《如何

改變社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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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經 2015）。小熊教授執導的 311 福島核災議題

紀錄片《首相官邸前的人們》已於 2015 年公開

上映。

本工作坊試圖思考以下相關議題：

一、台灣文學與香港文學建構：國際冷戰局勢

的影響下，台港兩地文化圈呈現同步發展，

使得六〇年代台港文壇的交流更加緊密，

並在七〇年代發展出更具有本土性文學特

色。本工作坊透過區域連結的概念，以分

析臺灣與香港歷時性社會處境下之文學場

域發展，並思考兩地文化建構與文化生產。

二、台灣文學場域與香港文學場域的交流關係：

本工作坊透過台灣文學場域與香港文學場

域進行「關聯性」的探察，考察台灣文學

與香港文學的互動關係，以描繪出台港文

壇交流關係的歷史縱軸，以及在此關係下

兩地的文學氣象與文化政治等議題。

三、台灣文學場域與香港文學場域的比較研究：

本工作坊從跨文化語境的思考脈絡，挖掘

出台港文藝的對照性，亦深入思考兩地文

壇趨勢與生態多重對話的可能性。

四、跨區域連結與東亞想像：本工作坊考察台

灣與香港之連動關係，透過台灣與鄰近香

港交流史的開展，以擴展台灣文學研究的

視野，開創出台灣與東亞文化的相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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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生驛動：從情的東亞現代性到文本跨語境行旅」研討會
2016年 12月 22日至 23日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

處於文化傳統裂變與異文化轉譯的浪潮中，

晚清民初文學與文化出現各種層次的交流、移

動，開啟更大向度的界線遊移，無疑衝擊／形

塑文學與文化內涵。晚清人情較之明代，「閒

情」難繼，受中外合力推動，呈現代朝向的趲

趕，始終處於驛動的過程。時移世易，人事運

行而生動傳情，給晚清文化的闡釋提供了豐富

而趣味濃厚的空間。無論是作家外在的足跡移

動或是內在的情感衝擊，都隱含著不同層次的

流動衍變與擬態易形觀。從書寫主體（不同派

別的作者群）或創作成果（從小說、詩文、圖像、

廣告），都可見到多重的跨界行旅與概念流變

的軌跡，文本中大我／小我、內／外、表／裡

的詰問對話與歧義並陳，在在反映彼時文化主

體與文化他者的形象建構，乃至社會多維結構

所重構的全球化路線、媒介技術、觀念衍繹等。

本會議檢視創作主體的內在情感與外在行跡如

何在時代演進中的轉折與變異，主題聚焦如下

兩點：

一、 「情」的東亞現代性：

有別於西方文學從神學背景中脫化出人對

生命、道路、真理的思考，中國文學歷來重視

「情」，但近世以降，人與人的關係的日常表述，

逐漸由封閉的家族內部，衍異為都市中複雜的

人際關係。這一脈絡在自我建構的同時，更挑

戰、創發進而豐富了抒情傳統的敘述模式與美

學典範。

二、文本跨語境行旅：

近現代作者與文本異於傳統的空間疆界與

移動方式，輾轉於各種新起的空間疆界，出現

跨文化行旅、形象轉變、概念衍變等現象，尤

能闡發近現代「中國」與「世界」、「傳統」

與「現代」更複雜紛呈的關係，潛藏各種層次

的「移動」能動性與多向性，牽動著中國文學

與文化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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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 TEEP Internship

本計劃推動「亞際文化研究全球網絡」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Global Network)。

有別於過去短期交換生的模式，本計劃的創新

之處，在於強調跨國網絡的重點建立以及永續

經營。本計劃利用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

位學程的平台，銜接台聯大系統交通大學、清

華大學以及中央大學人社領域多個合作系所以

及特定國際學術機構的合作關係。透過建立跨

國合作單位研究生的多重模式的短期蹲點計畫，

本計劃可以同時展開雙向學生交流以及教師交

流，以便建立更為長久而穩定的國際合作關係，

並為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位學程以及各校支援

系所爭取優秀國際生來訪與修讀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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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聯大與交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所共同

執 行 的 教 育 部 TEEP 計 畫， 將 在 2017 年 1

月 16-20 日舉行冬令營。2017 年冬令營主題

“Conflict  and Justice: Precarious Bodies in 

Inter-Asia Societies”，聚焦於文化歷史脈絡、

政治經濟分析以及批判知識幾個面向，針對臺

灣與東北亞、東南亞以及南亞當前迫切議題，

進行探討，議題包括：

(1 )  Nat ional ism,  Migra t ion ,  and Precar ious 

Belongings in Inter-Asia Societies

(2) Social Movement and Ethnic Migration,

(3) Neolibe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in Inter-Asia Societies,

(4) The Question of Natur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

我們將邀請國內外從事相關議題研究的學

者，一起加入冬令營的課程，透過主題講座、

分組討論與田野活動，深入進行各個議題的討

論與研究。本次冬令營將依據參與學員所提交

的研究計畫分為四個組別，在主題講座之外，

進行主題工作坊，以展開更深入的問題討論。

52017 TEEP-UST Winter Camp

2017年 1 月 16日至 20日

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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