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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起看社會— 

全球鉅變的台灣社會學 

2020 年無疑是被「新冠肺炎（COVID-19）」定義的一年，該病毒徹底

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及社會運作。自從中國通報第一個案例後，該病毒擴

散到兩百個以上的國家，世界衛生組織也在三月宣佈該病毒進入全球大流

行；確診個案數至五月中已超過四百萬，死亡人數在數十萬以上。許多國

家遭受疫情嚴重衝擊，醫療體系面臨或經歷崩潰。因應疫情，各國政府在

偵測可能染病並隔離已確症的患者之餘，也紛紛採取程度不一的限制人群

移動及接觸的措施，並宣導、教育國民學習勤洗手、戴口罩或維持社交距

離等個人衛生習慣。因為防疫考量及恐懼心理而停擺的經濟活動，如何能

在疫情過後重啟與復甦，則是各國政府、企業及生計攸關的個人下一步面

臨的難題。台灣，除了本身做好邊境管控與防止本土社區傳播外，又因本

身具爭議的國家身份定位問題，而捲入一場場防疫、國家主權、兩岸關係、

全球治理的論戰之中。戴上社會學的透鏡，我們如何看待這場人類與病毒

又一回合的作戰，在台灣、東亞乃至於全球的場域中展開？社會學既有累

積的成果，如何啟發你我更好地與病毒共舞，面對它帶來的全球性風險？

疫情帶來的衝擊及種種現象，又暴露了人類社群、台灣社會哪些面向上的

侷限與特性？ 

在這個全球鉅變乍然降臨的 2020 年，同時也是台灣社會學會年會主辦

方台灣大學社會系創立六十週年。驀然回首過去這一甲子的歲月，這個學

門有著許多堅毅的研究者身影，穿梭在台灣這塊土地的每個角落——都市

社區、鄉間角落、山上海邊以及圖書館和文獻史料庫裡，進行紮實的資料

搜集與理論反省，積累了一篇篇、一本本描繪及解釋本土社會脈動的學術

作品，伴隨台灣走過了威權統治、經濟起飛、民主化轉型、全球化帶來的機

遇與風險，以及虛實之間的後真相年代。如今，我們迎來了疫情帶來的全

球鉅變，期待能在其帶來的衝擊下檢視並反省台灣社會學，如何在過去的

基礎上更好地理解、貢獻與保衛社會，進而想像下一甲子的社會學可以如

何開展。透過這個齊聚台灣社會學各世代的年會場合，讓你我「疫」起看社

會。 



 │4 

主辦單位│台灣社會學會、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合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協辦單位│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台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 

贊助單位│台灣民主基金會 

籌備小組│ 

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社會系系主任               林國明 

台灣社會學年會籌組人／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簡妤儒 

台灣社會學會秘書長／台北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葉欣怡 

台灣社會學會副秘書長／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黃克先 

台灣社會學會副秘書長／輔仁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石易平 

台灣社會學會副秘書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蔡博方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吳嘉苓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曾嬿芬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林鶴玲 

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劉仲恩 

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郭貞蘭 

 

助理群（按照筆畫排序） 

王安琪、王麗婷、柯亮宇、池婕、黃瑜焄、黃怡菁、郭韶桓、廖健伶、 

潘冠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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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及注意事項 

一、 各場次時間為 100分鐘，場次時間分配（分別為三/四篇論文發表時間安排） 

 發表人每人 20/15 分鐘報告：倒數三分鐘舉牌並按鈴一下；時間到按鈴兩下，

請立即結束 

 每篇文章由觀眾提問及發表人回應 10/10 分鐘；倒數三分鐘舉牌並按鈴一下；

時間到按鈴兩下，請立即結束。 

 主持人可依現場狀況彈性調整時間，但必須按議程準時結束。 

二、 報告者自備隨身碟儲存簡報檔，並於該場次開始前休息時段將檔案交給工作人

員傳入電腦。為避免休息時間有所耽擱，一律不接受外接個人電腦。 

三、 現場配備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作為簡報投放軟體，若恐有不相容、

版型跑位等狀況發生，請事先將簡報檔轉檔為 PDF 檔備用，請勿自行安裝其他

程式或自行下載字體。 

四、 現場無提供線材及轉接頭，若需使用音效，僅能以電腦本身音量播放。 

五、 線上參與會議者，請依照籌備小組寄送之行前指示操作。線上參與會議方式，僅

提供給線上參與發表人使用。 

六、 會議期間請將行動電話及電子設備關機或靜音。 

防疫措施 

因應台灣大學防疫措施，與會者請配合以下注意事項： 

1. 進入各系館請完成實名登記、配戴口罩與量測體溫。 

2. 倘若 14 天內有類流感症狀：發燒（≧37.5℃）、咳嗽、喉嚨痛、呼吸道窘迫、流鼻

水、肌肉或關節酸痛、頭痛等，請勿參加。 

3. 領取餐點及餐盒時，請務必配戴口罩。 

注意事項 

1. 每間會場皆提供免費無線網路，帳號密碼於黑板靠門口側。 

2. 全會場不供應瓶裝水，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杯子。 

3. 年會期間校園停車資訊：麻煩有停車需求的與會者，請在報到時主動出示停車票卡，

蓋章後可享停車費用半價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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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資訊 

年會各發表會場樓層 

社會科學院： 

1 樓 102 教室（11 月 29 日場次） 

2 樓 202 教室（11 月 28 日場次） 

3 樓 306 教室（11 月 29 日場次） 

社會社工系館： 

1 樓：R101、R103、R104 

2 樓：R203、R205、R207、R211 

3 樓：R318B、R319 

4 樓：R401 

其他重要地點※各會場及其他重要地點主要位於社會社工系館※ 

 報到處：社會系館 1 樓大門。 

社科院場次報到處：社會科學院 2 樓樓梯口（11 月 28 日場次）； 

社會科學院 1 樓鄰近電梯處（11 月 29 日場次）。 

 休息區及中午用餐地點：R110、R112、R209 及 1、2 樓中庭。 

 休息交流區：社科院 R108。 

 茶點擺放處：1 樓鄰近電梯二側之空地、中庭側邊走廊。 

水杯租借與行李寄放處：R100。 

 台大社會系系慶專展區：1 樓中庭側邊走廊。 

 書展：1 樓中庭後方空地。 

 便當發放地點：社會系館各會場、1 樓大廳及 2 樓 R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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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科技大樓站往台大社會系館 

 

 

 

 

 

 

 

 

 

 

● 捷運公館站往台大社會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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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宴地址：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三十號-悅香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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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第一天】2020 年 11 月 28 日（週六） 

時間 內容 

09：00–09：30 報到（社會系館 1 樓大門） 

09：30–10：20 

社會系館 

R101 

1.【開場演講】社會學與台灣社會 

主持人：林國明 

講者：葉啟政、蕭新煌、瞿海源 

10：20–10：30 休息 

10：30–12：10 

社會系館 

R101 

2.【系慶座談】學術與政治參與 

主持人：林國明 

與談人：蕭新煌、瞿海源、范雲、林國明 

10：30–12：10 

社會系館 

R103 

3.超越醫學證據：治療的可行性 

主持人：李柏翰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張廷碩 做治療、做階級：早期療育臨床實作 梁莉芳 

林子勤 
主流之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孩童家長的

另類治療經驗 
梁莉芳 

官晨怡 新冠肺炎下的疫苗論述分析 李柏翰 

10：30–12：10 

社會系館 

R104 

4.原住民：制度、歷史與日常 

主持人：林文蘭 

作者 篇名 

賴瑩珊 學習的艱難？－偏鄉原住民學生學習文化之社會機制 

林文蘭 加分是保障或污名？原住民升學優待的歷史機遇和當代挑戰 

陳諺樑 從大寫的族名到日常文化的自我觸發－噶瑪蘭族的實踐之路 

劉千嘉、章英華 原漢通婚對原住民族語言承繼的影響：2010 年人口普查的證據 

10：30–12：10 

社會系館 

R205 

5.理論：自我、精神與物質 

主持人：魯貴顯 

作者 篇名 

魯貴顯 無法外於媒介的物 

王傳翔 當代社會中「自我」的喜劇與悲劇——從自助與治療書籍來看 

10：30–12：10 

社會系館 

R207 

6.食物：技術與市場 

主持人：洪伯邑 

作者 篇名 

周冠良 台灣鮮乳的品質建構：食品安全市場化與社會技術組裝 

何怡璇 崁仔頂魚市：現流仔與它們的「熱鏈」 

黃煜智 培養肉的動物倫理：以人文主義與後人類主義的觀點 

高子壹 世界咖啡之都：第三波精品咖啡利基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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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10 

社會系館 

R211 

7.【圓桌論壇】新社會學的想像：AI 社會 

主持人：吳明燁 

與談人 講題 

高郁惠 What defines us human beings？ 

劉育成 Can human be perfectible? --How AI changes humans and society 

范綱華 AI 可能會如何影響宗教信仰？ 

黃朗文 人工智能無所不能嗎？ 

劉維公 進入人類世時代，我們還需要社會學嗎？ 

10：30–12：10 

社會系館 

R319 

8.【新書發表】 

鄭陸霖，2020，《尋常的社會設計：一位任性社會學者的選物展》 

與談人：石玉華 

10：30- 12：10 

社會系館 

R401 

9.戰後台灣治理經驗 

主持人：林宜平 

作者 篇名 

葉昀昀 衛生所與技術專家：冷戰時期的鄉村衛生建設 

謝新誼 
國際衛生現代性想像的戰後砂眼疫苗試驗：NAMRU-2、台灣獼

猴、中華兒童和砂眼病毒 

洪廣冀、張嘉顯 
戰後台灣國有林增產與政策轉變：以新竹林區管理處轄區為例

（1945-1972） 

10：30–12：10 

社會科學院 

202 

10.高中生座談（一）認識社會學 

主持人：蔡博方 

與談人：翁志遠、周怡君、高國魁、邱花妹、沈秀華 

12：10–14：30 午餐 

12：30–14：10 

社會系館 

R101 

台灣社會學會會員大會暨碩士論文獎及田野工作獎頒獎典禮 

14：30–16：10 

社會系館 

R101 

11.【系慶座談】學術界的轉型正義 

主持人：陳東升 

與談人：陳東升、張茂桂、汪宏倫、葉虹靈 

14：30–16：10 

社會系館 

R103 

12.「看見」照護的多元實作：身體技藝中的觸摸、情緒與聲音 

主持人：施麗雯 

作者 篇名 

陳韋宏 挑戰「診治分工」：物理治療師的評估工作與照護實作 

陳姿君、林昱瑄 協商「不／確定性」： 腫瘤個管師的安心勞動與照護實作 

施麗雯 「看見聲音」：丹麥助產師的聽診技藝與多元的照護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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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6：10 

社會系館 

R104 

13.當代馬來西亞國家與族裔政治：記憶、教育、空間、產業 

主持人：黃科量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劉治劭 四個馬哈迪與馬來西亞社會：名人聲望的記憶研究 林文蘭 

黃科量 
教育優惠措施政策與「範疇的微觀政治」： 

馬來西亞華人中學生的種族情緒、抵抗策略與象徵劃界 
林文蘭 

顏聖錝 族裔政治的交纏：馬來西亞國家空間的轉向 邱炫元 

王鈞瑜 
抗爭的基礎建設： 

從邊佳蘭綜合石化園區看馬來西亞國家發展的地方政治 
邱炫元 

14：30–16：10 

社會系館 

R203 

56.共同體之形塑：劃界與跨界 

主持人：劉名峰 

作者 篇名 

劉名峰 關係論下的海洋社區及其建構：以金門陳坑聚落為例 

陳靜玉 重塑國族歷史：解構時間、全球化與多元主體的形成 

朱凌毅 跨界的駕馭：兩岸人車空間中的角色與身份 

施富盛 近代波蘭公民社會的形塑與發展 

14：30–16：10 

社會系館 

R205 

14.地方社會與農業變遷：商品鏈分析 

主持人：王驥懋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葉守禮 
世界經濟與地方社會： 

山城多樣性園藝農業的地方後勤網絡 
王驥懋 

*黃士玨 連結跨國農產市場：以台灣檸檬合作社的中介為例 鄭力軒 

林忠緯 綠色黃金：毛豆的生產體制與跨國供應鏈 王驥懋 

14：30–16：10 

社會系館 

R207 

15.審議民主實作的社會學反思 

主持人：林祐聖 

作者 篇名 

林祐聖 寫下來或講出來：兩種審議主持策略的比較 

葉欣怡、盧孟宗 
再探審議的不平等：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之參與式預算試辦計畫後續調查 

盧孟宗、葉欣怡 
審議實踐與民主想像： 

以對參與式預算先驅計畫的質疑與不滿為例（2015-2018） 

陳昱鈞 從零開始的社區審議培力：兩個社區的比較研究 

14：30–16：10 

社會系館 

R401 

16.勞動現場（一） 

主持人：邱羽凡 

作者 篇名 

成令方 空服員的美麗勞動與抗爭行動 

陳佩妤、林昶志 

林益睿、余昕寰 
大專院校兼任教師的甘願勞動－回應高教崩壞下的勞動處境 

潘才鉉 什麼成為「新聞」？新聞產製多元邏輯的社會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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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6：10 

社會系館 

R318B 

17.社會調查師系所招募說明會 

范綱華、鄭祖邦、石易平 

14：30–16：10 

社會系館 

R319 

18.《前沿社會學研究》：科技部人社中心社會學營簡介 

曾嬿芬、王宏仁、潘美玲、陳美華、王梅香、邱花妹 

14：30–16：10 

社會系館 

R211 

19.後人類處境的技術與社會 

主持人：曹家榮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劉育成 
Exhaust vs. Illustrate: How AI can learn from HI,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post-human conditions 
曹家榮 

洪靖 沒有能動性：人類與非人的大對稱 黃厚銘 

曹家榮 後人類與俗民方法學：社會生活的持續組裝重構 黃厚銘 

14：30–16：10 

社會科學院 

202 

20.【圓桌論壇】COVID-19：台灣公民社會的培力與動員 

主持人：蔡友月 

與談人 講題 

*陳美霞 

*陳奕曄 
當我們面向草根社會：《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的培力與動員 

李雅琳 護動 E 起來 

莊庭瑞 共同的遺產：大流行病與開放協作 

林文源 記疫培力 全民參與 

16：10–16：30 黑皮時光 

16：30–18：10 

社會系館 

R101 

21.【新書座談】 

吳乃德，2020，《台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 

與談人：陳翠蓮 

16：30–18：10 

社會系館 

R103 

22.編排生命 

主持人：洪意凌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吳嘉苓、陳韋宏 

、坂井日南多 
成功率與成功故事：生殖醫學編排科技效力的台日比較 洪意凌 

李佳霖 在藥丸與病毒量之間：愛滋陽性主體性的重探 洪意凌 

洪意凌 
Life After Leprosy：  

The Organist‘s Wife and Her Confidante 
李佳霖 

王安琪 
生命末期的期待與不確定性： 

安寧團隊預後溝通與照護安排 
李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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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8：10 

社會系館 

R104 

23.鉅變中的竹塹社會 

主持人：林文蘭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謝嘉欣、王宣敏 

楊淳斌、劉純蕙

陳彥儒 

今晚，我想來點外送員的甘苦談： 

美食外送平台與外送員之間的勞動關係 
劉清耿 

池翊寧、何芊葳 牽起連結：從經營者的生命經歷看獨立書店的社會意涵 李令儀 

楊旻臻、宋虹儀 重構與新生：北管軒社行動者的文化實踐 李令儀 

16：30–18：10 

社會系館 

R203 

24.品味、休閒與文化 

主持人：李玉瑛 

作者 篇名 

蕭旭智 恢復疲勞？日治時期台灣月薪階層組織化休閒娛樂初探 

李玉瑛 被拍賣型塑的收藏品味 

黃金盛 當代美學政治的社會學解讀 

16：30–18：10 

社會系館 

R205 

25.道地食物與滋味實作 

主持人：洪伯邑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洪伯邑、黃明堂 打造「邊境中心」：中國西南的咖啡生產與小城市再造 

何撒娜 

、 

洪伯邑 

王彥蘋 泰與非泰：泰國菜的區辨與認同 

黃舒楣、張宇忻 原鄉紅藜的滋味政治：原真性之發酵與發現 

黃書緯 
學釀酒，組在地： 

以台灣北部精釀啤酒生產網絡為例 

16：30–18：10 

社會系館 

R207 

26.台灣宗教社會學的回顧與前瞻 

主持人：齊偉先 

作者 篇名 

丁仁傑 社會分析方法與道教社會學芻議 

劉韋廷 從禁錮到自由：解嚴後的台灣宗教與醫療研究回顧 

邱炫元 華人穆斯林的亞洲離散：伊斯蘭社會學的視點 

林育生 離散、移民或少數族群？東南亞華人民間教團研究的視角 

16：30–18：10 

社會系館 

R318B 

27.兒童與童年的社會學研究 

主持人：張弘潔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吳品賢 校園內外的社區運動：美濃的地方本位教育初探 石易平 

石易平 當我們玩在一起：兒童遊戲場使用者經驗初探 張弘潔 

張弘潔 
罷不罷課？ 

2019 年台灣兒少參與氣候罷課的發展、協商與因應 
石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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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8：10 

社會系館 

R401 

28.勞動現場（二） 

主持人：成令方 

作者 篇名 

高述萱、黃彥凱

張育誠、管 靚 

方律元 

製造安逸：以勞動文化探討庇護工場之低轉介率 

邱羽凡、蘇珊霈 

、林均禧 

團結的抉擇？台灣工會組織發展與「禁搭便車條款」之運用分析

－兼論團體協約法第 13 條之規範意義 

*彭昉 好工作、壞工作？中國非正式服務業裡的異質職業流動民族誌 

16：30–18：10 

社會系館 

R319 

29.青年社會運動：認同與動員 

主持人：何明修 

作者 篇名 

何明修、尹慧祺 大學作為抗爭政治的場址：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動員與控制 

邱冠勛 誰是「樂青」？：社運中的認同形成與樂生保留運動 

16：30–18：10 

社會系館 

R211 

30.公民與科技 

主持人：黃厚銘 

作者 篇名 

羅維 

Sam Robbins 
面對數據的海洋：台灣公民科技與跨國開放數據的想像 

陳廷彥 
「黑箱」政權中的開放資料： 

一個結合理念分析的歷史制度論解釋 

陳資涵 公眾對於科技領域的主觀態度分析 

黃令名 福爾摩沙科技絕景：捷運社會史與民族主義科技初探 

16：30–18：10 

社會科學院 

202 

31. Covid-19 科技、防疫與治理 

主持人：蔡友月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雷祥麟 
防疫口罩的「誕生」與爭議： 

初探滿洲鼠疫（1910-1911）與西班牙流感（1918-19） 
陳嘉新 

蔡友月 新冠病毒與台灣生物民族主義的國家治理 陳嘉新 

陳宗文 「枯苗望雨」或「揠苗助長」：新冠疫苗的治理迷思 陳嘉新 

趙恩潔 民主之神：媽祖防疫的行動者網絡 陳宗文 

彭松嶽 台灣數位防疫的治理與實作 陳宗文 

18：30–21：30 晚宴（需事先報名或由大會邀請，地點位於福華文教會館悅香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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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2020 年 11 月 29 日（週日） 

時間 內容 

08：30–09：00 報到（社會系館 1F 大廳） 

09：00–10：40 

社會系館 

R101 

32. COVID-19：口罩買/戴起來 

主持人：吳嘉苓 

作者 篇名 

張名宜、吳金春 

陳嫦伶、江瓏琪 

、黃而婉 

疫情爆發初期民眾對勤洗手和口罩政策的相關研究 

黃嬿蓉、吳金春 

、楊承祐 
網路民眾對口罩政策與兩次撤僑的支持與滿意 

黃郁潔、徐思筠 民眾口罩使用經驗 

周睦怡、鄭珮宸 

陳以儒、陳東升 

從自由的窄廊探討新冠肺炎對台灣國家社會關係的影響： 

以口罩地圖為例 

09：00–10：40 

社會系館 

R103 

33.防疫政策、技術與照顧 

主持人：曾凡慈 

作者 篇名 

陳永傑、周怡君 台灣與中國廣東照顧移工的新冠肺炎防疫政策比較分析 

黃于玲 
數位公衛防疫科技的科學、倫理與法律： 

從智慧防疫到負責任的資料使用 

劉怡寧 超越社會距離，生命從未孤立：法鼓山的線上防疫策略 

曾凡慈 疫情下的照護、風險與道德性 

09：00–10：40 

社會系館 

R104 

34.司法正義及其艱難 

主持人：吳宗昇 

作者 篇名 

柯昀青 無罪可認、無病可治：當性侵犯在監治療遇上冤案當事人 

高珮瓊、張庭瑋 另類「被害人」：論性侵案件中的科學證據、司法實作與冤罪風險 

林慈偉 從「三根鷹毛案」談司法判決中的原住民文化抗辯論述及其運用 

09：00–10：40 

社會系館 

R203 

35.同志、防疫與汙名 

主持人：陳伯偉 

作者 篇名 

陳伯杰 
全球疾病蔓延下的烏托邦： 

新冠肺炎對台灣男同志藥愛社群的影響 

吳宗泰 
看得見的恐懼，防不了的污名： 

執勤員警愛滋恐懼與心理危害初探 

李冠勳 法外的隱形破口－防疫網中被遺漏的男男性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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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0：40 

社會系館 

R205 

36.新媒體/網路效應 

主持人：林宗弘 

作者 篇名 

凌心耕 
When Marketplace of Ideas Meets Echo Chambers:  

Reconciling Dissonance and Deliberative Models of Diversity 

*Paul WK Lam 
‘Content farm’ pages in social media: Exploring the framings of online 

health care information in social media platform 

張閔喬、張鈞智 

、林宗弘 
資訊兵法：假訊息作為資訊威權輸出的策略 

09：00–10：40 

社會系館 

R207 

37.運動社會學 

主持人：林伯修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孫佳婷 
基因科技／基因禁藥： 

運動領域中之認識架構、發展與治理 
林伯修 

黃 駿 機會或牽制？台灣原住民族田徑運動員的晉級之路 林伯修 

林亮穎 
不再「土法煉鋼」： 

運動科學專業與高中體育班排球教練的協力共作 
陳昱文 

張芸瑄 夢想的背後：國泰女桌國手的訓練體制和自我認同 陳昱文 

09：00–10：40 

社會系館 

R211 

38.生命歷程與健康（一） 

主持人：王維邦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林桂綉、陳易甫 已婚子女代間居住安排之變遷與其主觀幸福感的關連 王維邦 

王如汶、邱紀尊 
Who you live with matters： 

living arrangement and life expectancy 
王維邦 

胡力中 親密關係與居住安排對年輕成年人幸福感的影響 邱紀尊 

王維邦、張 微 

蔡瑞明、劉思哲 

Nuclear/Extended Family Relationships, Health and 

Happiness in Late Life: Gendered Findings from Taichung 

and Honolulu 

邱紀尊 

09：00–10：40 

社會系館 

R318B 

39.（挑戰）性別化的環境 

主持人：林鶴玲 

作者 篇名 

洪英華 
性別環境對高中生心理健康狀態的影響： 

男校、女校與混和性別學校的比較 

王舜民、張 筠 

何函育、李庭妤 

徐嘉翎、林芝羽 

、林怡臻 

在「隔離」與「排除」之外－大學圖書館設置「女性優先座位」

的個案分析 

*Meng-Jung Lin 
Women, Genes, and STEM: The Effects of Biology and Gendered 

Environments on High School Course-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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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0：40 

社會系館 

R319 

40.【圓桌論壇】COVID-19 與綠色轉型 

主持人：邱花妹 

與談人 講題 

劉仲恩 環境社會學與 COVID-19 

趙家緯 永續轉型與綠色振興 

洪申翰 綠色振興的台灣條件 

陳惠琳 民間團體綠色振興倡議 

邱花妹 公正轉型的思考 

09：00–10：40 

社會系館 

R401 

41.【新書座談】 

葉啟政，2020，《從因果到機制：經驗實徵研究的概念再造》 

與談人：湯志傑 

09：00–10：40 

社會科學院 

102 

42.高中生座談（二）：新課綱與學習歷程 

主持人：葉欣怡 

主講人：林國明、張茂桂、陳婉琪 

09：00–10：40 

社會科學院 

306 

43.經濟社會學 

主持人：潘美玲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潘美玲、謝斐宇 

、鄭志鵬 

既非階層也非市場： 

台灣工具機口罩國家隊成軍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李宗榮 

苗延威 
1920 年代台灣的煤礦產業與煤礦工人： 

巿場經濟與道德經濟 
潘美玲 

陳宇翔 不要栽進去! 台灣股市散戶的文化腳本與行動策略 潘美玲 

鄭志鵬 
技能形成與學習的多樣性： 

初探公東高工師徒制在台灣工業職業教育的發展 
李宗榮 

房思宏 時間可交換嗎？時間銀行的發展困境與社會對話 潘美玲 

10：40–11：00 黑皮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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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40 

社會系館 

R101 

44.【系慶座談】社會學知識本土化 

主持人：翟本瑞 

與談人：葉啟政、張茂桂、黃崇憲 

11：00–12：40 

社會系館 

R103 

45.國族、認同與集體記憶 

主持人：葉欣怡 

作者 篇名 

Ka U Ng, 

Yung-Ying 

Chang, 

KeLiang Ng 

Cultural Schema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aiwan 

Vladimir Stolojan-

filipesco 

What is national memory? Taiwan as 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collective memory 

陳瑞樺 國族模型與移民再現：不同國家移民博物館的社群政治指向 

黃俊銘 
音樂、文藝機構與身分： 

中國的《人民音樂》如何論述台灣流行音樂 

11：00–12：40 

社會系館 

R203 

 

46.同志親密關係：實踐與困境 

主持人：王宏仁 

作者 篇名 

郭彥霆 
櫃中出櫃的困境－ 

雙性戀者參與同志社群的現身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王宏仁 我們想黏在一起：同志親密關係與創業 

白爾雅 
「可以結婚了，然後呢？」 

女同志家庭十年重訪與後同婚時代關係實踐 

胡郁盈 
解構「家國」連續體： 

同性婚姻合法化運動中雜化的家庭主義與國族主義 

11：00–12：40 

社會系館 

R205 

47.鉅變社會中的照護實作 

主持人：盧敬文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鄭芮欣 就跟你說了放手：照顧管理體制的正當化 盧敬文 

盧敬文 
生命末期的在地道德世界： 

對安寧共照個管師與家庭會議的考察 
曾凡慈 

*陳 瑩 

My Today Is Your Tomorrow: 

Biopower of Cancer, Peer Volunteering, and Patient Activism 

in China 

李韶芬 

周怡君 
老人照顧與障礙者照顧的聚與離：台灣老人長照自立支援

與障礙者自立生活的比較分析 
林文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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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40 

社會系館 

R207 

48.社會網絡與其影響 

主持人：熊瑞梅 

作者 篇名 

林昌逸、熊瑞梅 個人非親屬網絡三者關係結構的變遷：1997 年與 2017 年的比較 

曹馨云、熊瑞梅 個人親屬網絡之親密度分析：1997 和 2007 年的比較 

Heng-Chien Liou,  

Hsuan-Wei Lee 
Social Contagion and Associative Diffusion on Multilayer Networks 

陳斐卿 教師陪伴教師，如何可能？ 

11：00–12：40 

社會系館 

R211 

49.生命歷程與健康（二） 

主持人：范綱華 

作者 篇名 評論人 

王盈婷 一個人住也很好？台灣獨居者之樣貌、人際互動與福祉 范綱華 

洪士峰、巫麗雪 反思成功老化：以北部某安養機構為例 范綱華 

翁志遠 
The reciprocal association between unsecured deb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early to mid-adulthood 
王盈婷 

范綱華 
探究宗教參與和復原力的關聯機制： 

意義感、掌控感、社會支持的中介效應 
王盈婷 

11：00–12：40 

社會系館 

R319 

50.教育制度：改革與創新 

主持人：陳婉琪 

作者 篇名 

陳薏文 繁星推薦的興起－從歷史制度論看大學入學制度革新 

林國明、趙振辰 大學多元入學管道和社會公平：以台大學生調查資料為例 

林凱衡 
重訪人力計劃下的國家與企業關係：以職業訓練金為例 

（1966-1983） 

劉以正 創造實驗教育品牌：華德福教育在台灣的制度化 

11：00–12：40 

社會系館 

R401 

51.能源轉型 

主持人：劉仲恩 

作者 篇名 

許令儒 能源轉型過程中的社區公民電廠發展 

邱啟新 能源民主與建築公共性：公民電廠作為都市發展之環境社會論述 

郭子綾 

Energy poverty and the elderly-care－Exploring energy poverty in the 

elderly-care through case studies with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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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40 

社會科學院 

102 

52. COVID-19：國家/社會動起來 

主持人：徐婕 

作者 篇名 

田輝皇、 

*田畠真弓 
資本主義多樣性與公共衛生政策：台日新冠防疫措施比較 

徐婕 
Comparing civil societies’ responses to COVID-19 measures: 

The role of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social dissents 

鍾覺辰 COVID-19 中國疫情下的跨國慈善行動：以海弗拉斯中學為個案 

林宗弘、張閔喬 

、張鈞智 

政府資助假訊息會讓冠狀病毒等呼吸道傳染病疫情惡化： 

來自全球資料的證據，2000-2017 

11：00–12：40 

社會科學院 

306 

53.【圓桌論壇】經濟社會學 Business Meeting 

主持人：鄭力軒 

12：40–13：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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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10 

社會系館 

R101 

54.【系慶座談】性／別與學術勞動 

主持人：曾嬿芬  

與談人：孫中興、彭郁晶、吳嘉苓、王宏仁 

13：30–15：10 

社會系館 

R103 

55.照顧作為分析權力的透鏡：性別、階級、族群與遷移身份 

主持人：藍佩嘉 

作者 篇名 

唐文慧 台美「混做」母職：移民女性的媽媽日常 

洪惠芬 
「親職外包」的極限？ 

私營課後安親服務工作者的勞動與生活困境初探 

黃種賢 「新」家庭，舊分工？：東南亞女性移民配偶的家務分工經驗 

梁莉芳 跨國「做媽媽」：印尼家庭看護移工與她們母國的子女 

13：30–15：10 

社會系館 

R203 

57.性：權力與挑戰 

主持人：胡郁盈 

作者 篇名 

徐豪謙 
靠女人吃飯的男人們： 

酒店陪侍產業男性從業者的勞動與「失職」 

陳美華 挑戰異性戀常規性：在婚外性中協商親密自我的女性 

楊又欣 
當嫖客成為「受害者」： 

跨國情色按摩中娼嫖權力關係的性場域分析 

13：30–15：10 

社會系館 

R205 

58.住宅社會化的轉型？社會住宅運動十周年對住宅去商品化的影響  

主持人：陳怡伶 

作者 篇名 

陳怡伶、曾稚驊 

、于欣可 
住宅社會化的政策建議 

曾稚驊 
雙城故事： 

社會住宅在台北與桃園的制度邏輯與實作比較（2014-2018） 

沈孟穎 台灣公共住宅社會性的消解和商品化，1910～至今 

傅偉哲 是「鮭魚」還是「鯊魚」？兩岸貿易與台灣房地產業發展 

彭揚凱、廖庭輝 社會住宅運動十年：重新理解台灣社會住宅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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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10 

社會系館 

R207 

59.貧窮社會學 

主持人：黃克先 

作者 篇名 

吳宗昇 找一個棲身處：街友／無家者「脫遊」的路徑分析 

黃克先 成為無家者：家的多義與交織 

黃怡菁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無家者的時間感受與安排 

13：30–15：10 

社會系館 

R211 

60.社群主體的建構與社會互動 

主持人：蔡博方 

作者 篇名 

蔡博方 晚清民初社會的「紳權興衰」論述考察：數位人文取徑的初探 

林平、林東余 荷蘭時期印尼華人的政治態度 

王錦心、邱炫元 台灣視障基督徒教會參與之初探 

13：30–15：10

社會系館 

R318B 

61.【新書座談】 

周桂田，2020，《亞洲氣候變遷治理》（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in Asia） 

與談人：高淑芬、*長谷川公一、*具度完、*尹順真、*Anshu Ogra 

13：30–15：10

社會系館 

R319 

62.【新書座談】 

蕭新煌、楊昊，2020，《進步與正義的時代：蕭新煌教授與亞洲的新台灣》 

與談人：林宗弘 

13：30–15：10 

社會系館 

R401 

63.升學：競爭與失敗 

主持人：陳婉琪 

作者 篇名 

劉若凡 
翻身之梯或再製之門？ 

高中生的升學選擇、分數機會空間、與資本動員過程 

Tzu-Hsuan Dennis 

Tseng,  

Yi-Lin Chiang, 

Hsuan-Wei Lee 

Ladder Climbers or Interest Pursuers?   

College Majors and Minor Choices in Taiwan 

劉頌予 怕失敗乃成功之母？比較中台學生害怕失敗與學業能力的關係 

陳克瀚 
國際教育中的市場尋租者： 

經濟社會學分析下的台灣高等教育留學產業 

13：30–15：10

社會科學院 

102 

64. COVID-19：疫情中的情緒與照護 

主持人：呂佩穎 

作者 作者 

呂佩穎、陳建州 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對大學生情緒與行為的影響 

盧禹文、李至承 
疫情下的情感性支持： 

隔離／檢疫者 Instagram 公開貼文與回應之正負向情感關聯 

陳維平 疫「情」下的手機交友文化 

15：10–15：30 黑皮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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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10 

社會系館 

R101 

65. COVID-19：後疫情生活 

主持人：陳志柔 

作者 篇名 

華樹華 
COVID-19 與後疫新生活之研究： 

社群、媒體之大數據及網絡分析 

Helen Murphy 
Sustainable Tourism in a Post-COVID World: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古明君 新冠肺炎中的台灣社會旅遊想像 

15：30–17：10 

社會系館 

R103 

66.都市、土地與住宅市場 

主持人：戴伯芬 

作者 篇名 

戴伯芬 
城市縮退中的仕紳化－ 

2000 年後新莊、艋舺與大稻埕傳統市街轉型的比較 

顏誌君、楊友仁 
重劃政治、虛擬地主與地方土地產權體制： 

台中的自辦市地重劃案例分析 

蔡嘉信 
社會運動如何形塑市場？ 

「崔媽媽」與台灣住宅市場之互動（1989-2019） 

15：30–17：10 

 

社會系館 

R207 

67.貧窮經驗與其再現 

主持人：吳宗昇 

作者 作者 

黃芳誼、何宗翰、 

廖容瑜、陳炳仁 
1997-2013 年台灣在宅醫療照護資源分配：性別與收入重要嗎？ 

彭思錦、關秉寅 下流社會？台灣主觀階級地位長期變遷的 APC 分析 

鄭宇廉 貧窮男同志的生存實作與認同形構 

郭旆君 不同種的「浪溜嗹」：遊蕩少年的玩樂與區異 

15：30–17：10 

社會系館 

R205 

68.婚姻與家庭 

主持人：巫麗雪 

作者 作者 

袁詠蓁、伊慶春 
家庭價值觀的轉變： 

邁入老年初期父母對成年子女婚姻期待之探究 

張榮富、廖婕婷、 

毛彥筑、林侑誼 

2018 與 2035 年中國四大城市男女擇偶機的模擬推估： 

以婚友網站會員年齡偏好互選配對為研究方法 

*陳程威 Transnational Marriage in China 

15：30–17：10 

社會系館 

R319 

69.【新書座談】 

Mei-Fang Fan（范玫芳）, 2020,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Taiwan: A Deliberative Systems 

Perspective 

主持人：蕭新煌 

與談人：陳東升、周桂田、蕭新煌 

1710：– 賦歸 

備註： 

*為線上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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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學會 

第 33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時間：2020 年 11 月 28 日（週六）12:30‐14:10 

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系館 101 室 

主席：理事長 林國明 

司儀：秘書長 葉欣怡 

出席：本會會員 

 

壹、 主席致詞 

貳、 109 年度報告 

（一） 本年度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 

（二） 財務及會員人數報告 

（三） 重點會務報告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認可 108 年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 

提案二、 認可 110 年度收支預算表、工作計畫 

肆、 頒獎典禮：109 年碩士論文獎暨田野工作獎 

（一） 說明甄選流程 

（二） 頒發獎狀及獎座 

（三） 得獎人發表感言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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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台灣社會學會年度碩士論文獎、

碩士論文佳作獎 

2020 年台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獎共有 30 篇碩士論文參加甄選，由碩士

論文獎評審委員會歷經初審、外審、決審三階段選拔，決選出兩篇碩士

論文獎、四篇碩士論文佳作獎。 

評審委員會成員：葉欣怡、吳宗昇、古明君、王梅香、蔡博方、陳易甫 

年度碩士論文獎（依姓名筆劃排序，不計名次） 
———————————————————————————————————————— 

▍得獎者：彭皓昀（交通大學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論文名稱： 

難民性的再生產：以 Majnu-ka-tilla 流亡藏人為例 

▍指導教授：潘美玲 

▍得獎說明： 

作者建立的難民居住地治理關係下的四種理想型，定位其研究田野ＭＴ是都市聚落。在此

一都市脈絡下的流亡藏人棲居處，分析流亡藏人與地方社群的交往互動，以理解印度社會和流

亡藏人的關係。第三章ＭＴ的發展史中，人群安置涉及的政府行動，MT 作為藏人棲居地的空

間樣貌，土地資本，都有很好的說明，以此展現了在國家治理下的藏人居於隔離與庇護之間。

此文文字流暢，分析深刻，適度的理論對話。作者視難民為行動者，是在流亡過程中變化的社

群，第四章以此立論，討論流亡藏人內部歧異性（1979 年之後流亡的藏人無難民身份亦無土

地，經濟上更為弱勢，而在個人生命週期中何時流亡至印度也有重要影響）如何在流亡過程中

產生影響。難民性，難民的共同經驗與處境，如何在每日生活中被社會再生產，結構性的國家

力量又如何介入難民性的再生產。理論意涵深刻。 

  



 

 

│30 

 

▍得獎者：謝璇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論文名稱： 

學工生產線？「新南向」學生的遷移過程與機制 

▍指導教授：曾嬿芬 

▍得獎說明： 

該篇論文討論新南向移工的形成，國家政策、制度、私校、仲介、學生的遷移基礎設施，

以及移動者的對成功的想像和渴望。最後，導致台灣私立後段大學在自利的邏輯下，與移工、

教師、學校形成一個制度的陷阱，一個互相綑綁的結構。文筆很流暢，雖然採用半結構的訪談

比較多，但資料挖掘得很深入。即便「學工」原來國家的「牛頭」無法採訪到，但不影響討論

台灣這一端的學工、教師、學校、國家政策之間形成的結構。分析層次、理論觀點都應用的很

好。分析層次包括南向政策、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後段私立學校、移工（學工）、仲介等面向，

並系統性的推導結論，論點完整清晰。 

年度碩士論文佳作獎（依姓名筆劃排序，不計名次） 
———————————————————————————————————————— 

▍得獎者：房春旭（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論文名稱：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Educational Return and Educational Composition 

on Social Fluid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指導教授：蘇國賢 

本文從階級流動的框架出發，探討當代中國流動的情形。從傳統流動表分析出發，本文進

一步的探討世代、教育報酬與階級優勢對於階級流動的影響。在主題的選擇上較難脫離傳統地

位取得與流動的研究，不過，在分析上採用相對複雜的模型。在模型的建立與分析邏輯的推演

上皆有其嚴謹性。以碩士論文的層級來說，值得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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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施懿倫（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論文名稱： 

從協調到衝突:香港政治運動的原型與變異 

▍指導教授：吳介民 

本論文的問題意識與學術價值明確，且有較為複雜的論文結構與章節安排，分別建構出三

種理念類型，再依時間順序進行說明。其中學術貢獻，主要在於以 W. Sewell 的理論概念修正

了 C. Tilly 的抗爭劇碼解釋。 

▍得獎者：孫宇凡（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 

▍論文名稱： 

Structure, Actor and Eventful Temporality: Towards A Neo-Sewellian Theory of Logic of History 

▍指導教授：洪世謙、萬毓澤 

本論文的研究創見與學術價值明確，對於相關的理論文本進行了細緻的考察與詮釋，且具

有完整的論文結構與章節安排，分別建構出三種理念類型，再依時間順序進行說明。其中學術

貢獻，主要在於以其他古典理論與當代理論資源，來修正 W. Sewell 的理論，並且提出 Neo-

Sewellian 的理論。 

▍得獎者：游詠馨（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論文名稱： 

常與異之間的游移人生：亞斯論述、認同與社交常規 

▍指導教授：曾凡慈 

本論文分析亞斯伯格症在台灣的醫療論述與疾病敘事的轉變、以及台灣社會的社交常規對

於正常人的社交能力之預設，如何形塑具有亞斯伯格症者的生命經驗，並且探討亞斯伯格症者，

如何在醫療診斷以及文化框架下形塑/游移其認同，以回應其生命處境。這是一本理論運用得

宜，分析工整的論文。圍繞著亞斯伯格症，作者處理了醫療論述、社會常規、認同三個面向，

分析細緻。在理論對話上相當好的呈現了醫療社會學的成果。這是這篇論文的優點。但也正因

為面面俱到，中規中矩，本論文對於醫療社會學既有的理論成果，較未能發展出更進一步的對

話或挑戰，這是較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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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台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田野工作獎 

2020 年台灣社會學會田野工作獎決審會議 

2020 年田野工作獎決選會議於 2020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一）

14：30 召開，地點位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1027 會議室，

主席為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席的決審委員

為：許甘霖（東海大學社會學系）、黃克先（台灣大學社會學

系）、齊偉先、楊弘任、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委員提供書面審查意見。今年共

有十八件申請案，依據課題，將申請案分配給六位委員進行審

查，再參閱彙整的審查意見書，依據下面三原則，決定獲獎名

單：（1）踏實的田野工作與細緻的資料分析與詮釋；（2）原創

的知識貢獻；（3）上述二者的緊密連結。 

田野工作獎 
———————————————————————————————————————— 

▍得獎者：陳震遠（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論文名稱： 

社會理性的建構與重構：新竹「我們要喝乾淨水行動聯盟」的運動軌跡 

▍指導教授：洪意凌 

▍得獎說明： 

本文探究新竹的「我們要喝乾淨水行動聯盟」如何在欠缺連結污染與疾病的「病因敘事」

下，將問題框構由「病因」轉為「水資源管理」，將自己由「常民科學家」轉換為「民意的代

言人」，進而進行風險溝通與政治動員。作者透過參與實作，辨識出水資源的各個行動者（官

僚、專家、利益團體與其他團體）與主導彼此互動的結構力量（國家、科學主義、民主、市場

利益、性別成見等）。作為一個 STS 中的異例（沒有「科學論述」），本文透過緊密連結的論證，

成功地結合了 STS 與社會運動研究。作者以類似偵探推理手法，帶領讀者層層穿越常民常識，

進入科學實作的場景，偵測到內含在種種看似運動策略考量背後的價值衝突或掙扎，進而補充

了風險社會分析關於「社會理性」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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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獎佳作（依姓氏筆畫序） 
———————————————————————————————————————— 

▍得獎者：施懿倫（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論文名稱： 

從協調到衝突：香港政治運動的原型與變異 

▍指導教授：吳介民 

本文提出了一個細膩的問題：香港從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雖然發生了巨大的政治與經

濟變遷，政治行動的劇碼沒有因此而變動，反倒是在結構變動十多年後，集體行動的劇碼卻快

速變遷與創新，為什麼？這個提問立基於十分紮實的現象確立與區辨，並且有意識地透過延伸

個案法來建構謎題。透過 40 份深入訪談，本文提出了富有創意的答案：要留意事件本身的影

響以及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序列（時間性）與關連，以及運動理念的變遷及其所帶來的影響。最

後本文並與既有的理論（Tilly 的政經結構與行動劇碼變遷、廣義的動員模式論），進行深入的

對話。不論是提問、研究設計、資料的創造分析與詮釋，乃至理論對話，本文皆有高水準的表

現。未來如能將訪談資料提升到與各種文獻史料同樣重要的地位，將可以更紮實地支持主要論

證。由於香港的巨變讓研究者無法進入田野進行多樣的田野工作，如參與實作或觀察，但研究

者的反思卻擴大了對田野的想像以及資料分析與詮釋的空間。如何落實「有距離的做田野」，

並呈現出臨場的「田野感」，將是未來在威脅中研究中國以及在網路主導中探究當代社會的田

野工作者必須面對的挑戰。 

▍得獎者：康舒雅（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論文名稱： 

以身立地：彰化縣台西村高齡者人地關係的形構與轉化 

▍指導教授：王志弘 

本文探討了彰化縣台西村高齡者在老化過程中身體認同與人地關係的轉變，由老化前的

「勞動者」轉變為老化後的「漫遊者」、「勇者」與「信使」，從而人地關係也由取用與建造，

轉變為非以經濟利益為主要目地的身體實踐。研究者為當地人的外孫女，既是局內人，也兼有

研究者局外人的角色，透過長期的田野，創造了豐富、細膩與多元的材料（包含觀察、訪談、

照片等），田野工作的反思（「參與客體化」）也相當深入。如能有系統地對比「南風攝影所再

現的受苦與受害的台西村民」與作者試圖呈現的「日常生活中台西高齡者實際的生活軌跡」，

立基在田野資料上進行概念化，並且進一步整合文獻與發現，本文將是一本兼具分析意涵與深

描的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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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張淇雅（台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論文名稱： 

「人」「物」之間：遺體的能動性與飄移 

▍指導教授：陳宇翔 

死亡的田野有門檻，特別是「遺體」這種特殊的行動者和「遺體處理」這種特殊的社會關

係、互動形式和情境，禁忌和忌諱使得提問與田野工作之間存在不好苛求的默會落差。研究者

大膽地嘗試弭平這個落差，跨入這個禁忌和忌諱的田野，並且透過參與觀察，用心紀錄了現場

的場景與細節。這個田野需要膽識和勇氣，本研究有助於突破田野加諸提問的限制，值得鼓勵

與肯定。 

▍得獎者：陳重安（台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論文名稱： 

新社區如何動起來？三峽北大特區的社區在地化 

▍指導教授：張恒豪 

本文以田野工作深入探索「新社區」的現象，進而嘗試重新回應「社區如何動起來」之提

問，值得鼓勵。本文探究三峽重劃區的北大特區，如何形成社區內的凝聚，並進一步與既有的

舊社區互動，形成一個更寬廣的「三峽認同」。新社區向舊社區汲取文化傳承，塑造新的認同，

舊社區則從新社區獲得各種資源的挹注。研究者採取參與實作，蒐集並創造了多樣的資料，如

各個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連結與衝突，並進行了相當全面的詮釋，如兼顧社區組織內部的動力

與張力，不同社區組織間的合作與競爭等。如能進一步與「文化轉譯」、「在地理解範疇」等概

念深入對話，本文將會有更明確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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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會學會第 33 屆理監事  ▍ 

理事長兼常務理事  林國明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常務理事  汪宏倫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范綱華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陳美華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陳婉琪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理事  古明君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何明修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吳齊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沈秀華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周 平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所暨社教所 

周怡君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邱毓斌 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 

翁志遠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陳玉華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陳易甫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常務監事  陳志柔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監事  王宏仁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曾嬿芬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謝國雄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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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社會六十週年系慶論壇 

 

台大社會系於 1960 年成立，至今已六十年。藉由這個齊聚社會學各世代的年會場合，身

為主辦單位的我們，特別邀請大家和我們一起慶祝系慶，並透過論壇來回顧社會學和本系，如

何伴隨著台灣社會轉型共同演化，如何介入體制內外的改革，也共同前瞻台灣社會學知識如何

持續累積和深化。 

1. 開場演講（Keynote Speech）：社會學與台灣社會 

回首過去這一甲子的歲月，社會學門有著許多堅毅的研究者身影，穿梭在台灣這塊土地的

每個角落——都市社區、鄉間角落、山上海邊以及圖書館和文獻史料庫裡，進行紮實的資料搜

集與理論反省，積累了一篇篇、一本本描繪及解釋本土社會脈動的學術作品，伴隨台灣走過了

威權統治、經濟起飛、民主化轉型、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風險，以及虛實之間的後真相年代。

如今，我們迎來了疫情帶來的全球鉅變，也是思索如何在過去的基礎上更好地理解、貢獻與保

衛社會，進而想像下一甲子的社會學可以如何開展的關鍵時刻。因此，我們在大會開始之際，

特邀三位長期任教於台大社會系的台灣社會學先行者葉啟政、蕭新煌、瞿海源（按筆畫順序），

來談談這一甲子歲月中對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的觀察與反思。 

2. 系慶論壇：學術與政治參與 

在這一甲子的歲月裡，台大社會系的師生不只在學術研究上持續耕耘，同時也關心台灣社

會的發展，積極介入到公共事務，以各異的角色及靈活的策略從事政治參與。從戒嚴走向解嚴

的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民主化、千禧年後的民主鞏固時期，都看得到台大社會系師生努力的

身影。在這場論壇中，我們特別邀請不同世代的老師，一起來談談學術與政治參與的關係，分

享他們的經驗及見解。 

3. 系慶論壇：學術界的轉型正義 

台灣威權統治時期黨國很大程度掌控學術活動與知識生產，本系的運作也深受政治影響，

如省籍與意識型態等因素。即至民主化之風吹起，學術生態也有很大變化。本場次以本系與整

體學術界的歷史為題，討論學術轉型正義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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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慶論壇：社會學知識本土化  

作為一個起源於歐陸社會危機，茁壯於美國世界霸權的知識，社會學在逐漸紮根、茁壯於

台灣社會的過程中，台大社會系的師生們從未缺席。不論是知識的引進、經驗的探問，或是思

考兩者之間可能的多種樣態，社會學知識本土化一直是台灣社會學社群的共同關切主軸。在這

場論壇中，我們特別邀請了不同世代的老師，分享他們參與其中的想法，提供自己不同時期對

此議題的思考差異，期待能跟與會者們一同交流與反思。 

5. 系慶論談：性／別與學術勞動 

學術界很長時間被特定性／別身份主導的場域，在台大社會系也不例外。隨著民主化與性

／別意識提升，學生與系所體制內外的反思與努力，情況逐漸不同，本系的性別比例已呈一比

一。此外，關於性／別與學術勞動，仍有許多值得討論的議題，幾位與會者將從不同位置與生

命經驗，一同參與討論。 

 

 

場次 地點 時間 主持人 講者／與談人 

1. 開場演講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 
社會系館 101 

11/28（六）

09:30-10:20 
林國明 葉啟政、蕭新煌、瞿海源 

2. 系慶座談 

學術與政治參與 
社會系館 101 

11/28（六）

10:30-12:10 
林國明 蕭新煌、瞿海源、范雲、林國明 

3. 系慶座談 

學術界的轉型正義 
社會系館 101 

11/28（六）

14:30-16:10 
陳東升 陳東升、張茂桂、汪宏倫、葉虹靈 

4. 系慶座談 

社會學知識本土化 
社會系館 101 

11/29（日）

11:00-12:40 
湯志傑 葉啟政、張茂桂、黃崇憲 

5. 系慶座談 

性/別與學術勞動 
社會系館 101 

11/29（日）

13:30-15:10 
曾嬿芬 孫中興、彭郁晶、吳嘉苓、王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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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慶專展：社會創新●生根發芽 

台大社會系創立 60 年來，畢業系友已在社會各個角落遍地種菜、生根發芽。

許多系友都發揮創意，以新穎的方式傳遞理念，並試圖解決現存的社會問題。系

友們以多元異質的方式「做出社會學」，近年來也發展出社會創新與社會設計的

模式。這些嶄新取向，不但豐富了社會學的實踐樣貌，也激勵著母系師生在教學

研究上持續創新。 

這十年來，社會系教學也大力吸取「社會設計」的養分，開設「社會經濟組

織的創新與設計」課程，參與無邊界大學計畫、高教深耕計畫，以及創立「社會

設計」學士班跨域專長等等。我們希望培養同學對社會議題的敏銳度，並透過設

計介入社會，培養出兼具社會科學領域視野與設計實務能力的跨領域人才。 

本次年會邀請四組社會創新的組織在系慶佈展，分享成果，也期許激發更多

實踐的靈感。「奇異果文創」、「Hahow」、「衣服圖書館」、以及「陽光伏特家」，

分別在文創出版、教育平台、循環經濟、再生能源等領域，打開新局。致力於食

農議題、研發健康美味餐食的「米花」，也為年會提供了充滿台灣米香的低發酵

貝果。我們邀請大家一起來跟劉定綱（D92）、江前緯（B96）、洪于捷（B03）、

陳慶容(B03)、陳惠萍（D93）、蕭玉欣（R02）交流，探究「做出社會學」的一百

種方法！ 

地點：社會社工系館一樓中庭（若遇雨天則移至避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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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組織簡介： 

【奇異果文創】 

https://www.facebook.com/kiwifruitstudio/ 

https://www.titsia.com.tw/ 

奇異果文創不但致力於出版易於閱讀的小說和社會生活類書籍，近年來也透過募資推出強調培

養素養和獨立思考的高中國文課本、設立「底加線上平台」、出版反送中攝影集、提供給高中

生的人權素養加強班等等，以彈性靈活的方式開創文化與社會的連結。 

【Hahow】 

https://hahow.in/ 

Hahow 好學校（台語“學校＂(ha̍k-hāu)）是一間成立於 2015 年的新創教育科技公司，首創「群

募開課」的機制，打造多元跨領域的線上課程平台，創造出有別於傳統校園的創新線上學習模

式，為學生與企業打造更加智慧、自主、跨域的學習服務。 

【衣服圖書館】 

https://www.clothestelling.com/ 

衣服圖書館從在台大女生宿舍設立第一個讓大家自由交換的實體共享衣櫃開始，逐步發展出線

上共享衣系統「衣服圖書館 APP」，已在 Android、IOS 平台同步上線；每年並舉辦多場換衣活

動與展覽，協助解決二手衣閒置與丟棄的問題，並嘗試取代快時尚廉價衣服消費，持續為環境

而努力。 

【陽光伏特家】 

https://www.sunnyfounder.com 

陽光伏特家是一個聚焦於新能源領域的新創團隊，秉持社會企業精神並透過創新商業模式，打

造了台灣第一個綠能全民參與平台，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綠能環保行動，並共享綠能收益，

希望為台灣社會及能源發展帶來正向改變。 

【米花 KOUJI】 

http://www.mihua.tw/ 

米花將台灣產銷的米，加入手工生產貝果中，以最單純的原料，創造出純粹、安心的美味，點

亮日常療癒的瞬間。

https://www.facebook.com/kiwifruitstudio/
https://www.titsia.com.tw/
https://hahow.in/
https://www.clothestelling.com/
https://www.sunnyfounder.com/
http://www.mihu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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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暨 

台大社會學系 60 週年系慶 

━手冊完整版━ 

⁂論文摘要和與會者名單請參見線上完整版議程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