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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早期性別角色在傳統勞動市場的研究論述中，男女因性別隔離所產生了僵固化

的工作類別。時至今日，當越來越多的男性跨越性別藩籬進入非男性的傳統工作場

域之中，便開啟了對適當性別工作傳統認定及觀念的挑戰。因此，現代的勞動市場

中，傳統兩性的工作類別疆界之毀壞及相互穿透的現象也越為普遍。從台灣勞動現

象的觀察，就從事於傳統女性工作類別的男性工作者而言，男性對於女性傳統的工

作領域所產生穿透（infiltration） 程度亦有隨之升高的趨勢。
本文透過勞動市場中男、女對於工作場域與類別相互跨越的現象進行考察，探

索勞動者在穿越傳統工作概念之後所產生的工作關係與適應。初步發現長期傳統社

會化過程對於性別認同的塑造與性別的期待，似乎無法徹底的解消於現代台灣的勞

動市場結構之中。此外，從經驗資料的考察與檢視顯示Williams的玻璃手扶梯現
象並未明顯的發生於這群受訪的男性勞動者身上。系統化的性別概念似乎仍然作用

在多數初入傳統女性勞動職場的男性勞動者身上，並影響著部分勞動者的升遷與發

展。當分析勞動者所承載的壓力與其壓力來源的差異時，可發現這群不同職類的勞

動者亦透過不同的反應方式，例如透過關係的建立及積極的勞動認同、或與職場中

女性勞動者產生保持距離亦或抗拒於勞動過程中。這群勞動者必須透過這些反應來

轉化個人在職場上的壓力，並藉以重構其在職場上的社會關係。最後，本文的考察

指出台灣傳統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男子氣概，在這群男性勞動者從事傳統女性勞動工

作歷程中仍然存在隱晦的影響關係。

Abstract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early research in traditional labor 
market from gender role. The gender segmentation enhances the 
occupational division which causes their fixed work in the traditional labor 
market. Meanwhile, the more male workers crossed the gender boundary to 
enter the non-traditional male work and this gradual universal situation 
leads to many challenges i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uitable gender 
behavior. Therefore, the penetration of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by gender 
will increase in modern Taiwan's labor market. This research will 
concentrate on those men who did women's work and describe the situation 
of mutual infiltration in their work fiel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infiltra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workers 
in workplace enhances the transformation in gender and labor work 
relationships which restructuralize and operate in Taiwan's labo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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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 we recognize the long-term socialization and the respects 
creations of gender identification which can not disappear in Taiwan's labor 
market. By way of the collection of male workers in traditional female work 
and explores the response of male workers who are engaged in traditional 
female 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sible of interviewees’ different 
pressures and their emergence. By way of those different categories, 
interviewees rely on the different responses（identification, keep the 
distance and resistance）and reconstruct the transformation pressure from 
their labor process. Beside, we indicate the masculinity which undertakes 
the obscure influence in the labor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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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剛開始要選擇走這條路時，真的很不容易。我想對於你所要問的

這些人，包括我們這一行，這一路走來，一定會有一大堆問題。

因為你所要面對不是只有自己，還要面對家人及工作環境裡面的

人所提出的一大堆疑問。我的朋友有時會開玩笑說，我是萬花紅

中一點綠，很幸福喔。回想過去啊！或許不是幸福，因為過程很

坎坷。但我真的特別珍惜現在所擁有的這一切⋯⋯不管怎樣，畢

竟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啊！

（彭護理長，35歲）

受訪者語重心長述說著他們的個人故事，這群勞動者的勞動選擇

與過程或許充滿著悲歌，但訪問中，我卻分享了他們長久累積下來的

悲喜經驗與歡樂果實。台灣眾多勞動研究曾指出婦女在傳統分工模式

及文化約制下，在勞動市場及政治場域的歷史參與過程中，皆存在著

兩「性」總有「別」的差異，不管是從生物或社會性的角度，在勞動

市場中對女性都產生了不平等的參與結構。近幾年來針對婦女勞動及

政治參與等多元面向上的研究亦如雨後春筍，多數研究從邊際化婦女

在勞動市場的位置作為分析主軸，例如雙元勞動市場的理論在資本與

家父權體系的交互建構所形構的性別勞動區隔的討論相當多元

（Walby,1986; 1990）。在歐陸各國的勞動政策，仍著重於鼓勵女性進
入男性勞動類別作為減少勞動市場中性別隔離的路徑（European 
Commission, 2001）。相對上述的研究取向，男性進入傳統女性勞動類
別的分析研究，在世界各地及台灣的勞動社會學雖多存在，但整體而

言仍屬於較被忽略的一環。為進一步豐富台灣勞動社會學在此面向研

究上的討論，本文以台灣勞動職場中，從事於傳統女性工作類別
1
的男

1   在此所謂的傳統女性工作是以在勞動市場中，部分的工作職務或類別因性別因素
的影響所產生的工作參與上的區隔效果。在本文中亦將以此區隔的工作類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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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勞動工作者為本文的研究對象，探索其跨界拓邊勞動過程所產生的

適應及發展。

在台灣的勞動職場中，性別所產生水平與垂直的隔離仍深植於勞

動市場結構之中
2
；男性與女性皆座落在數量上不同類型的工作職務

中，女性至今多數的工作職務仍高度集中在低層級的工作（包含在薪

資所得、地位及權威性）類屬。時至今日，雖然職場中男性工作者從

事於傳統女性工作職務者逐漸增加，但職場中如護理、社工、圖書館

及幼教老師等工作仍有較高的女性比例（Williams, 1989）。即使在今
日「護士」的工作已漸趨中性化，亦即男性勞動者漸能接受的情況

下，在英國的研究卻依然指出男性至今仍是屬於少數中的少數，而女

性在此工作職務上的人數比例仍然是極不均等中的多數（Evans, 1997; 
MacDougall, 1997; Cross and Bagilhole, 2002）。 在 國 內， 徐 宗 國
（2001）運用紮根理論的研究設計生動的針對男性在護理勞動職場中
所產生的拓邊照顧工作參與，來呈現男性在傳統女性勞動工作領域的

工作過程中，以及其所產生的回應策略。

傳統界限似乎仍明顯存在於多國的勞動場域中，然而 Meadows
（1996）對南歐的實證研究卻呈現出反向的勞動參與圖像 ;其研究指出
在義大利及西班牙的男性對於傳統女性的工作類別有著高度的工作意

願，英國的數據亦顯示男性從事傳統女性工作者越來越多。上述不同

國度的勞動拓邊之考察似乎都支撐了 Bradly（1993）的論述，指出男
性已經「逐漸」對女性傳統的工作領域產生不同穿透（infiltration）及
跨越。男女在勞動場域相互的跨越意味著原初僵化的性別職業隔離現

象產生了轉化，這似乎也宣告性別概念的建構在未來的勞動市場即將

轉變。然而，長期社會化過程對於性別認同的塑造與性別的期待，就

這麼容易的解消於現代勞動市場結構中了嗎 ? 本文認為這似乎仍是一
個待解的問題。

人類的社會建構過程將性別認定（gender identification）擺置在個

不同工作職務的樣本選取標準。

2   水平隔離呈現在「工作類別」上的差異；而垂直隔離則出現在「分配層級」上的
差異。這些因性別因素所產生的隔離效應同時作用在不同市場、組織與發展階段
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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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的性別秩序範疇之內，並透過長久適應與調整而穩定化此認

定。現今，性別模糊（gender ambiguity）導引的流動現象影響了勞動
市場「性別安置」（gender setting）產生的工作與職務配置，進而促使
此配置重新洗牌。這些現象將從私領域逐漸延燒到公領域的空間，

Chodorow（1978）與 Ehrensaft（1990）的前後期論述皆指出，未來新
世代將有越來越多男性出現在家庭分工生活中，而此現象亦普及化於

現代的勞動市場。針對此傳統男、女因性別建構而於職場所產生的類

別分化現象，於近幾年來的勞動參與上似乎產生了些許的轉變；越來

越多的男性跨越傳統勞動藩籬，進入了傳統女性勞動的場域，且逐漸

嶄露頭角。本文針對這群跨越性別建構障礙的勞動者進行分析，透過

此勞動族群其參與歷程的反應，進一步釐清勞動跨越的過程所產生的

問題。在進入勞動跨越不同階段的討論脈絡前，我們將首先從男性的

性別社會化角色及其在勞動轉化過程中的相關挑戰談起。

二、勞動下的性別建構與男子氣概

性別泛指後天經驗與文化形塑所造成的兩性差異。在性別認同及

性別角色的社會化過程中，家庭學校和媒體都是重要的強化機制（張

晉芬與林芳玫，2002）。社會化過程創造了差異的性別認同，使之被
雕塑成為文化模塑下的男性與女性

3
。然這些性別論述亦具體作用在勞

動市場的參與結構，進而衍生出多元差異與不平等的社會建構。基本

上，性別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結構，此結構著重在社會中再生產（包含

身體與社會過程）的區域及實踐之整體過程。性別的社會建構使得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意識主宰了台灣傳統家庭場域的分工，且

「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更深刻的鑲嵌於日常生活世界與工作職場。

對於交錯日益的勞動場域，空間的跨越逐漸穿透了性別的勞動基礎，

亦持續沖刷著性別場域所有的宰制觀念。對於不平等的性別宰制批

判，Harding（1999）曾直指所有的知識建構都應處於社會情境之中，

3   Connell（1995, 2002）指出不能將女性特質與男子氣概認為是一種固定的本質，
人們建構其女性化或男性化的過程是將之擺置在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性別秩序範疇
之內而逐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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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男性可從男性的位置出發，進一步對於女性主義的論述提出不同

的理論觀照。如其所言（P 130）：「男人可以思考『我們女性』，女性
主義者所無法經驗到的性別領域與問題的呈現」。在真實世界的腳本

上，這或許僅是性別意識交錯思考的一小步，卻是相互跨越性別藩籬

思考的一大步。

當男性工作者勞動跨越成為可能，便開展出其從事女性勞動工作

類別的參與過程，在跨越過程中必將同時碰觸到傳統男性男子氣概的

挑戰與維繫等問題。早期 Parsons（1964）便指出社會中對於男女性別
的角色與分工隱藏著不同的社會期待。也因此長久的社會期待促使

男、女在勞動市場中性別角色與分工狀態呈現穩定的現象，進而將眾

多社會角色整合進社會系統之中。上述分析同時碰觸制度性的社會化

及個人內化的雙重過程；制度化本就為社會建構的一環，對於個體在

成長過程的階段，如何符應社會期待以及如何整合到社會系統中扮演

著相當重要的連結機制。電影「舞動人生」中熱愛芭蕾的小孩卻因為

男孩傳統活動參與的既存印象，使其在尋找自我工作及興趣的結合過

程中，必須承受家庭及社會對其從事非傳統男性工作所投射的異樣眼

光。傳統男、女職業的分類在西方社會亦普遍存在，本文僅透過表 1
呈現在歐洲勞動市場中因職業類別所產生的男女分配情形。女性傳統

的工作職業（包括看護、護士、老師、清潔工及餐飲侍者等）仍為女

性主要的勞動參與項目；相反的，男性參與比例卻相當的低，這些職

業類別在男女的分配比例至今仍未大幅改變。

台灣在人力運用調查資料上雖缺乏如歐盟職業類別的詳細分類。

但從表 2台灣職業性別簡易分類的數值仍呈現，職業結構仍隱藏著性
別化分工的型態，例如主管、經理人員及農林漁牧業部分仍然是以男

性為主；傳統女性工作職業，如事務工作人員仍然是以女性參與為主

體。值得注意的是專業人員及技術員（傳統以男性為主）及服務及事

務工作人員（傳統以女性為主）在跨越傳統勞動界限的導引下，雖然

參與比例上都還存在著差異，但整體而言參與數值仍逐漸朝均衡化發

展。

後工業化發展階段，面臨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及重組，以服務業為

導向的經濟發展，使得事務工作人員的需求急遽增加，女性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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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歐洲男女職業類別的分配比率

職業類別 女性（%） 男性（%）

01.貨車司機 2 98

02.倉儲管理員 15 85

03.電腦與程式設計 21 79

04.市調或銷售經理 29 71

05.主廚 50 50

06.記帳員 74 26

07.餐飲侍者 77 23

08.金融營業員 80 20

09.家庭清潔工 81 19

10.小學老師 86 14

11.護士 90 10

12.看護員 92 8

資料來源：歐洲委員會（2001）

表 2：臺灣地區職業性別分類表（單位：千人）

項目別 年度
2005年 2006年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9,942 5,753 4,190 10,111 5,810 4,301

01.  民意代表、企業主管及經
理人員

449 374 74 452 371 81

02. 專業人員 795 413 382 831 438 393

0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834 1,041 793 1,929 1,077 852

04. 事務工作人員 1,132 256 876 1,138 260 1,112

05.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866 826 1,040 1,926 840 1,086

06.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578 415 162 541 387 154

07.  生產有關工人、機械設備
操作工及體力工

3,289 2,427 862 3,293 2,437 856

資料來源：勞委會職業性別統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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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逐年從藍領工作移轉到服務業和白領的事務工作。女性在白領

工作的比例成長侷限於事務工作，遠超過男性。相對的，傳統勞動市

場序列中，白領工作中的專業和管理的職業，則吸引多數具有較高學

歷的男性工作者。男性在職業選擇上亦會選擇專業管理工作而非事務

工作，這樣的勞動市場序列不斷透過各種機制傳遞並強化這些訊息，

職業性別化分工的型態在這些訊息傳遞之下於是更加的穩定。這些性

別化分工所建構的區隔在勞動參與的跨越與擠壓之下，逐漸產生了變

化。原因在於女性大量湧入傳統男性主導的行業之同時，亦有部分男

性逐漸進駐傳統女性主導的行業。傳統勞動參與過程中，例如護士、

幼稚園老師、美髮及美容、保母等職業，多隸屬於性別分工下女性的

傳統勞動範疇。但當性別成見逐漸解體時，這些職業也開始有了男性

工作者的滲透。過去因傳統女性的工作薪資偏低，造成的是男性亦不

願意「屈就」於傳統女性低薪的勞動工作，但隨著職場薪資的均衡化

發展；其效應使得男性開始跨入這些原本屬於女性的地盤。過去職業

隔離所主導男／女職業選擇的現象，似乎隨著職業中性化的現象而開

始崩解。

楊瓊樺（2003）針對台灣彩妝師的工作研究指出，專櫃中男性彩
妝師平均銷售件數是女性的 1.5倍。也因此使得部分國內彩妝大廠（如
蘭蔻、伊麗莎伯雅頓及香奈兒等國際品牌），一改以往堅持女性服務

女性的原則，逐漸啟用男性擔任彩妝師或美容顧問的職務。相較於僱

用男性化妝品專櫃人員在歐美等國家已多有所聞，台灣卻因個人及職

場的保守性，企業中僅有少數前衛彩妝品牌聘請男性擔任彩妝的工作

人員。如果這是一個趨勢，有趣的是當男性從事於隸屬於女性傳統工

作時，在工作過程中，他是以何種方式去接納這樣的工作角色，而又

如何去建構他的工作態度？並藉以挑戰自我的性別認同與回應重要性

他人對其工作過程中所產生的疑慮？我們可以得知，當社會角色和規

範會隨著時間改變，男人成為經濟維繫的主力時，便將外在的社會期

待與態度內化於自我的概念系統之中，進而成為個人的技能或人格特

質結構的重要組成，這些都將促使勞動因性別分工所產生的解構現象

（Ehrensaft, 1990）。然而在勞動跨越的同時，這群跨越性別建構藩籬
的男性勞動者又如何面對這些因性別所可能產生的問題？男子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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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culinities）的社會建構如何對於這群勞動者產生影響，或許可以
協助我們釐清部分「做為男性」的問題與思考，以及探討男子氣概如

何與其它重要的社會及勞動範疇構築出複雜的性別權力關係。

針對男子氣概討論的複雜化，Kenneth（1990）在其論述中理出四
個不同的分析視野：（1）從企圖擺脫文化塑造的意涵，認為男子氣概
的形成是來自於普遍且不可轉變的「生物因素」。（2）認為男子氣概
的討論是女性主義觀點所產生的相對論述與建構。（3）將男子氣概視
為家父權及性別主義的受難者。（4）尋求男性精神上的根源與基礎，
進一步將男子氣概的分析連結到階級、種族及同性戀的議題討論。因

此，男子氣概在勞動場域的討論，其外延性的研究範疇中，我們不應

忽略 Connell（1987, 1995, 1998） 所指出，霸權式男子氣概（hegemonic 
masculinity） 

4
必須超越民族學式的分析，且應正視它已經宣告連結全

球化市場（包含資本及勞動市場）及政治制度脈絡下所形成的連結關

係與呈現型式。性別研究以往皆投注於女性如何維繫權益進而抗拒父

權，然而作者認為如果沒有深入掌握父權與男子氣概之間相互的形塑

關係，便無法清楚的拆解複雜交錯的性別結（gender knot）。因此，為
拆解男子氣概在多元場域所建構的複雜宰制現象，本文認為除了呈現

出當代男子氣概的多樣性之外，更需把異質性的男子氣概擺置於勞動

市場，並討論其構成的權力關係及勞動個體在勞動歷程所產生的適應

或轉化進行探討。

在勞動參與體制下，現代男子氣概如何呈現呢？ Cross 與
Bagilhole（2002）認為傳統男子氣概的價值體系必將穿透到當男性從
事女性化的勞動工作，並間接對勞動個體產生莫名的壓力。這股壓力

會推促勞動者確認他的男性認同，進而促成其生物性與社會性的共同

構成。若從功能性角度著眼，勞動市場之中男子氣概亦同時支撐了家

父權的合法性基礎，同時結構化男性支配與相對女性順從臣服的位

置。此外，在形成機制的分析，男子氣概在當代的社會之中不僅是內

4   Harry Brod（1987）曾指出霸權式的男子氣概是資本主義中一個複雜的概念。它
伴隨著男性在多元層面的權力與宰制關係的形成，然而其複雜的定義範疇無不與
男性產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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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世界的塑造，更是一種社會建構的雙元歷程（MacInnes, 
1998）。現今性別社會學的研究，如果是涉及對於當代男子氣概的研
究，往往被多元女性主義研究者標定為家父權系統捍衛者的不死幽

靈，強調男子氣概所形成的意識型態是個別男性贊成傳統男性角色規

範的程度問題。

傳統中國男性主宰的社會，男性在各個多元的層面上皆被賦予較

女性為高的社會期望。因此，在競爭的資本主義工作場域之中，如何

克服工作困境及超越他人便成為證明自我優越的方式；更罪惡的是在

各層面勞動場域以系統性的貶抑與壓制女性來形成其男性認同的基礎

（Hearn, 1992）。時至今日，社會中男性的「娘娘腔」與「趨中性化」
表現，仍會在同儕中被待以歧視的社會眼光。同樣現象呈現於現代勞

動市場中，當男性跨越性別界線從事傳統女性工作之時，在其工作過

程中是否會如 Hearn（1996）所提及建構出更多元的男子氣概來致死
抵抗的情形，亦或是會呈現如 Cross與 Bagilhole（2002）所云會企圖
去維繫傳統男性化的價值或重新建構出不同類型的男子氣概，是本文

所好奇的。似乎這些在勞動過程之中，從事傳統女性工作的男性工作

者之「壓力」來源的分析及其調整過程，都將是影響後續男性勞動者

產生跨越勞動藩籬及當下男性勞動者得以穩定持續就業的重要影響因

素。

三、藩籬的跨越 ?

典型家庭領域談述性別分工的轉化現象，在解構性別概念上是深

具說服力的。過去農村及工業化社會中，多數女性因缺乏完整的教

育，致使女性在發展過程中缺乏人力及文化資本的積累，這些長期的

積累使得勞動職場中逐漸搭建起了因性別所產生的職業藩籬。在勞動

型式的參與上，對於勞動市場中彈性勞動工作的擴張與家務勞動中女

性勞動參與相互的牽引，仍然存在著在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中新出路或

新陷阱的弔詭論述（Patrick, 2001）。男性及女性也漸漸開始在勞動工
作場域上擁有或尋回其相對的自主性。這些自主性支撐了勞動者在職

場的勞動選擇，也促成了生活與勞動空間的相對擴張與相互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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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跨越的轉變可從勞委會調查統計（2005）中男護士及女醫生
逐年增加的比例得到證明，使得性別不再是個人生涯發展及集體勞動

結構上的絕對障礙。Williams（1989）在她的博士論文中以 female 
marines來對照 male nurses，經由兩相比較的方法，論證男女兩性跨越
藩籬後的性別認同壓力及其因應之道，藉此確認性別不平等現象。在

Williams（1995）的後續研究更指出，男護士們在醫護職場普遍具有
較佳的醫護關係、升遷機會以及維護其既有的男性形象。在台灣，徐

宗國（2001）的研究亦指出拓邊的勞動工作者（男護士），容易在勞
動職場中呈現不同的意識建構，並藉以營造其認同轉化的優勢。相似

的，楊瓊樺（2003）針對台灣男性彩妝師的考察亦指出，男性工作者
在職場中會轉化性別標籤

5
，並進一步與職場的女同事產生良性的競

爭。但上述的台灣研究並未針對男性勞動者在越界勞動參與過程，可

能產生在男子氣概的挑戰上多加著墨。

部分西方研究指出，男性勞動者從事女性工作的過程中容易使其

男性特質喪失。然而Williams（1998）的研究卻顯示，男性從事女性
化的工作，雖然會遭到外界缺乏男子氣概的質疑與嘲笑，但在勞動職

場中，男性的身分與特質則為其帶來更多的加分效果及升遷機會。在

女性為主職場中的男性常被認為更為果斷、理性而較女人更適合擔任

管理者角色。相較於女性在勞動職場升遷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無形限制，Williams則以「玻璃手扶梯」（glass escalator）生
動地描繪了男性特質對男性在女性為主工作的隱性加分效果。陸續

Villeneuve（1994）、Evans（1997）與MacDougal（1997）的研究皆指
出，即使在女性為主的行業中，男性雖然是少數，但「玻璃手扶梯」

效應仍促使男性佔據多數管理階級的位置。因此，男性成為管理階級

的驅動力來自於男性較被鼓勵申請升遷。因此，若只從多數者操控制

度的角度出發，實不足以解釋職場中性別權力運作的複雜面貌。

縱然在傳統女性的工作行業中，男性為何會較被鼓勵升遷成為管

5   Crompton（1999）從性別因素在家務勞動場域的分析中指出，無酬家務工作與
有酬市場勞動工作的區分本來就是一種性別的符號標誌（gender coded）所產生
的「勞動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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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階級，多數研究皆將其歸解為性別因素所產生的現象。針對這樣的

歸因，作者贊同 Collinson 與 Hearn（2000）及 Cross與 Bagilhole（2002）
的論點，他們指出這樣的論述過度化約了背後可能存在負的複雜勞動

過程與個體自我建構（例如：在勞動過程中，男性所產生的內在矛盾

與緊張的現象）的歷程。但若分析僅聚焦於「壓迫者」與「被害者」

的勞動體制分析時，便往往低估了勞動者本身的能動性，也未能精確

捕捉性別權力的運作方式（Salzinger, 2000）。因此，男性於其所支配
的行職業中建構及展現了其男性氣概，但他們在女性勞動場域之中

「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產生其男性氣概的文化認同，是這群男

性勞動者在跨越性別疆界進入了傳統女性工作的範界領域後，對其

「適當性別行為」及「傳統工作意念」所必須面臨的衝擊與挑戰，也

可能提出其自身的回應策略。這些挑戰對於男性可能造生莫大的直接

及間接壓力，進而引發勞動者在勞動過程對性別認同產生危機的可能

性。

透過上述的討論，本文試圖進一步追問當男性勞動者進入傳統女

性「不同勞動職場」時，是否存在內在個體認同與外部職場壓抑的雙

重困境？如果有，他們又如何在勞動過程因應這些問題？從文獻分析

可得知性別雖不是唯一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性別在現代勞動市場所

產生的穿透現象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現代勞動市場中當

男性跨越性別藩籬進入女性的傳統工作場域時，便開啟了「適當」性

別觀念、行為及認同的挑戰。尤其當這群男性勞動者在與多數的女性

勞動者工作的勞動過程之中，他們如何去維繫或重構其男子氣概，進

而在其勞動過程中產生實踐。面對男性勞動者在跨越藩籬後所可能產

生的進退維谷或積極適應之現象，本文透過深度訪談的資料為基礎，

藉此來檢視勞動市場中性別因素對勞動過程所產生的影響，並試圖論

析在個別勞動者身上所產生的不同反應策略 ;這些反應的差異是否影
響這群勞動者在勞動職場上產生穩定性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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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法與樣本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透過文獻蒐集台灣勞動職場有關因性別因素所產生勞動參與

的差異，並透過文獻分析近幾年來國內從事傳統女性勞動的男性工作

者的比例，論述此現象在台灣勞動市場結構上的發展與變化。資料收

集來源以行政院主計處及勞委會與職訓局的建檔資料搜尋相關訊息。

此外，對於從事傳統認定女性勞動職務的男性工作者，透過深入訪談

法訪問勞動當事者的看法與詳細的陳述個人工作過程在性別認同上的

影響 ;並進一步探索其所面臨認同壓力上的建構是否使得勞動個體在
勞動過程產生可能的轉化。從研究方法而言，質性研究的信度要回歸

到科學哲學層次來討論，而不應該在測量工具運用層次來討論（Guba, 
1990）。質性研究的信度要求並不拘泥用控制或固定不變的方法來達
成，而是在維持研究穩定性，透過詳實記載陳述來提供合理的解釋，

藉以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對於訪談資料的分析與處理，將隨著紮根理論研究法的思考原則

與處理技術。思考原則符合科學的邏輯，研究中將抽象的概念與具體

的現象反覆地歸納、演譯與假設驗證，並利用登錄典範的原則不斷地

進行「想像的比較」，這種比較必須從單位間或單位與現象間的互動

關係著手才得以兼顧個人及結構層面；資料處理則使用開放式登錄、

命名現象、撰寫並排列備忘錄等技術，尋求嚴謹的同時保有彈性地分

析（徐宗國，1996）。本文依照研究目的及問題列出勞動跨越重要的
核心主題，再安排核心主題內的主題、概念和單元，之後便開始進行

分類動作。核心主題、主題、概念和單元是分析的架構，透過逐字稿

的分析切割出許多有意義的文句或段落，並加以歸類。但是，閱讀逐

字稿時往往會發現與研究目的和問題相關的文句和段落，卻無法被歸

類到研究者預先準備的分析類屬中，此時的分析就改成由有意義的文

句和段落組成單元再向抽象的核心主題發展的過程。針對拓邊男性勞

動參與的考察，本文透過立意抽樣選取不同工作職務參與的工作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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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相關工作受訪者，交互對立說明的三角檢證方法來確認及驗證受

訪內容的討論，在信度
6
與效度的檢測上，透過上述相關成員訪問交叉

資料驗證的檢視，進行論述建構雙向檢視的穩定性，透過完整的描述

及研究者的省思及回顧藉以提昇探究內容的真確性。

（二）樣本與問題

Oppenheimer（1976）及 Reskin, Roos and Patricia（1990）的論述
指出男性與女性工作界定乃由刻板印象所形成。本文針對 20位正從事
（或剛離職的勞動者）刻板印象中女性工作的男性工作者分階段進行

訪談，有別於Williams（1995）及徐宗國（2001）在訪問上男女組別
配對的比較討論，本文因主要試圖檢視這群勞動者在不同勞動拓邊的

工作者，了解其個人在工作選擇、適應及發展（主要關注於是否整體

或個別勞動領域有呈現玻璃手扶梯現象），以及是否感受到的壓力及

其來源。因此在受訪樣本上有不同的安排與設計，藉以回應勞動者面

對可能壓力的反應，考察個人可能產生的內在及外在因應機制及態度

與反應。透過受訪者本身在日常生活中外在的社會期待及壓力下，本

文探究勞動者所從事的性別化工作（gender-typed work）在其性別化過
程、勞動場域規範及互動特質對其性別認同及勞動適應所存在的動態

影響歷程。

在勞動職場中，多元傳統女性勞動工作已經逐漸有男性勞動者產

生跨越。本文鎖定美容業的男性彩妝師。隨著幾家知名的化妝品公司

進駐台灣之後，都陸續於七、八年前開始聘僱男性彩妝師。男性進入

彩妝領域人數有逐年增加之趨勢，但在人數比例上仍是絕對的少數。

相較於美容彩妝，護士則多為性別勞動研究所選取的對象。在台灣，

6    Denzin and Lincoln（1994）認為質性研究的信度可由幾方面來著手：（1）觀察
的穩定性－研究者在不同時間和地點是否可做出相同的觀察與詮釋；（2）平行模
式－當研究者在觀察期間注意到其他現象時，是否還會對之前所見的現象做出相
同的觀察與詮釋；（3）評分者信度－當另一觀察者以相同的理論架構觀察相同現
象時，是否會以相同的方式加以詮釋。本文在此部分採取三角檢證方法，採用不
同資料蒐集方法藉以檢驗研究論述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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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招收男生始自 1985年（金春華等，1996）；從護理師護士工會
全國聯合會（2008）的資料顯示男性在護士的參與上並未有明顯增加
的趨勢，僅為 153位，佔所有護士的百分之一。在美髮工作上，則因
美髮設計師與助理已逐漸在美髮行業中廣為社會大眾所接受。透過勞

動工作的服務質性及職場參與人數及互動關係的考量，本文訪問了 20

表 3：受訪者基本資料

（1）彩妝、護士及美髮職務受訪者

編號 姓氏 年齡 工作職級 工作職務

A01 陳先生 38 彩妝師 保養及彩妝

A02 林先生 32 彩妝師 保養及彩妝

A03 郭先生 29 彩妝師 保養及彩妝

A04 林先生 31 彩妝師（業餘） 保養及彩妝

A05 梁先生 36 彩妝師 保養及彩妝

B01 戴先生 20 值班及臨床護士 醫事照護

B02 梁先生 19 臨床護士 醫事照護

B03 彭先生 35 護理長 醫事管理

B04 王先生 45 值班及臨床護士 醫事照護

B05 林先生 37 臨床護士 醫事照護

B06 杜先生 33 值班及臨床護士 醫事照護

B07 蔡先生 27 值班及臨床護士 醫事照護

C01 賈先生 23 助理 洗髮

C02 張先生 40 美髮師 裁剪與設計

C03 李先生 22 美髮助理 裁剪與設計

C04 蘇先生 43 美髮師 裁剪與設計

C05 蘇先生 40 美髮師 裁剪與設計

C06 吳先生 48 美髮師 裁剪與設計

C07 邱先生 31 美髮助理 洗髮與裁剪

C08 蕭先生 21 美髮助理 裁剪與設計

合計 2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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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男性工作者，包括了 5位彩妝美容工作
7
、7位從事護士勞動工作

（B01已離職）及 8從事美髮勞動工作者（C01，C05已離職），透過
離職的跨越勞動者考察其離職原因與職場適應。此外，為求周延的討

論空間，研究者於 2008年 1~3月間，後續徵補了 5位（D01~D05）相
關人員的訪問工作，合計共訪問 25位受訪者。訪問的觀察報告以半結
構式訪談表來記錄訪問內容，依據受訪者的個別重要經驗或其工作角

色位置，於訪問過程得以延伸或擴展其他相關性的問題。

由於非傳統男性工作的性質、內容與職務相當複雜，因此便於操

作上的需要，本文將受訪者的工作範疇設定在上述表格中三種工作內

容（彩妝師、護士及美髮師）的男性工作者進行訪談與資料收集的工

作，藉以增加討論不同勞動工作參與資料上的飽和度。由於部分受訪

者尋索不易，受訪者在工作地點上的分佈主要以台北、台中及嘉義為

主。現今男女工作高度流動的社會，在此分析脈絡下，本文探索主題

鎖定在三個主要的問題：（1）社會中男性勞動工作者進入女性傳統勞
動的職業範疇，在環境結構的影響下，勞動過程產生了什麼樣的挑

戰？（2）當一種社會性的男性或女性眼光審視著自己勞動過程時，勞
動者是否產生焦慮或甚至自我防衛及自我強化的過程，本文循著 
Lupton（2000）與 Cross, Bagilhole（2002）論述的考察脈絡所產生的

7   根據審查人建議進行相同勞動主體及環境結構的勞動類屬考察。因此研究者先將
褓母受訪者剔除之後，在三個月時間內於台中、嘉義及台南地區合計共訪問了五
位彩妝師，藉以增加分析的多樣性，並試圖回應審查人所提有關資料飽和度之問
題。

（2）其他相關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姓氏 年齡 性別 工作職務 工作內容

D01 許小姐 42 女 護理長 行政管理

D02 陳小姐 33 女 美髮店長 行政管理及設計

D03 楊小姐 31 女 彩妝師 保養及彩妝

D04 邱小姐 34 女 護士 醫事照護

D05 楊小姐 29 女 美髮師 裁剪與設計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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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若勞動過程是持續的，這群勞動者是否會產生了「性別認同／

主體轉化」的變化，及其回應策略的討論？（3）除了尋索性別意識發
展所產生的影響外，本文認為亦應考察這群男性勞動者在其勞動過程

中，不同職場制度、文化及環境因素對男性勞動者的影響與回應。透

過上面三個主軸問題的考察，本文希望能提供檢視性的論述，得以回

應當代性別概念在勞動工作穿透所產生的轉變。

五、自我描繪的勞動生命地圖

性別、家庭及文化等影響因素易使個人勞動生命發展歷程產生轉

折與變化。此社會建構的分析觀點，使得家務分工的研究成為家庭範

疇 底 下 所 關 注 的 話 題（Pleck, 1985; Hochschild, 1989; Lennon and 
Rosenfield,1994；呂玉瑕，1984；唐先梅，2001；蕭英玲，2005）。上
述研究分別從相對資源、性別角色及權力關係多重的角度來檢視私領

域的家務分工。但在私領域的家庭或公領域上的職場中，除了社會建

構的因素之外，其實隱含著行動者仍有一絲的彈性，得以讓自己有迴

旋的勞動選擇空間。在勞動跨越的參與結構上，從表 4中所顯示歷年
來台灣男護士在護理系統的參與上並未有顯著的提升；然因大學中護

理科系的成長，於近年來從護理系畢業而從事護理工作的男生有逐漸

增加的趨勢，使近幾年來男性在護理師的增加速率遠較護士多出甚

多。

若從證照取得來檢視，表 5為行政院主計處及勞委會與職訓局的
職業工作人數比例調查（2003∼ 2006）所整理的四年合計資料顯示，
傳統女性工作的職業類別上（如表 5所列：美容及美髮）

8
，從歷年數

據的變化呈現男性工作者在證照取得上，人數比例有略為增加的趨

勢，然而男女所佔的總數不管是在那個職業類別及職級上，男女的分

配比例及勞動薪資仍然呈現出相當懸殊的差距。

由於受限於主計處行業類別的資料分類，本文在表 6中整理了歷

8   由於資料搜尋上的限制，作者僅從行政院主計處及勞委會，職訓局的統計資料，
僅蒐集到上述兩個職業類別的級種統計資料。



馬財專、葉郁菁 19

年美容美髮業的勞參比例。在受雇人數部分，男性的參與比例並未有

逐年增加的趨勢，反而呈現不穩定的增減趨勢。這些基礎數據皆顯示

台灣勞動跨越的現象雖已產生，但並未呈現穩定的成長趨勢，在男女

的勞動參與比例上仍是相當懸殊；且在平均勞動薪資部分，男女性並

未有顯著差異。

從上述男性跨界的勞動參與脈絡，透過具有互動特質服務工作者

的參與。本文認為傳統勞動場域中，性別因素雖非絕對因素，但對於

影響勞動者在職業工作選擇所產生的區隔仍甚為嚴重。本文針對勞動

者在性別概念的約制下，於勞動過程中所產生的反應狀況進行初步檢

視，並討論這群從事非傳統男性工作行業的男性勞動者，在其勞動參

表 4：護理師與護士性別分配 單位：人

年代 職種 護理師 護士 護士男女比例

2005年
男  470
女  75,607

男  159
女  31,670

男 （1%）
女 （99%）

2006年
男  555
女  81,912

男  146
女  28,285

男 （1%）
女 （99%）

2007年
男  653
女  86,553

男  142
女  26,565

男 （1%）
女 （99%）

2008年
男  786
女  9,182

男  153
女  28,986

男 （1%）
女 （99%）

資料來源：護理師護士工會全國聯合會（2005~2008）

表 5：女性主導職業及級種性別分配

職類

級種
甲級 乙級 丙級 總計

美容
男  0（0%） 
女  0（0%）
總計 0

男  2（0.02%）
女  1,175（99.8%）
總計 1177

男  780（0.06%）
女  121,087（99.4%）
總計 121,867

男  782（0.06%）
女  122,262（99.4%）
總計 123,044

美髮
男  0（0%） 
女  0（0%）
總計 0

男  221（11.7%）
女  1,666（88.3%）
總計 1,887

男  6,182（4.6%）
女  127,520（95.4%）
總計 133,702

男  6,403（4.7%）
女  129,186（95.3%）
總計 135,58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與勞委會職訓局（200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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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程所可能產生的適應或轉化。

（一）性別跨越：男性對女性工作的選擇

台灣面臨傳統文化束縛的鬆解，使得社會個體在觀念上逐漸產生

轉變，此轉變亦反應於勞動者對其職業類別選擇的多樣性上。此外，

日益競爭的勞動市場，促使結構性與暫時性失業人數逐年攀升。上述

多重因素造成男性產生嚴重的就業競爭壓力，並窄化其工作選擇。工

作選擇的窄化相對提供了觀念已轉化或鬆動的男性工作者產生選擇的

墊腳石，使其對於傳統女性職務勞動參與的提升。究竟是何原因推促

男性跨越藩籬，進而選擇傳統女性為主的工作職務。透過本文受訪者

訪問資料的分析，其主要形成原因歸納如下：

1. 個人態度與特質：個人特質與此職業所需的母性特質相符，特別在
護士從業男性，因為工作質性的需求傾向較細心且有耐心的勞動職

務。如同 B02及 C07所談及勞動者的個人特質往往是影響不同勞動類
屬的男性勞動者得以去除「進入障礙」，或得以在傳統女性勞動職場

中產生「穩定延續」工作的重要因素。

表 6：歷年美容美髮業男女受雇人數及薪資

年代 受雇人數（人） 平均薪資（元）

男 女 男 女

2001 2,784 23,474 23,375 23,997

2002 2,697 25,308 27,093 28,600

2003 3,052 25,475 27,516 25,328

2004 2,754 26,888 27,177 24,531

2005 2,498 26,345 26,305 24,924

2006 2,674 25,776 25,099 25,024

2007 2,647 26,153 23,975 26,02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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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比較女性化，其實我也能接受，我要從事彩妝這個工作，

當然本身也要具備彩妝師的職業特質。不然怎麼工作，怎麼跟女

性溝通達成共識。（A03）

在這麼多女生的地方，要建立良好的社會關係真的不簡單。都是

由於個人態度關係，才能使自己跳脫且放開這些困擾的問題。不

然自己都沒有信念，怎麼維持下去呢。我們有些男同事都因為不

能適應這些工作內容而離職。（B02）

說實在，我有些朋友也想要從事美髮這一行，畢竟現在從事這個

行業的人也越 來越多。但是一路走來，他們都沒有持續下去。在
與人相處的態度上，他們都感覺我蠻適合作這一行的，特質上也

蠻符合的，我也是這樣感覺。（C07）

2. 個人生涯規劃及興趣：吸引男性跨越藩籬進入女性勞動職場最重要
的原因，便是個人的興趣所導引出來的生涯規劃，特別是對於在護士

及美髮業的從業男性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回首來時路，從受訪者準

備進入此行業的學習過程（包括在學校或學徒階段），在不同職業部

分的男性在訓練過程或如 B05所談及的適應過程中退縮下來，在面對
訓練過程中，由於勞動技能訓練的繁複及勞動過程中性別觀念的挑

戰，部分受訪者並未掩飾其個人曾經想要轉行（尤其是美髮的從業

者
9
），如 C02所言，在艱困的勞動學習過程中，薪資又低到幾乎無法

維繫基本生活。然而在艱苦的適應階段，最能支撐自己持續下去的原

動力便是個人興趣及生涯規劃的選擇。

9   美髮的學徒階段在薪資所得上是相當微薄的，洗每個顧客僅抽成 20元，薪資是
按人頭計算的，諸多美髮店的學徒甚至是沒有底薪。在此行業中，當學徒變成是
必經的技術養成階段，唯有朝一日通過技職檢定成為設計師才能擁有基本的底
薪。不管是設計師、美容師或學徒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都超過 12個小時以上，
工作時間都是站著服務顧客，即便是沒有顧客時也不能坐下，有些店裡根本沒有
休憩坐下的位置與設計。通常一整天的連續工作中，僅有的休息時間是中午及晚
上的吃飯時間。這些經濟不安全及相關的勞動困境，使得很多男性勞動者在擔任
助理的工作階段便放棄此項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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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際上是曾仔細考量在這一行可不可以出頭天，我感覺有機會

而且也有興趣，所以就栽進來了。（A03）

雖然現在男護士有越來越多的樣子，進到醫院體系裡面，剛開始

很高興，但一下便會陷入低潮。也不知到怎麼回事，就是感覺跟

在實習階段進到醫院的感覺不一樣。也是因為興趣所產生的選

擇，還是撐了下來。（B05）

實際上要走到現在也算是不簡單，有很多的原先一起投入這個工

作的人，都退出去了。最主要的原因都是過程實在有些痛苦。從

沒有底薪的助理開始做起，薪水低又不固定。剛開始工作又感覺

被人家指指點點，或有奇怪的眼光。我若不是真的對這一行有興

趣，一路下來有時還真的撐不下去。（C02）

3. 家庭及社會態度：Williams（1995）曾指出早期英國男性在從事護士
或圖書館館員的工作職務，幾乎皆無法取得家庭成員的支持與贊同。

回顧台灣早期農村社會，勞動僵固性對勞動選擇所產生的限制是相當

普遍的現象。然而時至今日，隨著社會價值與態度的轉化，本研究中

多數的受訪者（20位中有 18位）指出，其家庭成員及其同儕團體不
管是從協商共識、資訊與支援取得或關係的建立等諸多層面。對這群

男性勞動者從事傳統女性工作都抱持相當贊成的態度，支持並鼓勵受

訪者在其所從事的工作應更上一層，不管當事人在勞動過程可能遭遇

到什麼樣的困難。除了重要他人的支持外，就受訪者角色的主觀感受

而言，都明顯的感受到大眾對其在勞動跨越所形成的社會支持。

家裡面的人都很贊成啊！我想他們也都想畢竟有親人或親戚在醫

院裡面，家人都會感覺比較安心而且蠻方便的。因為哪一家的人

不會生病，有親戚或親人在醫院裡面服務，這一層關係在排床或

照顧上還是有差別的。（B03）

當美髮師之後，很多親戚都會來找我設計頭髮，也會跟我們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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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一些問題。所以家裡面的人都非常贊成我從事美髮的工作。

也有親戚鼓勵我一定要走上國際路線，才能真正出名。但是我們

都知道，有多少男生能達到這樣的地位⋯⋯也就是這樣我最後才

放棄這個工作。（C05）

4. 結構性因素：產業結構的迅速變化使得勞動者謀生的專業技能日趨
重要。近幾年來台灣勞動就業結構中失業率節節攀升或呈現震盪起

伏，促使多數的勞動者在日趨競爭的勞動市場中，缺乏自主的空間得

以思考這是男生或女生所做的工作。畢竟在就業高度競爭的時代，能

夠找到與自己興趣相符或勉強相符的全職勞動工作已屬不易。此情況

亦使得男性勞動者在此職場空間，尋找到自我適當與合理的勞動位

置。

現在的彩妝業很競爭，在大部分都是女生的情況下，沒什麼好講

的，就是要努力學技術，在中南部要開拓自己的市場，並且要時

時注意流行趨勢並加以學習才行啊。（A01）

現在每一種行業都要靠技術，市場這麼競爭，有時想想要找到理

想的工作還真的不容易。有一套好的技術，管它是男生在做或女

生在做的工作，都能生存下去。（C08）

初步分析可得知跨越性別障礙的勞動過程中，尋找或持續就業的

困境似乎並未因職業的差異而消失。因此，透過技術或勞動價值的建

構說明了勞動過程中，需包含勞動者在勞動歷程中自我重新的定位與

檢視，越界的勞動者必須透過適應、抗拒或調整外在人群的觀感及勞

動工作環境所產生的排他特質。上述皆是這群跨越性別疆界的勞動者

所必經歷的勞動歷程。

（二）疆界—將屆？性別勞動的職場結構

性別的勞動範疇會因行動者跨越程度，使得性別隔離的疆界在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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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市場形成不同的發展階段。針對性別越界此方面的考察，Bradley
（1993）提出性別職業隔離產生量變到質變的三個階段與轉化。第一
階段呈現的是少數滲透（infiltration） 的階段；第二階段則是在跨越人
數比例逐漸增加後所形成的侵入（invasion）階段；最後則是職業被重
新定義的接管（takeover）階段。針對此重要的考察面向，根據受訪者
資料所傳達的訊息，本文將檢視台灣勞動跨越的發展與呈現：

1. 男性從事於傳統女性工作的職務，對於由女性所主宰的職場結構仍
然未造成顯著的影響。B03指出雖然過程有這些男性勞動者持續的加
入，然而這些原本傳統女性的工作亦存在著女性化標籤的現象，以及

關係性的系統連結（如在學校學姊與學妹的傳承關係與人際網絡）並

無法立即產生根除。

在醫院的護理職場中，女生較多是正常的。而且她們可能都是學

姊與學妹的關係，但是你是沒有的。再來是性別，可能因為你是

男生，若拔擢你可能會有部分的問題會出來是不是，多少都會有

這種情形啦！實際上這行業對男生在裡面是相當不公平的。其實

就像大部分都是男生的地方，其中有一些女生在裡面的時候，有

時候也會有這樣的現象。所以說這種現象還是普遍存在每一個醫

院裡面吧。（B03）

受訪者指出在職場面臨升遷時，這些隱性作用就不自主的浮現出

來。甚至互動過程中，形成男性受訪者的壓力，但女性同事卻全然不

自知的處境。當參與這些勞動工作後，生活周遭的朋友有時也會不經

意的開起你的玩笑，這些玩笑久而久之也逐漸沉澱成為勞動者在勞動

過程中的壓力。此外，受訪者在工作過程中的一些不愉快事件，例如

部分美容彩妝師（A02）、護士（B03）及美髮的受訪者（C03，C05，
C07）在工作職場上，會碰到部分女性強烈表達不願受男性服務的工
作困擾，適應過程中亦挑戰勞動者的穩定性及其堅持。尤其在彩妝師

及美髮師的受訪者特別指出，在剛進入此勞動工作範疇的起始階段，

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是相當多元、沈重且持續的。此壓力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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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所指出職場中其他的雇主、顧客及重要工作伙伴（如男護士
與醫師）所造成的共同影響。

我的朋友，有人有時會用話來刺激你，例如有時大家一起出去玩

時，就會有人說：「護士小姐你好，我的手在痛，來幫我看一下，

會開玩笑。」有時也有朋友很正經的問你為何會從事這方面的工

作？因為我不是正統護理科系出身的，反而同學間比較會開玩

笑。（B02）

⋯⋯做一些侵入性的治療，因為不好意思，她們會拒絕。除此之

外便沒有其他困難，單純都是技術上的問題而已。有時碰到這些

情況還是要換女生來作。雖然換人的過程不會生氣，但總感覺這

些女病人在想什麼啊？（B03）

有時候工作上的輪替關係，也會碰到一些不是那麼舒服的事，有

些女客戶就是不讓我們幫忙洗頭，有時連設計也一定要找女生。

雖然她不講原因，我們也不好意思直接去問她們。（C05）

有部分的女性顧客會要求給女生作，而不願意給我們作。她們會

感覺給女生作很奇怪。我們會壓抑自己的情緒，畢竟有時候會感

覺很生氣。但是她不給你作時，又能怎樣。（C07）

2. 台灣從事女性工作的男性比例仍明顯偏低，在職場中因人數的差
異，多數男性勞動者多與職場中仍具有主宰的女性同事抱持著良性競

爭的發展過程。因此，若從人數結構而言，此勞動過程若以 Bradely
（1993）所指稱的滲透、侵入及接管三階段來分析。本文訪問對象所
呈現的資料指出台灣男性參與傳統女性勞動的工作者僅停留在滲透的

階段（彩妝師及護士）及步入人數漸增的侵入階段（美髮師），都並

未出現接管的階段。

最近幾年來護理科系，像我們在大學系所裡，男性的確增加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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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但是若是在護理專科或職校的學生，很明顯的，男生是非常

少數的。年輕一輩對於男生念護理應該不會感覺很奇怪。但是家

裡或許會有一些阻礙，或其他的原因吧！有些人還是不太願意承

認是自己感覺怪怪的，但我有時會有這樣的感覺。（B01）

男生在美髮從事人數的整體比例而言，實在還是很少。我們也希

望有更多的男生來從事我們這行的工作，畢竟有競爭大家才會有

進步⋯⋯但有時候，也必須要有設計師拉你一把才行，但設計師

大部分還是女生，你說她會幫誰？（C04）

剛開始有男生到我們單位，真的有感覺一點怪怪的。因為工作都

會在一起啊！我想大家相處那麼久了，應該不會有壓力了吧！但

是剛開始他們的壓力應該有吧！老實說，我們也有壓力啊！

（D04）

上述三個勞動職務的受訪者不約而同的談及，在勞動過程中有關

勞動人數及環境的差異，也使得在勞動職場中尚未形成均衡的勞動性

別分佈。此性別差異的勞動分布，雖然跨界的勞動者在工作歷程中皆

極力試圖擺脫，然而如同受訪者 B（01）所指出，尤其在初入職場時
大家仍會有不自在的感覺。Williams（1995）曾指出職場中其它的重要
行動者亦會造成性別歧視壓力的來源，受訪者 C04所呈現的無奈更道
盡了性別因素與權力依賴模式的共構，使得勞動跨越者在其勞動過程

仍充滿了困境。從 D（04）的反應也道盡職場互動所產生的相互壓力，
在職場上，做為性別主體的女性勞動者可能無法察覺男性勞動者的壓

力來源，因為它具有高度的隱藏性。而此壓力亦將影響男性勞動者產

生不同的回應策略。因此性別化的系統概念之運作，其實不僅是在數

量的多寡，還含括了不同性別、職場的同事、顧客及主管是如何產生

互動，運用什麼策略，以及創造出何種氛圍，不同的職場文化將建構

出職場升遷與發展的脈絡。從本文三種勞動類屬受訪者的勞動工作考

察，男性勞動者在這些傳統女性勞動工作領域仍然是位處弱勢的族

群。在此不均衡的勞動環境下，往往容易使得性別差異的少數在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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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對於性別宰制的思考特別敏感。

（三）職場關係 /位置競爭的趨避現象

本文藉由職場工作與關係的趨避現象，進而檢視是否職場良好的

互動關係便可以使得勞動者取得較順遂的勞動過程？從部分受訪者的

回應似乎無法確定此一推論。部分男性在勞動過程中亦反應在傳統女

性所宰制的勞動場域，升遷上受到明顯的壓抑。從彩妝師、護士及美

髮此三種勞動工作受訪者的考察，本文得到與Williams（1992）相左
的論述，男性勞動者並沒有因為性別的特殊，使其在女性主宰的勞動

市場中得到較好的待遇；反而因為性別的差異，讓原本在學歷及經歷

都已經到達水準之上的勞動者錯失升遷機會。

我認為在這個職場裡沒什麼好爭吵的就是了。因為我們是男生，

比較不會跟女性群體建立深厚的關係。她們有時候就會有一些動

作就是了，因為你也經常都比較封閉不會跟人家去閒扯。在擔任

護理長時，也只有當護理長的時候才會這樣，惹的大家閒言閒

語，大家所詬病的都不是專業上的問題。我感覺這種壓力，當護

士時都沒有，但在管理位置上時就不一樣了，這是讓我感覺很不

舒服的地方。（B01）

院方也會因為你是男生，因為在這環境裡面你是少數，也會因為

拔擢你上來會有很多意見出來，或因為性別的關係而不拔擢你出

來。整體而言，在護士這個行業感覺上有些地方你進去會特異排

斥掉你，因為學歷跟性別的關係。因為護理師的行業還是很多是

執照，大學的還是算比較少，還是有這樣的區隔就是了。（B05）

Williams的手扶梯論述，指出男性在傳統女性職場升遷上存在著
既有的優勢。然而在台灣，從訪問資料上似乎呈現出當男性位處女性

主宰的勞動場域，似乎唯有透過更高專業證照的取得及更多經驗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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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才能使自己在競爭的勞動市場中取得適度的優勢位置甚或得到平

等的升遷機會。從男護士 B（05）的反應上甚至認為在醫院的護理巨
塔中，性別的作用會直接壓抑了男性在勞動職場中的表現。不管在彩

妝師、美髮師及護士勞動領域當中，勞動技術與參與數量差異所營造

的職場環境，似乎都在宣告男性在這些傳統女性的勞動場域之中受到

女性集體結構排擠的現象。

我認為要在彩妝業留下來，就是要不斷更新的技術與觀念，要被

大家接受⋯⋯當然在彩妝業，大多還是女生，我感覺突顯技術就

更重要，要不斷的學習才會有競爭的優勢啊！（A02）

在這邊工作，都是女生的天下。沒有好一點的技術，很難在這裡

闖出自己的一片天。拿到了丙級的證照，你就要下定決心。在幾

年之後，你要拿到乙級的證照。沒有證照來證明你的才能，你怎

麼跟這麼多女生競爭呢？你總不能一天到晚都在想，台灣第一流

的美髮設計師都是男生。問題是你自己是不是能爬到那個地位？

（C03）

性別的隱抑作用使一般職場互動過程並未產生重大的衝突，但從

B（05）指出當面臨重要的升遷及其他利益衝突時，性別便成為隱晦
的干擾因素，作用在不同階段的競爭過程。男護士 B（03）甚至要透
過關係尋求幫助，才能取得他認為早就應該得到的工作職位。上述的

發現似乎有別於 Villeneuve（1994）、Evans（1997）與 MacDougal
（1997）所指，在女性為主的行業中，男性雖然是少數，但「玻璃手
扶梯」效應卻使男性佔據多數管理階級位置現象之論述。本文特別指

出源之於東西方性別概念的文化差異，身處勞動日益競爭下的工作

者，當其面臨「部門轉換或升遷機會」就業競爭時，這種在日常生活

中原本隱抑的性別概念及集體的操作模式，便會自然的浮現與作用於

升遷的過程之中。

我雖然是裡面最資深的，學歷也是最好的，工作績效部分也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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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錯。但我落後同期的女生很多，在最近才當上護理長，還是

在某種機緣（研究者後記：受訪者指出是醫生的協助幫忙）下才

當上的。你說我會不會感覺不公平。（B03）

在我感覺，我不知其他人會不會，平常跟女護士大家在一起有說

有笑，大家其實感情也都還不錯⋯⋯但是一到要換部門或位置，

最奇怪是在升遷時，如要評選護理長或護理部主任時，她們就會

凝結在一起支持她們認為合適的女同事，好像你不見了似的，在

當時我有時會感覺我是孤獨的一個人。（B05）

我感覺很不公平，平常大家都是同事，我也都很認真在學啊。我

跟其他女同事相處也不錯喔！但是為何我要擔任助理的工作（洗

頭髮）那麼久，都沒有時間跟著設計師學，我年紀已經不小了

耶。不只是我，我們這個店另一個男生也是有這樣的感覺，也是

一樣的待遇。我想也不是針對我啦⋯⋯在幾乎全是女生的世界，

我感覺是因為我們是男生。（C07）

因此，如 C（07）所談述的呈現，性別所產生的排擠現象，似乎
未因男性工作或女性工作的場域而有所差別。這種因為性別集群所產

生的排斥現象，正赤裸裸上演於穿透的勞動及適應過程之中。如同早

期女性在進入傳統男性勞動場域所碰觸到的問題，也逐漸重現於以女

性為主的男性勞動者身上。對此，本文特別指出男女之間所存在的性

別不平等，除非是改變了兩性刻板的性別認同，否則多數的男性仍會

選擇男性支配的職業，即便是進入到女性化的職業，仍會建構出職業

內部的界線和隔離，藉以展現男性的權威（Williams, 1989；Bradley, 
1993）。

Williams（1992）的玻璃扶手梯現象指出男性從事女性化的工作
（如護士或幼稚園老師），男性雖然會遭到外界質疑其缺乏男子氣概，

但在職場組織中，男性的身分反而會為其帶來更多的升遷機會。此論

述皆讓後期的研究者開始反思，職場各種性別不平等之延續不僅來自

制度性的規範，也須仰賴勞動者的甘願與順從（Krais, 1993）。之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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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人數結構而言，若初步以 Bradely（1993）所指稱的滲透、侵入及
接管三階段來進行考察，由於台灣諸多男性參與傳統女性勞動的工作

者僅停留在滲透的階段或逐漸步入人數漸增的侵入階段，與西方社會

已經進入侵入及逐漸出現接管的階段仍存在著重大差異。

張晉芬（2002）指出性別化的操弄和性別關係是牢牢的鑲嵌在組
織內的次結構，而次結構才是組織內部實際運作的核心。因此除了在

不同發展階段的影響說明之外，綜整本文的訪問資料，在分析玻璃扶

手梯現象為何未明顯呈現的作用機制上。男性勞動拓邊的參與歷程

中，職場的組織制度及分工亦存在著不同的影響作用。受訪者 B（02）
與 B（04）指出在醫院會因性別對其所職司的工作職場與內容產生影
響，例如一般具規模的醫院存在著男護士不准在婦產科實習的規定 ;
或者如徐宗國（2001）所指出必須開拓出新的工作領域，這些勞動位
置差異所產生的論述，如 B（03）、B（06）與（07）所提及，男護士
在醫院多被認定且安置於手術、急診或精神科等需要男性照顧人力的

科別，通常男護士不會被分配到普通病房，因為比較不會有突發的意

外狀況。這種因性別思考在職場所產生的雙元性勞動安置，在護士及

美髮受訪者參與歷程上亦呈現出其壓制的作用。

是有點感覺被分派到這些地方並不是你所要的，但講難聽一點 run
還是要 run啊！就怕連出去到別科的機會都沒有，到這裡好像有
被發配比較不同地方的感覺，也不是說大家不重視老實，說也說

不上來，但我感覺一直待在這些部門好像就被隔開來了，未來真

的很難預料自己的升遷耶！（B03）

你所問我們在美髮業的優勢，我真的感覺不到。我感覺反而必須

付出更多才能得到跟女生ㄧ樣的成果耶，這不是只有我有這種感

覺喔，我同業的朋友在其他家也是有這樣的感覺喔。（C03）

此外，如 B（03）所述在護理系統中媳婦熬成婆的年資主義牢牢
控制著白色巨塔的升遷系統，使男護士會以「出走」或「刻意貶低」

護理的職場環境來做為其個人的因應策略，像他個人能當上護理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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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數中的少數。那些未能適應而出走的勞動選擇也促使男護士在護

理界的流動比率遠較女護士為高。相同的在美髮業，受訪者 C（02）、
C（03）亦指出部分美髮工作內容因職務分配差異所產生不同的勞動
適應與安置。他指出在擔任助理的過程中，洗髮及其他雜務工作的交

替，使得他比同梯的女性擔任更久的助理工作，在他們的感受上是受

到壓抑的。在勞動過程中有些是相同的，但有些部份卻又有不同的排

班規劃與工作配置。

相對於前兩類，本文在彩妝師的考察則呈現與藍佩嘉（1998）的
結論深具一致性，指出彩妝師專業的知識與技術在傳遞的過程中，從

受訓過程男性彩妝師便擁有較自由的學習空間及較為優異的器材，到

勞動過程的安排上，有別於美髮，男性彩妝師是比較不必負擔其他彩

妝之外的瑣務。這些都存在著性別的差別待遇，而此勞動訊息也相對

透顯出，職場不同組織制度安排以及性別分工所可能存在的差異。此

亦導引出拓邊勞動者在職場作為性別化主體的討論，顯然在職場上他

們既非無助亦非完全自由，因此他們必須在其勞動場域的權力運作底

下去做出選擇。這群跨界勞動者往往必須透過他們專業知識所切割出

來的勞動空隙，來成就自我身為護士的價值建構，否則唯有出走ㄧ

途。這群男性跨界勞動者的行動脈絡有其特定歷史、機制與秩序，在

勞動參與過程中，它能透過某些論述與實踐去自然化現有的性別規

範，當然也可能試圖去挑戰職場主流的性別分工概念。此職場組織的

制度安排，亦相對影響拓邊的勞動者其在職場適應過程中是否會呈現

出手扶梯現象。這些反應皆可能是依循內部勞動市場的邏輯所產生的

運作，在這些面向的思考下，提供了更豐富的詮釋觀點來論證東西方

勞動職場的參與過程所可能存在的差異。

（四）男子氣概：順從或捍衛？

在勞動臣服的考察中，「男子氣概」同時支撐了家父權的合法性

基礎並結構化多元層面中男性支配的架構與相對女性順從臣服的位

置。針對男子氣概在當代的社會之中是內在自我世界的塑造與社會建

構的雙元歷程中，對從事非傳統男性工作的男性勞動者在勞動場域產



勞動疆界的拓邊？32

生哪些作用與影響？勞動者在參與過程是順從的過程或抗拒性的捍

衛。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透過訪問資料的呈現如下：

1. 性別認定的挑戰：調整或離開
Morgan（1992）與 Hearn（1994）陸續分析指出工作環境會對勞

動者對自我性別認定產生再造的過程。而男性為呈現其男子氣概，所

產生的行為態度是區分為視為當然、隱藏及不去正視此問題的因應方

式。本文中，這群受訪的男性反應因身處幾近全數是女性的職場工作

環境中，有部分受訪者反應在長期的自我模仿或他者的形塑下，使得

職場中部分的男性工作者（包含受訪者或他的同事）產生了女性化的

動作與表現型式。這種被稱為逐漸「娘娘腔化」的現象，其實意味著

這群跨界男性勞動者有融入的現象，進而對他們的性別認定（gender 
identity）調適之後所產生的結果。然而誠如 Kvande（2005） 所指出，
男子氣概的表現可能不是一成不變，而可能會隨著時間與空間產生變

化。如 C（01）的部分受訪者因受互動對象的模擬化，使得自身產生
行為轉化的現象。

我們這個工作環境中，同事啊，顧客啊，幾乎都是女性。像我們

這個分店，整間就只有我一個男生。等了很久還是沒有男設計師

過來。有時候行為上多少會為了迎合同事的表達或與她們溝通，

有時為了與顧客聊天必須具有親和力吧！時間久了，好像這種現

象沒有辦法避免耶。我還好啦，但有朋友跟我說，我好像越來越

娘娘腔。但我怎麼可能！再怎麼樣我就是男生啊！但我們同行業

其他店的男設計師，真的有些變得很嚴重，所有動作與說話都像

女生也有⋯⋯有時自己也蠻怕會跟他們一樣。（C01）

訪問個案中有部分的勞動工作者，把生物性的事實與基因的論述

都搬出來強化，「他自己」不可能產生這種變化。從他們自己的眼中

能清楚的觀察出自己有哪些同事或別家公司有哪些人產生了女性化明

顯的徵候與變化。然而他們都不曾考量到，他們所察覺到的這些變

化，其實皆可能源自於「自我」對勞動環境中的他者觀察或創造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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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反應結果。

此外，如同 Egeland and Brown（1989）的研究曾指出當男護士在
性別角色壓力最大的因素來自與女病患的互動與接觸。如同職場同事

或主管所產生的共同反應指出，男性勞動者在過程中因互動的同事及

所服務對象都是女性，因此在初入職場的階段，這群跨界的勞動者所

需面對的群體及工作適應及挑戰，都較女性從業者為多。不可避免

的，原本所存在的職場互動，在過程中也促使了些許男同事因為無法

適切的調整壓力而離開，諸如護士（B05）及美髮師（D04）曾談及男
同事曾因勞動服務對象反應或與同事相處競爭的問題，無形中迫使其

離開所服務的職場。但多數仍然依據自我的成就方向，並為自己在此

職場中尋找到最佳的定位。

有時候在照護女病人時，有時會有一些困擾。比如說是女病人較

為隱私性的資料與照護時就會有些問題出來，說實在我們也不想

去碰觸到這些啊！這種事只要多碰幾次，說實在都會讓人很不想

做耶。（B02）

剛開始她們進入到本行，我想他們應該有體認，畢竟我們這邊女

生比較多。那當然升遷的機會女生就會比較多，但我們主要還是

要以證照作為考量，你有這個證照自然就會有比較的機會⋯⋯當

然有些女顧客不太喜歡男生去整理她的頭髮，我們也都碰過，不

過基於我們做生意的立場，顧客的意見我們要尊重，我們的人就

要多安撫，當然也有因為這些原因受不了而走人的。（D02）

在互動策略的討論上則指出，持續留下就業的男性勞動者在參與

過程中，必須透過積極參與來試圖取得同事或主管的認同。透過職場

多重角色的扮演及積極表現，藉以彰顯本身在職場的多元功能。從主

管的角度而言，似乎亦是不脫於高度責任感及特定功能的彰顯輿論

述，從同事及主管的訪問都呈現出此部分功能的肯定。然而最終當問

題碰觸到升遷時，便有人數差異結構與限制說法的產生。在訪問過程

中所談述的其他重要功能，比如男護士多值大夜班等功能在此時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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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抑隱，在升遷過程中便強化女性的人數及技術，藉以說明為何男

生在升遷過程困難的正當性。

我個人覺得這群男生其實相當用心在學，也會配合醫院裡面所有

的工作。舉例來說，要他們配合加班或大夜班，他們都很合作。

在管理這個區塊，我們總是希望在夜班或大夜班有男生在，會比

較放心。我們裡面的女護士有時也會有這樣的反應⋯⋯我感覺在

升遷時，我們沒有刻意鼓勵，也沒有刻意要去壓制他們，但在我

們這邊女生較多，當然相對升遷機會就會佔掉比較多位我們沒有

刻意歧視喔！一切都是照規定來走的，年資與技術都是考量。

（D01）

我們這邊的男設計師或學徒都相當優秀，我們也都相當重視他

們，他們才會留下來啊！不管是男生或女生，要完整學好技術不

跑掉都不容易⋯⋯有些事像店長這個職位，我們也是熬了蠻久

的，未來他們（男生）也應該有機會吧！資歷、技術最重要。但

還是要總部那邊決定才可以，不是我說了算。（D02）

剛開始都是不熟，所以比較不會聊什麼⋯⋯但說實在，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他是男生的關係，有些話還是不會跟他聊啊！之前有

位同事就說我們對他怪怪的，有時在相處上還是感覺有點不一

樣，我也說不上來，還好自己有自己的客戶。（D03）

在日益競爭的勞動職場，他們企圖以積極的態度來取得同事認

同。相對因為積極融入的迫使，在職場中卻創造出有別於女性相處模

式的特殊職場氛圍，作者認為這絕非僅止於因人數結構差異所產生的

結果。然因畢竟是少數男性，多數話題僅止於工作事務的意見交換及

一般職場互動的寒暄，除非是很熟的同事之間才會涉及較為深入的討

論。上述的分析皆指出，持續的勞動參與雖可能使部分勞動者產生

「性別認同」上的變化。畢竟勞動者在職場適應的過程中，產生的焦

慮、不安或甚至自我防衛及強化的發展過程都可能產生嚴肅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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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距離建構或男子氣概的維繫
部分受訪者（包括彩妝師、護士及美髮師）反應在其加入傳統女

性的勞動工作過程中，期待透過更專業化的工作能力來呈現，在工作

上他們比女性更具有專業能力。面對女性較具優勢的勞動場域，他們

也希望透過對此勞動工作的努力能進一步女性同儕的認同外，更宣稱

未來他們能夠比女性更適合這些勞動工作。如同 Segal（1999） 所指
出，多數從事女性勞動的男性工作者在職場有凌越女性的企圖；而

Williams（1995）則指出招募男性進入一個女性為主的工作，通常需
要同時建構「另類男性特質」，以安撫這些男性的心理障礙。於此壓

力之下，男性勞動者會產生充權（empowerment）的現象來捍衛自己
在此傳統女性勞動工作中的地位，並否認女性工作與男性工作之間所

存在的差異與所存有的特別質能作為出發。專業形象的建構成為重要

的地位基石，藉以維繫他們的男性特別質能。例如男性護士會說我的

工作不止是在照顧病患而已，還包括醫療計畫的規劃與如何跟社工取

得良好的合作默契等，這些整合及規劃工作的複雜性其實對組織團體

更深具其重要性。綜合此論述的討論，本文的分析符應 Williams
（1995）與徐宗國（2001）的研究，指出部分男性勞動者會將自己的
性別認同深埋於工作活動的性別分化過程。然而有部分的受訪者會先

強調他們從事這些傳統女性勞動工作，並非他們具有女性的特質，工

作過程中他們也不會受到影響成為「新男人」。其反應所呈現的是不

同勞動場域中徹底維護其男子氣概尊嚴，只要我努力在任何勞動場域

都不會輸給女生的一貫堅持。

我們的行為舉止不會變得很奇怪啦！但在這麼競爭的行業，尤其

大部分是女生。我認為我的個性及技術根本就不會輸給女生，只

要給我時間，我想這些工作都應該不成問題。畢竟我們也都是這

樣一路走出來的啊！而且這是個群體的工作。（B01）

真的，台灣最 top的美髮師都嘛是男生。女生只是起步比我們

早，人數比我們多而已。並不是代表我們不如她們。我們也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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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調整我們的人際關係，希望大家不要因為競爭而生活的太緊

張吧。（C02）

實際上我們從事這些工作，真的都因為是興趣，不然這低的薪

水，這麼久的工作時間，都在做重複性的勞動工作。有的時候想

起來也會覺得蠻不值得，但是要我換工作，說實在，我還沒想

過。（C03）

當男性勞動者從事傳統女性勞動工作時，部分受訪者對於其男子

氣概的認定是與其工作成功與否，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因此，從受訪

者的論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是當他們談及工作時，便會努力的解

釋從事女性勞動工作所可能產生的挑戰，比如他們是低技術、低地位

或低薪資來說明，他們其實有時候也相當不屑這些勞動工作。或者是

談述只要他們認真工作，未來他們的技術與發展，絕對不會輸給女

生。透過舉例男性在傳統女性勞動工作的傑出表現，例如頂尖的彩妝

師或美髮設計師，以此獨占鰲頭的男性勞動者作為自己學習的對象與

未來的成就目標。誠如 Harding（1999）提出男性可以從自我的位置與
角度出發，進一步對於女性的論述提出不同理論層次上的觀照。此觀

點亦反應在此具體的勞動論述中。

3. 建構一種「不同」的男子氣概
Bagilhole（1994）曾指出許多女性進入傳統男性勞動工作時，多

會捨棄或隱藏自己的女性特質促使自己成為男性的同一類屬。相同

的，本文亦發現，在傳統女性勞動工作領域中工作的男性亦會調整自

己的男子氣概，透過各種方法維繫自己成為此勞動場域「圈內人」的

要求。因此，相似於Williams（1992）及徐宗國（2001）研究所呈現
的現象，不管是較少男性勞動參與的彩妝師，或是醫護系統場域中的

護士，這批男性勞動者不是企圖透過與女性同事保持距離藉以維持其

傳統的男子氣概，便是透過對其工作職業的「重新」認定與解說，例

如強調其工作有別於女性同事的價值，進而重構一個不同的男子氣

概，來減緩或減低個體在勞動過程中所產生的內在矛盾與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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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病人在醫院很誇張，像鬧情緒，我們同事女護士都不知道要

怎麼辦，這時候原先或許跟我們有點隔閡的她們都會來找我們男

生。因為我們真的比較擅長對付一些說起來蠻賴皮的病人。有時

候醫生也會要求我們多協助處理。當然我們也從這些過程更清楚

自己在醫護系統的優勢，扮演不同的角色。（B03）

在此部分的資料再次印證了 Segal（1999）所指出多數男性工作者
在職場凌越女性的壓力會促使男性勞動者產生充權的現象來捍衛自己

在此傳統女性勞動工作中的地位。從訪問資料的考察，我們不應忽略

或隱瞞男子氣概在從事女性勞動職務中，男性想要超越女性的物質宰

制與控制慾望。因為不管男性是採取任何一種回應的策略，當這群男

性勞動者談述從事女性勞動工作的經驗或發展歷程時，如同徐宗國

（2001）的研究，B（03）的訪問資料亦透顯出這種企圖超越或扮演更
重要不同角色的存在。

在系統化性別概念討論時曾指出，應從多元層次的角度來論證勞

動者所參與職場可能產生的問題。除了跨界勞動者的討論外，本文亦

透過這群跨界勞動者在工作場域中的行政主管及周邊的女性工作同

事，對其進入傳統女性職場所產生的察覺與反應進行檢證。從勞動職

場中他者的反應指出，職場勞動工作內容的分割，反而為這群跨界的

勞動者在勞動歷程中尋找到其安適的勞動定位。

現在都很好啊！他們剛來時在我們這邊剛開始會覺得有點奇怪

啦⋯⋯有些適應也要看人，有些比較好，有就有問題。像我們的

那位設計師就很好啊！他很勤勞，技術都不會比我們差。而且在

我們這邊，有很多我們沒辦法作的事都需要他來幫忙啊！他的貢

獻可大咧。（D05）

諸如 D（03）與 D（05）的女性同事都認為，男性勞動者在勞動
職場有其特別的功能與角色，在工作職場中能作許多她們深為困擾的

事情，例如工作器具的故障排除，或更換環境場域中故障的零件，甚

至是搬一些貨物的小事。雖然她們並未否認與男性勞動者在相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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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階段有許多困擾，但她們都認為這是工作磨合時期所會發生的

問題。因此，本文認為勞動過程所呈現的，其實是把權力這個重要的

議題導入較大的學術框架與勞動過程的發展脈絡。所以，從脈絡化下

的思考我們必須瞭解社會權力關係的核心脈絡。也應讓我們對男子氣

概的理解，永遠保持一個「壓迫與如何抵抗」的學術張力，絕非僅存

於勞動市場的互動脈絡當中所產生的討論。

本文並不涉及廣泛的推論，僅透過表七試圖歸納訪問資料所呈現

的訊息，討論勞動跨越之後，在不同職業類別勞動適應過程所產生差

異的歸類。依照勞動職務類屬，雖然受訪的勞動者未必可明確的安置

在不同的類型，但是透過此類型化的檢視，卻更突顯出男性勞動者因

從事不同類別的女性勞務工作所產生的勞動反應。在男子氣概的反應

上，他們都認為那僅是分工下所產生的結果，從事女性勞動工作

（women's work）或具有某些女性化特質，對其個體絲毫不會有任何影
響，整體而言普遍趨向女性化的認同解釋。在護士此勞動職務上因所

接觸的對象包括為數眾多的病人，因此在勞動的服務對象並沒有大多

是女性而感受到這樣的壓力。在勞動環境的結構上，升遷與自我認定

成為其相互循環的調整機制。整體而言，透過工作場域的性別重塑成

為其最主要的出口。這群受訪的勞動者因其勞動場域中必須面對的顧

客及職場的同事幾乎都是女性，因此在勞動過程中遭受極大的壓力及

挑戰。受訪者反應傾向於在勞動過程強化自我價值及勞動技能超越女

性，並透過他們不可能成為娘娘腔的論述，試圖擺脫這種污名化所產

生的影響。

表 7：不同勞動職務之類型化反應

勞動內容
特質

彩妝師 男護士 美髮師

勞動群體的適
應狀況

職場同事相處適應
良好，升遷及客戶
皆須透過自我努力

個人適應良好，然升遷
及職務分配仍深感困擾

個人適應良好，但環
境及同事所給予的壓
力相當大

所產生的轉化
機制

認同與協調工作勞
動價值

勞務協調與自我認定在
職場工作價值的建立

自我認定與部分逃避

工作職場的回
應策略與選擇

趨向女性化的認同
解釋

工作場域的性別重塑
去污名／烙印化的影
響

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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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呈現本文所考察的男性勞動者在跨界過程中所產生不同主體
性的變動，及其在勞動適應過程，所可能產生迥異的回應措施或行動

策略。因此，勞動者透過另一個「想像的」與「對立的性別」的角度

重新觀看自我的勞動及轉化，在個別勞動過程中，這種想像與對立都

是同時發生與併存的。透過經驗資料的檢視，本文認為從男性參與的

勞動研究中，受訪者在職場的勞動過程中，雖有部分因性別抑制而產

生了升遷及工作轉換上的困境，但自我並未在工作能力上產生質疑。

因此如 Hawkins與 Dollahite（1997）曾提及對於男性參與女性勞動工
作的研究方向，不應停留在負面形態，應嘗試用正面角度去理解男性

／家務勞動的角色與影響。現今台灣社會在兩性平等的旗幟下，男性

在傳統女性勞動場域的跨界過程，逐漸得到平等待遇及社會群體的關

注，而此結構層面亦會影響男性對其勞動過程中有關性別角色定型過

程的挑戰。

台灣勞動社會學的研究中有絕大部分的研究皆著重在探索勞動結

構中男性與女性之間不均衡的組成或不平等機會結構的分析。卻相對

缺乏針對男性跨越性別藩籬而從事傳統女性勞動工作的拓邊研究。勞

動職場中角色的轉化與勞動類別的參與穿透將成為未來勞動場域中所

不可缺乏的一環。任何勞動角色的組成皆是勞動體制中的重要組成，

也是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中所呈現的趨中性與單一化的現象。針對這些

層面的分析，希望能有效補足台灣當代勞動社會學論述層面有關文化

因素對於勞動者在性別認同及隔離上所可能存在的侷限。

六、結論

台灣社會從傳統的社會思考，對於性別與工作模態的連結，呈現

出不同的思考邏輯，也孕生了不同的社會期待。職場中什麼是「查甫

人做的工作」，什麼是「查某人做的工作」，同時規約與烙印在周遭社

會生活世界與工作職場的性別化規範，進而左右了勞動者在職場中的

勞動選擇。誠如 Anker（1998）所指出，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異，因
性別產生的職業隔離依然高度存在於各國經濟與政治的組織場域。從

本文的考察認為性別隔離的效應同時造成了，女性到傳統男性工作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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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跨越上的困境；相對亦造成男性到傳統女性工作領域的藩籬。透過

這群受訪者的反應意見，進一步證成了性別概念、男性的男子氣概對

其從事非傳統男性工作的影響作用，在整體勞動過程是呈現另一種轉

化的趨勢。

社會變遷的發展使得男性勞動者進入女性傳統勞動的職業範疇，

然而在環境結構的影響下，產生了不同適應與發展的勞動過程。從文

獻資料的呈現，我們得知在社會變遷的發展下，傳統勞動職業範界的

模糊。從事傳統女性勞動工作的男性人數的增加，以及行業上也越來

越多元。這些傳統勞動概念所構建出來的性別藩籬，似乎在現今有逐

漸解構的現象。從事的男性勞動者在整體勞動過程逐漸產生了適應的

過程，在經驗資料所呈現的是這群跨界的男性勞動者在認同上並未存

在著危機與抗拒。本文的討論過程中相對揭露了另一個論述，在這些

分眾的勞動者身上，因為不同行業上在勞動過程中，勞動主體性及勞

動對象進而產生了差異的適應過程。至於在主體性變動的考察上，這

些勞動者在勞動過程或場域之中，產生不同的回應措施與策略。從本

文鎖定的三個行業來檢視，此勞動過程是持續的，這群勞動者較容易

產生「性別認同」上的變化與工作者在勞動過程所產生的不同回應策

略，然而一般性的刻板印象及性別系統的操作仍然深深的鑲嵌於整體

的勞動過程之中。

傳統勞動研究有關性別區隔的討論與性別化勞動過程的微觀層次

都指出，單一性別為主體的職場型態，容易造成僵固化的勞動思考模

式。因此，男護士及女醫生的交錯出現使得這群拓邊的勞動者在跨越

藩籬時，終將必須面對許多傳統及無謂的壓力，但在職場的工作能力

受到肯定後，越界的實踐與性別的流動是否使充斥的刻板印象隨之淡

化或消失，端視勞動跨越者在就業競爭過程，是否得以脫離職場中的

性別漩渦。本文指出，雖然男女之間性別職業隔離指數逐漸下降，但

性別職業隔離不僅是審視女性如何進入傳統上男性的工作領域，還必

須注意男性如何進入傳統女性的工作職業。過去對性別勞動的研究多

將焦點圍繞在女性勞動者身上，探討女性在資本主義及父權體制的性

別化分工和性別職業隔離中所處次等地位。本文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出

發，探討了男性如何進入傳統上屬於女性的勞動與職業工作，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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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其勞動過程對其自身所產生的影響及自我認同的轉化。

本文的分析與Williams（1995）及徐宗國（2001）所指出男護士
在女性工作世界中得其所在的手扶梯現象有差異的結果，男性跨界勞

動參與過程手扶梯現象並不明顯，參與彩妝、護士及美髮工作的男性

勞動者反而在面臨勞動選擇及升遷時，普遍存在著性別抑制之現象。

在不同的研究脈絡與設計下，本文的結論並無意推翻Williams與徐宗
國的研究結果，僅是從更寬廣勞動類屬的考察與詮釋，來反思拓邊下

的勞動跨越者在其勞動歷程所產生的現象。研究差異性的肇生可能源

自不同勞動跨越程度下所呈現的反應，在台灣多數男性勞動跨越多僅

停留在 Bradley（1993）所陳述少數滲透的階段，或逐漸進度到跨越人
數比例逐漸增加侵入的初始階段。因為西方與台灣不同的拓邊發展階

段，所產生的就業競爭與宰制的強化程度可能使得越界者有不同的感

受，進而產生討論上的差異。

男性透過自己的男性特質，使自己雖身處女性主宰的勞動場域，

但透過策略的運作，使得他們得以減少在性別認同上的困擾。本文考

察發現男性有壓抑職場範圍內性別壓力的傾向，而且對異性或同性互

訴的可能性較低。相對而言，感受男性氣概的壓力則以事業認同為

主，強化如何在女性職業場域獲得一席之地或超越她們是其男性氣概

的主要壓力來源。因此，男性從此角度而言，亦是性別化社會束縛的

成員？隨著性別在勞動概念上所形構的穿流，也意味著當代勞動市場

在新一波勞動穿透過程中即將建構與面臨未來性別勞動重新結構的趨

勢與發展，此發展趨向也是勞動社會學中場域與行動穿透在未來所不

可避免的現象。但本文必須承認，未充分透過在共同勞動職場女性同

事充分的訪問來精確的檢證本文受訪男性勞動者所抒發的反映意見，

而僅以彩妝師、護士及美髮業各自一位的女性同事受訪者的訪問作為

補充討論的資料，這是本文所必須先提出的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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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自主工會運動的興起是依賴基層工人之間的兄弟義氣，而不是階級認同。

兄弟義氣是一種強調工人互助觀的團結文化，它固然能夠強化內聚力，抗拒外來的

打壓，但是卻無法清楚地界定工人群體邊界；以及其挑戰的對象。本文從一個台灣

國營工會晚近十餘年來的發展，來探討這種兄弟義氣的極限。自從八○年代末期以

來，基層的團結使得自主工會勢力能夠克服資方與黨國的聯手打壓，將工會組織真

正還給工人。但是在九○年代中期以後，兄弟義氣的限制卻顯得越來越明顯。一方

面，兄弟義氣排除了某些工會會員，也無法將工會與基層會員的關係清楚地定位於

階級面向上，而擴大成為無所不包的會員服務。另一方面，面臨民營化與事業改革

的壓力下，兄弟義氣的範圍迅速萎縮，甚至演變成不同生產單位之間的競爭。本文

主張，有瑕疵的兄弟義氣導致了此個案工會的內訌，同時也解釋了晚近台灣工運的

停滯現象。

Abstract:

The rise of Taiwan's independent labor union movement has been 
buttressed by rank-and-file workers’ brotherhood, rather than class identity. 
Brotherhood is an everyday culture of solidarity that strengthens the internal 
cohesion and makes possible collective action against an external threat but 
at the same time vaguely defines the boundary of workers themsel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brotherhood in a labor union. Since the late-
1980s, grassroots solidarity has helped the nascent independent union to 
withstand the repression from management and the KMT. But beginning in 
the mid-1990s, the limitations of brotherhood became visible. On the one 
hand, brotherhood excluded certain members and failed to focus on class 
issues that were more directly related to union members.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pressure of privatization and enterprise reform, the scope of 
brotherhood was progressively narrowed. As a faulty mobilizing resource, 
brotherhood led to union's fratricide, which explained the reason why 
Taiwan's labor union movement stagnated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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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台灣自主工運的停滯

在八○年代末期，新生自主工運所採取的策略是所謂的「順法抗

爭」。
1
工人們積極爭取正式法律所承諾的，但是資方卻不信守的勞動

保障（例如年終獎金、休假、加班費等）。在早期的抗爭過程中，這

些異議工人成功地攻佔了原先黨政扶植的「閹雞工會」，將其轉化成

為自主工運的組織基礎。至於原先沒有工會組織的工人，也紛紛要求

籌組工會，在不少個案中，他們克服官商的聯手打壓，實現了法律形

式上所保障的組織權利。

從九○年代開始，自主工運將抗爭的重心從廠場轉移到國家，勞

資的階級衝突在三個主要的戰場上演。首先，勞動法律的修改成為爭

議的焦點。國民黨政府提出勞動基準法、工會法與勞資爭議處理法的

修正案，企圖放寬既有的勞動保障，以達到瓦解異議工會勢力（王振

寰、方孝鼎 1992；謝國雄 1997：281-284）。這項向下修法反而引發了
自主工運轉向法律層次的抗爭，一方面抵擋官方的法案版本，另一方

面則是提出更具有進步性的修正版本，以落實更周全的勞工保護。由

於工運界的強力動員，官方在 1993年 3月主動撤回勞資爭議處理法修
正案， 

2
在 5月撤回工會法修正案。

3
官方的退讓正是「工人修法鬥爭上

難得的一場勝利」
4
，這也顯示了自主工運的力量足以抵抗勞動保障的

倒退，但是問題在於他們有能力可以推動更進步性的立法嗎？

從後續的發展來看，自主工運的政治實力仍是高度受限。在 1994
年底的全民健保保費爭議中，可以發現工運團體仍需要積極動員，才

能維持既有的兩成勞方擔比例，而不是政府原先所提議的四成。在

1996年底的勞基法擴大適用問題上，雖然自主工運爭取到兩百多萬白

1   何雪影（1992: 77）指出，「台灣自主工會運動的一個明顯特性，是強調要在法
律容許的範圍中進行」。

2   中國時報 1993/3/10。

3   經濟日報 1993/5/28。

4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鄭村棋所言，引自《台灣工運》2（1992/9）：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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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勞動者的保障，但是他們也被迫以變形工時的交換條件來取得官方

的首肯。到了政黨輪替之後，若干工運界長期爭取的法案獲得通過

了，例如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2001）、就業保險法（2002）、兩性工
作平等法（2002）、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2003），但是這些新措施並
沒有完全滿足工運人士的要求，其實際成效也仍是有待考察（Ho 
2006a :133-135）。更重要地，攸關勞動者組織權利的工會法與勞資爭
議處理修正案至今仍是懸而未決，勞方與官方立場仍是有相當大的差

距，但是沒有任何一方能有辦法順利地取得國會同意。另一方面，台

灣資本家仍不斷揚言要廢除勞基法，取消基本工資，但是他們至多也

只能獲得加班費、外勞薪資計算等若干好處，而無法全盤推翻既有的

勞動保障體制。換言之，儘管自主工運十餘年來的打拚確立了一定程

度的政治地位，但是持續的法律僵局卻顯示，他們的影響力並沒有隨

之成長。民主化潮流的確開啟了台灣勞工表達政治意見的管道，只不

過他們的實際作用是遠不如預期的。

自主工運的第二個政治戰場即是組織階級政黨。儘管在八○年代

末期就有工黨、勞動黨的組成，但是其主事者都沒有取得更廣大的工

會支持。在九○年代，兩個政黨陸續都有參選的企圖，但是其聲勢都

無法再與八○年代末期相提並論。

在九○年代初期，自主工運與反對黨的關係成為工運界爭論的焦

點。在 1993年縣市長選舉時，台灣勞工陣線支持民進黨；工委會隨後
提出「政黨附庸」說詞，批評勞陣，並發動工人投廢票運動。不過這

項運動隨即引發勞陣的反制，認為投廢票有利於國民黨，將使得金權

政治更惡化。工委會主張「工人不談統獨」，主張採取「結盟不結

黨、等距外交」的策略，才能擺脫政黨包袱，遊走施壓於各政黨間，

為勞工謀取最大利益。相對地，勞陣則是基於以往與黨外時期以來的

合作關係，傾向與民進黨政治人物合作，並且在民進黨內施加政治壓

力。
5
儘管如此，勞陣並不是沒有討論未來組織階級政黨的可能性。在

1994年 7月出版的第 70期《勞動者》中，封面故事即是「為階級政
黨催生」。但是，這種組黨的想法與和民進黨合作關係是矛盾的，一

5   聯合報 19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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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勞陣的運動者堅信只有完全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才能作為勞

工運動的政治憑藉；另一方面，在現實上，無論是進行工會籌組或法

案遊說，民進黨所掌握的政治資源卻是必要。在 1995年，由於勞陣祕
書長簡錫堦被民進黨提名為不分區立法委員，勞陣內部出現了內鬥。

一部分堅持組黨的年輕幹部紛紛出走，他們出版一本名為《紅燈向左

轉》的小冊子，批判勞陣對於民進黨的持續依賴，缺乏組織獨立政黨

的決心。這一群運動者被稱為紅燈派，儘管對於運動路線看法與勞陣

有所不同，他們仍是傾向於獨立的立場。

結果當初批評勞陣依靠政黨的兩派工運團體，即工委會與紅燈

派，在 1998年後都轉向政治人物，尋求他們奧援。隨著馬英九入主台
北市政府，工委會的領導者鄭村棋擔任勞工局長，也使得工委會所屬

的工運組織獲得了政府的資源。在高雄市，謝長廷任命方來進為勞工

局長，方來進則任用了許多紅燈派的運動者進入市政府。因此，「等

距外交」的策略結果是倒向國民黨，反對依賴民進黨的演變則是依賴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至於曾經宣稱要組黨的勞陣，這個想法後來也無

疾而終。無論這些工運團體的後續演變為何，原本宣稱的組織階級政

黨路線成為台灣自主工運所沒有採取的道路。

組織獨立的工會聯盟則是自主工運的第三個政治戰場。在廠場層

次以上，自主工運的勢力一開始就遇到黨國所扶植的全國總工會及其

地方總工會的限制。由於龐大的保守職業工會、不民主的選舉制度、

長期未改選的全總領導階層，自主化的工會無法進入官方的決策管

道，以及享有政府的資源補助。自從 1994年，自主工運開始採取「地
方包圍中央」的策略，在地方上籌組獨立於職業工會體系以外的產業

總工會。從最早的台北縣產業總工會，一直到政黨輪替前夕，一共有

八個縣市已經出現了產職分家，自主工運成功地取得地方產業總工會

的合法資格。在 1998年，這些新崛起的勢力開始將矛頭指向全總，成
立全國產業總工會的訴求正式浮上台面。到了民進黨上台，全產總正

式被合法承認，也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國家統合主義（Ho 2006b）。
然而，全產總的成立並沒有促成台灣勞工政治實力的大躍進。嚴

重的內部派系傾軋，使得全產總一直無法擴大其在產業工會界的地

盤，無論是在所屬的工會數或會員人數上，全產總這幾年來都沒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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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成長的趨勢。全產總獲得出席政府會議的代表權，可以在勞委會所

屬的各委員會以及其他決策管道（例如 2001年的經發會、2006年的
經續會）發揮若干的影響力。但是儘管如此，對於更具爭議性的政策

方面，例如民營化、金融整併、國民年金等，全產總卻沒有產生太大

的作用。相對地，因為喪失了壟斷的特權，全總在這幾年更經常利用

激進的抗爭策略。

總而言之，陷入僵局的勞動修法攻勢、流產的階級政黨籌組、發

育不良的全產總，都顯示台灣自主工運已經呈現停滯不前的狀態。除

了在政治領域上的受挫，產業工會的組織情況也一直呈現下滑的趨

勢。解嚴的工潮帶動了工會籌組，產業工會數在 1990年達到 1,354個
的最高潮，此後則是逐年下降。在 2005年，產業工會只有 1,027個，
甚至遠低於解嚴那一年的數字（1,160）。

6

要如何解釋台灣自主工運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停滯？經濟領域的

變遷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答。從產業別來看，石化、鋼鐵、水泥等資

本密集的產業向來是台灣產業工會的主要重鎮，但是這些部門在晚近

並沒有顯著的成長。相對地，誠如王振寰所指出，新興的高科技產業

採取彈性化的勞動控制，員工的水平聯繫也受到股票分紅制度的切割

而分化，因此缺乏組織工會的動力（Wang 2001: 357-358）。從這個角
度來看，不利的經濟局勢限制了台灣勞工集體行動的可能。

其次，政治策略的選擇很可能是另一項關鍵。陳政亮（2005）分
析晚近以來全產總無法有效地為勞工爭取權益，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

過度相信「談判桌的策略」，而背離了傳統基層的抗爭路線。他認

為，如果「避談團結鬥爭的實力原則」，其結果即是一而再地喪失了

發動工潮的機會，也因此無法迫使官方作出實質的讓步。在此，可以

得到這樣的解答可能，如果台灣自主工運能夠選擇更激進的政治策

略，那麼就不會陷入當前的停滯陷阱。

最後，既有的工會制度設計有可能束縛了工人階級行動的範圍。

誠如上頭所指出，儘管威權體制的解組引發一股工人的強烈不滿，但

是自主工運的力量從沒有真正撼動過工會組織的架構。原先的工會制

6   資料來自勞委會，http://statdb.cla.gov.tw/html/year/33010.htm （200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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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黨國體制用來吸納、分化工人的工具，但是一旦被工人佔領之

後，卻直接成為自主工運的物質基礎。邱毓斌（2004）認為，這一套
工會體制是「威權統治遺產」，它固然使得自主工運得以迅速興起，

但卻迫使工運領袖接受了產職分立、廠場工會、選舉至上等既有限

制，阻礙了工運，朝更激進的方向前進。

總合來看，經濟、政治、制度的解釋並不是互斥的，它們都掌握

了台灣自主工運困境的某些面向，都是可以成立的說法。但是進一步

來看，這些解釋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利的經濟條件固然限制了某些產

業的工人組織，但是卻沒有辦法說明為何既有的工會沒有提出更具有

突破性的要求。溫和的政治策略誠然無法徹底改造現存的階級關係，

但是其對立命題並不一定能成立，換言之，激進的抗爭不見得就帶來

立即的回報，近年來全總展現出一副比全產總更「敢衝敢拚」的姿

態，但是他們的組織實力並沒有擴大，也沒有爭取到比全產總更多的

官方讓步。最後，如果說既有的工會制度是一套引誘自主工運的陷

阱，那麼更為關鍵的問題在於：為何工運的力量沒有能夠突破工會法

的限制？誠如上頭說明所指出的，工會法的修法僵局本身即是反映了

工運界的政治實力不足。因此，更公允的說法應該是，工會制度的維

持與自主工運的停滯是互為因果的。

更重要地，這些解釋都不是從工會的日常運作出發，因此容易忽

略這樣的事實：早在經濟、政治與制度等外在限制開始發揮作用之

前，自主工運的基層組織就已經產生了自我限制的效果，而無法進一

步促成勞資關係的民主化。更明確地說，如果在廠場內部，自主化的

工會都已經不再追求更徹底的改造，他們所支撐起的工會運動是如何

可能有進一步的作為？

本文將以一個南部國營石化業工會的分會作為個案，深入探討自

主工運所面臨的限制。這個工會（在此姑且稱之為翠華工會）
7
自從

1989年就由勞方所掌控，他們連續好幾次在工會選舉中打敗黨部與資
方所推出來的候選人，因此能夠長期維持獨立而且戰鬥性高的工會運

7   在接下來的行文中，所有的公司、工會、幹部名稱都是以假名來代替。為了維持
匿名性，註腳或參考書目中所引用的文獻也一併採用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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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追根究柢而言，勞方的持續主導是來自於基層的團結文化，工人

們深刻地相信他們與公司管理部門是屬於兩個相對立的群體，過去掌

權的黨務人員是一小撮作威作福的特權份子，工會職位也曾經不過是

晉升個人生涯的踏板；也因此，他們願意鼎力支持任何敢宣稱與資方

對抗的候選人。素樸的團結文化就是一種支持自己人的兄弟義氣，這

種文化動員固然有助於工會的自主化，但是卻沒有辦法產生更為明確

的階級認同。在團結文化的觀念下，工會為會員爭取權益是理所當然

的基本共識，然而，會員權益往往被無限擴大成為無所不包的會員服

務，如此反而稀釋了階級行動的意涵。儘管工會長期以來是勞方所主

導的，不同生產部門工人之間利益衝突是無法被超越的，到後來甚至

演變成為工會幹部之間的鬥爭，以及日後勞方勢力的解組。

在第二節中，本文將討論晚近的團結文化理論。團結文化的概念

原先是用來取代庸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然而在理論建構中，卻

不當地拋棄了意識型態的元素。草根團結被認為是促成階級行動的唯

一關鍵，而其限制卻被忽略了。第三節將分析翠華自主工會的興起過

程，特別重視兄弟義氣在其中的作用。第四、五、六節則是討論為何

兄弟義氣沒有轉化成為更堅實的階級認同，並且從晚近的工會內訌之

中，指出單純團結文化所帶來的限制。

二、階級行動的源頭：
階級意識、團結文化與階級認同

根據 Katznelson（1986: 14-22）的說法，階級的概念可以拆解為四
個層次的議題。階級有可能指涉經濟分工、社會組織、共同經驗與集

體行動。本文關切台灣自主工會的日常運作，Katznelson所指認的共
同經驗是主要探討的面向。在這個層次上，階級不外乎是一種「成形

的團體、共享的稟性（dispositions）」，進而構成了集體行動的根源。
在接下來的討論中，筆者將試圖證明，（1）階級意識與（2）團結文
化都無法確切掌握「階級」的共同經驗，以及為何（3）階級認同的概
念是一個比較可行的分析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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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級意識

古典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一套十分簡化的工人階級形成（working-
class formation）觀點。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工具與生產的分離
已經是既成事實，因此，大規模的無產化即是製造了所謂的在己階級

（class-in-itself）。但是要形成一股強大的階級運動，客觀的現實仍是
不足夠的，工人們需要認清自身的無產化處境，並且體認到自己與資

產階級的對立關係，換言之，他們需要產生階級意識，所謂的為己階

級（class-for-itself）才能夠出現（見 Przeworski 1985:48-55）。因此，
階級意識即是工人們的主觀認知，有了這個元素，潛在的結構矛盾才

能展現成為現實的力量。

另一方面，古典馬克思主義也需要面對這個令人尷尬的難題：有

些工人抱持著保守的態度，他們傾向擁護現狀，而不是尋求改變，換

言之，這些工人不具有所謂的工人階級意識。古典馬克思主義者將意

識型態定義為所謂的「錯誤意識」，意味著某些群體的主觀認知是不

符合他們的客觀情境。如此一來，工人們的階級意識即是一種「正確

意識」，因為他們清楚認知到自己的社會位置，同時也是一種「革命

意識」，因為他們追求徹底改造一個對自己不利的體制。很顯然地，

當列寧宣稱「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

能從外面灌輸進去」（Lenin, 1960: I, 247；作者所加的重點），他只是
將階級意識／錯誤意識的二元命題推論到邏輯極致。如果工人本身是

受到錯誤意識的蒙蔽，那麼先鋒隊的歷史任務就是促使他們獲得應有

的階級意識。

基本上，古典階級意識理論最大的缺陷即是僵化的二分論預設，

誠如列寧所指出的，任何觀念不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就是

「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ibid.: I, 256）。因此，工人階級形成的問題被
簡化成為階級意識的有或無，革命的或非革命的。很顯然，這種粗糙

的架構是無法掌握歷史上形形色色的工人階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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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結文化

在列寧看來，受蒙蔽的工人群眾是保守的，外來的組織才是激進

的。在美國的學界，新勞動史學派（New Labor History）（Leab 
1985），以及後續的團結文化理論（如 Fantasia 1988, Kimeldorf 1985, 
1988）則是提出了相對立的觀點。他們主張，外來的組織帶來了保守
化的效果，反而壓制了原先存在於基層工人的自發性抗爭能量。

在美國工運史的詮釋中，一直存在某種主流的看法，認為個人主

義才是美國的傳統價值觀。既然美國人所重視的是個人的努力，而不

是集體的保障；因此，工人不願意參與勞動組織，工會組織率的低落

並完全可以意料的事（Lipset 1979: 175）。同樣地，Bell（1960: 
134-135）指出，工會為何經常與黑幫掛勾，對於特定業者進行勒索，
基本上也是反映了美國人重視的物質成就，工會組織也成為這些出身

卑微領袖的社會晉升階梯。因此，在他們的領導下，美國工會追求更

多的薪水、更體面的社會地位，這不外乎是「無產階級的資本主義」

（ibid.: 211）。
相對於此，新勞動史學者認為，美國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潛能仍

是持續存在著，只不過是受一連串政治與社會制度的束縛，而無法全

面表現出來。基層的勞工仍有強烈的不滿情緒，他們是彼此團結一致

的，但是卻找不到抒發的管道。在他們看來，戰後所逐漸出現的工會

科層化、以契約為中心的集體協商、不罷工承諾、與民主黨的政治聯

盟等制度，導致了工會與基層工人的疏離感。儘管工會取得了體面的

社會地位，但是他們卻越來越不能取得會員的情感支持，也脫離了更

廣大的進步運動圈（Aronowitz 1983: 63-77; Brody 1980: 229-240; Green 
1980: 218）。工會不再是仰賴基層會員的認同，只要與雇主建立良好
的合作關係即可，例如公司協助代扣工會會費，就可以維持基本運作

（Fantasia and Voss 2004: 83）。工會退化成為特殊利益的擁護者，努力
維持現狀，而不再是改變現狀，無法再喚起會員內部的參與熱情。

主流的看法認為，保守的工會組織來自於保守的工人文化，是他

們有意識的歷史選擇；但是團結文化理論卻主張，基層工人與既有的

工會體制是相衝突的。既有的工會體制並不是工人文化的外在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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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保守的遊戲規則是異己的存在，強加諸於拒絕馴化的工人階

級身上。Fantasia（1988: 11, 17）指出，團結文化是一套對抗性的實踐，
透過工人彼此的結合創造出凝聚力。團結文化源自於更廣大的工人文

化，但是卻不能化約成為後者，因為只有階級支配瀕臨挑戰的危機時

刻，工人們才會直接感受到這種生活經驗。團結文化使得工人願意挺

身而出，支持他們的夥伴，然而這種情感性的聯繫卻是與工會主導的

個人化申訴管道相違背。因此，儘管工作契約常有不罷工的承諾，而

且工會領袖也往往不贊同以罷工來進行勞資爭議，但是工人的自發性

罷工（wildcat strikes）仍是普遍地存在的（ibid.: 63）。
從團結文化理論的角度來看，基層工人遠比想像中更具有激進的

批判意識。Fantasia（1995）反對階級意識的概念，強調團結文化才是
一個更合適的說法。在社會科學的調查研究中，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階

級意識被進一步庸俗化，變成了純粹的個人態度。這樣就無法掌握行

動與意識之間的複雜關係，更忽略了階級關係的向度。換言之，一個

工人如果在問卷上勾選自己是屬於「中產階級」，認為「個人努力可

以創造成就」，主張「社會應該獎勵自食其力」，看起來似乎是缺乏

「階級意識」；但是一旦他們共同遭遇到管理部門不合理的對待，自發

性的抗議風潮卻隨時有可能爆發，進而戳破原本平靜的勞資關係假

象。

團結文化理論主張，階級行動是來自於未明言的階級凝聚力，外

顯的意識型態或是文字化的論述並不是關鍵。從這個觀點來看，研究

的重點應是放在「日常工人的經驗與文化」（Kimeldorf 1985: 360），
而不是工會領導人的政治意見。儘管美國工運向來只有極少數主張階

級革命或社會主義，但是無論其政治立場為何，基層工人經常為了切

身相關的經濟議題發動激烈的抗爭（Kimeldorf and Stepan-Norris 1992: 
506）。
傳統的詮釋觀點認為，工會運動中的經濟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差異

是最根本的路線對立，可以用來區分保守與進步的陣營。Kimeldorf
（1988: 165-169）拒絕這樣簡化的二分法。他指出，成功的左派工會一
樣需要積極提供會員各種福利，他們不能只憑著純粹意識型態訴求來

取得工人的認同。就以激進的美國西岸碼頭工會來說，哈利．布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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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Harry Bridges）之所以能夠獲得基層的熱烈愛戴，原因在於：

布里基斯的力量即是他致力於提供每一位工會會員有價值的東

西。有些人認為他是積極的工團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是民權

鬥士。其他人比較不採取政治的觀點，他被當成「工人夥伴」⋯⋯

確切來說，布里基斯有很多值得會員贊許的特點，即使是那些不

同意他政治觀點的人。「他也許是紅色哈利」，碼頭工人經常這樣

說，「但是他是我們的哈利」。（ibid.: 168-169；原文重點）。

鬥志高昂的基層（rank-and-file militancy）才是激進工會的根源，
領導者的作用並不是提供鮮明的旗幟或主張，而是幫助這股潛在的力

量找到聚焦的對象。在另外一份著作中，Kimeldorf（1999: 152-158）
認為，工人相互扶持的觀念是深植於不同工作現場之中，這種「團結

的組織邏輯」甚至可以被不同意識型態所包裝起來，成為表面上看起

來對立的工會運動路線。事實上，遙遠的政治議題並不是工人所關

心，與他們切身相關的生產環境才是最主要的衝突所在，工人的團結

是在日常情境中表現出來。 
總結來說，團結文化的理論有助於重新發現被隱藏起來的工人不

滿，避免我們落入這樣的認知陷阱：如果沒有公然挑戰現狀的組織行

動，工人就是順從的。古典馬克思主義導致了一種化約論式的看法：

工人運動的起源被簡化為主觀因素（階級意識）與客觀因素（階級位

置）的吻合與否的問題；相對於此，團結文化的理論更細膩地掌握了

情境性的勞資衝突，也豐富了我們對於廠場層次日常對抗的理解。在

此也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如果說以往的觀點過度低估了當代資本主義

生產中的階級鬥爭，不正當地否定了「階級意識」的存在，團結文化

的理論是否有可能犯了矯枉過正的錯誤，過度解讀工作現場中的各種

衝突，並且將其視為各種「團結文化」的表現？在此，一個關鍵性質

問在於，難道任何涉及工人階級成員的抗爭都是「階級運動」？

理所當然，工人的階級運動（class movement of workers）並不是
由工人階級所參與的運動（movement by working class）。每一位工人
都有其他的身份屬性，他們都有機會置身涉入有關政治權威、族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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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宗教信仰、消費權益、社區生活等的集體爭議之中，但是這並不

意味著這些議題都是階級運動的延伸。更重要的，即使我們看到了某

一群工人與他們單位主管發生了公然的衝突，這也不必然意味著階級

鬥爭的產生，工人的動機有可能是基於特定生產部門的利益，而不是

著眼於整個公司的受雇者，或是更廣大的工人階級。回到本文所關切

的階級共同經驗之問題，如果說傳統的研究途徑採取太嚴苛的「階級

意識」觀點，那麼團結文化理論則是將其過度稀釋了。

（三）階級認同

嚴格來說，單純的勞資衝突只是中性的承載器，除非工人意識到

他們所對抗的管理階層代表某個階級行使權威，而且直接壓迫他們作

為另一個階級的共同利益，那麼那些衝突將不是階級鬥爭。很顯然

地，沒有階級認同的工人運動並不是階級運動。但是要如何概念化所

謂「階級認同」？在此，Gould（1995）對於法國工人運動的研究提供
了一個解決途徑。

認同是一種連結個體與集體的想像，使得想像的主體與一個更廣

大的群體連結在一起。任何一種社會運動都是需要集體認同的建構，

因為它直接定義了行動中的「我們」是誰。Gould強調，有兩個因素
影響了社會運動中的認同。首先，意識型態是一種精簡的世界觀，能

夠指認出導致不滿的主要社會關係，並且將個體歸諸於所屬的群體之

中（ibid.: 16）。不同的意識型態是相互競逐的，因為他們提供不相容
的世界觀，產生了完全歧異的集體認同。因此，歷史上的工人階級起

義，有可能是基於地域、族群、產業等相異的認同。

其次，認同並不是懸空而立的心智產物，真正能夠產生行動的認

同往往是附著在社會關係之中的。在人們感受到真實的情境下，一群

人才能進行有意義的互動，強化了某一種認同所指認出來的群體之凝

聚力。因此，正式組織（工會、政黨）之所以能夠吸引工人的參與，

一部分原因是在於它們所訴求的意識型態在工人群眾中產生了共鳴；

更重要地，它們提供了建構社會關係的空間，使得參與的工人有可能

跨越他們的背景差異，形成一個具有共同認同的群體（ibid.: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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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的階級意識理論，階級認同的概念點明了這個事實：

工人群眾總是面臨了多重的認同選擇，因為他們同時擁有許多身份屬

性。「非此即彼」的階級意識／錯誤意識的對立，只存在於簡化的研

究者心中，而不是在於工人的生活世界裡。相對於團結文化理論，階

級認同的概念也強調了組織與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強調階級

優先的組織介入，並且促成某種社會關係的形成，工人們之間的連結

並不一定會是立基於他們的階級認同。

在 Gould（1995）的分析中，法國 1848年革命以及 1871年的巴
黎公社，雖然都是工人階級的參與，但是前者是基於階級認同，後者

則是基於社區認同，因此完全性質不同的工人運動。在兩場工人起義

中，左派組織都採用了社會主義的語言，強調集體行動的階級性格。

在 1848年的革命中，工人們的交往仍是根基於行會組織以及小型工作
坊，所以階級的意識型態被日常經驗所強化。相對地，經歷了第二帝

國時期的都市更新與資本兼併，工人的日常經驗不再附著於單一的行

業，而是共同的居住社區。因此，在 1871年的公社起義中，工人們是
在捍衛他們的鄰里，而不是他們的階級認同。

因此，階級認同只是工人運動的諸多選項之一而已，他們的選擇

往往取向於自身所處的社會關係。除非工人們對於他們的共同階級身

份感受深刻，甚至遠比其他鄰里、同事等關係更為真實，否則他們不

會自動地採取階級認同。

（四）小結

上述討論回顧了三種討論階級行動起源的理論，其差異臚列如

下：

簡單地說，階級認同理論主張，基層工人是團結的，他們具有相

當程度的動員能量。但是他們的抗爭並不一定會源自於共同的階級認

同，在更多時候，只不過是同工廠、同班的兄弟義氣之表現。除非外

來組織以及意識型態能夠將這種素樸的同仇敵愾轉化成為更結實的階

級認同，那麼工人的抗爭永遠不會是階級行動。在接下來的部分，本

文將以翠華的個案來說明這種兄弟義氣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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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團結到分裂的自主工會

翠華公司是一家國營的石化公司，翠華工會（在此稱之為翠華總

會）的會員來自於這一家公司的所有非行使管理職權的員工。本文要

討論的是翠華工會所屬的一個分會（在此稱之為翠華分會），五千多

位會員來自於南部三間工廠，其中包括了白領的業務人員、工程師、

以及佔絕大多數的操作工人。在翠華工會自主化的過程中，翠華分會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儘管他們只構成總會約三分之一左右的會

員，他們往往是動員能力最高的一群，積極參與各種抗爭活動。

為何單一個案的深入分析可以揭露出自主工運停滯的原因？本文

認為，翠華分會在台灣自主工運歷程上曾經扮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

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首先，翠華工會一向有「台灣工運火車頭」

之稱，原因在於早在 1988年總會即是由一位非國民黨籍的人士來擔任
理事長。在同一年 7月，翠華工會所舉行的大遊行也創下了台灣國營
事業員工走上街頭的紀錄（Ho 2003: 124）。其次，翠華分會的動員實
力也一向是其他自主工會所望其項背的。在九○年代所舉行的勞工遊

行中，翠華分會往往出最多人的單位。在 1995年的「四三○反金權怒
火之夜」中，主辦單位特定只安排由翠華分會的兄弟持火炬遊行，其

原因在於只有他們才有足夠的團體紀律，「不會一遇到了警民對峙的

緊張局勢，就將火把丟出來」。
8
最後，全產總在 2000年正式成立之

後，第一任理事長即是由來自於翠華分會出身的幹部擔任。由於全產

8   前全國產業總工會文宣部主任演講，2003/11/27。附帶說明，在 1995年反金權怒
火之夜之前，上一次的持火炬遊行就是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因此，主事者的
顧慮是有根據的。

表 1：比較階級意識、團結文化、階級認同理論

階級意識理論 團結文化理論 階級認同理論

工人群眾的狀態
受蒙蔽的
保守的

團結的
激進的

團結的
激進的

外來組織的作用 激進化 壓制、束縛 有可能是激進化

意識型態的作用 啟蒙 沒有作用 有可能是激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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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代表著台灣自主工運的大集合，翠華分會的重要性也由此可見。

在 1990年，翠華分會的常務理事開始由非國民黨籍的工人來擔
任，此後一直是由於代表自主工運勢力的勞方聯線所執政的。勞方聯

線是一群異議工人在 1987年所組成的，原先是一個跨分會的選舉聯
盟，目的在於挑戰國民黨黨部的輔選。由於後續的選舉恩怨，勞方聯

線的成員只剩下翠華分會的核心部分，其他分會的參與者已經另立山

頭。對於其他分會而言，勞方聯線即是一個派系；但是在翠華分會內

部，勞方聯線的作用卻毋寧是一個專門負責提名候選人的政黨，角逐

工會內部的職位。一般會員並不知道勞方聯線的組織詳情，但是儘管

如此，他們都知道勞方聯線是宣稱代表基層工人，他們「敢衝敢拚」

專門對抗黨部與資方。國民黨部儘管一直無法取回翠華分會的主導

權，但是仍與資方聯手用各種方式打壓自主工會。

在 1989年，翠華工會決定將經常會費按薪資的千分之一提高為千
分之三計算（黃玟娟 1991: 84）。這項決定自然不受到基層會員的歡
迎，黨部利用這個機會製作各種旗幟、標語，動員會員到工會辦公室

抗議。
9
在 1991年，管理部門動員會員反對翠華工會的選區改革，甚

至於與工會幹部發生肢體衝突（翠華公司 1993: 752）。
在 1992年，公司方面更干預翠華分會幹部的任期決議，結果出現

了在半年內有兩位常務理事的尷尬情事，造成不少會員的混淆。管制

翠華工會會刊的刊載內容也是公司打壓的手段之一，在 1994年公司一
度強硬要求「工會快訊與工會會刊發行需經工關室同意蓋章」（翠華工

會第一分會 1994: 237）。廠長也有一次針對某篇支持台獨的文章大發
雷霆，發函指責內容嚴重不宜，要求工會檢討改進（翠華工會第一分

會 1996: 47）。
儘管如此，自主工會仍是成功地站穩腳步，逐步拆解了廠場內的

黨國勢力。在工會的施壓下，黨部寄生的員工關係委員會在 1993年撤
銷了，其「相關業務」移轉到人事室，黨部發行的《勵進》刊物也在

1994年停刊（Ho 2003: 128）。在九○年代中期之後，黨部仍是會在工
會選舉中推派所屬意的候選人名單，例如革新陣線、團結工會聯盟、

9   訪談記錄 200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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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自救會、勞工清新聯盟等，但是他們都無法與勞方聯線抗衡。到

了這個時候，勞方聯線已經鞏固了在翠華分會的獨大地位，他們所面

臨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於黨部，反而是一群從勞方聯線分離出去的成

員。

在 1996年底，勞方聯線由於提名問題出現了內訌，一批工會幹部
自行組成了團結工聯，積極招募候選人，投入隔年初的翠華總會會員

代表（即所謂的大代表）選舉。在表面上，團結工聯批判勞方聯線的

妥協立場，宣稱要採取更獨立的政黨路線以及更激進的階級訴求；但

是實際上，團結工聯這一派的出現主要是涉及了工會職位分配問題，

他們傾向於與總會當權派合作，以換取得更多的位置。
10
由於團結工聯

的主要成員都參與了勞方聯線的創始，再加上他們所具有的工會歷

練、演講口才、外來協助等因素，在接下來幾屆的選舉中都對於勞方

聯線構成了相當的威脅。表 2呈現了歷屆以來的選舉結果：

表 2：勞方聯線、團結工聯在翠華分會選舉中所佔的席次（大代表）

日期選舉（屆次） 勞方聯線席次 團結工聯席次 應選席次

 1987.12 （第五屆） 18 — n/a

1991.1 （第六屆） 15 — 33

1994.1 （第七屆） 28 — 35

1997.1 （第八屆） 29 2 35

2000.1 （第九屆） 36 0 36

2003.1 （第十屆） 20 16 36

資料來源：吳昱賢（1997: 60, 94, 114）、黃玟娟（1991: 103-104）與作者的田野記錄。

由上表可知，九○年中期以後，勞方聯線的穩固位置已經獲得確

立，甚至能夠在 2000年的選舉中首度囊括所有的席次。團結工聯在頭
兩次選舉都是失敗的，儘管如此，他們仍有辦法在 1997年翠華總會的

10   吳昱賢（1997: 110-113）詳細地紀錄了這一段分裂的過程，但是筆者認為，他
的詮釋卻過度採信團結工聯的說法，誇大了政黨認同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
忽略團結文化的共同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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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常務理事、理事長選舉中，與其他派系合作，阻擋了勞方聯線

取得總會理事長的職位。然而在 2003年的選舉中，他們卻取得了近半
的席次，足於與勞方聯線平起平坐。接下來的發展更是急轉直下，勞

方聯線的會長與翠華分會的常務理事分別被罷免，翠華分會所屬的三

個工廠中有兩個工廠要求獨立組織工會，並且已經取得當地勞工主管

機關的同意。換言之，2000-2003年期間是勞方聯線由盛轉衰的關鍵，
長期執政的自主工會已經走向了四分五裂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自主工會的分裂並不是外力造成的，而純粹是來

自於「勞勞之爭」的內訌。工會幹部不惜撕毀團結一致的基本共識，

企圖以工會分立的手段來，來繼續保有既有的職位。在 1997年，團結
工聯曾主張翠華分會應該從翠華工會中獨立出來，避免被未來的民營

化「拖下水」。在 2000年的選舉中，也有敵對的派系批評勞方聯線主
導下的翠華工會長期是由某一廠所壟斷，「翠華分會的運作，長期以

來為 L廠掌握，常務理事三任 9年，常務監事二任 6年，總會理事長
2年，難道 K廠沒有人才？」

11
針對這樣批評，以黃川田為首的勞方聯

線打出「失業的滋味不分你我」的口號，來反制「地域分化」。
12
勞方

聯線的幹部強調，「如果工會還隨著資方起舞，將工會一分會三，勢

必讓資方更方便將 L廠、T廠民營化。不但兩年來的努力泡湯，員工
的工作權也岌岌可危」。

13
接連兩屆的選舉結果顯示，分立的訴求不能

獲得廣大會員的認可。

在 2001年，原先高喊團結的幹部下台了，由另一群勞方聯線的人
馬接管翠華分會。下台的黃川田回到所屬單位，卻成立一個 L廠自主
分會促進會，要求脫離翠華分會的管轄。他們一改過去的說法，強調

「L廠在總廠時代資源的分享確是好像細姨囝⋯⋯『好甲在』曾經三屆
的常務理事是 L廠的會員，多多少少會做一些平衡的考慮。反觀目
前，翠華分會的生態，『靠人多，壓死人』」。

14
民營化的威脅過去被用

11   引自某獨立候選人的文宣（2000/1）。

12   引自「勞方聯線戰報四」（2000.1.4）。

13   引自「勞方聯線戰報三」（1997/1/27）。

14   L廠自主分會促進會（2001），傳單「不是分立，是觸腳（sic）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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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三廠一致的理由，現在成為了分立必要之證據。「為避免翠華分

會迫於現實做出同意各事業部依相同比例裁員的決定，故須有一個自

主的分會，來保障會員的權益，以避免 L廠的會員再次受到傷害」。
15

很明顯地，這一群分立派取得了管理部門的默許，他們在 L廠設置一
間「工會服務中心」，主要的帶頭幹部也沒有歸建到原屬的操作現

場。在接待來訪的工運團體時，他們借用了公司的貴賓會客室，使用

公司製作的簡報系統，更以公司的紀念品來贈送訪客。
16

看在其他工廠出身的幹部眼中，以黃川田為首的 L廠分立派不啻
是「勾結資方、打壓兄弟」，完全「違背勞方聯線的立場」。

17
儘管如

此，新一批接手幹部（主要是以陳金水為首）的情況也相去不遠。在

2003年第十屆大代表選舉失敗之後，以 T廠為主的幹部在翠華分會會
員代表大會上推動了罷免新任常務理事的案子。在 2004年初，T廠幹
部與團結工聯合作，一同擊敗了勞方聯線的候選人，拿下了翠華工會

常任理事的領導位置。
18
被趕下台的勞方聯線幹部主要是以K廠為主，

因此，他們也如法泡製要求分立，成立 K廠工會。
19
據筆者了解，K

廠分立派與主管的當地勞工局串通好，所以才能獲得正式的成立證

書。勞工局還向公司施壓，要求提供辦公室與經費，否則將入廠進行

勞動檢查。
20

翠華總會目前仍不承認 L廠工會與 K廠工會是其正式的分會，
21
但

是無論如何，原先團結一致的勞方聯線早就已經灰飛煙滅了，也不再

是一股可以挑戰資方的力量。自主工會勢力的消沈是顯而易見的，會

員們在工會會刊上如此表示：

15   L廠自主分會促進會（2001），傳單「為什麼要分立」。

16   田野筆記，2000/6/19。

17   田野筆記，2000/6/20。

18   《翠華工會第一分會工會會刊》141（2004/2）：1。

19   《翠華工會第一分會工會會刊》146（2004/7）：4。

20   田野筆記，2005/11/2。

21   《翠華勞工》361（2004/9-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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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到底怎麼了？會員一團霧水、不滿、質疑此起彼落⋯⋯團體

內部因路線競爭一再惡性分裂，選票成為內鬥籌碼，職務反成為

打壓異已工具；勞勞相爭，會員權益打半折，遑論工作權了，可

預見的未來，工會人氣潰散在基層反應已是不爭事實，恨鐵不成

鋼就清楚寫在會員臉上。
22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自主工會已經土崩瓦解了，基層團結仍是這

一群工會幹部常說的口頭禪。從統一到分立，他們訴求的根據都是兄

弟的權益，只不過兄弟的範圍從原先的三個工廠縮小到個別工廠。即

使他們與管理階層、官員互通款曲，這些舉動也只能在私底下偷偷摸

摸進行，在抬面上，每一派都是擺出與資方對抗的勇猛姿態。在 2004
年翠華分會會員代表（即所謂的小代表）的選舉中，不管是執政的勞

方聯線，或是在野的派系，都一致強調自己真正是正宗的勞方代表，

而對方則是與資方勾結。勞方聯線認為，會員的不滿是被資方所煽動

的，

兩年半前，陳金水所帶領之工會改革派崛起，除積極推動高廠更

新轉型以及民營化員工工作權之保障外，並帶動福利會改革，會

員直接受益，在在有目共睹。唯卻遭被改革者（資方派）到處散

佈不實謠言中傷、抹黑⋯⋯
23

挑戰的這一方卻認為，勞方聯線與資方串通，出賣現場兄弟的權

益，

翠華公司宣佈強休七天，翠華分會執政團隊不但照單全收，連最

起碼的因應對策都沒有，當時的翠華分會領導者陳前常務理事未

戰先降，更大言不慚率先排休 30天，以突顯其清高，而其執政團
隊更歌功頌德一番，但令人噴血的是：陳前常務理事九十一年度

22   《翠華工會第一分會工會會刊》138（2004/11）：2,4。

23   引自「勞方聯線戰報五」（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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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卻只休假二天，這讓咱們這些相信工會而老實休完七天的會

員只能無語問蒼天！
24

換言之，對立的兩派工會幹部仍是說著一樣「保衛基層會員權

益」的語言，一樣「勞方」的集體認同。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基層

團結」的論述變得如此缺乏意義，甚至可以用來包裝任何一種訴求？

接下來的小節將指出，操作工人的團結文化固然是促成自主工會得以

興起，並且抗拒黨部打壓的重要武器，但是一旦面臨了民營化所帶來

的壓力時，卻導致了分化的後果。

四、兄弟義氣作為自主工會運動的基本共識

翠華分會的會員多半是石化工廠的操作工人，班是最基本的分工

單位，班員需要二十四小時輪班以確保設備的連續運作。由於工作本

身的自主性，以及廠房空間設計上區隔性，操作工人之間形成一種相

當強烈的集體主義價值，他們被期待要挺自己的現場兄弟（何明修 
2003）。在勞方聯線崛起過程中，帶頭的幹部就是訴求這種兄弟義氣
的團結文化，將其提升為全廠的規模。在「作工的投給作工的」訴求

下，勞方聯線由工廠區包圍辦公室，並且逐步從黨部的手中搶得工會

的主導權。

等到勞方聯線在九○年代中期真正立足之後，這種素樸的兄弟義

氣成為了自主工會運作的未明言共識。
25
在一場 1999年底的選戰會議

中，勞方聯線的幹部就指出，黨部推出來的候選人現在也會跟著說反

民營化，這樣有可能造成會員的混淆。因此，文宣的主軸要明確簡

24   引自新希望傳單「誰在強暴咱們的權益」（2003/12）。

25   陳政亮（1996）完整地剖析了兄弟關係如何在一個客運工會實際運作。除了下
列的一點以外，筆者大部分同意他的分析。陳政亮（1996: 42）指出，對於基
層會員而言，工會就是「兄」，而他們是則是「弟」。在翠華工會的個案中，筆
者觀察到的並不是工會是「兄」，而是工會幹部才是「兄」，一般會員是透過幹
部才認識工會。很可能，基中差異是由於翠華工會的規模遠大於客運工會。更
重要地，正由於兄弟義氣的想像是附著於幹部，而不是抽象的工會，這才引發
了後續的工會分立與派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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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以「一邊一國的方式」來強調「資方 =國民黨 =支持民營化」。
26

換言之，兄弟需要相挺的價值即是意味著清楚的敵我分界；如果沒有

界限另一頭的他者，「兄弟」要如何定義也成為了一個問題。因此，

一旦勞方聯線徹底掌握了工會的職位，不再面臨黨部、事業單位的打

壓，他們的集體認同反而更為模糊。

兄弟義氣是一種集體認同，工會會員將彼此想像成為一個需要彼

此扶助、禍福相依的群體。
27
更進一步來說，兄弟義氣表現在翠華工人

們的日常互動、規範期待、動員訴求三個方面。作為一種日常互動的

形式，「兄弟」是翠華工人們慣用的詞彙，他們往往說「我們那一班

的『兄弟』」，而不是「我們那一班的『同事』」。一位受訪工人指出，

「有的親兄弟在一起也沒有這麼久，我們一天八小時，幾乎天天都在

一起，比兄弟還像兄弟」。
28

其次，兄弟義氣也是一種潛在的規範價值，定義了工會會員們的

期待。事實上，工人們對於公司制度的抱怨並非總是關於物質性報

償，在許多時候更是要求公司高層能夠尊重他們的尊嚴。舉例而言，

翠華董事長有一次穿著正式的西裝巡視操作現場，結果卻引發了基層

工人相當大的反彈。為何工人依規定要穿著不易導電的麻布工作服，

但是董事長卻可以例外？他們認為，如果董事長能夠學習中鋼公司以

制服為榮的公司文化，員工的向心力一定會增強。
29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

翠華公司的查勤制度。自從 1992年起，公司開始成立查勤小組，不定
時地考核員工出勤的狀況（翠華公司 1993: 273）。然而由於查勤的對
象通常是操作現場的工人，而且是由於辦公室的職員來負責，這項措

26   田野筆記，1999/12/23。

27   審查人提問，本文所指的兄弟義氣是否為某種「福佬沙文主義」、「台灣人意
識」？筆者的答覆是否定的。基本上，我認為來自於操作現場的兄弟義氣是超
越族群的，而不是以某一族群的文化為核心。在我進行田野研究的時候，翠華
分會中三個最重要的幹部職位（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勞方聯線會長）分別是
由兩位客家人，一位外省人來擔任。再且，在 2000年之後的工會內訌與分裂
中，儘管不同派系的鬥爭是十分慘烈的，但是從來沒有任何一方是以族群議題
來發動攻訐。

28   訪談記錄，2002/8/23。

29   田野筆記，199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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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劇了既有的職工對立，工人們憤憤不平，他們認為自己被惡意歧

視。於是在工會的積極爭取下，翠華公司在 1997年改變規定，一方面
辦公室也納入查勤範圍，另一方面也容許工人加入查勤小組（翠華工

會第一分會 1998: 206）。自從這項規定修改之後，工人比較能夠釋
懷，不再認為查勤是「糟蹋人、挑毛病」。

30

在工會選舉的時期，兄弟義氣展現成為一種公開宣傳的動員訴

求，「站鬥陣、戰同線」即是有約束力的觀念，設定了那些舉動是工

人們應該做的事，那些又是不應該做的事。兄弟義氣最立即而直接的

對立面就是背叛者，尤其是那種為了私人利益而出賣團體的叛徒。在

1997年，一位勞方聯線的大代表在常務理事選舉中違背了配票承諾，
將票投給了另一個陣營。大家事後回想，那位代表的變節是有跡可循

的。在投票的前幾天，一群工會幹部在酒店中作樂，敵對派系的頭人

亦即是尋求連任的翠華工會理事長突然來訪，在短暫的寒暄之後，他

留給了那一位代表一張信用卡。結果所有人預繳的費用都被退回來

了，那一攤消費是由這一張信用卡來買單。
31
事後，氣憤的勞方聯線幹

部一直在宣傳「信用卡換選票」的故事，那一位代表也受到現場兄弟

很嚴厲的非難。在 2000年的選舉中，他在各個現場單位都被迫為這件
事提出解釋，最後是以極低的票數落選。

32

在長期的動員下，兄弟義氣成為了自主工會運動的基本共識，也

是工會幹部不斷採用的口號。但是在許多的情境下，兄弟所指涉及的

對象卻是高度不明確的。兄弟原先只是用來稱呼同一個單位的現場操

作工人，但是一旦被廣大為自主工會的集體認同，卻出現了下列的混

淆情況：

（一）兄弟義氣並不納入所有的工會會員

有些工會會員是被排除在想像的共同體之外。翠華公司有三百多

30   訪談記錄，2002/8/23。

31   訪談記錄，2002/12/14。

32   田野筆記，2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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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女性員工，但是由於兄弟義氣的價值是高度依賴男子氣概的文化

要素，女性會員的參與是不受歡迎的（何明修 2006: 95-96）。
33
低階職

員儘管也可以加入工會，但是他們在工會內部的地位卻是很不穩定

的。在以往的職工差序格局之下，操作現場工人即將作威作福的主管

當成對立面，進而凝聚團結。但是並非所有的職員都是行使管理權，

他們也有受在工作場所受到上級的迫害。在九○年代中期，翠華分會

就曾為了是否要協助一群被不當起訴的職員，而出現內部歧見。

兄弟義氣的原初圖像來自於操作現場，工會幹部一旦離開了工

廠，就很難再被當成兄弟。然而，成長中的自主工會運動卻有機會佔

有更多、更高的職位，這一點就構成了兄弟義氣邏輯的必然矛盾，它

只能挑戰當權者，但是無法取得權力。
34
在 1998-2003年間，勞方聯線

出身的林昆財出任翠華總會理事長，這是有史以來首度有操作工人可

以擔任這項職位。在林昆財的第二任期間，翠華公司面臨了油品市場

自由化的挑戰，公司盈餘與員工績效獎金大幅縮水。如此一來，林昆

財就很容易就成為不同派系共同指責的對象。在 2003年，勞方聯線甚
至以開除他的會籍作為選舉訴求，

林昆財擔任理事長績效獎金一年不如一年⋯⋯針對強制休假事

宜，不主動與中油公司協商，放任各事業單位自各為政，以致強

制休假天數不一引發勞勞之爭，造成大家強烈不滿，會員有被出

33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兄弟義氣當然是何明修（2006）所謂的男子氣概。
但是在本文中，筆者所強調的重點在於，兄弟義氣是一種含糊不清的集體認
同，它有可能被升華成為階級認同，但是後來卻淪落為「同工場兄弟相互照
顧」。相對地，何明修（2006）所指的男子氣概是一種性別文化，而且是一種
霸權性男性文化。在此，筆者所重視的是階級的／非階級的之區分，而何明修
（2006）則是強調男性的／女性的之區別。

34   一位工運界的朋友指出，林昆財「老是穿西裝，結個領帶，攏沒有一點做工仔
款」（電子郵件 2006/10/31）。的確，自從林昆財北上擔任工會理事長之後，南
部工人會員最常提出的批評就是如此。這種情況有點類似美國工會在十九世紀
末開始地位鞏固，工會領袖如 Samuel Gompers的穿著變得體面，看起來越來越
像生意人，而不是基層出身的工頭（Dubofsky 1975: 86-87）。對於工會領袖的
穿著要求，當然是符合兄弟義氣的規範；但是問題正在於，如果基層會員只在
工會理事長外表，而不是實質作為，那麼兄弟義氣所能帶來的動員能量必然是
高度受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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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感慨！
35

換言之，儘管女性員工、低階職員、高階工會幹部都是工會會

員，但是他們卻很難被納入兄弟義氣的範圍之內。

（二）兄弟義氣意味著在與階級無關的議題上也要支持兄弟

早在勞方聯線興起之前，黨部主導工會就有提供了各種福利，以

期望獲得更多的會員支持。根據一份出版於 1981年的紀錄，當時的翠
華工會就有承辦下列的業務：

英、日語補習班、國文、數學、國畫、婦女技藝班。舉行郊遊、

健行、體育活動、賓果遊戲、舉辦會員互助儲蓄會、慰問傷患、

救濟貧困，代辦房屋火災保險業務，自 1962年起代辦國、勞宅火
險，辦理壽險、其他服務包括婚喪、納稅、駕照換發、員工子弟

聯考交通服務、每年暑假工讀服務。（翠華公司 1981: 502-503）。

等到勞方聯線拿下了工會之後，提供會員服務就成為不可推脫的

責任。更甚者，由於翠華公司對於職工提供了差別性的福利項目，工

人長期以來承受了各種歧視的待遇，因此，勞方聯線主導工會被期待

提供更多的會員服務，以彌補職工之間的差距。有些基層會員認為，

工會不只要「爭取福利」，更要「創造福利」，因此應該學習農會辦信

用合作社、農產品共同運銷、超市等營利業務。
36
就如同其他國營事業

一樣，翠華高層主管在退休之後，往往轉任民營事業的顧問，享受雙

份薪水的好處（李啟英 1997: 134）。同樣地，有些會員也建議工會建
立自己的事業，僱用退休的員工，承包翠華公司的工程來。這樣才能

真正「照顧退休的會員」。
37

35   引自勞方聯線傳單，「開除前理事長林昆財是咱們唯一的選擇！」（2003/12）。

36   引自《翠華勞工》（1992/6）：14。

37   《翠華勞工》（1993/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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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練的工會幹部當然知道這種普遍的期待，但是他們並不試圖加

以導正，反而是儘可能地迎合會員的想法。一位翠華分會幹部主張，

好的組訓內容不要過於八股，需要「設計一套實用並深入會員的家

庭，譬如婚喪喜慶、糾紛冤屈，急難事故等等日常生活的困難」。
38
順

著這套邏輯，幾乎沒有什麼事是不會被納入工會的業務。舉例而言，

在 1993年，翠華分會曾動員三十多位兄弟到屏東縣潮州鎮調解委員會
抗議，指責鎮代會主席施工不當，導致隔壁餐廳倒塌，造成工會福利

會員之胞兄死亡。翠華分會理事會也決議，全力聲援抗爭到底。
39

如此一來，工會幹部就成為了王時思（1995：52-53）所指出的
「社區頭人」。如果說工會成為了有求必應的村里辦公室，就意味著工

人們不再是因為相同的階級位置而團結起來。
40
同樣地，在一項客運業

工會的研究中，陳政亮（1996: 26-34）也指出，工會幹部必得協助會
員的民事調解、倒會等私人問題，「要不然做兄弟是幹什麼呢？」如

此一來，各式各樣生活議題的納入稀釋了階級的成份，也使得工會不

再只是單純階級運動的組織。
41

38   《勞動者》57（1992/11）: 8。

39   台灣時報 1993/4/13。

40   在九○年代之後的美國工會運動，革新派批判傳統的「服務模式」（servicing 
model），他們認為不應該將工會定位於滿足既有會員的需要，而是要組織新的
會員工人。換言之，他們所要的是另一種的「組織模式」（organizing model）
（Clawson and Clawson 1999: 109）。在此，美式工會的「服務模式」是不同於
台灣工會的「會員服務」，因為台灣的工會幹部還被期待要介入會員的私人生
活，解決一些與共同會員身份完全無關的議題。就這一點而言，台灣的會員服
務是更為泛濫，更不具有階級政治的色彩。

41   仔細來看，台式的會員服務所涉及的議題，有些是與階級完全無關的私生活問
題，例如外遇所導致的家庭糾紛，有些議題則是具有階級政治的意涵，例如會
員信用卡債務、為了子女教育費用所引發的標會糾紛、通勤路程的交通事故
等。一般而言，工會幹部處理的態度通常是解決問題優先，在時間的壓力下，
他們沒有辦法進行更深入的機會教育。這並不是意味著，這些具有階級意涵的
議題無法被進一步轉化。舉例而言，九○年代初期，翠華分會會刊就刊載了不
少篇反高學費政策的文章，透過下一節要提出的工運團體聯繫，學費的階級政
治意涵很早就已經被幹部所了解，尤其是那些家中有小孩在唸大學的。這個例
子顯示，如果工會幹部能夠維持與工運團體的關係，而沒有脫離社會運動的網
絡，那麼他們比較有可能將會員的個人煩惱轉化成為公共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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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兄弟義氣排除相同產業的民營企業勞工

儘管台灣的工運團體很早就提出了「工運社會化」的訴求（邱毓

斌 1994），期待工會不只能夠為會員爭取福利，也能夠主動建立廠內
外的階級戰線，翠華工會卻鮮少關切相同石化產業的民營員工。國營

事業的勞工待遇遠比民營事業更為優渥，再加上他們的工會活動受到

比較少的限制，他們更有能力保衛自己的權益。因此，他們很容易被

描述為一群「貪得無厭的貴族勞工」，受到社會輿論的批評。

有些幹部意識到這個危機，他們期待自己的工會能夠發揮更大的

作用，「除了提升自身的勞動條件以外⋯⋯讓民營企業勞工跟進，以

拉近貧富差距」（楊正陽 1995：11）。要達到這樣的效果，自主工會運
動需要有更寬廣的視野，不只關注會員的要求。一位工會幹部如此指

出，

底層的勞動者：包括民營企業的勞工（一個月可能月入兩萬五而

己）、營造工人、小攤販、服務業及計程車司機⋯⋯這些族群才

是我們必須拉攏、結合對象。在「兄弟有難、拔刀相助」的原則

下，我們需要相當程度去介入、解決他們的困難；例如在民營企

業員工受困（如關廠、非法資遣）時，予以聲援及協助，建立彼

此良好的關係與溝通管道，並在適當的時機請他們聲援我們，這

才是建構社會面力量的方法。
42

然而在實際上，兄弟義氣並沒有昇華成為階級認同；大部分的翠

華工會幹部都不認為他們有必要關切其他民營事業勞工的問題，儘管

他們所屬的不同公司已經形成一個共生的生產體系，彼此密切相關。

在 1994年，翠華公司所轉投資的翠華石化被民營化，新買家入主之後
大幅刪減人事支出，員工承受很大的權益損失。儘管翠華石化的員工

原先也是屬於翠華總會，分別構成四個附屬的分會，對於其他的翠華

工會幹部而言，他們先前的反民營化抗爭，以及民營化之後的勞資爭

42   《翠華勞工》（1996/5-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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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卻彷彿是完全不相干的事。翠華總會曾經派人關切、參與翠華石化

工人的抗爭，但是他們所做的也不過是如此。一位翠華石化的工會幹

部就指出，「其他公司的員工及工會，均存著看好戲的心態，反正民

營化輪不到他們，於是就輕輕鬆鬆看著翠華石化員工在拼鬥」。
43

如果說工會幹部如此輕忽子公司的民營化，那麼可想而知地，他

們是會如何對待原本即是民營事業的勞工。在 2000年，筆者曾觀察到
這樣的現象：工運團體曾向翠華分會幹部建議，要組織石化聯合工

會，因為鄰近的台塑工會正好在發動抗爭。如果翠華與台塑的工人不

能先聯合起來，未來的油品市場競爭只會導致兩個工會的對抗。但是

以黃川田為首的幹部顯然沒有什麼興趣，只是敷衍幾句而已。
44
但是在

一年半之後，等到黃川田等人另外籌組 L廠自主分會促進會，他們卻
宣稱，工會分立可以促成 L廠所在的石化工業區工會聯盟，擴大「自
主工會的在地基礎」。

45

事實上，翠華工人如何看待新崛起的台塑石化，也透露出他們集

體認同的狹隘性。在 2000年前後，翠華工人私底下盛傳，台塑六輕有
些工場開火運轉不順利，想要以一年一百萬元的代價來向翠華挖角尤

其是有經驗的老班長。據了解，不少屆齡退休的工人後來是去了台塑

六輕。然而，等到 2001年台塑油品正式上市，翠華工會反而自費在報
紙刊登廣告，希望消費者不要「喜新厭舊」，要支持老牌子的翠華

（Chen and Wong 2002: 77-78）。這兩個故事顯示，一旦缺乏了階級認
同，翠華工人只會將民營企業勞工視為他們的敵手。

46

43   《翠華勞工》（1994/6）: 20。

44   田野筆記，2000/1/12。

45   田野筆記，2001/6/19。

46   工運人士一直在提倡產業聯合工會，希望能夠跨越公民營的界限。誠如邱毓斌
（2003: 87）指出的，「工會應該很清楚，中華電／遠傳、台鐵／高鐵、或民視
／東森之間的競爭，不代表這些員工就該彼此為敵」。事實上，公民營的合作
反而是對雙方都有利的。對於民營工會而言，公營工會具有較多的資源，可以
提供會務協助。對於公營工會而言，也可以擺脫「貴族勞工」的惡名，獲得更
廣大的支持。但是關鍵正在於目前公營事業工會幹部的想法，如果他們的集體
認同仍是廠場層次兄弟義氣，而不是跨公司的階級認同，那麼他們是不可能發
現這個利益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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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工會幹部深知這一點，兄弟義氣的進一步提升即是更廣

大的階級認同，但是他們的實際作為卻顯示，階級認同仍只停留在政

治修辭的層次，而不是一股實質的力量。

總而言之，自主工會運動的興起是高度依賴兄弟義氣這項資源。

在早期，團結文化使得工會幹部能夠承受到資方與黨部的打壓；但是

越到了晚近，純粹的兄弟義氣的極限卻顯得更加明顯了。兄弟相挺是

一種素撲的道德期待，原先是來自於操作現場的工人互動，但是卻無

法將女性員工、低階職員、高階工會幹部納入我群的界限範圍。相互

扶持的要求也可能被無限擴大，成為包山包海的會員服務，而不再是

階級成員之間的互助。最後，兄弟義氣也無法跨越勞動體制的隔離，

形成跨公司的集體認同。

五、為何沒有形成階級認同：
工運團體與翠華分會

前面的兩個小節指出了兩點，（1）翠華分會的動員是基於界線模
糊的兄弟義氣，（2）兄弟義氣固然促成了自主工會的興起，但是也加
劇了日益惡化的工會內訌。在此，本文仍要回答一個問題，是否可能

將這種草根層次的兄弟義氣提升為階級認同？在掙脫黨國體制的束縛

過程中，翠華工人意識到彼此是「站同陣、戰同線」，人二（政風

室）、黨部、主管是他們共同的敵人，但是為何這樣的團結文化最後

僅停留於此，而沒有擴大成為更廣泛的階級動員？

事實上，歷史的機會是存在的。在早期自主化的過程中，外來的

某工運團體（接下來稱之為工盟）曾經有很深層的介入，提供了法律

諮詢、運動理念、工會選舉文宣製作等各種服務。透過工盟，翠華分

會的幹部以及至少某些基層會員被整合進入一個廣大的人際網絡，在

其中他們認識其他工會幹部、工運團體工作人員、學者、大學生等人

士。換言之，他們參與了一個以階級運動為名的社群。

在九○年代末期之前，翠華分會與工盟的聯盟產生了一套可以被

明顯感受到的社會關係。更進一步來說，這種新浮現的社會關係是依

附下列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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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會會刊。從很早之前，翠華分會常印行單張的「工會快
訊」，以告知會員最新的訊息。但是從 1992年起，工會幹部認為他們
有必要進一步「喚醒勞工意識」

47
，開始每月發行工會會刊。在早期，

翠華分會會刊經常轉載工盟工作人員的文章，其內容往往是關於福利

國家、反民營化、產業民主等理念的引介。也有些文章是關於其他工

會的動態、最新的勞動法律修正、外國工運等議題。由於經費限制，

並不是每位會員能拿到會刊，但是工場休息室都可以找到當期的會

刊。根據筆者的田野觀察，會員是會關注會刊的內容，會刊的文章也

常成為休息室聊天的話題。
48

（2）街頭遊行。透過工盟的網絡，翠華分會也常動員其會員參加
與勞工有關的街頭遊行。遊行是高度戲劇化的表演，工運團體之所以

發動這種抗爭劇碼（protest repertoire），其目的也不外乎在於向執政者
施壓。但是也透過了這種形式的參與，翠華幹部與其他工運盟友的團

結再度獲得了儀式性的確認。

（3）勞工教育。在以往，公司補助的勞教活動往往被視為工會幹
部的福利，他們可以用公假時間去遊山玩水，教育課程只是點綴性

質。在翠華分會自主化之後，勞教活動開始邀請工盟的工作人員，內

容也開始出現了運動理念倡議、團體動力遊戲等。一個典型的翠華分

會勞教需要三天，扣除兩個半天的交通的時間，剩下的兩個整天都是

從早到晚的課程。參與勞教的人員包括小組長、理監事、會員代表約

一百人。相對於會刊與遊行，勞教的場合使得工會幹部與外來的運動

份子有更深入的面對面互動，更能夠彼此熟悉。

透過工會會刊、街頭遊行、勞工教育等管道，工運團體搭建起一

個溝通與互動的網絡，使得翠華分會幹部進入一個更廣大的運動圈。

工盟傳遞了新的運動理念，例如福利國與產業民主；但是它並不是列

寧主義式的先鋒隊，由上而下地灌輸一套正確的「階級意識」。更精

準地說，工盟毋庸是一道橋樑，它使得事先存在的兄弟義氣可以延伸

47   《翠華勞工》1（1992/5）：1。

48    舉例而言，筆者訪談過一位幹部，他曾在會刊發表一篇痛罵董事長的文章，一
時間成為公司的風雲人物，他為這件事高興許久。訪談記錄：20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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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他公司、其他部門的勞工。至少在這個階段，翠華工會的階級認

同是在醞釀之中。

到了九○年代末期，翠華分會與工盟的緊密聯盟開始出現了變

化。在工會方面，勞方勢力已經成功地抵擋資方的反撲，不再是那麼

需要外在組織的協助。工運團體的功能只剩下了選舉期間的文宣製

作，至於法律支援的服務，工會總是有辦法可以找到民意代表來幫

忙。另一方面，工盟也意識到自主工會的轉變，因此決定在 1998年撤
銷地方分部，將工作人員集中於台北的辦公室。如此一來，工會幹部

與工運幹部的往來就變得不是那麼密集了。工運聯繫的逐漸淡化，在

幾個面向上可以看出端倪。首先，會刊上轉載的工盟工作人員文章越

來越少。在原先，工盟的募款廣告會固定出現在會刊某個角落，但是

在 2003年 10月之後，取而代之的是某個專門經營「勞資中介」的基
金會。其次，勞教活動也不再邀請工盟人士，通常是由上級總會的幹

部來主講，講題多也半是關於員工的權益問題。

最後，在翠華分會所參與的街頭遊行，也出現議題上轉向。如果

以 1992-1997年間與 1998-2003年間來比較，可以發現下列的現象：（1）
前期的動員活動主是針對整個工人階級，例如關於五一勞動節、勞基

法修正案、勞保勞資分擔比例等。在 16件動員案件中，有 10件就是
訴諸於這種階級認同，其中大部分都是由工盟所發起的。（2）到後
期，階級認同的動員顯著減少了，只佔 14件案件中的 5件。（3）後期
成長比較多的動員案件，分別是關於反民營化（4件）以及翠華公司
員工的權益（4件），換言之，這些活動是以國營事業認同以及公司認
同，兩者合計超過了一半以上的案件數（見表 3）。
作為一種集體認同，兄弟義氣所想像的邊界是浮動的，可以依情

境伸縮的。階級認同有可能是兄弟義氣的一種表現狀態，但是卻需要

外在的環境條件之配合。因此，在逐漸脫離工盟所搭建起來的工運網

絡過程中，集體認同也產生了性質上的變化。當翠華工人走上街頭

時，他們越來越有可能是為了國營事業員工，甚至只是翠華員工的利

益，而不再是著眼於整個台灣勞工。日益窄化的團結文化意味著，某

些部門的勞工不再是被當成為需要相挺的兄弟，他們已經被排除了想

像的共同體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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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諱言，造成兄弟義氣退縮的原因之一是日益急迫的民營化的

壓力，使得翠華分會幹部不再關注民營部門的勞工。但是下一節將要

指出，含糊不清的認同帶來的不是團結一致，反而是兄弟相殘的鬥

爭。

六、從兄弟相挺到兄弟相殘：
民營化政策所帶來的分化效應

九○年代初期以降的民營化對於國營事業員工造成了很大的衝

擊，許多國營工會紛紛脫離黨部的控制，自主化的工會積極抵抗由上

而下的民營化政策（張晉芬 2002: 111-117）。翠華的自主工會運動是
早於民營化政策的提出，但是也受到後者的壓力，採取了更激進的轉

向。在 1998年 3月，勞方聯線出身的林昆財接管翠華總會，前任的理
事長即是「反民營化不力」理由被罷免。

49
然而需要說明的是，儘管民

營化政策在短期之內會激發員工的反彈，有利於自主工會的動員，一

旦民營化的議程被延後拉長，不同部門的利益衝突反而會更突顯，加

劇自主工會內部的分崩離析。換言之，民營化壓力的立即結果是強化

了工人與工人之間的同仇敵慨，但是就長期而言，不明確的兄弟義氣

是無法抵擋逐漸浮現中的分化效應。

同一家公司內的各個生產部門狀況原本就是不同的，也具相異的

49   《翠華勞工》306（1998/6）：9。

表 3：翠華分會的街頭遊行案件（1992-2003）

動員案件數 社會認同 階級認同 國營事業認同 公司認同

前期
（1992-1997）

16 1 10 3 2

後期
（1998-2003）

14 1 5 4 4

資料來源：翠華分會會刊。
說明： 社會認同是指工會以市民社會成員的角色，來參與公眾議題。這符合原先自主工運人士所提

出來的「工運社會化」理念。兩個案件包括了 1997年 5月「總統認錯、撤換內閣」遊行，
以及 1999年 4月「廢國大反黑金」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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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然而，一旦基層工人開始擔心民營化所可能帶來的裁員、減

薪，單位與單位之間的比較就成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兄弟義氣原先

團結對象也就由原先宣稱的廠場層次退縮到個別的操作現場，甚至產

生工人與工人之間的相互排除。相對地，如果串連起工人們的集體認

同是以階級為根據，那麼他們就比較有可能忽略廠場之間、操作現場

之間的差異，維持共同的戰線。

在翠華分會的組織範圍內，L廠是屬於輕油裂解廠，K廠與 T廠
則是煉油廠；其中由於 K廠的設備較為老舊，經營的效率也比較不理
想。根據翠華公司的資料，K廠有 2,355位員工，單位員工的產值為
4000萬元，而 T廠則是 1,243位員工與 9200萬元的產值（監察院財政
及經濟委員會 2003：23）。基層會員都了解這一點，他們也知道如果
公司決定要關閉其中一廠，肯定會是 K廠，因此如果能夠儘早進入 T
廠，接下來被裁員的機會比較低。兩廠出身的工會幹部不但沒有試圖

跨越這個擴大中的分歧，反而加劇了兩廠的對立。在 2002年底，翠華
分會仍是在 K廠出身的陳金水領導下，當時工會就發出了一張只針對
K廠會員的快訊，「鼓勵員工為保障工作權，踴躍參加 T廠人力之徵
求」。

50
結果這張快訊引發了 T廠幹部的反彈，他們認為這樣會增加 T

廠的「冗員」。在 2003年初陳金水被 T廠與 L廠幹部聯手罷免一案，
也或多或少與這個事件有關係。

事實上，不同工廠之間的對立也影響了工會幹部本身的認知。K
廠除了設備與人力的問題以外，當初翠華公司與鄰近社區也有一項環

保協定，承諾在 2015年完全遷離。面對 K廠的危機，翠華公司與政
府官員幾乎沒有任何行動，會員擔憂，十年內他們的工作就將喪失。

在這種情況下，陳金水等幹部開始扮演更為主動的角色。從 2001年開
始，翠華分會開始推動 K廠更新計劃的籌劃，他們成立一個專案小
組，積極遊說公司、經濟部同意再投資，並且將原先的煉油廠轉型為

高科技石化園區。在 2002年底，他們取得了翠華董事會的認可，決定
將投入 920億元推動 K廠更新案。

51
隔年初，經濟部也原則上接受翠

50   《翠華勞工》350（2003/1）：27。

51   《翠華工會第一分會工會會刊》128（20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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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公司的決議案。
52
儘管陳金水等人所推動 K廠更新案獲得了初步的

成果，但是 T廠與 L廠的幹部卻是十分冷漠，彷彿那不是與他們有關
的議題。在後來看來，陳金水等人只也是照顧 K廠的兄弟，而忽略了
T廠與 L廠面臨的其他問題。
在九○年代中期，翠華分會幹部是站在三個工廠會員的角度來反

對民營化。舉例而言，在 1995年翠華分會反對公司所推動事業部改
革，他們認為這將切割不同工廠工人，分化工會的力量。他們曾推動

反對事業部的連署請願，獲得會員們壓倒性的支持（翠華工會第一分

會 1995: 3）。但是隨著不同工廠之間矛盾抬面化，三廠一致的團結呼
聲便逐漸消失。更甚者，新一批掌權的工會幹部在行事作風上偏向本

位主義，而不再以整個分會來思考。

2004年出任翠華分會常務理事的吳清發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吳
清發的工會歷程很短，勞方聯線當初與黨部的對抗是他所沒有參與

的，因此他對於體制外的工運團體是缺乏共同的革命情感，也沒有特

定 的 工 運 理 念。 這 一 點 是 與 先 前 出 任 常 務 理 事 的 林 昆 財

（1994-1998）、黃川田（1998-2001）、陳金水（2001-2003）完全不
同。

53

在擔任 T廠的駐廠會務人員期間，吳清發的會員服務是許多人都
共同稱讚的。在 T廠，許多不認識的工人兄弟都熱情地與他打招呼。
他曾向筆者說明自己是如何「經營」會務，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會員感

受到幹部的用心，覺得「很窩心」。吳清發解釋一些他常用的方法，

例如有颱風來襲時，即使他是待在家裏，也會打電話到工會辦公室，

請人廣播「清發叫大家多注意，有颱風要來了」。如果他要找某一位

值班中的幹部，他通常會先問「你們現場有多少位兄弟？」，然後就

帶飲料前往，順便慰問基層會員。吳清發的習慣是隨身帶著一本記事

本，隨時記錄會員的各種反應。他強調，幹部不可能滿足會員大大小

小的心聲，但是無論是再怎麼不合理的要求，一個星期之內一定要向

52   《翠華工會第一分會工會會刊》132（2003/5/1）：1。

53   隨帶一提的，陳金水與吳清發都沒有參與過工盟的活動，也不是工盟的會員，
但是他們之前的林昆財、黃川田卻是。這也顯示，翠華分會與工運團體的逐步
脫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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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回報，讓他們知道幹部是有在處理這些事情。
54
在每次選舉中，吳

清發最得意的一件事即是，只要他當家，T廠就只會有一組人馬登記
角逐。他總是有辦法可以說服其他派系不要在他的地盤上動主意。

擅長基層經營的吳清發往往是站在 T廠的立場來看待工會事務。
他明白地表示，體質不良的 K廠已經在拖累 T廠。在他看來，K廠根
本是在「吃大鍋飯」，「我們人力最精簡，結果這裏拼得要死；我們分

到的加班費比較少，我們賺的公司營業額卻最多」。
55
為了保障 T廠員

工的利益，吳清發有時也會與 T廠管理階層合作，故意封鎖一些消
息，避免其他廠工會幹部知情。在 2002年，他曾與 T廠長共同向董事
會爭取代煉中國原油的機會，這個案子獲得公司的同意，並且付之實

行。當時的吳清發格外小心翼翼，他擔心別廠工會幹部會「眼紅」，

故意放這個新聞讓媒體知道，迫使政府下令取消這項 T廠員工的利
多。

不難想像，吳清發當選翠華分會常務理事，對於其他廠的工會幹

部構成了極大威脅。也因此，儘管陳金水在下台後所推動 K廠工會分
立案是高度可疑的，陳金水在位期間對於黃川田所主導 L廠分立事件
之批評，也可以原封不動地用於他身上，但是「K廠兄弟支持 K廠兄
弟」仍是有用的訴求，有些 K廠工人會願意多繳交另一筆會費，來支
持陳金水所主導的 K廠工會。

56

嚴格來說，民營化的壓力並沒有粉碎翠華工人之間的團結文化，

他們仍然相信「工人要支持工會、工會要照顧工人」的基本信條。在

2003年底，筆者訪談剛從翠華總會理事長一職退下來的林昆財，我們
談到晚近工會內部的紛爭。在林昆財看來，工會本來就是有派系，派

系之間的鬥爭也是不可能避免的。重要的是基層會員仍是把選票投給

勞方，而不是資方，這樣工會一定會有辦法再團結起來，共同迎接未

來民營化的挑戰。
57
從三年之後的後見之明來看，林昆財的預言是對了

54   田野筆記 2002/8/26。

55   訪談記錄，2002/12/13。

56   田野筆記，2006/5/6。

57   訪談記錄，200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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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翠華分會的工人依然相信兄弟義氣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資方如

同過去一樣，仍是一群與勞方相對立的群體。團結文化作為一種規範

性的價值，仍舊是工會幹部在口頭上與實踐上所奉行的標準。然而，

樂觀的林昆財卻沒有料想到翠華工會的進一步解組，甚至喪失了共同

抗爭的能量。

但是一再拖延的民營化時程卻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分化效應。不論

是在工會幹部層次或是在基層會員，兄弟義氣的範圍迅速地緊縮，成

為「本廠工人只支持工廠工會，本廠工會只照顧本廠工人」的情況。

這種含混不清的兄弟義氣可以無限制地再向下細分，甚至窄化到個別

工場（workshop）的層次。事實上，越到晚近，筆者也越常聽到翠華
工人說「我們那間工場不賺錢，隔壁那間才有賺錢」。事實上，這種

說法是完全違背石化煉製的一貫作業特性，個別計算製程過程上下游

工場的營利狀況是沒有意義的。很顯然，工人們全盤接受了績效優先

的論述，將其他工場的工人視為競爭者，而非同一戰線的兄弟。
58

換言之，不同層次的集體認同設定了工人們的認知世界，界定那

些人是自己的兄弟，那些人又是對立的他者。廠場之間、操作工場之

間的差異是真實存在的，但是一個強而有力的（robust）的認同之所以
能夠發揮動員的效果，其原因正在於它說服了工人暫時擱置短期的、

切身的利益，而著眼於長期的、更廣泛的利益。基於這個理由，缺乏

階級認同的工人運動是不容易持久的，也很難承受各種分化力量的挑

戰。

58   在 2003年的一場翠華分會勞教中，主講者在介紹K廠更新案所可能帶來的就業
保障，也希望這個機會喚起幹部的支持。但是在事後，有位小組長發言指出，
翠華只有兩種人，一種是五十幾歲的員工，他們希望退休金先入袋為安，因此
不太贊同公司再花大錢進行投資；另一種則是四十幾歲的員工，他們才會想要
公司能永續經營。那位發言人說，自己是屬於前一種人，他會擔心公司的更新
計劃萬一失敗，會危及他的退休年資。面對這種狀況，主講者也只能訴諸道德
呼籲，希望大家都能其他同事著想。田野筆記，2003/4/15。這個例子顯示，一
旦兄弟義氣已經退縮化，更廣泛層次的認同是很難被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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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在 1948年，C. Wright Mills（2001: 3）曾經樂觀地指出，「美國的
為與不為將是影響世界局勢的關鍵，而工人領袖的為與不為將是影響

美國局勢的關鍵」。但是隨著後續冷戰體制的確立與政治氣候的向右

轉、工會逐漸保守化，不再追求改造社會的目標，Mills的偉大期待也
因此並沒有實現。

同樣地，解嚴之後的工潮催生了台灣的自主工運，在當初也曾經

展現出相當龐大的衝擊力道。在 1989年，勞委會主委曾如此感嘆，
「兩年前，我們還沒有聽過什麼叫『勞工意識抬頭』，沒有看過『罷

工』，也沒有聽過所謂『關廠』，更沒有聽過以勞工為主要訴求的爭取

對象而成立政治團體⋯⋯」
59
然而，在十餘年後的今天，自主工運顯然

已經喪失了這樣的威脅性。在基層工會層次，產業工會的數量不斷地

減少，仍殘存下來的勞方勢力不再有實力發揮大規模的抗爭。少數的

國營企業工會仍在積極反對民營化，但是他們的行動也越來越與更廣

大的勞工階級沒有關係。在聯盟工會層次，全產總與地方產總已經確

立了他們在體制內的位置。從地方性的勞資調解、到全國性的勞退金

管理、工業安全衛生等事項，自主工運都獲得例行性的進路。然而，

從晚近的勞動修法、階級政黨籌組等挫敗來看，我們很難在可見的未

來期待自主工運會扮演什麼開創性的角色。

Touraine（1986）指出，工會只有特定的歷史情境下才會扮演社會
運動的角色；戰後的生產性工人減少、勞資社會契約的形成等趨勢都

減弱了工會的戰鬥性格，使其退化成為代表特定利益的壓力團體。回

到台灣的脈絡，晚近以來迅速的去工業化、全球化所帶來的向下競爭

（race to the bottom）、彈性化生產體制的出現、民主體制的吸納等因
素，或多或少都限制了自主工運的發展。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客觀條

件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剝奪當事者選擇的可能。美國工會運動在九

○年代中期的復甦，革新派取得領導權，採取更積極的組織策略，就

59   《勞工行政雜誌》，13（198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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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同樣面臨極為不利的大環境因素，民權運動者、

社區運動者的大量介入，為沈睡已久的美國工會注入新血，帶來了朝

向激進主義的轉向（Issac and Christiansen 2002; Voss and Sherman 
2000）。
在台灣，八○年代末期的工潮也曾喚起了其他人士的關切，透過

工運團體的中介，一波波的學運份子在畢業後進入了工會，協助當時

新生的自主工運勢力。一直到九○年代中期以之前，工運團體開創了

新的觀念，透過各種勞工教育、工會會刊的媒介，將社會民主、反民

營化、產業民主等理念灌注到工會幹部，進而影響工會的走向。然

而，到了九○年代末期，隨著自主工會勢力的逐漸鞏固，練達的工會

幹部已經不再需要工運團體的引導。在廠內，工會幹部只需要在選舉

期間向工運團體借用文宣人才，他們早就學會了一套與廠方打交道的

方式，長駐工會的外來知識份子變成只是處理例行事務的會務人員。

在廠外，工會幹部也獲得了地方產業理監事、縣市勞工局調委員會等

職位，他們不再需要工運團體向外界建立管道。換言之，台灣自主工

運之興起的確是獲得了外來資源的挹注，只不過，很快地這股力量的

激進化作用就消耗殆盡。

筆者主張，種種客觀條件固然能夠局部解釋台灣自主工運的停

滯，更根本的原因仍需要回到工會的日常運作層次來尋找。

本文詮釋一個國營工會在近十年來的發展，發現素樸的團結文化

是有瑕疵的階級動員資源。早在翠華自主工會勢力興起之前，兄弟義

氣原先就是工人們用來抵抗主管的隱藏腳本（hidden transcript），成功
地限制了權威所能夠管控的範圍。隨著勞方聯線的逐步壯大，兄弟義

氣越來越成為一種公開宣揚的價值，也是早期工會幹部用來對抗黨部

的最重要武器。然而，在黨部勢力垮台之後，兄弟義氣所能夠發揮的

效果卻顯得越來越有限了。一方面，素樸的兄弟義氣無法納入廣大的

女性會員、低階職員、民營事業員工，而只是停留在現場單位的層

次。另一方面，沒有意識型態導引的兄弟義氣也容易淪落為無所不包

的會員服務。更重要地，一旦民營化的壓力開始被明確感受到，兄弟

義氣也無法防止不同單位之間的分化。有時在「自己人挺自己人」的

催化之下，甚至會強化了工會內部的離心力。換言之，翠華分會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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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現出來的狀態即是「只問兄弟道義，不問道德是非」，既有的集

體認同助長了兄弟相殘，而不是兄弟相挺。

從事後來看，兄弟義氣固然促成了工會運動的浮現，但是如果沒

有進一步轉化成為堅實的階級認同，自主工會所能夠帶來的工業民主

化是高度受限的。本文進一步主張，個別工會層次的觀察可以用來提

供整體觀照，解釋台灣工運為何陷入停滯不前的態勢。簡單地說，如

果構成工運根基的工會仍只是停留在原始的、不明確的兄弟義氣，而

不是紮實的階級認同，那麼我們又要如何期待自主工運會帶來什麼樣

的政治作用呢？很明顯地，自主運作的工會在接下來的發展中仍然會

存在，他們的制度性基礎已經在民主化後的台灣獲得確保。但是沒有

階級認同的工會不但無法支撐更廣泛的階級政治，甚至誠如前頭所指

出的，這樣的工會運動也無法保障所有會員的基本權益。

最後，需要說明的，階級認同的形成並不是「從外面灌輸進

去」。列寧主義的錯誤在於低估了工人群眾的抗爭能量，同時也高估

了外來組織的作用。相對地，團結文化理論試圖將列寧主義「頭腳倒

立」，他們卻犯了另一種的錯誤，高估了工人群眾，也低估了外來組

織。本文主張，外界的工運團體有可能催化階級認同的出現，其方式

在於建構個別工會與更廣大工運社群的網絡，使得工會幹部能夠整合

進入一個以階級為名的群體。日常的勞教、會刊、遊行都是重要管

道，有助於維持這樣的工運網絡，以促使幹部與群眾能夠關切廠場層

次以外的階級議題。換言之，成功的認同動員並不是呼口號或是洗

腦，沒有某種可具體感受到的社會關係，階級認同只會是虛無飄渺的

乙太，不可能產生引導行動的作用。
60

60   趙剛（1993: 122）指出，台灣缺乏西方社運先進國家「至少幾百年來的歷史累
積；權力論述、公共生活、與階級鬥爭等，皆早已成為社區的傳統與人民的集
體回憶」。因此，工運的當務之急在於建立一套「抗爭的次文化」。從本文的角
度來看，階級次文化的建立是附著在具體的人際網絡上，工運團體與個別工會
的日常聯繫是最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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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台灣，法律的近代化經常被理解為是邁向文明進化的必經之道，是朝向性別

平等邁進的進化史。本文所要挑戰的正是這樣的進化史論述。以法律上祭祀和繼承

的分化為主軸，本文探究此分化過程的性別政治，反省台灣法律的近代化如何在法

律東方主義的陰影下，交疊著殖民宰制與被殖民者的抵抗與屈從而展開，以及在不

同的歷史階段中，女性作為策略性的行動者，又如何在不同的制度規範下展現局部

主體性。清帝國法下結合祭祀與財產、以房為單位的「承繼」概念，將女性視為

「外人」，僅在例外的情況之下才得以承受家產，例外的縫隙使得作為外人的女性

得以在有限制的條件下實踐抵抗。在日本殖民統治的舊慣建構過程中，祭祀與財產

繼承產生了初步的分化，並且逐漸趨向於個人化，這樣的發展一方面改造了性別關

係，另方面也展現了法律東方主義的政治。而中華民國民法則在近代歐陸法的框架

下，以個人財產取代家產的概念、將祭祀排除於法律規範之外，並賦予女性和男性

相同的繼承權。雖然制度的改變使得女性實踐能動性的空間大為增加，但形式上的

相同權利卻未真正實現實質的性別平等，法律東方主義下「封建遺習」與「進步法

律」的對立，更侷限了改革的可能性，遮蔽了尋找「我們的法律」的視線。因此，

本文主張，必須透過歷史的關照，來瞭解父權宰制的在地形貌，並基於對此在地父

權型態及其歷史性再製的批判，來想像「我們的法律」所可能提供的抵抗，創造在

地性別平等的新義。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post-colonial feminist critique of legal modernization 
in Taiwan. It is an engagement with the questions of how Taiwanese law 
developed under the shadow of legal Orientalism, and how this development 
has shaped and reshaped gender relations. Through a post-colonial feminist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succession law,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formulation of succession alone Western lines -- the 
separation of patrilineal succession and property inheritance, the 
individualization and gender-neutralization of succession – fails to combat 
gender inequality. Women do not enjoy equal rights of succession as the law 
mandates it, and patrilineal succession has survived dramatic social changes 
in Taiwan. The dichotomy of property inheritance as an issue of law, and 
worship succession as a problem of culture, are both legal constructions, 
which also creates an Orientalist trap that treats local culture as back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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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archy and Western law as progressive equality, and hence obscures the 
local pursuit of gender equal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first, debunk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ancestor worship as an issue of culture and property 
inheritance that is a subject of law, and secondly, reconceptualize succession 
rights through a critical deliberat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our laws” that 
empowers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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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身後之事」的法律建構

對於生者而言，逝者的身後之事，到底意味著什麼呢？如果觀察

當今台灣社會中對於「後事」的處理，可以發現，除了哀傷之外大大

小小的事情，似乎可以被分為兩類。一類是與法律直接相關的、被稱

為「繼承」的遺產分配，另一類則是與法律看似無關的祭祀。
1
除了極

少數的例外， 
2
法律並不規範祭祀的資格與義務。在一般觀念上，「後

事」被切割為分屬「法律領域」以及「文化領域」的種種事務，而這

兩個領域被依照不同的原理加以管轄：在法律領域的遺產分配，民法

上有關繼承的規定明白地否定「父系繼承」，採取不分性別的同等繼

承原則，因此女兒與兒子理論上享有同樣的繼承權；但在文化領域的

1   「喪葬」或者「殯喪」也屬於後事的一種，特別是在近年來法律管制的高度擴
張、以及喪葬處理的日趨商業化之下，喪葬事宜也逐步被納入法律管轄的範圍。
例如，於 1983年制訂、2002年廢止的「墳墓設置管理條例」，便規範了公私墓
的設置與管理。而取代此「墳墓設置管理條例」的則是於 2002年所制訂的「殯
葬管理條例」，該法擴大了管制的範圍，從殯儀館、火葬場到墳墓等殯葬設施，
都在規範之列，此後更有依據此條例所制訂的「移動式火化設施設置及管理辦
法」、「殯葬服務業設置標準及許可辦法」、各縣市的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等相關
的法律規範，甚至連將骨灰拋灑於海上，都有特別的法律規範。此外，近年來所
興起的「往生契約」或者「生前契約」等「生命事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也使
法律與喪葬事務的處理更進一步產生關係。不過，這些法律的內容與目的，主要
都在於規範喪葬業者與政府管制的責任，所考量的是土地利用、環境保護、噪音
污染等議題，而較少涉及處理「後事」的法則以及性別平等原則的思考，例如喪
服的服制採取父系中心的五服制、由各房兒子們主導喪葬的儀式等等，這些都被
認為是「文化禮俗」、而非法律所要處理的問題，目前也僅有經行政院核定、內
政部於 1970年所頒佈的「國民禮儀範例」（經 1979、1991年二次修正），以及
1991年頒佈、1993年修正的「國民禮儀範例推行要點」，推動特定的喪葬禮俗。
劉仲冬、陳惠馨也指出，除了刑法上的妨害喪禮罪（第 246條）以及侵害屍體罪
（第 247條）之外，法律並未規範喪禮應如何進行（劉仲冬、陳惠馨，2005：
34-36）。由於殯喪所涉及的議題太過龐雜，本文暫且不討論殯葬這類的後事，
而將重點置於祭祀。關於殯葬禮俗的性別意涵之分析，參見蘇芊玲、蕭昭君，
2005：87-125；劉仲冬、陳惠馨，2005：34-65。

2   這些極少數的例外主要為賦予政府祭祀殉職軍人或「革命先烈」的義務，例如：
祭祀革命先烈陣亡將士辦法（1947年公佈施行、2003年廢止）規定政府應定期
祭祀革命先烈與陣亡將士，兵役法第 44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戰死或因公殞命
者，政府應負安葬之責，並建祠立碑，定時祭祀，列敘方志，以資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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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則以父系中心為指導原則，祭祀是由兒子們所共同承擔的責任

與義務。在實踐上，法律領域的原則被常態性地違反，女兒們經常不

繼承遺產、或者僅繼承少部分的遺產；而文化領域的祭祀法則，卻大

致上被有效地遵行。
3
同樣是人的「後事」，何以法律特別關注遺產的

分配，而祭祀則屬於「法不管」地帶？這是事物本質的必然，或是建

構的結果？何以被法律領域所管轄的財產繼承，採取與被歸於文化領

域的祭祀截然不同的法則，而兩者在實踐上被遵循的程度又有如此大

的差異？這樣的差異，更表現而一種不平等的性別政治，在這種政治

之下，男性的家族成員身分相對地恆久不變，而女性則以「外人」的

身分存在。

當今日本民法中第 897條有關祭具繼承的規定， 
4
證明了以法律來

規範祭祀繼承不僅不是不可想像、更是業已存在的立法例。這也讓人

進一步懷疑，法律在遺產分配與祭祀之間所畫下的規範界限，是一種

政策選擇的結果；換言之，是被「創造」出來的，而非事物當然之

理。如要探究此種被建構的、財產繼承與祭祀的分化，以及女性在繼

承關係中的外人身分，歷史化的理解是必要的。特別是，對於曾歷經

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而言，繼承概念的演變與殖民主義的關連，更值

得關注。學者們對於清帝國與民國中國繼承法的研究，已經關注到漢

人家族制度的特色（戴炎輝，1962；滋賀秀三，1976；Shuzo Shiga，
1978； 盧 靜 儀，2006）， 以 及 性 別 權 力 關 係 的 配 置（Kathryn 
Bernhardt，1999）。而王泰升（1997、1999）與曾文亮（2002）對於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繼承法的研究，則進一步關注殖民主義下的法

律近代化過程，特別是漢人法律文化與近代西方法之間的拮抗關係。

3   必須說明的是，法律與文化領域的劃分，只是概念上分析性的便宜區分，而非現
象或事物本質的截然二分。財產繼承顯然是既屬於文化領域、又屬於法律領域。

4    日本民法第 897條是第 896條關於繼承一般性效力之特別規定。該條規定，宗
譜、祭具及墳墓之所有權，由按習慣應主持祖先祭祀者承受，但有被繼承人指
定之主持祖先祭祀者，則由該被指定人承受；如習慣不明時，則由家事法院指
定。因此，日本法上區分兩種繼承。對於一般財產上權利義務的繼承，原則上
應依第 900條以下的規定決定繼承權之歸屬與應繼分。但是攸關一家傳承的宗
譜、祭具與墳墓，卻是例外地由「按習慣應主持祖先祭祀者」承受，原則上是
指長子。這個規定可以說是家督繼承制度在當代日本民法中的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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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礎上，本文以法律上祭祀和繼承的分化為主軸，探討此分化過

程的性別政治，並反省台灣法律發展的近代化圖像。這樣的探究，乃

是作為法律東方主義（legal orietalism）批判的一環。比較法／中國法
學者 Teemu Ruskola（2002）以 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理論批判西方的比較法研究傳統，特別是中國如何被建構為欠缺法律

主體性的他者，而這樣的他者化，又如何有助於近代西方主體的形

成。他將此歐美中心的歷史論述傳統稱之為「法律東方主義」。 
5
晚

近，法律人類學家 Laura Nader（2005）則更進一步提出「缺無理論」
（the theory of lack），藉以說明在歐美帝國／殖民霸權的形構中，「欠
缺法治」如何被用以標示被殖民的他者，「法治」如何表彰了歐美的

位置優越性（positional superiority）、並且正當化其擴張。
6
在此觀點之

下，非西方世界邁向「進步」西方法的法律繼受，同時也可能是一種

自我異化的過程。本文的分析則試圖指出，台灣法律的近代化歷程如

何在法律東方主義的陰影下，交疊著殖民宰制與被殖民者的抵抗與屈

從而展開，而日本殖民主義下的法律東方主義，又呈現出何種特殊的

風貌。我將首先分析清帝國法下結合祭祀與財產的「承繼」概念，以

及女性在其中的外人身分。其次則探究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建構舊慣的

過程中，如何逐漸形塑出趨向個人化的、以財產為核心的台灣人繼承

法樣貌，而這樣的發展如何改造了性別關係、以及展現了法律東方主

義的政治。最後，則討論現行的中華民國民法，如何試圖藉由將祭祀

與繼承分割、並將繼承法則中性化，來實踐性別平等，以及此種法律

改革的有限性。

5   Teemu Ruskola並非第一位將 Said的東方主義運用於法律、特別是法律史研究中
的學者，但他可說是第一位有系統地提出「法律東方主義」一詞的學者。Said東
方主義理論與法學研究的結合，在伊斯蘭法與中東法律研究領域中發展得最為蓬
勃，對此的介紹，請參見William Lafi Youmans, 2004。

6   也請參閱 Laura Nad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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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繼」的性別意涵

（一）承繼、分家與繼承

在當今台灣的法律制度下，繼承是因被繼承人的死亡而開始的、

個人與個人之間財產上權利義務關係的傳遞，這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

概念。然而，如果觀察清帝國統治下台灣漢人的法律秩序，則可以發

現，個人的死亡與當時「承繼」的概念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連結，而承

繼的概念，也比當今「繼承」一詞僅指財產繼承要廣。誠如滋賀秀三

所指出，「繼承」並非傳統中國法上的用語，而是用「承繼」、或者

「承」、「繼」以及其他類似的文字組合。他也認為，所謂的「承

繼」，包含了三組關係：繼「人」的關係（繼嗣）、承擔祭祀（承

祀），以及繼承財產（承業）。換言之，承繼包含了人格、祭祀、財產

三種要素（滋賀秀三，1976：108-128）。關於「承繼」與當代「繼承」
概念的比較，是一個重要且複雜的課題，可以較為確定的是，其範圍

比單純的財產繼承要廣，一般則常將「繼嗣」與「承祀」合併稱為

「宗祧繼承」。根據台灣私法，台灣的漢人社會中，祖先的祭祀通常由

各房子孫或共同祭祀、或者輪流管理，因此只由長子或者長孫單獨繼

承的宗祧繼承並不盛行（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編，1909：500-520）。
「承繼」經常是以「分家」的方式進行。

7
「家」是一個「同居共財」

的基本單位，而這個基本單位的分割，也就是「分家」，是一種父系

中心家族的繼承型態，同時包括了財產與祭祀的移轉或分割，意指一

個以家父長為首、以及由各男性子孫為首的各房所共同組成的同居共

7   Kathryn Bernhardt（白凱）將「分家」與「承祧」的概念加以區分，並指出在帝
制中國下，承祧所引起的訴訟糾紛遠超過於財產世代轉移的分家（Kathryn 
Bernhardt, 1999：49）。然而，如前註所述，台灣的漢人社會並不盛行僅由長子
或長孫單獨繼承宗祧，因此分家與宗祧繼承可說是重疊的。至於分家與繼承之間
的關係為何，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姉齒松平主張，必須區分「繼承」
的概念與分家的「鬮分」概念，並且將鬮分解釋為一種家產分割的契約（姉齒松
平，1938：328）。本文傾向於認為「分家」與「繼承」是一種「部分重疊」但
非完全等同的關係，將分家解釋為家產的分割，似乎過於窄化了分家的承繼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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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體，從此「別籍異財」、各房獨立、各成一家。這個「開枝散葉」

的過程，與當代台灣法律中繼承的概念，有相當大的不同。首先，它

並不以家父長的死亡為要件：分家固然可能、並且也經常是發生於家

父長死亡之後，但也可能在家父長在世時得到其同意而進行。
8
而「死

亡」所發生的效果，也與當代法上因為個人死亡所發生的法律效果並

不相同，比如對於守喪的要求，就是當代法上所沒有、但是在社會文

化上某程度被繼續遵循的。
9
並且，與當代民法將個人作為繼承與被繼

承的主體不同，分家是以由男性子孫為首的「房」作為分割的基本單

位。雖然清律上的規定是採用所謂「諸子均分」的原則，但實際上應

該是「諸房均分」。（戴炎輝，1962：1-19；陳其南，1990：115；
Shuzo Shiga，1978：109-150；曾文亮，2002：268-269）。「房」是漢
人家族的系譜原則，在分家之前，房是一個家的構成元素；在分家

後，各房自成一家，各自擁有其依照「房份」所分得的家產。換言

之，分家並非將財產由一個個人到另一個／數個個人之間的傳遞，而

是由一家的家產分散為多家家產的財產分配。
10
最後，分家既包括對家

產依照「房份」加以分割（所謂「分產」）此一財產的面向，同時也使

得各個由家之下的房所獨立而成的各個家，各自承擔祭祀與香火傳承

的義務。但為了確保祖先的祭祀，也可能從家產中抽取一部分、或者

由子孫集資設立一財產，以該財產的收益供作祖先祭祀之用，這就是

8   關於子孫是否能於父祖在世時分家，清律的規定曾有改變。清律原本規定，祖父
母父母在世時、以及居祖父母喪時不得分家（「凡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別立戶
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若居父母喪、而兄弟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八十），
但後來放寬，在得到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分家（曾文亮，2002：265-266）。

9   清律對於守喪期間的限制，包括不得結婚、生子、分家等，例如「諸居父母喪而
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知而共為婚姻者，各減五等」、「諸居祖
父母、父母喪生子，徒一年」、「若居父母喪、而兄弟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
八十」。當代台灣的法律中，並沒有對於守喪期間的任何限制，但是在社會文化
的實踐上，仍有守喪期間結婚的相關限制。換言之，「守喪」的要求與相關限
制，透過法律與文化之間的建構性界限劃分，已經被限縮為純屬文化的領域。

10   必須說明的是，一般認為，台灣漢人的財產繼承除了家產繼承之外，還有所謂
「公產」（如祭祀公業）的繼承，以及「私產繼承」，而私產繼承即是以個人為
單位、並且是在被繼承人死亡後發生。這種對於「家產」與「私產」、「公產」
的區分，主要源自於日本殖民統治下、以台灣私法為典範的漢人法律傳統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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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祭祀共同父系祖先為目的所成立的「祭祀公業」，其成員（派下）

原則上為家族中同姓同宗的親屬，因此，開枝散葉之後的家族，得以

藉由祭祀公業而延續對於共同祖先的祭祀。

（二）女性在承繼中的外人身分

從性別的角度觀察，這樣的承繼或分家的概念，是一種父系中心

主義的表現。如果說，獨立構成一房的資格代表了永久性的家族成員

身分，那麼只有男性子孫，才具有這樣的身分，因為他的家族成員身

分不因婚姻狀態而有所改變（在結婚生子之後，他的妻子及子女即加

入他所領導統御的一房），並且他更具有傳承家族的資格，因為房可

以獨立成家。如果一房之首的男性子孫過世，由其男性子嗣繼承其房

的身分，而如果沒有男性子嗣，則他的妻子可以暫管該房，但必須收

養男性來繼承，也就是清律所謂「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

分，需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

女性子孫原則上不具有構成一房的資格，她們在婚前屬於其父親

房下的一員，並且被預期、或終將成為其丈夫的房之下的一員，因此

只有在結婚的時候可以獲得一部份的財產做為嫁妝，或者是寡婦因為

無法營生而獲得些許養贍之資，但不能夠參與家產的分配，當然也不

具有祭祀公業的派下資格。例外的情況，是在無男性子孫的時候，由

女性子孫招贅，並生育或者收養男性子嗣，而使得家系得以延續。在

此種情況下，與其說女性子孫具有獨立房的身分，倒不如說是在父系

繼承面臨延續危機時的解套之策，重點是使得其所生育或收養的男性

子孫成為延續其父之家族的一房，而不是使得她取得獨立一房的身

分。換言之，家的傳承、承繼以父系為中心、以男性子孫為中介，而

女性則是在這樣的父系家族之下，為她的丈夫承擔「傳宗接代」的生

育／養育之責。招贅婚看似使得女性子孫也能夠承擔傳宗接代的責

任、似乎有「傳承母系」的意味，但誠如前所說明，招贅婚的重點在

於使其所生育或收養的男性後代傳承招贅婚女性之父親的血緣，在此

意義上，女性是在例外（無男子）的情況下，為其「父」承擔傳宗接

代的責任，換言之，所傳承者仍是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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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也必須留意所謂清律上「絕戶」或「戶絕」的概念。

在私擅用財律附例規定，「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所有親女承

受」。也就是說，雖然女兒得以在此種情況之下承受財產，但是父系

也從此斷絕：戶絕。
11
此種意義的「承受」，使得女兒的繼承僅具有財

產上的意義，而欠缺了家族傳承的意涵，又再度說明了女兒永久性家

族成員身分的欠缺。除了「房」的概念，我們更可以從宗祧繼承的這

個面向，觀察到父系中心原則的運作實踐。滋賀秀三觀察到財產的總

括承繼與祭祀義務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並且表示，如果以此來觀察

女性在家中的地位，則未婚女性祭祀與被祭祀的關係中，不占有任何

位置；至於已婚女性，則在夫妻一體的原則下，負有祭祀夫之祖先的

義務、並且與夫一同接受夫之子孫的祭祀（滋賀秀三，1976：
459-465）。這也呼應了前述的情況，那就是女兒即便在兒子缺席的例
外情況下得以承受財產，但是因為不具備祭祀祖先的資格，因此女兒

的「承受」家產乃是一種殘缺的、不完整的承繼。

有趣的是，雖然在清律的規定中，女性原則上不能承繼家產，僅

能例外地承受家產或者暫管家產，這些例外使得女性得以佔據爭產的

合法位置，從而使得官府成為實踐主體能動性、異議發聲的場域。在

淡新檔案的案件中，不乏女性告官爭產之例，甚至是在所有的紛爭中

女性當事人比例較高的。根據堯嘉寧（2005：111-120）的研究，有關
家產的紛爭，在所有的官司中數量占第二位，而其中女性當事人占了

九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是主動作為原告的身分。並且，除了作為原

告和被告之外，女性也常以「母」、「妻」等角色出現在他人的陳述之

中。如果是作為原告，女性通常會強調自己的弱勢、孤寡無依與被欺

占產，但在作為被告或者是出現在她人陳述中時，則會以唆子霸產、

謀奪家產等負面形象出現。Mark Allee對於淡新檔案的研究（1994：
133-147），也鉅細靡遺地敘述了一個纏訟多年的寡婦爭產案件，寡婦

11   Kathryn Bernhardt的研究指出，「絕戶」不僅涉及父系的斷絕，更是作為納稅單
位的「戶」的消失，而她更進一步分析從宋代到帝制中國有關絕戶財產的規範
與實踐的變遷，成文法逐步縮減了女兒因為兒子的缺席而享有的繼承權利
（Kathryn Bernhardt, 1999: 9-46）。本文之探討重點為台灣在清帝國統治之後的
法律發展，因此暫不將在清帝國統治台灣之前的中國法律變遷納入討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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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許氏以兒子周春草為抱告，控告亡夫家的其他三房霸佔家產，這個

爭產行動從 1882年開始，持續了 11年、歷經 10任知縣，雖然有關霸
佔家產的主張始終未為官府所接受，但鍥而不捨的努力仍舊讓她獲得

些許養贍之資。這些家產紛爭的官府訴訟活動，一方面說明了女性在

結構性弱勢的處境下所展現的主體抗爭，從而挑戰了女性缺席的傳統

法律史論述、或者將女性視為無助被害者的純粹被壓迫史；另方面也

展現出結構性弱勢下「弱女」與「惡女」形象的交疊：女性主動爭取

家產的行為，同時也是柔弱女性特質的展演，這種以小女子自居來博

取父權同情的策略可能成功，但同時也可能成為官府與他人眼中的惡

妻孽女。在承繼的制度下，女性得以在夾縫中進行抵抗，然而「外

人」的制度性身分使得能動性的施展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三、邁向文明化：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舊慣法律政治

（一）建構舊慣，形塑性別

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下的法律改造工程，造就了繼承與祭祀之間

的逐步分化。雖然縱貫整個殖民統治時期，僅有關台灣人的繼承事項

均是以「舊慣」或「習慣」（及法理）
12
作為規範的依據，

13
但研究者也

一再指出，此種「依舊慣／習慣」的規範模式，絕非是如鏡子的反射

12   「舊慣」一詞最早出現於水野遵民政局長對樺山資紀總督所提出的最初行政報告
書「台灣行政一斑」一書，在該書中水野遵以「舊慣」、「舊」、「舊制」、「民
俗」、「習慣」等文字用以論述民政的整體狀況。因此「舊慣」一詞一方面在指
涉日本領台當時，「台灣整體之為何物」；另一方面則是作為統治面的新制度與
新政策的相對物（春山明哲，1988：87）。雖然在統治台灣之初，台灣總督府
即已規定僅有關台灣人與清國人的民事事應依照「地方之慣例」（1895年日令
第 21號「台灣住民訴訟令」）、「現行之例」（1898年律令第 8號「有關民事商
事及刑事之律令」），但是「舊慣」一詞則是在 1908年的律令第八號中才正式
出現。到了 1922年的特例勅令第四零七號，則改用「習慣」一詞。一樣是依照
在地慣習的民事法律政策，在用語上卻由「舊慣」轉變為「習慣」，或許是因
為殖民統治者認為，在統治二十餘年之後，「舊慣」一詞已經時地不宜。關於
日本殖民統治的舊慣法律政策，參見王泰升，1999：303-318。

13   為簡化討論，在此暫且忽略土地特別法對於繼承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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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將社會上的習慣「如實」地反映於法律上，而是一種對於舊慣

的詮釋與改造，因為繼受近代西方歐陸法的殖民者免不了在詮釋舊慣

的時候，會因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套用近代歐陸法的概念而造成扭曲

或失真的狀況，並且「公序良俗」與「法理」的抽象不確定法概念，

更被用以修整法律上習慣的內涵，甚至創設出新的法律秩序（王泰

升，2004：294-297）。而且，「舊慣／習慣」原本就非等待著被發現
的客觀「歷史事實」，而是在特定的認識架構之下被呈現的「歷史解

釋」。如果我們必然是透過詮釋的過程來認識舊慣／習慣，那麼法律

上所呈現的舊慣／習慣，究竟是否「扭曲」了舊慣／習慣的真實，還

是說，在詮釋性的知識建構下，如實的呈現原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換言之，被扭曲的舊慣／習慣知識，和被建構的舊慣／習慣知識之

間，存在有曖昧的模糊界限。因此，如果說依舊慣的法律政策，意味

著依循「傳統」，這並不當然表示舊秩序的當然延續，因為「傳統」

可以、也經常是「被發明的」（Eric Hobsbawn & Terrence Ranger, 
1983）。殖民地法院所被賦予的任務，表面上看來是在「發現」並
「確認」傳統，實際上則是在其「建構」傳統知識的過程中，「決定」

（而非「發現」）傳統的內涵與效力。借用 Uma Narayan所提出的「包
裹式文化圖像」（the package picture of cultures）比喻，這就是一種經
由「選擇性貼標籤」（selective labeling）的方式，對於「傳統」的包裝
（packaging）與重新包裝（repackaging）。

14

在繼承關係上，我們可以看到殖民地法院對於台灣舊慣／習慣的

改造，正是對於漢人繼承傳統的文化包裝與重新包裝，逐步創造出

「戶主」的概念、「戶主繼承」與「財產繼承」的區分，將「家產」解

釋為「戶主的財產」，強化戶主對於「分家」的決定權，將財產的繼

承「個人化」、視分家（別籍異財）為喪失繼承權的事由，並且以法

理之名引入日本民法的規定，創設了「限定繼承」與「拋棄繼承」等

14   Uma Narayan（2000）認為，有關文化差異的理論，經常誤以為不同的文化就
像一個不同分裝的包裹、各自獨立存在，每個包裹的內容都是同質一致的、給
定的、沒有改變的，因此忽略了其歷史脈絡與變動性。並且，這個「分裝」的
過程，其實是透過一種「選擇性貼標籤」的方式來完成；這些標籤，是一種在
政治、社會等力量交錯之下形成的，並且經常為社會上的宰制群體所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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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改 變（ 王 泰 升，1999：350-356、364-365； 曾 文 亮，2002：
276-298）。在此不擬詳述日治時期台灣人繼承法全面性的演變，而著
重於探討其中的性別政治，以及其與法律領域中「祭祀繼承」邊緣化

的關係。如前所述，清帝國統治下的「諸子均分」其實是「諸房均

分」。在殖民地法院的判例中，雖然並用「房」與「男性子孫」的詞

彙， 
15
但究其實質，法院在肯定由男性子孫為首所構成的各「房」作為

繼承的基本單位之後，又逐步透過「戶主財產繼承」與「家屬財產繼

承」的分化，將繼承的基本單位從「房」轉化為「個人」。
16
而家產

「戶主個人財產化」的現象（曾文亮，2002：282-285），更說明了「個
人所有權」觀念的影響，並且由於戶主的資格原則上由男性子孫繼

承，此種「戶主個人財產化」的轉變，也就意味著家產成為「男性個

人所有」的財產，而繼承則是將此財產傳承給其男性子孫。

由此看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繼承法，似乎在將繼承的單

位由「家」逐漸改造為「個人」的過程中，僅扮演了確認並複製父系

中心繼承法則的功能。但這樣的說法過度簡化了繼承法發展的複雜形

貌。早在 1906年，法院便曾表示「女性為繼承人之例不少，且依舊
慣，女子非絕對不得為繼承人」（明治 39年控字第 272號判決），於
是以「舊慣」或「習慣」之名，在法律上承認女性「私產繼承」的權

利，特別是在殖民統治的後期，法院更明白表示，「因台灣人家族之

死亡而開始之遺產繼承，由親等較近之直系卑親屬繼承之⋯直系卑親

屬之繼承權，男女並無任何區別」（昭和 10年上民字第 276號判決）。

15   採用房的詞彙者如：「數房中之一房，家系斷絕時，其遺產即應由各房分配」
（明治 31年民字第 188號判決）、「依台灣之舊慣，最注重長房之存續，避免
其斷絕（明治 35年控字第 108號判決）、「子雖先於父而死，仍不以之為絕房，
日後立過房子或螟蛉子，使之承繼」（明治 40年控民字第 24號判決）、「依台
灣習慣，縱令某人過房於他房，如其目的在於祭祀，而非出嗣者，即係所謂一
子雙祧，並不喪失其本房遺產繼承權」（大正 9年控字第 578號）。採用男性子
孫作為應繼承人者如：「於台灣，遺產由子均分」（明治 31年控民字第 4號判
決）、「依舊習慣，不問親生子與螟蛉子，平均繼承父之遺產（大正 6年控民字
第 430號判決）。

16   在殖民地統治後期，法院則表示，「家產」與「私產」的區分已不適用於當時
的台灣社會，認為應該改稱為「因喪失戶主權而發生的財產繼承」以及「因家
屬之死亡而開始之財產繼承」（昭和 11年上民字第 198號判決）



法律東方主義陰影下的近代化106

不過，就家產（戶主財產）之繼承，法院的一般見解是，女性在「無

男子」的情況下「例外」得以繼承，例如：「女子繼承父之遺產，以別

無男子繼承遺產時為限」（大正 6年控字第 154號判決）。這個例外繼
承的原則，主要是經由覆審法院判官總會議決議所形成。在 1906年 8
月的覆審法院判官總會議中，審議了以下的三個問題：

一、 若為嗣子者。無男子之時。女子（含未亡人在內）得為承繼
者否。

二、 戶主死亡。有未亡人及親女（或養女）一者之時。此三者之
中。以何人為承繼。

三、 在前同一之時。前戶主之兄弟。於其戶主專屬遺產全部或一
部得當然為承繼者否。

在會議中並且特別指出，「從前在本島女子。雖皆無相續權。然

在帝國領有後之今日。不獨依土地查定。而已有女子之名義。即提起

訴訟。亦有以女子之名義者。故在今日。以本島女子。亦為有相續

權。洵為穩當。蓋舊慣上所謂無承繼權者。亦以有男子在之時。不能

加諸鬮分而已」。而該次會議的結論便是：「無男子時，女性得以承

繼，且不分親女或養女，而戶主的兄弟不得承繼」（「覆審總會議決

議」，〈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6年 8月 18日，第 2版雜報。）。判
官總會議在認定繼承舊慣時，一方面將舊慣理解為「女性無繼承權」

的落伍「過去」，之與日本統治之後「女性得擁有土地、提起訴訟」

的進步「當下」相比較，認為在日本統治之下，應當承認女性有繼承

權，但又不將女性的繼承權視為一種全新的產物，認為舊慣只是在有

男性得繼承的情況下才排除女性參與家產的鬮分，從而將女性繼承權

建立在舊慣的基礎上。因此，判官總會議承認女性的例外繼承，乃是

對於舊慣的「延續」、對於殖民統治下被殖民地女性獨立法律地位的

「承認」，而非全然的「創新」。

由於此判官總會決議，出現了在戶主沒有兒子繼承的情況下，戶

主的親生女可以優先於親族所選定的嗣子繼承遺產的判決。於本案

中，陳水圳死後無嗣，他的親生女兒陳氏笑和親族陳怣樹爭為嗣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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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遺產，結果陳氏笑告上法院，主張她是陳水郡的繼承人，而陳怣

樹則主張，依本島的慣例，女子一概無繼承權，因此抗辯陳氏笑不得

為陳水圳的繼承人。最後的判決結果認定陳氏笑為繼承人（「女子承繼

之判決」，〈法院月報〉第 2卷第 10號，1906年，頁 100-101）。雖然
這個判決表示，在無兒子可繼承的情況，女兒的繼承順位優先於族親

所選定的繼承人，不過，從判例上也可以發現，法院在一定程度上賦

予被繼承人的族親們「選定繼承人」
17
的權限，更認為在各繼承人取得

協議之前，女性的繼承權係處於一種暫時不確定的狀態，甚或以親族

的協議做為女性繼承的要件。
18
換言之，戶主資格原則上由男性子孫繼

承，乃是指被概念化為「法定戶主繼承人」的資格原則上為男性，而

在無男性可繼承時，則經由親屬的協議可以由女性繼承，裁判上認為

「選定戶主繼承人」並不限於男性。
19
這意味著，女性的外人身分既得

到確認（於無男性的情況下才得以例外繼承），也有了相當的改造：

養女與親生女享有相同的繼承地位、族親獲得了為制度所認可的戶主

繼承人選定權。

鰍澤榮三郎指出的一個現象，即相當值得玩味。根據鰍澤的研究

（1939：5），由於選定戶主繼承人的範圍跟順序沒有明確的習慣，負
責選定的「親族會」又常被有勢力的族親把持，以致於死者的寡妻或

親生女兒被族親們排除於選定對象之外，因此引發的糾紛跟訴訟屢見

17   「選定繼承人」是日本民法中的概念，這個概念被用以在法律上「承認」清帝國
統治下，在無子的時候，以同宗招穆相當之人為繼的舊慣 /習慣（曾文亮，
2002：289-290）。

18   例如：「父祖死亡後，近親中如無得繼承之男子時，由其族親以決議選定近親中
之女子為繼承人，並無不當」（明治 42年控字第 391號判決）、「依台灣之舊
慣，被繼承人如無男子時，其女子並非當然得繼承被繼承人之財產，需被繼承
人之親族無異議時，始得為繼承」（大正 11年上民字第 71號判決）、「依本島
的習慣，除非依照親族的協議而指定為繼承人，否則女性當然不得成為死者的
繼承人」（大正 11年控民第 107號判決）。

19   例如：昭和 14年上民字第 62號判決、昭和 14年上民字第 101號判決。姉齒松
平曾經表示「被選定人」必須為男性（姉齒松平，1938：380），不過他另外在
台法月報所發表的文章中，又表示被選定人並不限於男性，書中的敘述乃是印
刷上的誤植（姉齒松平，1939b：5）。關於姉齒松平見解的比較，請參見法務
部，2004：46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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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鮮。這樣的現象意味著什麼呢？首先，這表示「族親協議」的要

件，也許經常被用以排除女性的候補繼承。其次，如果因此而引發的

糾紛與訴訟不在少數，這表示當時台灣女性並不怯於挑戰與質疑父系

中心的繼承「傳統」，她們試圖提出自己對於傳統的定義、甚且更發

出異議的「噪音」，而殖民地法制所提供的法院制度以及對於舊慣／

習慣的法律上認定，就提供了重新定義、挑戰定義的契機與場域。誠

如法律人類學者所言，當被殖民的弱勢人們想要發聲時，她／他們的

發言方式之一，就是運用法律的語言、使用殖民者的法律制度，來挑

戰舊的與新的權威結構；換言之，法院成為權力協商與抵抗的重要場

域（Laura Nader, 1990; Barbara Yngvesson, 1993; Mindie Lazarus-black 
& Susan F. Hirsch, 1994; Ronen Shamir, 2000）。在日治時期台中地方法
院檔案

20
中的民事訴訟原本，確實可以發現一些女性爭取繼承權、或者

作為被告的案件。
21
除了提起民事訴訟之外，從日治時期台中地方法院

檔案中的「相續未定地」檔案中，也可以發現有不少女性登記相續未

定地的例子。而報上時而出現的、「誘拐」寡婦或寡女，以奪取其先

夫、先父遺產的報導， 
22
也間接說明了女性繼承遺產的事實。此外，在

公證書檔案中，也可以發現以遺囑將財產遺贈給妻子的例子，包括當

時的台灣菁英林獻堂以遺囑將多筆土地遺贈給妻子、 
23
辯護士鄭松荺以

公證遺囑將遺產留給兩個女兒。
24
遺囑—特別是公證遺囑—因此也成為

確保女性繼承的法律手段之一。

爭取女性繼承權的行動，不僅表現於法院的訴訟活動，也在知識

分子的啟蒙論述中出現。從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上的討論，可以發

現一些女性應享有繼承權的主張，例如上海大學的台灣女留學生玉

20   日治時期台中地法法院檔案，乃是台灣目前所留存日治時期法院檔案之一。關
於日治時期法院檔案的介紹，參見王泰升，2003。

21   例如台中地方法院明治 44年第 128號判決，明治 44年民事判決原本第 57冊；
台中地方法院大正14年第156號判決，大正14年合議制民事判決原本第23冊。

22   例如：「調水雪藕」，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9年 8月 29日，第 1版；「蕩婦傾
家」，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10年 3月 16日，第 5版。

23   台中地方法院檔案公證書原本第 106冊公證第 3698號，大正 15年。

24   關於鄭松筠和他的妻子張氏阿月的公證遺囑，參見王志弘，200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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鵑，便在台灣民報上大力疾呼：「婦人就職之途的開放、教育機會的均

等、男子相續法的打破由和我們的自立極有關係，我們若不能達到這

樣的希望，恐怕永久都是男性的奴隸吧！」（玉鵑，1926：9）。另一
位女作家張淚痕也批判地指出「父死子可以承繼遺產，女子絕無此種

權利，這也是他們的平等待遇嗎？」（張淚痕，1927：14）。此外，也
有男性台灣菁英，在家族制度與結婚問題的座談會中，提出：「學中國

的新法律、男女一律都有相續權，較為適宜」的看法（黃周，

1931）。
25
具有上海經驗的女留學生玉鵑，在繼承法的改革與女性解放

之間建立了聯繫，而同樣有中國經驗的知識菁英黃周，則更以當時中

國的新繼承法作為典範。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正是保障女性繼承權

的立法時期，
 26
有關女性繼承權的訴訟也層出不窮。

27
在賦予女性和男

性相同繼承權的中華民國民法公布施行之後，黃周也公開倡議效法中

國的新繼承法。他或許沒有預料到的是，這部法律會在十四年後，因

為殖民統治者的離去、新統治者的來到而實施於台灣。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女性的繼承權固然得到法院有限度的承認，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新制度」所可能產生的反挫效應。在殖民地

統治時期因為引借日本民法的規定而創設的拋棄繼承制度，便是一

例。在戰後台灣由戴炎輝等人所著的台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中便指

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女性大多由兄弟代辦拋棄繼承的手續，來規

避裁判上認定女性得繼承「私產」的權利（法務部，2004：480）。從
日治台中地方法院檔案中的非訟事件簿，的確可以發現不少實例，特

25   黃周為國語學校師範部、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曾任台灣民報記者、台
灣民報社台中出張所主任、台灣新民報社彰化支局長、台北本社勤務、編輯部
漢文科主任、台灣新民報社編輯總務兼整理部長及學藝部長、上海支局長、廈
門支局長（興南新聞社編，1943：128）。

26   關於民國時期中國的繼承法立法事業，將在下一節中有進一步的討論。

27   Kathryn Bernhardt以寡婦擇嗣的訴訟，說明在中華民國民法制定之前中國的大
理院和最高法院如何處理寡婦的繼承權利，並且討論了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後的
女性繼承訴訟（Kathryn Bernhardt, 1999: 73-195）。孫慧敏（2007）也指出，
1920年代的上海律師們，已有接受委託代理女性爭取遺產訴訟之例，但如以當
時媒體報導中所出現的案例觀之，則有關婚姻的訴訟，遠多於女兒爭取遺產的
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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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從昭和 11年開始，有不少「拋棄繼承權認可決定」、「相續拋棄
申述書」等，包括妻子拋棄繼承權而附有丈夫的同意書，或未成年女

性拋棄繼承附有親權者同意書。因此，在殖民地法院有限度地保障女

性繼承權的同時，拋棄繼承的新制度也悄悄地削弱此權利。這便形成

了權利的弔詭，女性的權利主體地位，竟是一把雙刃劍：她可以享有

權利（主張繼承），但同時也可以放棄權利（拋棄繼承）。並且，已婚

女性的拋棄權繫諸於丈夫的同意、未成年女性的拋棄權取決於親權人

的同意，則又更進一步限制了拋棄權利的自由。由兄弟代為辦理拋棄

繼承，正說明了權利同時被承認、又被剝奪的弔詭困境。

此外，在舊慣／習慣的認定與改造中對於「祭祀」如何加以處

理，也值得關注。祭祀與繼承最密切的關連，莫過於祭祀公業。對於

日本殖民統治下祭祀公業，除了日治時期的日本法學者對於台灣舊慣

的法學研究成果之外（坂義彥，1936；姉齒松平，1934；井出季和太，
1940-1941），戰後的台灣與日本學者亦對此有諸多探究（戴炎輝，
1979；吳豪人，1999；劉夏如，2000；後藤武秀，1997、1998；曾文
亮，2002；劉瑞華，2001），其討論的焦點多在於祭祀公業的法律性
質，而戰後的學者則更特別留意到，套用近代歐陸法概念體系來理解

祭祀公業時，所面臨的「削足適履」困境。確實，日治時期的日本法

學者們對於祭祀公業法律性質的困惑與爭辯，以及台灣總督府對於祭

祀公業存廢的法律政策爭議，正說明了祭祀公業在台灣法律近代化過

程中的怪異他者性。對於祭祀公業之外的繼承，我們則可以發現，雖

然父系中心的繼承法則與「男性為首的房作為祭祀的承繼者」之間有

難以割離的關係，但在諸多有關台灣繼承習慣的判決中，似乎並不甚

關切有關於祭祀的繼承，特別是在「戶主繼承」與「財產繼承」的區

分下，對於祭祀義務的考量，似乎被限縮在「戶主繼承人」的選定與

戶主繼承的效力上。w齒松平認為，戶主繼承人繼承了屬於戶主權之

一部分的家譜、祭具以及墳墓的所有權（w齒松平，1938：
384-385）。他的這個看法明顯源自於戰前日本民法第 987條的規定，
但是法院判決是否採納此看法，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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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明化任務下的他者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祭祀繼承開始在法律的領域中被逐步邊緣

化、特殊化，而財產繼承的重要性則不斷提高。再配合將家產「戶主

個人財產化」、並區分「戶主財產」與「家屬財產」的繼承，我們更

可以看到日本所繼受的近代歐陸法中個人財產觀念的影響。此種繼承

法的發展，表現出日本殖民統治下法律東方主義微妙的一面。台灣在

殖民統治下的法律發展，乃是以「文明化」的策略改造殖民地的一種

法律東方主義的實踐（陳昭如，2002、2007）。誠如法律人類學家
Sally Engle Merry所言，近代法乃是殖民主義的產物，並且也被用以
定義何謂文明的社會（Sally Engle Merry, 2000: 19）。Edward Said的東
方主義試圖說明，在西方帝國的擴張如何透過論述性的二元對立形構 
——西方的進步、文明、理性、現代性，對比於東方的落伍、野蠻、

非理性、傳統——，使東方成為西方的知識與權力客體，從而確立西

方的宰制性地位（Edward Said, 1978）。作為唯一的亞洲殖民帝國，日
本則以酒井直樹所謂「欠缺批判性地認同西方、以及同樣欠缺批判性

地拒絕西方的怪異共存」（Sakai Naoki, 1997: 135），來區分自己和其
他亞洲國家的不同，以及和歐洲帝國主義的不同，在其亞洲殖民地，

透過殖民者相對於被殖民者的「位置優越性的策略」，塑造「落後的

他者」以及相對「進步的母國」。竹越與三郎在《台灣統治志》中所

建構的台灣異己，以及「黃種人的負擔」論述，正說明了日本殖民主

義的狀態：當日本帝國將「分擔白種人開發並文明化落後地區」的重

責大任，視為「黃種人的負擔」時，也就同時建構了日本之外的亞洲

他者（張隆志，2006）。而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對於「蕃人的國法上
地位」之爭論：「生蕃」是人，或是「地上物」？是否具有人格與行為

能力？是否為日本帝國的臣民？（張旭宜，1998；吳豪人，2003），
更說明了在殖民的過程中，原住民族如何被雙重他者化（doubly-
otherized）：先是做為台灣住民被他者化，接著又作為蕃人而被再次他
者化。與此類似，殖民地女性也被雙重女性化（doubly feminized）：
首先作為被殖民者而被女性化，又作為女性而被再次女性化。Faye 
Yuan Kleeman（阮斐娜）（2007）便以西川滿的台灣論述為例，分析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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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台灣如何在殖民者的東方凝視下，成為被性化的異國他者。從殖

民者的台灣知識建構中，我們更可以看到台灣女性如何被當成殖民地

的落後象徵，並且成為殖民者文明化任務的拯救對象。一則賦予妾離

婚權的判決，便被殖民者視為「嘉惠數百年以來被壓迫的本島人婦女

之平等自由的福音」而大大地頌揚（不著撰人，1920）。
在法律政策上，東方主義的位置優越性策略就是：殖民地人民應

該經由文明化的過程而奉行優越的歐陸法律秩序（John, L. Comaroff, 
2001）。藉由將「東方他者」（Oriental others）視為欠缺主體性、落
伍、欠缺法秩序、一成不變、沒有進步可能性的落後他者，殖民者將

自己建構為文明進步的先驅領導者。日本一方面在其法律近代化的過

程中，內化了法律東方主義，將自己視為法律發展的落後國、以繼受

西方法作為進化之途，同時又在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上，搖身一變成

為繼受歐陸法秩序的進步母國，以相對於作為落伍殖民地的台灣。曾

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同時也是特別統治主義重要推手的後籐新平

便曾表示，台灣人乃是原始野蠻人與「略經開化但仍落後於日本的文

明人」的混合，雖然不能被依照明治維新前的落伍狀態來加以統治，

但也不一定習於文明的治理，因此不能在台灣直接實施「連進步的日

本人民都有適用困難」的日本法（後藤新平，1901）。在此意義上，
「舊慣溫存」的特殊統治主義，乃是以「尊重殖民地舊有秩序」之

名，形塑殖民母國相對於殖民地的優越性。殖民者文明化的神聖使

命，則表現為日本對台殖民政策由特殊統治主義邁向內地延長主義的

挪移，在法制上即是代表文明進步的日本法逐步延長至台灣，也就是

法律體系的漸次內地化。在此，文明化任務製造了東方主義的陷阱

（Orientalist trap）：傳統／殖民地差異等於落後，內地化／同一等於進
步。

1920年代有關日本民法是否應施行於台灣、以及如果施行的話應
否設例外（即「除外例」）的論爭，則進一步說明了東方主義的陷阱。

主張將日本民商法一概適用於台灣的「全部施行論」者，認為在台灣

實施已經近代歐陸法化的日本身分法，將有助於內台的統一、台灣法

的文明化，而其立論基礎之一，便是近代法的普世價值，以及以之為

典範的日本法的優越性。抱持同化主義、曾任高等法院院長的古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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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表示，日本法是德國法、法國法的模仿法，日本民族在二十年前強

行適用這違背傳統的法律，今日享受到其恩惠，因此將此法強行適用

於台灣，毫無不妥（谷野格，1923）。而台灣菁英黃欣也公開指出，
本島人屢屢要求廢除差別待遇，但在政府準備在殖民地實施母國的民

法之際，卻又疾呼非設除外例不可，實在是自相矛盾。他主張台灣應

效法沖繩，實施文明的法典，以真正成為日本帝國的一分子（黃欣，

1921）。
在全部施行論者看來，拋棄傳統，乃是邁向文明進化的必經之

途。至於主張日本民法不能一概適用於台灣、應該設置例外的「除外

例論」者，則站在文化相對論與本土主義的立場，捍衛傳統，認為殖

民地要獲得平等、即必須對抗同化、保留殖民地的特性，因此認為民

事法事項宜以尊重台灣社會習慣為前提，只需除去其中違反公序良俗

的部分。
28
例如，台灣人律師鄭松筠便表示，習慣法的法典化，最符合

人民的利益，因為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價值，而價值及反映在習慣法

中，即便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法律改革，也仍舊在親屬繼承法的部分維

持了日本的習慣法，因此，與日本民法不同的台灣習慣法應該加以保

存（鄭雪嶺（松筠），1921a）。台灣法律人林呈祿也表示，身分法的
領域應該著重地方性、依循台灣的習慣法。（林呈祿，1921）。台灣日
日新報上所出現的討論，大多贊成設置除外例，並且維持台灣的諸子

繼承制度， 
29
而文人團體大正協會的會員，也多認為繼承制度應該依照

舊慣或者設置折衷的除外例（「大正協會例會」，〈台灣日日新報〉大

正 10年 7月 6日，第 6版）。
然而，弔詭的是，抱持文化相對主義的除外例論者，並不完全否

認近代西方法的進步性。林呈祿便表示，台灣的民事習慣法有時比日

本民法更合乎西方法原則，因此宜保留之，更表示在某些法律領域

28   至於哪些舊慣違反了公序良俗，則見解不一（王泰升，1999：121-123）。

29   依據王開運的統計，在 1921年總督府審議民商法施行案期間，同年 7月中《台
灣日日新報》上所出現的討論，就繼承、招夫贅婿、養媳、死後養子贊成設例
外者佔絕大多數，而尤以繼承制度贊成者有十五位之多，只有一位反對（王開
運，1921）。此外，《台灣日日新報》上有關民法施行論爭的討論，參見劉夏
如，1995：94-97附錄四「台灣民法典論爭に關する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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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商法）中超前立法有其必要性，可以在社會經濟條件尚未成熟

時即立法施行（林呈祿，1921）。在此，「超前立法」一詞，正說明了
台灣在世界法律發展進程中的落後時間位置，這種「落後的時間

感」，恰恰反映了法律東方主義所製造的進步／落伍二元對立。
30
以公

證遺囑確保女兒繼承權的鄭松荺，也曾經以台灣的習慣法採用私法自

治、契約自由等原則，較符合世界的潮流為由，主張應予保留（鄭雪

嶺（松筠），1923b：20）。這正說明了西方法的理念精神作為衡量進
步性的標竿性角色：台灣傳統的捍衛者，也必須以西方法的近代性作

為護衛傳統的理由之一。差異的本土傳統，在某些殖民者的眼中，是

被殖民社會落後文化程度的象徵，並且以此作為在台灣不宜實施進步

近代法的依據；而某些台灣菁英也主張，要獲得殖民地的平等，就必

須廢除殖民地與母國的差別待遇、與母國適用相同的法律。

在此，我們見到被殖民者的抵抗與屈從，如何交織著主體性的渴

望、與內化的他者性（internalized otherness）。
31
被殖民者一方面要求

統治者公平的對待、主張作為帝國臣民的平等；另方面卻又渴望差異

被看見、希冀作為台灣人的平等，因此要求維護傳統。但是，殖民地

菁英在頌揚本土文化的同時，終究還是內化了被殖民者的從屬性，認

同自己在殖民者眼中的他者位置以及近代性的普遍價值。這正是一種

東方主義陷阱：要追求平等，便必須否定傳統，而認同傳統，則意味

著拒絕平等，因為近代性代表了進步與正義，而傳統則表徵了落伍與

歧視。「傳統」被建構為應捨棄的過去、「近代性」則是被欲求的現在

與未來。

在這場傳統與近代、殖民地差異與帝國統合的協商鬥爭中，主張

尊重差異的除外例派取得了勝利，然而，其代價是確認了殖民者眼中

殖民地的落伍性。赴內地商討本次法律變革的田健治郎總督，在與殖

民法制官僚會面商談之後公開表示，內地法律在台灣的漸次施行，必

30   邱貴芬（2001）曾經提出，「落後的時間感」乃是台灣文學歷史流程的一大動
力，並且主張應翻轉西方進展敘述的時間觀，以尋求救贖的可能性。法律的落
後時間性，也是台灣法律發展的重要驅力。

31   日本殖民統治下被殖民知識分子的抵抗與屈從，也請參見 Leo Ching, 2001；陳
培豐，2006。黃美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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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因應本島文化的進步」（田健治郎，1921）。最終，1922年發
布、1923年施行的勅令第 406號將日本民商法施行於台灣，而勅令第

407號則將身分法原則上排除在外。在新法施行的同時，田健治郎表
示，對於僅有關台灣人的親屬繼承事項暫時依照舊慣，乃是因為親屬

繼承事項關乎多年的習俗，非能輕易加以改變，並且急速的改變也有

破壞紊亂家族制度之虞，但此後仍要繼續依照緩急順序、漸次將之成

文法化（田健治郎，1923）。在殖民者眼中，台灣的繼承制度表彰了
殖民地最根本的差異，不僅在民商法施行論爭中，殖民者明白地表示

最核心地問題就是繼承制度， 
32
即便在皇民化如火如荼展開的時期，台

灣人的繼承制度仍被認為是最不宜撼動的制度。在 1938年小林躋造總
督再度就民法親屬繼承編設立特例而適用於台灣人一事，命法令取調

委員會加以審議的同時，殖民地法制官僚伴野喜四郎與姉齒松平皆發

表看法，表示繼承制度仍有設置特例的必要。其中，伴野喜四郎

（1938：1-5）認為僅就繼承制度設置特例即可，並且對於台灣人原有
的分頭相續制也應參酌日本的長子相續制予以折衷，其餘一律適用日

本民法。姉齒松平（1939a：9-17）也認為，諸子繼承制度應予保留。
有關台灣人繼承法的爭論，並且更展現出日本殖民主義下法律東

方主義位置優越性策略的緊張關係。固然，改造台灣人的繼承舊慣、

使之趨近於歐陸法式的個人財產繼承，表現出「歐陸化＝文明化」的

一面，但相較於日本民法的長子繼承制，台灣「諸子均分」的舊慣卻

反而是比較符合歐陸法原則，甚且更符合一些在台日本人的利益。在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審議有關民法施行的議案時，有些在台日本人反對

將日本民法全部施行於台灣，特別是反對將台灣諸子繼承制改成長子

繼承制，因為不少第一代的日本移民是「次男三男問題」
33
的見證者

32   總督府的法務部長長尾景德在 1921年 7月 4日於大正協會例會的講演中，便表
示在民法審議時最為討論中心者，就是「遺產繼承」問題（長尾景德，1921）
（該文係為長尾於大正協會講演的大要，經長尾教閱之後發表）。

33   所謂「次男三男問題」，乃是因日本長子繼承制度所產生的社會問題，由於僅
有長子得以繼承家產，所以次男三男只要有機會的話都想分家自成一家之主，
獨立營生，造成日本農村大量人口外流，只有戶籍上的長子留下來維持家業
（劉夏如，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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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夏如，2000：28-30）。而 1914年的日本民法修正案也曾經考慮多
少採納諸子繼承的精神（大里武八郎，1935：36），舊慣立法的領航
者岡松參太郎（1905）更曾經表示，應該在台灣創立完美的法制，做
為日本法的模範，促成日本民法的修正。殖民地菁英如林呈祿

（1921），也以台灣人的諸子繼承制優於日本的長子繼承制為理由，主
張台灣的舊慣相對於日本而言較為進步，因此在身分法部分維持舊慣

統治有其必要性。於是，近代歐陸法的進步性既被用以塑造殖民者的

優越性，但同時也弔詭地被用以挑戰殖民者的優越性。日本的明治民

法典論爭所展現的近代性與傳統之對抗戰，以不一樣的面貌在殖民地

台灣上演。此時，日本民法既代表了繼受歐陸法的進步法律（相對於

落伍的台灣傳統），又包藏了（被貶抑的）日本傳統（相對於進步的

歐陸法律），這使得日本殖民主義下的法律東方主義，呈現了特殊的

風貌。只是，無論殖民地是較為落伍也好、較為進步也好，衡量進步

與落伍程度的標準「近代歐陸法」，更沒有考量到，長子繼承和諸子

繼承都是原則上排除女性繼承的父權宰制型態。

四、剪不斷、理還亂：祭祀與繼承的不完美分割

（一）中華民國民法的近代化工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同時也宣告了日本殖民台灣的形
式上終結，但這並不表示被殖民者因此而擺脫了法律東方主義的陰

影。銜接戰前與戰後台灣的，是對普遍近代性的渴望與追求，這同時

也就延續了近代西方法的優越位置性。19世紀末 20世紀初中國的近
代西方法化、以及國民黨政府據此所形成的中華民國法體制，乃是在

特定的歷史時刻中，近代化與國家建構、國族主義交織的產物。終戰

之時，中華民國以中國為基礎、以近代歐陸法為典範的法體制已大致

成形，而國民政府也立即將其在民國時期的中國所制訂的民法，於

1945年 10月 25日起施行。雖然，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法制類似，
這部民法並非由以台灣民意為基礎的立法機關所制訂，而是近代中國

「自主」選擇繼受近代西方法的結果，因為統治主權的更替而施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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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戰後台灣僅有的兩次繼承法修訂，也並未更改近代西方法的基

調。歐美法學及立法例在台灣各個法領域的深厚影響，正說明了法律

東方主義的影響：進步西方的法律，作為領導落伍之非西方國家法律

進步的典範。法律東方主義的宰制力量，不見得以外來的強制方式施

展，而可能更微妙地以自主選擇的形貌出現：因為近代西方法代表了

進步。而日本法學與立法例對於台灣法律的影響，則說明了日本在法

律東方主義中的曖昧位置：既作為西方法律東方主義的客體，又作為

其亞洲殖民地的法律東方主義之主體 — 即便是在形式上終結日本殖民
統治之後。

這部民法的施行，同時也是台灣繼承法發展上的一次根本性的變

革，首先，與戰後日本民法仍舊保留有關祭祀的規定不同，台灣戰後

的繼承法，將繼承限於財產上的權利義務，而將祭祀繼承排除於法律

領域之外、屬於法所不管的「文化」領域。其次，父系中心的繼承原

則被廢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無性別之差的個人主義原則。何以會有此

法規範的巨大改變，必須溯及民國時期中國的身分法立法事業談起。

1926年，國民黨在其「婦女運動決議案」中就表示，應該要以男女平
等作為立法原則之一，特別是應規定女子有財產繼承權，而這份決議

案並且由國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員會通令，作為民法通過之前司法機關

審理婦女訴訟的原則（司法行政部，1976：317-320）。作為身分法之
立法指導原則的「中央政治會議函送民法親屬繼承編立法原則」與

「繼承法先決各點審查意見書」， 
34
則不僅重申了以男女平等作為身分

法的立法原則之一，並且提出了以下的說明：

1. 宗祧繼承無庸規定

〔說明〕⋯⋯宗祧重在祭祀，故立後者，唯限於男子而女子無立後

之權，為人後者亦限於男子，而女子亦無為後之權，重男輕女，

於此可見，顯於現代潮流不能相容，此就男女平等上宗祧繼承無

34   依據當時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體制，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所議定的立法原
則，可以拘束立法（王泰升，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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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存在之理由⋯⋯

2. 遺產繼承不以宗祧繼承為前提
〔說明〕我國舊律遺產之繼承，唯限於直系卑屬之男子，蓋以宗

祧繼承為前提也。因之無子者，必立嗣子，其親女無繼承遺產之

權，守志之婦，雖暫承夫分，仍須憑族長立嗣，是妻亦無繼承遺

產之權也。凡此男女不平等之制度，至於今日已盡人知其不可

行⋯⋯

3. 第一順位之法定繼承人（直系卑親屬），不問性別以親等近者
為優先⋯⋯法定繼承人不只一人時，不問性別平均繼承⋯⋯指定

（繼承）人及被指定（繼承）人均不問性別⋯⋯（司法行政部，

1976：591-592）

根據這樣的立法原則，要達到男女平等的繼承，就必須拋棄宗祧

繼承的傳統，並且不得限定法定繼承人的性別，必須以「中性」的親

等來取代性別的限制。Kathryn Bernhardt（1999: 110-114）精闢地分析
了立法者煞費苦心所設計的性別平等繼承機制。首先是將宗祧繼承與

財產繼承加以區分，將宗祧繼承排除於法律規範之外，將法律上的繼

承限縮為財產繼承。其次，將父系中心的傳統五服制親屬結構，將親

屬的定義與親等的計算，改寫為性別中立的、不分父系與母系的羅馬

法親等制。第三，重新定義財產，在法律上將「家產」重新定義為

（屬於父親）個人的財產，並且區分僅於被繼承人死後才發生的繼

承，和可於生前或死後進行的分家。第四，規定無性別之差、也不因

是否結婚而有所差別的繼承人資格、順位與應繼分。而且，就扶養義

務的規定，也以「親屬關係」和「同居關係」為基礎，設計了無性別

之差的扶養與被扶養權利義務關係。此外，為了保護法定繼承人而有

的「特留分」制度，對遺囑自由設下了限制，遺囑的財產分配，不得

侵害法定特留分比例，以避免遺囑處分遺產而淘空了法定繼承人的權

利，這當然也包括對於女兒法定繼承權的保護。而且，在扶養的規定

方面，也規定無性別之差的權利義務關係，藉此提供女性繼承權的正

當性基礎。

如此的制度設計，誠如 Kathryn Bernhardt（1999: 118）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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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在男女平等與西方的個人財產與遺產繼承觀念之間，建立了必然

的連結關係，也就是：只有全盤採用西方的個人財產概念，才有可能

實現男女平等。宗祧繼承則被認為是落伍的「封建遺習」，終將隨著

社會進步而逐漸消失。在此，我們看到法律東方主義的陷阱如何在二

十世紀初的中國立法事業中發生作用。最終通過的中華民國民法，將

繼承限定為財產繼承，並且採取了男女相同待遇的原則，不論是繼承

人的資格或應繼份，都不因男女或婚姻狀態而有所差別。不論已婚或

未婚，女兒與兒子的繼承順位相同，皆為第一順位的一等直系血親卑

親屬（民法第 1138條第 1項第 1款），享有相同的法定應繼分，同樣
受到應繼分二分之一的特留分保障（民法第 1223條第 1項第 1款）。
女性的外人身分，在法律制度上被改造為與兒子幾乎無異的「自家

人」。此外，民法上有關繼承的規定，原則上不適用於祭祀公業派下

資格／派下權的繼承，而是透過民事特別法、以及一系列的司法實務

判決予以規範（曾文亮、黃丞儀，2002）。這意味著在法規範體系
中，祭祀公業被進一步地邊緣化。

（二）事與願違的失敗分割

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違背了立法者的期待與預測。就實定法規範

而言，民法上的繼承資格不再因性別而有所不同，女性與男性原則上

享有相同的繼承權。
35
這看似是邁向法律上性別平等的一大步，實際上

卻是舉步維艱。早在 1960年代，司法行政部民事習慣小組就台灣的民
事習慣進行普查所完成的台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書中，即已指出女性

普遍不繼承遺產、以及社會上慣行以拋棄繼承同意書以及生前分產的

方式來規避女性繼承權（法務部：2004：533-535）。1970年代在台灣
進行田野研究的美國人類學家報導了女兒普遍不繼承遺產、特別是簽

下拋棄繼承同意書的現象（Margery Wolf，1987：204； H. Cohen, 

35   在此，暫不討論有關繼承的行政命令中的性別差別待遇，例如行政院所頒布的
「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以及引發合憲性爭議、最後並由大法官會議以釋字
第 457號解釋宣告違憲的退撫會「本會各農場有眷場員亡故後，其遺眷申辦繼
耕作業要點」（基於性別與婚姻狀態而對已婚女兒予以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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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83），1989年內政部所做的調查顯示，六成左右的分家是在子
女成年的時候進行，顯示生前分產的情況相當普遍，並且僅分給兄弟

的情況高達八成以上， 
36
而 1990年代之後的研究也都指出遺產的分配

偏袒兒子的情況（陳祥水，1994：85-125；林鶴玲、李香潔，1999；
王君茹，2002；郭松濤，2002；謝國雄，2003：140-179）。
雖然在 1990年代之後，便未有針對分產實際狀況的大規模調查， 

37
但中研院社會變遷調查則提供了觀察人們遺產分配態度的實證資訊。

下圖乃是中研院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於 1990年（二期一次）、1995
（三期一次）年與 2000年（四期一次）的抽樣調查結果，該題項為：
「您認為財產應該怎樣分配給後代比較合理？」。

38
此調查顯示出僅有

不到半數的民眾認為財產應該要由諸子女平分比較合理，而認為應由

長子單獨繼承、諸子平分、諸子和長孫平分、男多女少的比率，超過

30％。1990年初次調查的結果，認為財產應由子女平分的比率略超過
五成，但 1995年、2000年的調查均只有四成左右。

39
在男女平等繼承

的民法實施多年後，認為應由男女子孫共同繼承（包括平分以及男多

女少）的比率仍然僅有約五成，而認為應該僅由男性子孫繼承的比例

36   這份調查為大規模的面訪，對象為居住於台灣、具中華民國國籍之 25-59歲的
女性。在分家這一項中，分就「父母家的分家」以及「婆家的分家」，調查其
分家狀況、分家原因與分家方式。就父母家的分家而言，受訪者中有 25.8％已
分家（含已分一部分、分到淨的負債），分家的原因主要為兄弟姊妹成年時
（占 60.9％），其次為父親過世（28.3％），只有兄弟分的高達 83.5％，兄弟分
較多的有 7.8％，兄弟姊妹平分的只有 4.6％。就婆家的分家而言，已分家的有
28.6％（含已分一部分、分到淨的負債），分家的主因亦為先生或其兄弟姊妹成
年時（65％），其次為公公過世（24.4％），只有兄弟分的高達 80.1％，兄弟分
較多的有 8.3％。因此，不論是受訪女性父母家的分家、或者婆家的分家，主因
皆為子女成年時，而僅有兄弟分的比例都高達八成以上。見內政部，1989：
142、152-153。

37   於 1989年的台灣婦女生活狀況調查之後，內政部所實施的婦女生活狀況調查皆
未列入有關分家或財產繼承的題項。

38   本題項為每五年進行一次之綜合調查的題項。2005年的五期一次綜合調查刪除
了此一題項，因此無 2005年之資料。

39   推測可能是因為在 1990年的題目中沒有「諸子平分」的選項。在 1995年、
2000年新增了「諸子平分」的選項之後，均有二成以上的民眾認為應由諸子平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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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約二成五。並且，態度不一定反映到行為，人們實際上的分產行

為與分產態度之間的關連也仍有待探究。不過，這已足以說明人們的

法意識與法規範之間，存在有相當的差距。調查結果也顯示，認為應

僅由男性子孫繼承的比例略有下降，而由血緣以外的方式決定的比例

也有些微上升，這也表現出人們的法意識的改變，父系繼承以及血緣

繼承觀念的鬆動。

從繼承訴訟中，我們則可以發現被廣泛運用的排除女兒繼承機

制，常見的排除女兒繼承的方式為：在繼承人系統表等相關文件中刪

除女兒的名字、讓女兒書立拋棄繼承的同意書或切結書（拋棄繼

承）、以預立遺囑或其他方式於生前將財產分配給兒子們（生前分

產）、主張女兒已經獲得嫁妝因此不得繼承遺產（有嫁妝、無遺產）

等等，而女性則以拋棄繼承作為表達認同的方式、協商交易的籌碼，

或者以爭產的行動來積極行使法律上的權利（陳昭如，2006）。其
中，「拋棄繼承」是從日本殖民統治以來所新創的、排除女性繼承的

法律工具，「生前分產」是以「分家」的概念來實踐父系中心的繼承，

而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曾被用以確保女性繼承的公證遺囑，則被用以

排除出嫁女兒的繼承權。誠然，女性在繼承法上的身分已經從外人轉

變為自家人，制度上的改變使得女性作為具有「局部主體性」（partial 
agency）的「策略性的行動者」（strategic actors）（陳昭如，2007）得
以施展能動性的空間大幅增加了，但是父系中心繼承的宰制並未就此

台灣民眾對於遺產分配的態度

（199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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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退位，只是以不斷更新的壓迫面貌來面對女性的抵抗。總的而

言，法律上的轉變對於改造女性在繼承實踐中的外人身分確實有所助

力，但幫助有限。

被分配到文化領域的祭祀繼承，也並未如立法者所預期地一般，

被時代的進化遠遠拋之在後。首先，父系中心的祖先祭祀，在台灣的

漢人社會中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陳杏枝（2007）依據中央研究院台
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1990、1994、1999、2004年四期的調查所做的研
究顯示，回答有祭拜祖先的受訪者比例雖有從 1990年的 93％到 2004
年的 85％逐年下降的趨勢，但這也顯示祭祀實踐（包括供奉祖先牌
位、為祖先墳墓看風水）仍然相當普遍；祭祀祖先的理由則逐漸趨向

於情感與道德層面，而教育程度則是影響祭祀祖先的態度與行為的最

重要變項。

每年清明節的返鄉掃墓潮，說明了祭祀祖先的觀念與活動在台灣

社會中維持相當的重要性。而祭祀祖先與財產繼承之間，也仍舊保持

一定的關連性。供奉祖先與財產繼承的關係，是漢人家族與儀式研究

的爭議課題之一（李亦園，1986：51-54），而人類學家於 1970年代的
研究指出，父系財產繼承與供奉祖先之間有密切的關連（陳祥水，

1973；Emily M. Ahern, 1973）。
40
從實際的訴訟活動中，我們也可以看

到訴訟當事人將遺產繼承權與祭祖義務加以連結的主張：「享有繼承權

就應承擔祭祖的義務」，或者「承擔祭祖的義務，才能享有繼承權」、

「因為承擔祭祖的義務，因此享有較多的繼承權」。例如，在一個女兒

請求分割遺產的案件中，唯一的兒子主張，法律規定由所有繼承人均

分遺產，實質上並不公平，因為傳統上是由兒子承擔祭祖的責任：

受理遺產之權利，也應有義務接受未來祖宗三處之祖墓、撿骨、

建祖祠、祭祖及修繕維護之費用支出。就遺產分配事宜，依法由

所有繼承人公平均分，看似合理，實質上則未考慮到我國傳統民

40   對於 Emily M. Ahern所提出「沒有牌位就沒有祖產」的命題，李亦園（1986）
與余光弘（1986）均有所批評。不過，如僅就祖先祭祀與祖產繼承之間的密切
關連（而非絕對因果關係）而言，Emily M. Ahern的研究仍有相當之參考價
值。



陳昭如 123

情，傳統非常注重慎終追遠的觀念，而這些責任皆由族中之男丁

執行，女兒嫁出為人媳，拜的是夫家祖先，並無娘家男丁應盡之

責任，所有娘家之祭祖活動皆無參與之義務，伊族人在此落腳傳

承，至今十餘代，有兩處家族墓園。管理維護祖墳之修繕皆由族

中男丁分攤，再加上祖父、祖母以及父親都要撿骨，重新安奉，

這些更是所費不貲，而繼承人有七人，男丁卻只有被告○○○一

人，這些費用由伊獨立承擔，一樣均分遺產之繼承人卻無需負

擔，並不公平。
41

本案件中，兒子將承擔祖先的祭祀（義務）做為繼承遺產（權

利）的前提，因此認為，出嫁的姊妹沒有承擔祭祀娘家祖先的責任，

卻可以依法享有娘家父母遺產的繼承權，並不公平。又例如在一個女

兒爭取繼承權的案件中，兒子主張「因民間習慣兒子照顧雙親、祭拜

祖先」，所以數個姊妹都放棄繼承，但此位原告（女兒）卻主張繼承

農地，因而大表不滿，認為她已經在結婚時取得嫁妝，既沒有照顧雙

親、也沒有祭拜祖先，沒有資格主張繼承權。
42
在這兩個兒子看來，當

代法律不論女兒是否有承擔祭祀（及奉養）的責任、一概賦予繼承權

的規定，違反了以祭祀（及奉養）為基礎的繼承傳統，同時也違背了

他們的公平正義觀。這樣的看法表現出傳統與現代、人民的法意識和

法規範之間的對立。
43
並且，不僅兒子認為其財產繼承權的正當性源自

於祭祀祖先的傳承之責，在繼承的訴訟案件中，也不乏支持兒子繼承

權的母親，以兒子承擔祭祀為由為之作證。例如，在一個分割父親遺

產的案件中，仍在世的母親便表示，已過世的父親（被繼承人）之所

以立遺囑將較多遺產分配給獨子，是因為獨子必須擔負祭祀祖先與扶

41   彰化地方法院 92年度家訴字第 30號。本件判決中，法院認定祭祖費用的負擔
與分割遺產並無關連。

42   嘉義地方法院 91年度家訴字第 26號判決。

43   這種將祭祀義務與繼承權利相連結的主張，似乎頗為常見。在一本由執業地政
士撰寫的繼承法律常識書籍中，便提到男性經常以女兒不祭祀牌位為由，為難
出嫁的姊妹（趙坤麟，20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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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母親的責任，因此「循民間習俗」分配較多遺產給獨子。
44
而女性固

然會主動以訴訟爭取繼承權，但這樣的主張鮮少以承擔祭祀作為繼承

正當性的基礎。由此，我們看到，祭祀傳承的性別角色規制在繼承訴

訟上發揮了不同的功能，男性得以承擔祭祀作為主張繼承權的正當性

基礎、甚至也得到母親的支持（即便是與法規範相背離），而女性則

必須拆解二者的關連才能爭取繼承。

法院通常並不採納以祭祖做為財產繼承前提的主張，並且也傾向

於不介入祭祀的性別角色分配。
45
但是，法律在形式上斬斷了祭祀與繼

承的關連，卻斬不斷人們在社會慣行上對於二者的連結。祭祀與繼承

的關連，更清楚地表現在祭祀公業派下資格／派下權的繼承上。在祭

祀公業條例施行之前，對於祭祀公業的派下資格繼承問題，法院實務

上經常以「是否奉祀本家祖先」作為女性得否在無男性子孫時繼承派

下資格的要件之一，而對於男性子孫的繼承，則無此限制，這不僅說

明了性別角色與祭祖、繼承之間的緊密關連，更創造了「女性有拜有

保佑、男性沒拜也有保佑」的傳統：男性被預設為奉祀者（不論是否

有祭祀的事實）並基於此預設而理所當然地享有派下資格，而女性則

是在例外的情況下才承擔祭祀並取得派下資格（陳昭如，2004）。雖
然祭祀公業的集體祭祀行為早在 1960年代起即已逐漸衰微（陳杏枝，
2007：4-5），但有關祭祀公業（特別是不動產）的諸多爭議，仍顯示
以法律（而非原本的行政命令）予以明確規範的迫切性。歷經多年的

研擬討論，終於在 2007年通過、2008年公布施行祭祀公業條例， 
46
在

立法理由中明白宣示了「男女平權」、「兩性平權」的原則，並試圖在

44   彰化地方法院 92年度家訴字第 20號判決。

45   台南地方法院便曾有一個關於負擔遷墓費用的案件，女性子孫主張自己不需要
負擔祖父母遷墓的費用，因為依照慣例是由男性負擔、與出嫁的女兒沒有關
係，而法官則表示，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後代子孫有為祖先遷墓或負擔費用之義
務，而男性子孫縱使有支出此部分的費用，也是「基於人倫孝道所自行支
出」，因此不能夠依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的法律關係，向女性子孫求償（台南
地方法院 94年重家訴字第 2號判決）。

46   立法院第 6屆第 5會期於 2007年 3月 2日三讀通過祭祀公業條例，但國民黨黨
團針對第 56條提出覆議案，於第 6會期依據協商結論通過覆議案通過，完成三
讀，總統府於 2007年 12月 12日公布，完成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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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女性繼承」的傳統、與「應保障男女平等」的現代法律之間尋

找平衡點，對於在該條例施行前已成立的祭祀公業、以及在施行後新

成立的祭祀公業和新發生的派下員繼承事實，分別規範。對於前者，

採取「尊重傳統」立場的立場，適用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對於派下員

的資格，優先適用規約，在無規約或規約未規定時，以設立人及男系

子孫為派下員，而女性則只能在以下兩種情況才能成為派下員：（1）
派下員無男系子孫，且該女子未出嫁；（2）經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
書面同意、或經派下員大會派下現員過半數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通過（第四條）。就後者，則適用民法上男女平等繼承原

則，並且考量祭祀公業奉祀先人主旨，規定以「共同承擔祭祀者」為

派下員（第五條）。
47

在此，我們看到的是，新法以法不溯及既往之名，
 48
採納了祭祀公

業排除女性繼承的傳統（而不過問傳統如何被定義、誰有權定義傳

統），僅在尊重祭祀公業成員自治的前提下予以有限度的修正，然後

再高舉現代男女平等原則的大旗，將派下員資格去性別化，改採中性

的「共同承擔祭祀」之實質標準，但卻不去探究，在父系中心的社會

中，祭祀祖先被認為是那個性別的責任，而實際承擔祭祀者又主要會

是那個性別？花蓮教育大學教授蕭昭君爭取擔任蕭家宗祠主祭的奮鬥

故事（蕭昭君，2005），說明了女性主義挑戰已經逐漸鬆動根深蒂固
的男性承擔祭祀傳統，只是改變仍舊有限，而在挑戰的過程中所面臨

的阻礙與質疑，更不容輕忽。在蕭昭君的個案中，「女博士」的身分

讓她獲得「有成就女性」的肯定，因此有利於她爭取祭祖的資格，而

「沒有成就」的女性，顯然需要不同的抗爭策略與抵抗資源。如果父

47   行政院版草案原規定以派下員之繼承人為派下員，但在立法院討論時委員，經
張慶忠等委員提案修正通過，改以實際承擔祭祀者繼承派下員身分，以督促派
下員履行祭祀祖先、慎終追遠的義務。參見立法院公報第 96卷第 20期，頁
229-232。

48   此種對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的適用，或者可予以重新思考。例如，我們是否
可能主張，在明文保障男女平等的中華民國憲法於 1947年施行於台灣之後，祭
祀公業的法律慣習即應受到平等原則的修正，因此改將不溯及既往的時間點往
前挪移至 1947年？當然，在立法政策上，更可以保障性別平等為由，為了修復
過去的不正義，而排除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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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傳承的法則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那麼，中性化的法律改革，能夠在

何種程度上改造不平等的性別關係，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正如蕭昭

君（2005：118）所指出，「女性太清楚父權文化對她們的剝奪，也失
望地發現，仰賴父權文化改變，不如自己自力救濟」。更多的女性主

義行動，才可能造成革命性的改變。

女性主義的法律改革，也應該重新反思財產繼承與祭祀的關係。

立法者的政策選擇將財產繼承與祭祀繼承分割，前者納入法律規範，

後者劃入文化領域，以為如此將可實踐性別平等，結果是事與願違，

不僅中性化的法律規範對於性別化的社會現實改變有限，文化領域的

祭祀繼承實踐，也並未如立法者所期待地一般自然地消逝。也許，性

別平等的繼承不需要以排除祭祀為前提，相反地，是應該更積極地改

造祭祀的性別實踐，從而改寫家族傳承的意義、使得繼承不僅有財產

上傳遞的意義、也包括了家族群體的身分傳承，甚至可能激發新的權

利想像，例如「祭祀權」之可能性：現實上被排除於財產繼承之外的

女性可以主張法律上的權利、並且提起訴訟尋求救濟，而被排除在祭

祀之外的女性，是否也有可能主張祭祀（或被祭祀）作為一種權利？

換言之，重新劃定法律規範「身後之事」的界限？並且，規範祭祀的

法律，不應如同日本民法一般、將父系中心的祭祀成文化，而應重新

反省祭祀傳統的建構，女性承擔祭祀也可以是一種透過女性主義政治

實踐而創造的、相對於父系中心的逆／反傳統（counter-tradition）。

五、結語：思辯「我們的法律」之可能

台灣繼承法史的演變，是朝向個人財產化的、中性化的發展。這

樣的演變經常被理解為是朝向性別平等邁進的進化史。然而，本文所

要挑戰的正是這樣的進化史觀點。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我們看到女

性作為策略性的行動者，如何在不同的制度之下展現局部主體性。清

帝國之下承繼制度的例外縫隙，使得作為外人的女性得以在有限制的

條件下實踐抵抗。從日治時期繼承法的發展，我們看到了法律的近代

化如何在法律東方主義的陰影下進行，女性的繼承權一方面被有限度

地保障、另方面又被以新的方式加以剝奪。戰後台灣法的發展更顯



陳昭如 127

示，雖然制度的改變使得女性實踐能動性的空間大為增加，但以個人

財產取代家產的概念、將祭祀排除於法律規範之外、賦予女性和男性

相同的繼承權，這種種朝向西方化邁進的努力，既沒有達成性別平等

的目標，更是法律東方主義的實踐。「封建遺習」與「進步法律」的

對立，侷限了改革的可能性，遮蔽了尋找「我們的法律」的視線。

在法律東方主義的陰影下，在近代西方法學的凝視之下，文化與

傳統成為他者化的存在，是應背離的落伍過去，無法提供進步的改革

能量。因此，我們必須透過歷史的關照，來瞭解父權宰制的在地形

貌，並基於對此在地父權型態及其歷史性再製的批判，來想像「我們

的法律」所可能提供的抵抗（陳昭如，2005）。也許，對抗父系繼承
下女性作為「外人」的被歧視處境，並不必然得在祭祀與財產繼承之

間劃下一道區隔法律與文化的界限。也許，爭取女性的平等繼承權與

家族成員身分，並不需要透過全面性地否定「傳統」、並且改採西方

式繼承制度來達成。更何況，這是誰定義的傳統？既得利益者經常把

持了定義的權力，而異議的聲音，不是僅在當代才開始出現，更不是

因為西方理論的指導，我們才知道如何發出不平之鳴。在不同的歷史

階段中，父系繼承的宰制以不同的形貌出現，但女性爭取繼承權的實

踐，卻同時說明了宰制必然伴隨了抵抗、女性繼承也可以是逆／反傳

統 — 一種由弱勢者定義的傳統。因此，如何在解構與重構繼承概念的
過程中，在改寫繼承意涵的同時，想像「我們的法律」、創造在地性

別平等的新義，將是女性主義法律改革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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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許多臺灣漢人相信一句諺語：「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也就是早期渡海來臺的

漢人祖先大多是男性（羅漢腳）而極少女性，只能與臺灣平埔族女性結婚。這句諺

語引起「原住民基因迷思」的高漲，相信今日臺灣漢人是大陸漢人與臺灣平埔混血

的後代，因此基因組成與大陸漢人不同。臺灣國族血統論者甚至主張臺灣應該藉此

獨立，並積極尋找許多科學性的證據來證實。遺傳人類學是當今一般大眾相信最科

學的工具之一，許多臺灣漢人與平埔族群的遺傳數據相繼出現，同時大部分的報導

都指向臺灣漢人與原住民族有血源關係，加上臺灣漢人對血源的盲目崇拜，使得臺

灣國族血統論的說法廣為流行。本文利用遺傳人類學進行純粹學理分析，重新分析

過去的報導，證實所有已發表數據都不支持臺灣漢人與中國南方漢人的遺傳組成不

同，因此以原住民血源作為國族建構的假設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另一方面，血統

論的母族後代—平埔後裔對以自身血源推動獨立建國的說法，抱持著強烈反對的態

度，更讓臺灣國族血統論站不住腳。本文最後更指出個人遺傳血源無法完整的追

溯，因此所有連結認同至遺傳血源的嘗試目前都沒有理論依據。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admixture among Taiwanese Han and Taiwan plains 
indigenes holds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 for people in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ld folk saying, “there were mainland grandfathers but no mainland 
grandmothers,” many Taiwanese Han believe the early Han male settlers 
mated exclusively with early plains indigenous females, and that today's 
Taiwanese Han is a hybrid population genetically different from Chinese 
Han. While genetic studies reveal genetic dissimilarity between mountai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general Taiwanese Han, some scholars and 
journalists perverted the genetic studies and misled people in Taiwan into 
believing the opposite. The “myth of indigenous genes” that the majority of 
people in Taiwan have indigenous genes is widely accepted, and some 
Taiwan nationalists have called for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based on this 
idea. However, the facts are that the genetic studies have never supported 
the idea that Taiwanese Han are genetically different with Chinese Han. 
Moreover, the descendants of plains indigenes are extremely opposed to the 
attempts in using their ancestors to call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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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ove that the genetic ancestors of individuals cannot be traced with 
certainty, therefore the attempt to construct the identity through genetic 
ancestors is theoretically meaning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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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埔血源與臺灣國族認同的關連性

許多臺灣人認為臺灣不屬於中國（Lynch，2004），並積極尋求新
的文化與歷史詮釋以抵抗一個中國政策。雖然這些臺灣漢人了解他們

的祖先是近四百年才從中國東南沿海渡海來臺，但他們選擇相信「有

唐山公、無唐山媽」的臺灣諺語，認為早期渡海來臺的漢人祖先大部

分是男性，只能與臺灣在地的平埔女性結婚。因此，現在臺灣漢人的

母系祖先大部分是平埔族，而非漢族，並強調現在臺灣漢人的遺傳組

成應該與中國漢人不同。許多臺灣獨立擁護者強調此觀點，並認為臺

灣應該藉此獨立。

在社會科學理論中，認同的形成主要分為原生論與情境論。原生

論強調認同建立於有形文化特色、或是生物上的特徵（e.g. Keyes，
1976）。情境論強調認同是人為建構，可隨不同情境而改變（e.g., 
Barth，1969；Anderson，1983）。漢族認同基本上是經由原生論所構
成：只要父親是漢人，其子嗣就是漢人，因此歷史上漢族的構成從來

就不為混血的概念所混淆（Ebrey，1996）。中國的國族認同，又與漢
民族的民族認同高度重疊（Brown，2004:40），因此宣稱擁有非漢族
的祖先以及混血的家族歷史，是切斷與漢族以及中國認同最直接的方

法。對臺灣國族血統論者而言，當絕大多數臺灣漢人都有非漢族的祖

先，也就是諺語所說內容屬實，則血統論的理論根基將大功告成。然

而，諺語是否屬實卻從未被證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只有少數的臺灣漢

人可以正確無誤的追溯出擁有平埔祖先。

無論高山或平埔原住民族都屬於南島語族。語言學家更預測古南

島語與古漢藏語在東亞大陸上分裂的年代約是五萬到七萬年前

（Ruhlen，1994:177-80），考古學家認為南島語族到達台灣最少有上萬
年的歷史（劉益昌，1992），比漢人定居台灣僅僅四百年，早先許
多。十七世紀始台灣的南島語族被清朝政府依照漢化的程度歸類為

「生番」（漢化較淺）與「熟番」（漢化較深）兩類；前者至日治時期被

改稱為「高砂族」後者改稱為「平埔族」，而高砂與平埔的分法又大

略與居住位置相吻合。「高砂族」到戰後被改名為「山胞」，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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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正名為「原住民族」。雖然日治時期日本學者就開始對臺灣的
生蕃與熟蕃各自依照語言、文化的不同細分為許多不同的族，但都沒

有實際反映到政府行政中。戰後僅僅只有高砂族後裔取得山胞身份，

1954年後政府不再承認平埔族後裔，主要原因是政府認為平埔後裔已
經完全漢化（林江義，2003；陳叔倬、段洪坤，2007）。
今天平埔族後裔都不具有官方的原住民身分，與漢人一般；但在

十七世紀前臺灣平原上基本上只有平埔族人。1645年臺灣人口第一次
普查時，全臺平埔族人有 45,000人，是漢人移入者的三倍。然而到
1943年日治時期普查時，全臺平埔族人口為 62,119人，僅佔全臺人口
的 1%（潘英海，1995）。歷史與人類學家提出平埔族人大量減少的原
因有三：一是通婚，早期漢人移民多為「羅漢腳」（單身男子），因此

多數漢人移民男性與在地平埔女性結婚（Brown，2004:134-65；
Shepherd，1993:97）；二是同化於漢文化，在漢人強勢文化的影響下，
許多平埔族人改宗認同漢人身分（Brown，2004:66-133；Shepherd，
1993:28-46）；三是平埔男子不擅耕種導致在婚姻市場上不如漢人男子
有競爭力（李季樺 1989；施添福 1990），因此結婚率以及生育率都低
於漢人。上述三種說法影射平埔血源流入漢人的狀況極為不同：第一

種主要是女性平埔血源流入而男性不流入、第二種是男女平埔血源皆

流入、第三種是男女平埔血源皆不流入。

然而，多少平埔血源藉由通婚（第一種）或改宗（第二種）流入

臺灣漢人之中一直無法確認。許多通俗或半學術的文章或書籍提出不

同的估算：光華雜誌推測 25%的臺灣漢人有平埔族祖先（Wang，
1997）；民俗學者劉還月等在所著《我是不是平埔族 DIY》（2001a）、
《認識平埔族群的第 N種方法》（2001b）中，估算 85%臺灣漢人有平
埔祖先，並強調就算讀者完全沒有屬於平埔的記憶，也可藉他們的書

追溯自己的平埔祖源。企管博士沈建德是推動臺灣國族血統論出力最

多的人士之一，並自封為臺灣國臨時政府總召集人。在其所著《臺灣

血統》（2003）一書中，從所謂戶政、交通、糧食供給等數十項證據，
強調最低 95%臺灣漢人帶有平埔血源。沈建德並自費出版「臺灣閩客
尋根地圖」、「臺灣血統真相地圖」對外販售，大力推銷臺灣漢人都是

平埔後裔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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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估算都不算是嚴謹的學術論述，同時這些估計的差距過大，

無法讓人信服。利用歷史人口數據應該可以得到比較正確的估算，但

十七到十九世紀清治臺灣的人口統計中漢人與平埔族人並沒有被分開

計算，因此清治時期平埔血源混入的歷史一直得不到科學證據加以證

實。日治時期曾經對在台居民推行嚴謹的戶籍制度並逐年普查（Wolf 
& Huang，1980:16-33），歷史學者洪麗完曾經親閱部分日治戶籍，發
現一些當時的平埔族人更改身份為漢人，提出這是現今台灣漢人帶有

許多平埔血源的直接證據（Hung，2008）。但洪麗完忽視了下列事實：
就算是最早的 1905年日治戶口普查中，平埔（註記為「熟番」）人口
佔本島人口數只有 1.5%，而漢人（註記為「福」或「廣」）人口則高
達95%以上（Shepherd，2000）。由此可知日治初期進行族裔認定時，
平埔即為絕對少數，就算日治時期所有的平埔族人都改宗為漢人，對

漢族血源的影響力最高只有 1.5%。因此關於各種平埔血源大量混入漢
人的假說，其時間點都不可能發生在日治時期。

許多體質特徵被大眾認為可用來指證是否帶有非漢族屬性，包括

膚色深淺、單雙眼皮、眼眶深度、小腳趾分裂與否、手肘內彎前 2-3
公分是否有橫紋等（劉還月等，2001a,b）。有意思的是，不同的報導
對這些體質特徵有不同的標準。舉例而言，手肘內彎前 2-3公分有橫
紋被劉還月等認定是原住民的特徵（劉還月等，2001a,b），報紙報導
卻指出沒有橫紋才是原住民的特徵（2006/7/1，聯合報）。筆者曾經嘗
試驗證上述區分族群的體質特徵是否屬實，結果發現筆者家中兄弟姊

妹間就有不同的特徵分佈。同一父母所生的兄弟姊妹帶有不同的體質

特徵，指向一個結論：「手肘內彎前 2-3公分有橫紋」等體質特徵不足
以作為檢驗是否為原住民的標準。

隨著遺傳學研究的快速發展，新世紀開始全球都感受到新遺傳學

的力量，許多遺傳學的想像大大的影響著各個社會，譬如法國 DNA
（Rabinow，1999）、巴西人的分子肖像（Santos，2004）、美洲原住民
DNA身份證（TallBear，2004;2007）、發現墨西哥人基因（Montoya，
2007）。臺灣民眾同樣對新遺傳學寄予厚望，認為可以藉由新遺傳學
追溯個人的血源祖先，甚至進一步認為血源可以決定認同。一幅新聞

插畫清楚的表現出臺灣民眾的看法：一個國民黨黨工在中共總書記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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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濤的授意下，對臺灣總統陳水扁說：「主人說你要認祖歸宗，就要先

比對一中 DNA」（獵人，2005）。然而一開始並沒有任何平埔族群的
遺傳研究結果被正式發表，使得臺灣漢人與平埔族群間的混血程度估

算無從著手。相對的，十多年來遺傳人類學已經對於原住民族有深入

的研究，但其結果卻顯示臺灣漢人與原住民族沒有直接的遺傳關連

性。

二、遺傳人類學與臺灣族群遺傳組成

平埔族與原住民族系出同源，遺傳組成應該有極高的相似性。假

設臺灣漢人在過去與平埔族曾經高度混血，應該可以看到臺灣漢人與

原住民族的遺傳組成非常相似。

令人驚訝的是，所有傳統的體染色體遺傳指標（ABO血型、Rh
抗原、人類組織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等都不支持
臺灣漢人與原住民族遺傳組成相似的觀點（Cavalli-Sforza et al.，
1994:234-8；Lee et al.，1990；Lin et al.，2000, 2001；Shaw et al.，
1999），其中包括馬偕醫院林媽利醫師的人類組織抗原研究（Lin et 
al.，2000, 2001）。人類組織抗原是負責人體免疫敵我辨識的抗原，在
器官或骨髓移植中，源自同樣父母的兄弟姊妹最容易配對成功，是因

為人類組織抗原相同的機會很高。同一族群的成員因為源自同樣的祖

先，尋找出相同人類組織抗原捐贈者的機會比從非同一族群成員中容

易。基於此原理人類組織抗原可用來比較族群間的祖源或混血關係：

兩族群間的人類組織抗原相似性高，表示有共同祖先或混血的歷史，

反之則無。林媽利曾經著文指出，目前臺灣的福佬及客家人中，只有

13%具有原住民血統（Lin et al.，2000; 林媽利，2001a, 2001b）。
Y染色體多樣性研究是近年來遺傳人類學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因 Y染色體只在父親和兒子之間傳遞、精子產生時染色體不會重組、
突變速率快可累積大量變異等優點，使得研究 Y染色體多樣性可以直
接追蹤人群父系祖先的起源與擴散。筆者彙整過去國內外發表的 Y染
色體數據，發現臺灣漢人與原住民族的 Y染色體遺傳組成非常不同
（Capelli et al.，2001；Karafet et al.，2001；Su et al.，1999；S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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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a, 2000b；Wells et al.，2001；Wen et al.，2004a,b）。利用 Admix 
2.0（Dupanloup and Bertorelle，2001）分析彙整的 Y染色體多樣性數
據，其中以中國南方漢人以及原住民族分別擔任母群體，得到臺灣漢

人與中國南方漢人的父系組成相似度是 93%，與原住民族的相似度只
有 7%。
粒線體 DNA（mitochondria DNA; mtDNA）則是近年來發展出追

蹤人群母系祖先的利器。因粒線體 DNA只在母親和子女之間傳遞、
無重組能完整地保存母系祖先的遺傳信息、同樣可累積大量變異的優

點，因此研究粒線體 DNA多樣性可以追蹤人群母系的來源。筆者彙
整過去國內外發表的粒線體 DNA數據，發現臺灣漢人與原住民族的
粒線體 DNA組成也很不相同（Horai et al.，1996; Kivisid et al.，2002; 
Melton et al.，1995,1998; Metspalu et al.，2004; Tajima et al.，2003; 
Trejaut et al.，2005; Wen et al.，2004a,b,2005; Yao et al.，2002a, 
2002b）。同樣以 Admix 2.0分析，將中國南方漢人以及原住民族當作
母群體，得到臺灣漢人與中國南方漢人的母系組成相似度是 79%，與
原住民族的相似度是 21%。估算值顯示臺灣漢人的原住民母系血源成
分高於父系血源成分，符合「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說法。但就算

有較高的原住民母系血源成分估算，也只有約 20%，與臺灣漢人相信
「查某祖」普遍是平埔婦女的想法相距甚遠。

必須注意的是，用來當作臺灣漢人母族之一的中國南方漢人，與

一般民眾認為的「漢族」有相當的差異。其實遺傳人類學家非常清楚

漢族並不是遺傳組成一致的族群，過去近二十年經由傳統遺傳指標的

研究已經清楚顯示，中國北方漢族與中國南方漢族間存在著極大的遺

傳差異（Zhao & Lee，1989, Chu et al.，1998）。2004年中國南北漢人
的 Y染色體與粒線體 DNA多樣性研究進一步指出，漢人從北到南三
次歷史大遷徙，其結果是中國南方漢人男性保留極多的中國北方漢人

男性的遺傳特性，但中國南方漢人女性保留較多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女

性的遺傳特性。以臺灣漢人的祖源省分 -福建、廣東為例，100%福建
漢人帶有中國北方漢人 Y染色體特性，但只有 34.1%福建漢人帶有中
國北方漢人粒線體 DNA特性；67.7%廣東漢人帶有中國北方漢人 Y
染色體特性，但只有 14.9%廣東漢人帶有中國北方漢人粒線體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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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Wen et al.，2004a）。結果指向一個可能性，也就是漢人南遷的
過程中，北方漢人男性移民大量與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女性繁衍後代，

也就是諺語「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所影射狀況早在漢人渡台之前就

產生。與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的混血，尤其是女性方面的血源交流，造

成中國南北漢人的遺傳差異極大。

從以上的統計分析可以明顯看出兩個結論：一、原住民族血源混

入臺灣漢人的比例，低於中國南方少數民族血源混入中國南方漢人的

比例。二、臺灣漢人與中國南方漢人的遺傳組成非常相似，與原住民

族並不相同。

三、遺傳資料的誤解與過度傳播

當遺傳研究清楚顯示原住民族與臺灣漢人的遺傳組成截然不同之

際，一些學者與記者卻誤解了這個結論，並介紹臺灣民眾往相反的方

向去認識。1996年 4月 6日時任高雄醫學院神經內科醫師陳順勝在台
北醫學院舉辦「原住民健康問題之現況及未來展望」研討會中，發表

回顧性論文〈臺灣與西太平洋島嶼南島語族之健康關係〉，其中將台

大醫院外科醫師李俊仁發表的人類組織抗原數據重新計算（Lee et 
al.，1990），得到「20-60%臺灣漢人擁有原住民基因」的錯誤結論
（陳順勝，1996: 8）。

陳順勝醫師會計算錯誤，基本上是李俊仁醫師的原著論文中，人

類組織抗原數據表列方式錯誤所致（Lee et al.，1990）。當時的人類組
織抗原分型，是利用細胞毒殺法判定（Cytotoxicity），必須利用已知
分型的抗體來與未知分型的細胞做反應，如細胞被毒殺則判定該細胞

帶有此抗體對應的人類組織抗原。抗體分型的精細程度，隨時間發展

而進步，原先被粗分的一種抗體，可能在數年後再細分為多種抗體，

譬如粗分型 HLA-A9多年後細分為 HLA-A23與 HLA-A24，若整合跨
年數據時可以用 HLA-A9（23,24）表示（Tsuji et al.，1992）。但李俊
仁醫師對於 HLA粗分、細分命名法不熟悉，他表現臺灣漢人與原住民
族的原始數據時，細分型分佈頻率不包含在粗分型中（譬如泰雅族基

因型 A24＝ 44.0%而 A9＝ 0%）；但他引用過去他人發表的中國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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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數據時，細分行分佈頻率包含在粗分型中（譬如中國南方漢人基

因型 A24=11.2%而 A9=15.2%）。而陳順勝對 HLA粗分、細分命名法
也不熟悉，直接拿李俊仁論文中有瑕疵的表列進行分析。因為臺灣漢

人與原住民族以同樣標準表列，雖然 HLA頻率分佈並不一致，但與不
同表列標準下的中國南方漢人相比，臺灣漢人看起來反倒與原住民族

相似，因此造成陳順勝做出 20-60％臺灣漢人有原住民基因的錯誤結
論。

1996年 11月 16-17日臺灣教授協會舉辦「族群政治與政策研討
會」，陳順勝發表論文〈由醫學資料看臺灣族群融合〉，文中仍然寫著

20-60％臺灣漢人有原住民基因。筆者在陳順勝發表論文時質疑是否統
計錯誤，會後筆者與陳順勝親自檢視其統計過程，發現是陳順勝對於

HLA分型命名法不瞭解造成的失誤。最後陳順勝修改統計數據，甚至
更換標題以〈從人文與醫學資料看臺灣的族群〉收錄於研討會論文集

中，新論文中不復見 20-60％臺灣漢人有原住民基因的結論（陳順勝，
1997）。該論文集同時收錄了陳叔倬（1997）所著〈由遺傳指標觀察
臺灣漢人與原住民間的類緣關係〉，其中提到現有的遺傳資料並不支

持 20-60％臺灣漢人有原住民基因之結論，真正的比例應該小於 20%。
該論文未在研討會上發表卻獲同意刊載於論文集中，足見主辦單位對

於此議題的重視。其後為避免錯誤統計的過度傳播，陳順勝推辭了多

家傳媒的訪問要求（陳叔倬，2003）。
但原住民基因迷思已經藉由傳播開始發酵。陳順勝在發表〈臺灣

與西太平洋島嶼南島語族之健康關係〉論文的隔日，〈大陸血脈漸行

漸遠：臺灣漢人、原住民血緣相繫病相通〉登上醫藥新聞版頭條

（1996/4/7 民生報）。該新聞見報後，臺灣民眾旋即陷入「原住民基因
迷思」之中。歷史學者戴寶村教授於 2001年 12月 17日臺灣歷史學會
發表〈原住民、早住民與新住民〉一文，其中提到：「平埔族原住民與

早期漢人移民混融而喪失期族群文化特徵，但「有唐山公，無唐山

媽」的俗諺和陳順勝、林媽利醫師有關臺灣人遺傳基因的研究，提供

了臺灣人原生論的認同基礎」（Tai，2001）。一個政治團體亦發表聲
明：「最新生物學研究顯示絕大多數的臺灣漢人是南島語族後裔

（60%），與大陸漢人明顯有別」（Stainto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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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戴寶村指出陳順勝、林媽利醫師的研究結果提供臺灣人原生

論的認同基礎，但當時兩人的研究結果極為不同。林媽利醫師過去接

受病理科專科醫師訓練、時任台北馬偕醫院檢驗醫學部主任，對於

HLA分型命名法有正確的認識。林媽利醫師對於人類組織抗原的研究
發現，原住民族的組織抗原跟臺灣漢人並不相同，估計目前臺灣的客

家及福佬人中，只有 13%具有原住民血統（Lin et al. 2000）。林媽利
於〈從組織抗原推論閩南人及客家人，所謂臺灣人的來源〉一文指

出：「臺灣的閩南人及客家人也就是所謂的「臺灣人」，是近幾世紀來

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移民的後代。研究中發現「臺灣人」13%的
基因是來自原住民，這顯示「臺灣人」的基因中並沒有像想像中的有

許多原住民的基因」（林媽利，2001a）。另外在〈從 DNA的研究看原
住民族的來源〉學術論文中，林媽利同樣指出在臺灣的閩南人及客家

人中，只有 13%原住民族特有基因混入（林媽利，2001b）。

四、越族論的奮起與消逝

但林媽利在上述文章中，將臺灣漢人的血源連向另一個族群：越

族。她提到：「經本實驗室的 HLA（組織抗原）族群遺傳學研究發現，
臺灣閩南人及客家人有別於中原漢人，反倒與新加坡華人和泰國華人

比較接近，這剛好配合民族史的記載，認為「臺灣人」是大陸東南沿

海原住民「越族」的後代」（Lin et al. 2000；林媽利 2001a）。自由時
報（2001/4/29）立即以〈新發現：臺灣人非漢人，閩客都是越族〉為
標題轉載林媽利研究的結論，使得臺灣人是越族後代的說法又開始廣

為流傳。

前文已證實臺灣漢人與中國南方漢人的遺傳組成非常相似，林媽

利的 HLA研究也同意這樣的結果。諷刺的是，林媽利未解釋中國南方
漢人的混血歷史，直指所有中國南方漢人是「越族」後代。林媽利犯

了明顯的學理錯誤：林媽利沒有檢驗過任何「越族」樣本。遺傳人類

學研究對於參考樣本有清楚的界定，沒有經由實驗室檢驗過的樣本，

不得用作參考。譬如現代人是否與尼安德塔人有基因交流，在沒有實

際從尼安德塔人骨中抽取出 DNA並分析其組成之前，並無法進行驗



平埔血源與臺灣國族血統論148

證（Krings et al.，1997）。在沒有任何越族檢體被檢驗的情況下，林
媽利的越族論純粹是歷史的想像，而不是科學的立論。

林媽利的越族論確實是歷史的想像，因為她指涉的是歷史的越

族。歷史上漢人泛稱中國南方不同民族為「越」，就像泛稱中國北方

不同民族為「胡」一般。歷史越族組成複雜，包含東越、甌越、南

越、西越、俚、畬、洞、獠、洛等，其中許多族群的祖源並不相同。

這些祖源雖然分散，但追溯到古早的共同祖源仍然與漢族相差甚遠

（Ruhlen，1994:177-80）。歷史上漢人南遷過程中與這些遺傳組成多樣
性高的族群混血，造成明顯的南、北漢人差異。

越族的用法是一個歷史產物，與人類學所謂族群的概念並不符

合，因此當代人類學者並不會針對越族做任何的論述。倒是一些人類

學者嘗試追溯今日中國南方少數民族與歷史中越族的關連性，其中侗

台語系族群（Daic, or Tai-Kadai）被指出與部分歷史越族有直接的祖源
關係（e.g. Shaffer，1996）。侗台語系族群分佈在今日泰國、越南、中
國、緬甸、印度等國邊境，直到今日仍有三十種語言被使用。有意思

的是，語言學家指出原住民語與侗台語可能共同源自於古侗台語

（Benedict，1984; Ni，1994），最近的遺傳人類學研究也指出原住民族
或與侗台語系族群有祖源關係（Lin et al.，2008）。
如果原住民族與侗台語系族群有祖源關係，則漢人在渡海來台之

前，可能就混入侗台語系族群、也就是與原住民族類似的遺傳特性。

但從實際的遺傳分析得不到這樣的結果，也就是臺灣漢人帶有原住民

族的遺傳特質比例很低。主要關鍵在於原住民族的遺傳多樣性非常的

低，極可能是原住民族赴台後長期隔離或基因漂變之結果，但這些少

樣的原住民族遺傳特性仍然能夠在侗台語系間發現（Lin et al.，
2008）。侗台語系不僅僅與台灣原住民族同源，同時與印尼原住民族
同源，其多樣性非常高。因此從遺傳分析得知台灣漢人帶有的遺傳多

樣性遠高於原住民族的遺傳多樣性，比較合理的推斷應該是混入的時

間點在渡台之前而非渡台之後。

然而就算實驗驗證混入了越族的血源，越族論只能短暫滿足臺灣

國族血統論的需求，因為臺灣漢人並無法擺脫與中國南方漢人同為歷

史越族後代的關連性。政治學者施正鋒教授直接戳破越族論浪漫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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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近年來在面對中國血濃於水、同文同種的原生式民族主義召喚之

際，開始有人以血液來分析臺灣人與中國人在基因（HLA）上的差
異。現有證據所能告訴我們的，頂多是臺灣閩客移民後代與中國南方

漢人、南洋華人的血緣相近，與北方漢人距離較遠，與我們的一般瞭

解相仿。然而，臺灣人是百越族的說法除了充滿浪漫的情懷外，並不

能擺脫原生論思考的侷限。首先，我們是否因此要與血緣相近的閩、

粵、南洋華人共同建立一個國家？是否應該與同屬越族的越南建立更

深的關係？」當中國南方漢人毫不懷疑的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時，臺灣

漢人欲以越族論脫離中國的嘗試立即失敗。

五、臺灣國族平埔血統論

要確實脫離與中國的關連，唯有證明臺灣漢人完全與中國漢人無

關，也就是必須「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說法能夠直接的以遺傳學

資料加以證實。前文已經說明所有遺傳人類學資料都不支持臺灣漢人

與原住民族有關連性，而越族論的嘗試亦告失敗，因此臺灣漢人是否

有平埔血源仍然是問題的關鍵。其實臺灣國族血統論者原本就不寄望

臺灣漢人有原住民血源，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前副總統呂秀蓮在回應早

先對「矮黑人較原住民族更早來臺」的不當發言時，背後貼了沈建德

出版的「臺灣閩客尋根地圖」、「臺灣血統真相地圖」兩張地圖

（2004/07/17中國時報）。呂秀蓮藉此表示臺灣漢人帶有平埔血源，而
平埔族與原住民族是同源關係，因此不應該為了來臺時間先後爭執不

休。

林媽利亦發現平埔血源的重要性，因此從 2003年開始積極進行平
埔族群的檢體採樣，希望證明臺灣漢人與平埔族群之間的血源關係。

但在此之前，林媽利為了建立臺灣漢人是越族後代說法的權威性，刻

意忽視平埔族群的可能影響，多次直指平埔族群已經消失、或平埔後

裔的血統都不純。林媽利在〈從 DNA的研究看臺灣原住民族的來源〉
一文中表示：「臺灣原住民可能是世界上最純的族群，即純種族群⋯⋯

其他平埔族現在差不多已消失，無法追蹤檢驗」(林媽利，2001b)。在
其英文正式發表文章中，則使用“purest”（Lin et al.，2000）、“p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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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et al.，2001）形容原住民族的純種程度。報紙也轉述林媽利的言
論：「賽夏族極可能是世界上血統最純的族群，平埔族的血脈幾乎消

失⋯平埔族因長期與漢人通婚，純種血脈幾乎消失；噶瑪蘭族僅存幾

位族人，血脈濱臨斷絕。」（2001/11/4 中央通訊社）
考量到平埔檢體的重要性與日遽增，林媽利不得不做出修正。

2003年林媽利表示：「從未有原住民因抽血問題向她抗議，但過去確
實有一族對她不滿，因為她根據研究結果推論說，純種的平埔族在臺

灣可能已絕跡，平埔族難以接受此說法。後來她發現，臺灣東部的西

拉雅族其實就是純種平埔族，所以純種平埔族至今仍存在，她願意為

以往對平埔族的血緣誤判表示歉意。」（2003/3/27 中國時報）。但過去
林媽利的言論，已經對平埔族群造成傷害。2004年東森新聞網
（2004/8/29）刊載：「過去林媽利曾發表研究指出，平埔族是漢化消失
的族群，引起平埔族人的不滿。」2007年噶瑪蘭族人要求林媽利銷毀
被採集的口水以及 DNA檢體、制止林媽利發表關於噶瑪蘭的研究成
果、發函國科會要求調查林媽利是否違反研究倫理、並導致林媽利被

國科會糾正，其中重要起因就是林媽利曾對媒體表示「噶瑪蘭族血脈

濱臨斷絕」（2007/4/2 聯合報、2007/8/23 中國時報）。
但自 2006年開始，林媽利的平埔族群遺傳數據陸續發表，唯尚未

有正式論文於學術期刊上刊出之前，已經引起國內極大的震撼。在

2006年 7月國科會科學季「多樣性臺灣」特展專文〈我們流著不同的
血液〉中（林媽利，2006），林媽利寫道：「臺灣漢人有 26%擁有來自
原住民的母系血緣，亦即 2300萬人口中約有 600萬人是平埔媽及高山
媽的後代；其他 74％是來是福建，是唐山媽的後代。我們也計算出西
拉雅族的母系血緣有 33%來自福建，67%來自原住民自己的血緣。」
刊出後聯合報（2006/6/30）即以〈學者研究 26%臺灣人有原住民基
因〉為標題介紹林媽利的研究成果。專文中林媽利估計臺灣漢人的母

系遺傳組成中，26%屬於原住民母系血緣，與前文中筆者估計的 21%
沒有顯著差異。26%的估算雖然高於林媽利之前以人類組織抗原估算
的 13%，符合「有唐山公、無唐山媽」諺語中原住民血源在臺灣漢人
的母系遺傳中比較高的說法，但混入的程度再高也沒有超過 30%。
顯然臺灣國族血統論者對林媽利 2001年經由人類組織抗原估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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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06年經由母系遺傳指標估算的 26%不滿意。2007年三立電
視台「大話新聞」（2007/6/2）談話節目〈平埔族—臺灣人的母族？〉
專輯中，與會來賓就選擇相信陳順勝錯誤的 20-60%估算，反倒質疑
林媽利估算的 13%或 26%應該太低。
儘管如此，林媽利仍然是臺灣民眾心中血源研究第一人。財訊週

刊於 2006年對林媽利進行專訪，標題即以〈臺灣人是誰？林媽利解開
DNA密碼〉刊出。在該篇專訪中，林媽利被尊稱「台灣血液之母」：
「林媽利的血液研究有醫學上的獨特貢獻，但若干『政治副作用』發

作，暗中銷蝕了她部分的成就，她雖深感無奈，卻不曾中止她認為

『可以讓生命變得有意義』的研究，低調『躲』在馬偕醫院裡做研

究、發表論文，讓自己在國際上發光發熱。」（林瑩秋，2006）。
但林媽利於 2007年開始不再低調。2007年 8月 11日林媽利再次

於報章發表未經學術審查的研究數據，於自由時報讀者投書〈非原住

民臺灣人的基因結構〉，其中推翻過去自己經學術審查發表的數據。

文中林媽利表示經由檢驗 100個臺灣漢人，52%臺灣漢人帶有原住民
族或東南亞島嶼族群的 HLA，48%帶有亞洲大陸 HLA。粒線體 DNA
（母系遺傳指標）方面，47%臺灣漢人帶有原住民族或東南亞島嶼族
群粒線體 DNA，48%臺灣漢人帶有亞洲大陸粒線體 DNA，還有 5%
帶有日本人粒線體 DNA。Y染色體（父系遺傳指標）方面，41%臺灣
漢人帶有原住民族或東南亞島嶼族群 Y染色體，59%臺灣漢人帶有亞
洲大陸 Y染色體（圖 1）。文末林媽利表示：「根據三個系統的分析，
85%的臺灣人是帶有臺灣原住民的血緣。」2007年 11月 17-18日馬偕
醫院召開「馬偕國際研討會 2007」（Lin，2007），2008年 4月 2-5日
菲律賓舉行 Human Genome Organization 太平洋區會議（Lin et al.，
2008），林媽利提出題目相同論文摘要（Genetic profile of “non” 
aboriginal Taiwanese〉，再次提出 85%的臺灣人帶有原住民血緣的說
法。

對於林媽利的公開發表，2007年 11月 18日中國時報、聯合報、
自由時報分別以〈林媽利：85%閩客有原民基因〉、〈你，可能有原住
民基因〉、〈閩客族群 85%有原住民血統〉為標題刊出新聞，2007年
11月 21日自由時報更以〈臺灣人在血統上大多有別於中國人〉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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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社論：「林媽利指出，福佬人、客家人的基因結構多元且複雜，除

了 85％有原住民血統外，90％以上還有中國東南沿海的越族血統，而
從血緣關係樹分析，越族不是純北方漢人的後代，反倒與東南亞較相

近⋯⋯現在大多數的台灣人在血統上與中國也是一邊一國。老實說，

這種深植於血液中的精神基因，更足以激勵台灣人抗拒外來政權統治

以及中國的併吞野心，突破層層考驗朝主權在民、正常國家的目標努

力。」該文內容主要推銷血統論，本文不加以評論，但對科學證據的

掌握卻明顯的充滿矛盾：（1）台灣漢人除了 85％有原住民血統外，
90％以上還有中國東南沿海的越族血統，那台灣漢人帶有亞洲大陸血
統到底是 15％（100%-85%）？還是 10％ (100%-90%)？（2）按照林
媽利的想法，所有長江以南漢人都是越族後代。明顯的這些長江以南

漢人並不拒絕做中國人，帶有越族血統的台灣漢人如何跟中國在血統

上一邊一國？但社論實際反映了背後群眾的觀點，也就是確實有一群

人如此理解林媽利的科學數據。

然而林媽利的數據存在兩個更重大的疑點，不若上述社論可以直

接指出錯誤：（1）為何林媽利的人類組織抗原研究在 2001年時表示僅
有 13%臺灣漢人有原住民血統，卻在 2007年大幅提昇至 52%？為何
粒線體 DNA研究在 2006年時僅有 26%臺灣漢人有原住民血統，卻在

52% 4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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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根據〈非原住民臺灣人的基因結構〉一文所繪製臺灣漢人遺傳組成示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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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大幅提昇至 47%？（2）結合三個系統的 85%如何計算？觀察
林媽利 2007年發表的研討會論文〈永恆的西拉雅族—遺傳基因的研
究〉（以下簡稱〈永恆〉）（林媽利等，2007）、2007年論文摘要
（Genetic profile of “non” aboriginal Taiwanese〉（以下簡稱〈Genetic〉）
（Lin，2007）、以及 2008年網路文章（再談 85%台灣人帶原住民的基
因）（以下簡稱〈再談〉）（林媽利，2008），上述所有問題都有了解
答，卻也同時顯現林媽利提出「85%臺灣人帶有原住民血緣」（林媽
利，2007）的說法實屬錯誤。

六、被灌水的原住民特有基因

根據林媽利的算法，要估算臺灣漢人帶有多少原住民血統，必須

先定義原住民基因，也就是必須找到一些特有基因只存在於原住民身

上，同時不存在於其他族中。筆者認為為何林媽利從 2007年開始估算
臺灣漢人帶有原住民血統的比例大幅提昇的原因，是因為他所謂的

「原住民基因」數目大增。在〈永恆〉一文中，可以發現林媽利在

2007年認定的原住民特有基因數目，遠遠高於過去認定的數目。原住
民特有基因在數目上大幅增加，讓林媽利得以輕易的指定臺灣漢人帶

有原住民特有基因。

其實過去關於東亞人群的遺傳人類學研究已經清楚顯示，亞洲大

陸人群的基因多樣性遠遠超過原住民族的基因多樣性（Chu et al.，
1998；Jin & Su，2000）。林媽利過去亦曾經表示原住民族的基因組成
非常單純，「可能是世界上最純的族群，即純種族群」（林媽利，

2001b；Lin et al.，2000）。林媽利所謂原住民基因組成單純，也就是
基因型數目很少。基因型數目很少，特有的基因型數目就只能更少。

因此原住民極不可能擁有特有基因；就算有，數目極為稀少。

要顯現多樣性較高的遺傳組成，必須用較多的樣本；相對的多樣

性低的遺傳組成用較少的樣本就足以代表。亞洲大陸的基因多樣性遠

遠超過原住民的基因多樣性，要確定何種基因為原住民特有時，亞洲

大陸的檢體量就應該遠多於原住民的檢體量。根據過去發表的數據顯

示，要正確顯現亞洲大陸與原住民的基因組成差異，亞洲大陸檢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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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必須是原住民檢體量的 5倍。在林媽利最近 3篇論文中，僅有〈永
恆〉一文介紹他使用的亞洲大陸與原住民檢體量，但該文中顯示不同

系統下亞洲大陸檢體量，最高只有原住民檢體量的 1/3，最低則為原住
民檢體量的 1/10。在這樣的檢體誤差下，亞洲大陸基因多樣性被相對
性壓縮、或原住民基因多樣性被相對性灌水，達到 15-50倍之多。當
被灌水的原住民基因多樣性跟被壓縮的亞洲大陸基因多樣性相比較，

林媽利所謂的「原住民特有基因」就刻意的被凸顯。舉例而言，在

（Genetic〉一文中許多過去文獻提出實際存在、甚至起源於亞洲大陸
的基因型（Shi et al.，2005；Wen et al.，2004a,b），都在林媽利僅僅檢
驗極少的亞洲大陸檢體的情況下被忽略，而被歸類在原住民族或島嶼

東南亞的特有基因之中。跟刻意被凸顯的原住民特有基因做比較，臺

灣漢人帶有原住民特有基因的比例就被刻意的高估。

為何林媽利近年的研究會有嚴重的檢體誤差？過去林媽利在做跨

族群的遺傳比對時，會主動的彙整國際間已發表的各族群數據。在大

量的對比數據之下，各族群的基因多樣性得以真實呈現，區分出的原

住民特定基因數目自然就少，所以過去林媽利的研究數據都顯示臺灣

漢人帶有原住民特有基因的比例都不高。近年來林媽利提升了實驗室

中 DNA分型的精準度，卻只願意拿手中的數據比對，拒絕參考其他
實驗室、尤其是中國的數據。可惜的是，林媽利手中的檢體大部分是

臺灣的檢體，尤其是原住民的檢體，亞洲大陸的檢體過少。當原住民

的基因多樣性因樣本數充足得以完整呈現時，亞洲大陸的基因多樣性

卻因為樣本數過少而嚴重的緊縮。提升 DNA分型的精準度，固然是
實驗者追求更高品質研究成果的必經途徑，但因此忽略各族群間檢體

量的合理比例，不僅無法達到提高研究精準度的理想，正確性反而比

用簡約 DNA分型技術獲得的結論更不精準。
在（再談〉一文中明顯可以看出林媽利對於精準度概念的錯誤：

「我們 1990年代原先的組織抗原（HLA）研究是以血清學法測第一類
型基因單倍型（基因的組合）的頻率，再簡單的比對台灣高山原住民

與 1990年代測試的閩南人客家人（以下稱台灣人）之間的異同，推測
13%台灣人的單倍型來自原住民。後來以 DNA的精確方法，再加入
許多平埔族、福建人、東南亞島嶼族群的 HLA第一類型加上第二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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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單倍型資料，在 2007年我們重新詳細比對 2006年前後來到我
們實驗室做尋根的另 100個台灣人與福建人的異同，發現 48%的台灣
人與福建人有相同的單倍型，有相同的單倍型一般被認為有共同的祖

先，即 48%的台灣人很可能來自福建，其他的 52%就可能來自原住
民、東南亞島嶼族群。」文字中關於精準度概念的錯誤，在於檢驗同

樣的遺傳指標下，提高精準度只可能讓不同的人群再細分成更不同，

不可能讓不同的人群變為相同。舉例而言，色彩解析度只有 10色的電
視欲提高解析度，只可能將原先的 10色各自細分更多色，成為 20色、
30色，絕無道理讓 10色中的任 2色合併，顯現出比 10色還少。因此
林媽利認為他的數據在低精準度下呈現出台灣漢人與原住民非常不同

（13%）、到了高精準度下反而變成非常相同（52%），其實是違反精
準度的邏輯概念。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其中一次的比對基準出現錯誤，

由前文被灌水的原住民基因證明錯誤的應該是高精準度的數據，反倒

是早先 13%的相似度估算較為可信。

七、帶有基因＝帶有血緣？

在被灌水的原住民特有基因之下，三個系統都估算出超過 40%臺
灣漢人帶有原住民血統的結論，實屬高估。因此綜合三個系統算出

85%臺灣漢人帶有原住民血統的結論，也絕對是高估。但這裡的問題
不僅僅是綜合三個系統的正確比例是多少，而是綜合三個系統的算法

合不合理。在（Genetic〉與（再談〉文中林媽利提供了他的算法：「我
們把 100〔台灣漢〕人的父母系血緣的結果放在一起評估，發現有 67
人的父母系血緣或兩個血緣中的一個血緣是來自原住民或東南亞島嶼

族群，剩下 33人的父母系血緣則全來自亞洲大陸，然而我們在這 33
人的組織抗原分析當中發現 18人帶有很可能來自原住民的血緣，因此
從三個基因系統（母系血緣、父系血緣、組織抗原），有 67人 +18人
=85人，也就是約 85%的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及或東南亞島嶼族群的基
因」。文中顯現出林媽利對於可能來自原住民的血緣，採取絕對寬鬆

標準，也就是此人的三個系統中只要一個系統（at least）是所謂原住
民特有基因，就會被判定帶有「原住民血緣」。反之，對於亞洲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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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的血緣判定則採取絕對嚴苛標準，必須要三個系統同時不帶有

（at most）所謂原住民特有基因，才不至於被判定為帶有原住民血緣。
（Genetic〉與〈再談〉文中同時表示：「我們也推測台灣人將有 90%以
上的人帶有越族的基因。」由此可知，林媽利將絕對寬鬆標準同樣套

用在越族血統上。在同樣的數據下，卻採用不同的判定標準分析血統

來源，可推斷其操弄數據。

絕對寬鬆標準有意義嗎？帶有最少 1個所謂原住民基因時，可能
同時帶有 2個所謂亞洲大陸基因，因此被認定帶有原住民血統者，不
應當直接被貼上原住民的標籤，因為此人不必然沒有所謂亞洲大陸血

統。在圖一中母系與父系系統下臺灣漢人的亞洲大陸血統比例皆高於

原住民血統比例，人類組織抗原的比例相差也不大，若亞洲大陸血統

同樣依照絕對寬鬆標準，則台灣漢人帶有亞洲大陸血統比例將超過帶

有原住民血統比例。依照〈永恆〉文中介紹公式對台灣漢人帶有亞洲

大陸血統進行絕對寬鬆標準計算，可得到 87%台灣漢人帶有亞洲大陸
血統的結論，比 85％帶有原住民血統的估算還要高。
選擇性針對原住民血統來源採用絕對寬鬆標準，有何好處？合理

的推斷是當越來越多的系統被檢驗時，絕對寬鬆標準可以確保越來越

高比例的原住民血統能夠被估算出來。如果林媽利覺得根據三個系統

估算的 85%比例不夠高，她可以再加做第四、第五個系統，再用絕對
寬鬆標準加以納入，保證整合後的比例高於 85%。如此持續的進行更
多的基因系統分析，可以得到 99.99%臺灣漢人都有原住民血統的結
論。但這樣的估算是有選擇性的，如果是反過頭來針對亞洲大陸血統

採用絕對寬鬆標準估算，達到估算出 99.99%台灣漢人帶有亞洲大陸血
統的速度更快。

在根據主觀喜好下選擇何種血統來源採用絕對寬鬆標準，已使得

台灣漢人血統來源超過 100%。〈Genetic〉與〈再談〉二文中皆提到
「約 85%的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及或東南亞島嶼族群的基因⋯⋯我們也
推測台灣人將有 90%以上的人帶有越族的基因。」由此可知這不是一
般社會大眾誤解科學論述，實際上是源起於林媽利錯誤的絕對寬鬆標

準。如上所述，三個系統下同樣可經由絕對寬鬆標準估計出 87%台灣
漢人帶有亞洲大陸血統，同時不要忘了在母系系統中還帶有日本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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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則台灣漢人血統來源按照林媽利的算法，總計達到 267%（85%
＋ 90%＋ 95%＋ 5%），超過統計學合理表達方式的 100%。
林媽利其實也用絕對嚴苛標準來計算原住民血源，卻以「純不

純」來表示。她在（Genetic〉文中估計 1.5%台灣漢人是「純」原住
民，因為只有 1.5%台灣漢人在三個系統下同時帶有所謂的原住民基
因。另外在〈永恆〉文中估算 3.5%西拉雅人是純原住民，因為只有
3.5%的西拉雅人同時帶有三個所謂原住民基因。依據她的表達方式，
凡是依照絕對寬鬆標準帶有任何一個所謂原住民基因，都可被歸類為

具有原住民血統；但要同時帶有三個所謂原住民基因，也就是依照絕

對嚴苛標準判定，才能成為「純」原住民。那麼只帶有一個或兩個原

住民基因的台灣漢人或西拉雅人，是不是就「不純」？在嚴格與寬鬆

標準判定之間，也就是「純」與「不純」之間，又是什麼人呢？

林媽利先指定臺灣原住民特定基因、再利用帶有特定基因與否來

鑑定被檢驗者是否原住民的方法，違反遺傳人類學原理。合理的遺傳

人類學研究僅作群體與群體之間遺傳組成相似性的比較，不會進行單

一個人的族屬鑑定。遺傳人類學研究清楚的指出，沒有任何一種基因

型可以同時符合特異性（specificity）與敏感性（sensitivity）的要求，
也就是沒有任何一種基因型是只有單一族群有、而其他族群皆沒有；

同時該族群的所有成員都有、且非該族群的所有成員都沒有。無法達

到特異性的要求，就會發生其他族成員也帶有這特定基因的可能；無

法達到敏感度的要求，就會發生我族成員不帶有這特定基因的結果

（陳叔倬，2002；Jobling et al.，2004）。據了解噶瑪蘭族決定要求林媽
利銷毀已採取的檢體，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林媽利過去發表「噶瑪蘭

族血脈斷絕」，同時又習慣於用血統來決定族群身份；如果部落中族

人（尤其是重要人士）被判定不帶有所謂的臺灣原住民特有基因、或

不「純」時，恐怕會造成部落內部動亂。

八、血統論論戰

林媽利在博得台灣大眾的關注之後，進一步招攬生意。「與媒體

對抗」網頁中「族群文化版」有一個「馬偕醫院血庫中心的 DNA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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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鑑定」討論區，2006年 9月時有人留言：「林媽利醫師表示，如果
有興趣知道自己是否有原住民血統的話，到 2006年底為止，馬偕醫院
血庫中心可以免費為民眾抽血做族群鑑定，但是明年開始，想要做族

群鑑定的人，就得自費一兩萬元。抽血大約 10 c.c.左右，抽血之前會
要你填一張表，上面要填你的出生地、父母的原住地、祖父母的原住

地、曾祖父母的原住地。原住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附近若有番社，

可以用來輔助判斷是否有原住民血統的依據之一。」10月時留言者表
示：「目前已不接受免費的 DNA族群鑑定，因為現時實驗室檢體已經
做不完，要做的人要等到 2007年自費 1萬塊。」。本文亦不針對林媽
利利用長久以來國家經費購置的研究設備進行商業行為，加以評論。

該版上還有人留言：「聽到林媽利醫師在演講中，談到她的實驗室已經

幫許多人做過鑑定，其中有一位叫做彭明敏，彭明敏先生的鑑定結果

是有原住民血統，他拿到鑑定結果的反應是：好險我不是中國人！」

關於彭明敏的基因族屬鑑定，2007年 11月 18中國時報、聯合報、自
由時報的新聞報導中可以得到證實：「林媽利取得民進黨大老彭明敏同

意公布其基因指出，彭雖為客家人，但據基因分析，其父系祖先為臺

灣原住民，母系則是北方亞洲人（日、韓或中國北方漢民族）。」

在「馬偕醫院血庫中心的 DNA族群鑑定」討論區中，許多民眾
表示已收到馬偕醫院寄來的通知，許多人刻意忽視同時帶有亞洲大陸

（漢人）血統的結果，卻為帶有某種原住民血統而高興。顯然在所謂

科學的證據支持下，臺灣國族血統論者的信心被大大的提升，雖然對

於遺傳數據的解讀可以隨個人意志而左右。

其實不是所有的臺灣民眾都信服血統論。在遺傳數據尚未支援血

統論之前，血統論背後的政治企圖早已激起一些民眾的反感。社會學

者張志偉曾經針對政治人物對血統論的崇拜，提出批判：「原住民與漢

人的角色可能在政治考量下，被過份地忽視或誇大。在制訂外勞政策

時，我們聽不見保護原住民工作權的聲音；但在選舉時什麼具有某個

族群幾分之幾的血統論想不聽到都很難，我真心希望那些血統複雜的

政客，他們體內的紅血球不要因為所屬族群的不同而有所衝突才好」

（2005）。
林媽利謬談 85%臺灣漢人帶有原住民血統的論點被報導之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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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更大的反感。聯合報社論（2007/11/23）〈文明社會不容許用「血
統論」煽動對立情緒〉表示：「無論如何，科學的歸科學；如果有特定

立場人士故意片面利用或斷章取義科學發現，予以政治性的詮釋，甚

至用以進行政治宣傳，則分明是不道德。時至今日，竟還有人意圖散

播「血統論」，更是反知識。⋯⋯不論就國籍或文化的意義來說，本

來亦絕無「血統上自成一國」的引伸餘地。 有人在政治上希望導引或
操作為臺灣與中國一邊一國，這是政治主張，也是言論自由；但如果

要操作「血統論」以幫襯這種「一邊一國」，則是無知且拙劣的手

法。」

2007年 12月 1日林媽利取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舉辦的臺
灣學研究書展專題演講，講題是「臺灣族群基因的研究」。主辦單位

表示，林媽利因為近日她的研究已經引起外界的諸多爭議，主動取消

演講。

九、平埔後裔與原住民的反撲

臺灣國族血統論者曾經嘗試與平埔後裔合作，將臺灣國族建構與

平埔族群的未來發展掛勾。過去平埔後裔曾積極尋求行政院認定為原

住民族，卻一再受阻，其間一部份後裔曾經提出替代方案—被認定為

混血民族。混血民族的概念來自加拿大政府對於境內梅蒂斯（Métis）
民族的承認：梅蒂斯民族是加拿大境內早期原住民族與白人移民的混

血後裔，獲加拿大政府正式承認，享有部分原住民族特有的集體權與

個人權（Chartier，1994）。但初步嘗試即發現混血民族的運動策略並
不可行：梅蒂斯民族能夠被認定，是因為今日其母族仍然存在，並且

獲得加拿大政府認定。平埔族群沒有被行政院認定的母族，若是直接

被認定為混血民族，則漢族後裔同樣可以宣稱自己是混血後代並爭取

被認定為平埔後裔，甚至爭奪混血民族的發言位置。

其實平埔後裔的顧慮其來有自，墨西哥過去的歷史即是借鏡。墨

西哥主流社會在進行本土化之際，直接定位自己為原住民後裔。但這

些上層階級者獨佔原住民血源的正當性之後，處處打壓原住民運動的

訴 求， 更 排 擠 原 住 民 文 化 的 傳 承（Radcliffe & West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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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69-70）。過去數百年平埔原住民承受被臺灣漢人稱為「番」的污
名，近年來好不容易勇敢承認自己的族群背景，並努力於提升平埔族

群的地位，在尚未獲得政府真正的支持之際，卻必須面臨過去長期譏

笑他們的臺灣漢人來「認番祖、歸番宗」（陳叔倬、段洪坤，2007；段
洪坤、陳叔倬，2008）。沈建德是最積極鼓吹所有臺灣漢人都應該改
宗為平埔族的代表人物，2002年當平埔後裔集會商討如何向政府請願
正式認定平埔族群時，沈建德與會積極的向平埔後裔推銷全台都是平

埔後裔的想法可以促使政府早日認定平埔族群，但他的企圖當場受到

與會平埔後裔的質疑（潘朝成主編，2002:5）。
面對臺灣國族血統論者的攻勢，積極投注於文化復振運動的平埔

後裔越來越感到厭煩。謝若蘭是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的助理教

授，西拉雅族後裔，長期投身於臺灣獨立運動。早期單純的認為血統

論有助於臺灣獨立，曾在 2002年的博士論文中表示：「中國殖民統治
者採用了非常細緻的「族群清除」（ethnic cleansing）方法去否認平埔
族群是原住民族，因為現存臺灣廣大的平埔後裔被認定後，將會摧毀

「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種迷思」（Hsieh，2006:78）。近年來投入西拉
雅族文化復振運動之後，謝若蘭看清血統論其實會威脅平埔族群的生

存。2006年她表示：「就一個以平埔西拉雅族人的我而言，對於一些
大力倡導臺灣人絕大多數是平埔族，因此要回歸平埔族認同的論點，

有時會覺得非常不安。⋯如果中國人那一套「從語言、飲食習慣到宗

教信仰都保留了祖先從中國所傳承的豐富文化而讓臺灣與中國切割不

了」說法讓我們唾棄，我們不也應去質疑這種藉由平埔認同來脫離漢

文化的伎倆一點新意也沒有。也就是說，這種反「同文同種」的倡導

不僅缺乏結構性的歷史因素探討與建構性的可能方式思索，卻落入原

生論的論述圈套中。更重要的是，這種因素讓現有的原住民朋友們所

引起的反感程度是我們不得不小心的」（謝若蘭，2006）。
吉貝耍西拉雅人段洪坤自始自終反對利用血統論來推動平埔認定

運動。2002年當沈建德大力推銷全台都是平埔後裔的想法時，段洪坤
曾經反諷：「如果全台都是平埔後裔的話，推動平埔族群認定就是多此

一舉，直接更改行政院名稱為「平埔族行政院」就好了。」。段洪坤更

對於平埔後裔利用血統論來建構自己的認同，感到憂心：「那些血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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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會對外宣稱平埔文化都已經消失，好在平埔血統還源遠流長；如

果真的按照血統論來決定誰是平埔族，一旦平埔後裔自滿於血統的正

當性，文化復振就不用推動了，平埔文化就真的走向滅亡。」

2007年平埔後裔與臺灣國族血統論者展開正式交鋒。林媽利等
（2007）在研討會上發表〈永恆的西拉雅族〉一文提出「95%西拉雅
人在母系、父系指標或組織抗原上保有至少一項臺灣原住民的血

緣⋯⋯至於父、母系指標及組織抗原全屬臺灣原住民血緣者只佔

3.5%，即 3.5%的西拉雅人很可能是純西拉雅族人。」。段洪坤當場提
出質疑：「您所謂的〈永恆的西拉雅族〉是什麼意思？是由您決定永不

永恆嗎？您說 95%西拉雅人帶有原住民血緣，但您日前曾說 85%臺
灣漢人帶有原住民血緣，是否表示西拉雅人與臺灣漢人的血緣只差

10%？又您說 95%西拉雅人帶有原住民血緣，但純的西拉雅族只有
3.5%，是否表示 91.5%西拉雅人是不純的？我希望您能解釋清楚，因
為您之前 85%臺灣漢人帶有原住民血統的說法，造成平埔族群認定極
大的負擔。當全台都是平埔後裔時，政府還需要認定平埔族群嗎？希

望您解釋清楚。」林媽利回應：「純不純的說法是 3.5%西拉雅人同時
帶有三個原住民血統。其實人的基因有上萬種，我們只做其中三種，

不是完全準確。我的研究會不會造成平埔族的困擾，我不清楚，但我

以前的研究給原住民帶來很多信心。」

林媽利如果真的做完她所謂的萬種基因檢測，則沒有任何一個人

會是他所謂的「純」的原住民，因為依據她的算法，多檢測一種基

因，「純」的比例就會降低。筆者對於林媽利在研討會中公開承認，

她的研究僅依照三個系統結果做推斷，所以不是很準確，感到欣慰；

但林媽利長久以來在多篇文章中都沒有清楚澄清，導致外界誤認為她

的推論是絕對的科學，甚至被有心人士引用作為政治工具，使人無法

不懷疑林媽利過去任由錯誤言論在外傳播的動機。至於林媽利表示她

的研究帶給原住民更多信心一事，前文中許多原住民以及社會學者明

白指出血統論已經對原住民社會造成傷害，更加凸顯林媽利沒有真正

瞭解原住民社會。

林媽利忽略了當代平埔原住民的認同並不是根據血源。段洪坤曾

經對原生部落—台南縣東山鄉吉貝耍村（東河村）進行長達一年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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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與信仰普查，發現影響吉貝耍村民是否認同自己是西拉雅族人的因

素，最直接的是是否崇拜在地神祉阿立母，其次是在地居住時間長

短，血源（日治時期熟蕃註記）的重要性落在信仰與在地居住時間之

後（2007b）。吉貝耍村民的西拉雅認同表現出強烈的在地化性格，許
多不帶有西拉雅血源的漢人在信奉阿立母或長時間居住於吉貝耍之

後，同樣的認同西拉雅族。段洪坤指出：「過去一些台灣國族血統論者

或平埔後裔皆對外表示平埔文化已經消失，好在平埔血源仍然源遠留

長，所以希望政府能夠依照血源標準來認定族人。但從我自己在部落

從事平埔文化復振的經驗發現，部落中漢人後裔投入的程度不比平埔

後裔來的低。如果政府強制以血源之有無來判定平埔身份，則擁有血

源者容易自滿而不再積極投入文化復振，不擁有血源者將袖手旁觀，

將使原本完整的部落被一分為二，不僅部落內部和諧被破壞，文化振

興事業也將被迫中斷。到那時，平埔文化就會真的走向滅亡。因此，

政府不應當繼續以血源來規範族人如何認定，認定族人的工作最好由

各平埔原住民族自主進行」（段洪坤、陳叔倬 2008）。當吉貝耍西拉雅
人歡迎所有不同血源背景的人都能「入籍為蕃」時，臺灣國族血統論

者如果仍然堅持狹隘的血統主義，將自絕於被平埔後裔接納的可能。

至今沒有資料顯示，血統論的母族後代—平埔後裔支持血統論。

然而，一些網友對於平埔後裔反血統論的立場，加以攻擊。段洪坤於

林媽利被國科會糾正的新聞見報隔日，撰文〈向違背研究倫理的人說

不〉投書中國時報（2007a）。許多網友對此在原住民相關網頁展開論
戰。網友「閹豬刀」對段洪坤大肆攻擊：「如果你心心念念以族群的壯

大為目標，你有什麼理由阻止林媽利研究你族人的的血液？若以族群

長久的的發展而論，具有西拉雅血統的人數，絕對不僅只目前的數千

人，而是幾百萬人。只因為外來惡勢力的影響，一時模糊了根本，而

自外於西拉雅。如今拜人權立國之賜，國人可毫無顧忌地認祖歸宗，

自認是西拉雅的看火人，豈有不竭誠歡迎林媽利的研究，以喚醒迷失

於族群認同岐路的親人歸來，好壯大幾等於滅絕的西拉雅文化。只是

令人不解的是：偏偏有人多方阻撓林媽利的採樣研究，而據以反對的

理由竟然風馬牛不相干的人權問題．是基於保護原住民福利的不被分

享？還是被中國統一文化的背後黑手所收買？」文中另有偏激言論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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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段洪坤的家人。對於閹豬刀的攻擊，凝聚噶瑪蘭族人共識要求林媽

利銷毀檢體的木枝、龍爻幫助段洪坤回應：「林媽利曾經公開說噶瑪蘭

族瀕臨滅絕，西拉雅族逐漸消失，巴宰族逐漸消失⋯⋯這對追求文化

復興與正名的我們，是何等的打擊與不公平的言論啊 !今天原住民族
反對的是只會利用原住民族基因建構臺灣民族主義、並且粗暴採集以

及不尊重學術倫理的學者（在美國的學術界她早就不用混了）⋯⋯我

們臺灣原住民族勉強你們漢族居住在臺灣，但是絕不同意在我們的土

地上建國。」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也對於臺灣國族血統論表示立場。在 2008
年 1月 22日接見平埔族人士時，時任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秘書林江義
明白表示：「我們是希望儘快認定平埔族群，但我們也希望平埔族群不

要隨著台獨運動者起舞，宣稱全臺灣都是平埔族，這樣會讓我們非常

為難，不知道要如何認定。」在正式會議紀錄中，這段談話以「不要

牽扯出兩岸的問題，這樣會讓問題複雜化」做總結。

十、結論

從前文所述，可以得知血統論在臺灣之所以風行，基於兩種力

量：一種是信仰，一種是科學。當人們相信認同是決定於原生狀態，

血統來源就變成最有力的認同依據。如果血統來源無法確定，就會希

望藉由科學方法提供客觀的證據。因此檢驗臺灣的血統論現象，必需

釐清下列兩個問題：認同真的決定於血統嗎？以及血統真的可以從科

學方法確認嗎？

關於認同與血統的關連性，國內已經有許多論文探討過（例：施

正鋒，1998、2003、2006），並沒有結論，因此本文並不特別針對血
統信仰的對與錯加以論述。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首次指出，血統論

的母族後裔—平埔後裔明顯的抗拒血統論，勢必對於臺灣漢人利用血

統論來建構臺灣國族的嘗試，直接造成傷害。

至於血統是否可以用科學方法加以確認？遺傳人類學對於比較群

體與群體間遺傳組成的相似性，學理上已發展成熟；但要鑑定個人血

源上屬於何種族屬，仍不成熟（陳叔倬，2002,2003）。近年美國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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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學者指出，美國原住民基因鑑定的科學證據力不足，更因為結果由

科學家解釋，實際危害到族群的自主性（TallBear，2004,2007）。美國
原住民的祖源與歐洲人、非洲人的差異，遠大於漢人與臺灣原住民之

間的差異；若要鑑定個人血源屬於美國原住民、歐洲人、還是非洲人

都有困難，要能清楚鑑定是屬於漢人或是臺灣原住民，困難度更高。

近年來血統論的錯誤傳播，起源於臺灣民眾對於科學的異常崇

拜，因此本文特別針對血統論違反科學原理的部分，提出完整的論

述。套一句林媽利自己說的話：「其實人的基因有上萬種，我們只做其

中三種，不是完全準確。」就算真的能夠將身上上萬種基因都正確的

追溯出祖源，再為了確認血統身份，讓上萬種基因代表的祖先大吵一

架，大家就會清楚的明瞭：認同根本不干祖先的事，活出當下的自己

最重要。

*  本論文初稿曾以〈平埔族群血源與台灣國族認同：理論、實際與倫理思考〉為題
發表於 2007年 10月 26-7日台灣人類學民族學會「人類學的應用與推廣研討
會」，並增補研討會論文發表後的事件分析。文中「血源」係筆者強調「起源」
之用語，指涉長遠歷史以前的關係，較能夠跟「血統」用語相呼應，符合本文的
需求。針對其他作者習慣使用的「血緣」，筆者認為僅能用來表示幾代之內的姻
親關係，與「血統」用語較無法呼應。但筆者尊重其他作者使用「血緣」的習
慣，本文中「血源」與「血緣」兩詞的意義沒有區別。另外為書寫方便，本文中
「原住民族」專指經過「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核定的原住民族，不包含平埔
族，但並不表示作者不認為平埔族是原住民族。2008年 5月 9日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通過「平埔原住民族事務推動小組設置要點」，間接認定平埔原住民族；
在此之前，台南縣政府率先承認西拉雅族為原住民族（陳叔倬、段洪坤，
2007），但不論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認定，現今平埔原住民尚不具有原住民個
人身份。本研究獲「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中華民國留美加博士研究生博士
論文獎學金」、「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紀念蘇添水
先生南瀛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之獎助，特此致謝。



陳叔倬、段洪坤 165

參考書目

李季樺，1989，〈清代番兒至老而無妻原因初探〉。《臺灣史研究學術
研討會論集》，陳溪珍編，頁 73-106。台北：台灣史蹟研究中
心。

沈建德，2003，《臺灣血統》。臺北：前衛出版社。
林江義，2003，〈臺灣原住民族官方認定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平埔

族》，施正鋒、劉益昌、潘朝成編，頁 165-90。臺北：前衛出
版社。

林媽利，2001a，〈從組織抗原推論閩南人及客家人所謂臺灣人的來
源〉。網路資料 http://www.wufi.org.tw/linmali.htm。

林媽利，2001b，〈從 DNA的研究看臺灣原住民的來源〉。《語言與語
言學》 2.1:241-246。

林媽利，2006，〈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科學人特刊》，第 4號，
頁 122-127。

林媽利，2007，〈非原住民臺灣漢人的遺傳結構〉。自由時報言論廣
場，2007年 8月 11日。

林媽利等，2007，〈永恆的西拉雅族—遺傳基因的研究〉。《再現西拉
雅—2007台南地區平埔族群學術研討會》，頁 1-22。台南：台
南縣政府。2007/11/24。 論文可至下列網址下載：http://siraya.
tnc.gov.tw/upload/doc/12.zip

林媽利，2008，〈再談 85%台灣人帶原住民的基因〉。網路資料 http://
www.hi-on.org.tw/ad/20080827.html

林瑩秋，2006，〈台灣人是誰？林媽利解開 DNA密碼〉。《財訊》，
298期。

段洪坤，2007a，〈向違背研究倫理的人說不〉。中國時報讀者投書，
2007年 8月 24日。

段洪坤，2007b，〈當代西拉雅的信仰與認同：以吉貝耍為例〉。《再現
西拉雅—2007台南地區平埔族群學術研討會》，頁 45-63。台
南：台南縣政府。2007/11/24。



平埔血源與臺灣國族血統論166

段洪坤、陳叔倬，2008，〈平埔原住民血源認定與文化認定的發展評
析〉。《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1:169-188。

施添福，1990，〈清代臺灣番黎不黯耕作的緣由〉。《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集刊》，69:67-92。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台北：前
衛。

施正峰，2002，〈民族自決權—台灣獨立建國的民族主義觀點〉。收錄
於《台灣獨立的理論與歷史》，莊萬壽編，頁 179-217。台北：
前衛出版社。

施正鋒，2003，《臺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
施正鋒，2006，《臺灣族群政治與政策》。台北：翰蘆。
陳叔倬，1997，〈由遺傳指標觀察臺灣漢人與原住民間的類緣關係〉。

收錄於《族群政治與政策》，施正鋒編，頁 303-20。台北：前
衛出版社。

陳叔倬，2002，〈生物人類學在族群分類的角色—以邵族正名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9:90-115。

陳叔倬，2003，〈血源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差異危機〉。收錄於《臺灣平
埔族》，施正鋒、劉益昌、潘朝成編，頁 325-56。臺北：前衛
出版社。

陳叔倬、段洪坤，2007，〈西拉雅族成為縣定原住民族的過程及其影
響〉。《政治大學民族學報》，25:145-166。

陳順勝，1996，〈臺灣與西太平洋島嶼南島語族之健康關係〉。收錄於
《臺灣原住民健康問題與展望論文集》。臺北：臺北醫學院。

陳順勝，1997，〈從人文與醫學資料看臺灣的族群〉。收錄於《族群政
治與政策》，施正鋒編，頁 265-301。台北：前衛出版社。

張志偉，2005，〈原住民作為一種消費〉。中國時報讀者投書，2005
年 5月 11日。

劉益昌，1992，《台灣的考古遺址》。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劉還月、陳柔森、李易蓉，2001a，《我是不是平埔族 DIY》。臺北：

原民文化。

劉還月、李易蓉，2001b，《認識平埔族群的第 N種方法》。臺北：原



陳叔倬、段洪坤 167

民文化。

潘英海，1995，〈平埔諸族〉。收錄於《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第
二冊，頁 947-1398。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潘朝成，2002，《回歸與落實—平埔族群的未來分區座談會成果報告
書》。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謝若蘭，2006，〈國／族認同與建構─平埔西拉雅族裔觀點〉。刊於
《國家認同的文化論述》。台北：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獵人，2005，針對新聞「原住民基因解密」的插圖。臺北：自由時
報，2005/9/23。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Barth, F. (Ed.)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Benedict PK (1984) Austro-Tai Parallel, A Tonal Chamic Language on 
Hainan.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22:83-86.

Brown, Melissa J. (2004) Is Taiwan Chinese? The Impact of Culture, Power, 
and Migration on Changing Identiti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valli-Sforza LL, Menozzi P, Piazza A (1994)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pelli C, Wilson JF, Richards M, Stumpf MP, Gratrix F, Oppenheimer S, 
Underhill P, Pascali VL, Ko TM, Goldstein DB (2001) A 
predominantly indigenous paternal heritage for the Austronesian-
speaking peoples of insular Southeast Asia and Oceania. Am J Hum 
Genet 68:432-43.

Chartier, Clem (1994) Aboriginal Self-Government and the Métis Nation, 
p.199-214, in John H. Hylton (ed), Aboriginal Self-Government in 
Canada – Current Trends and Issues. Sakatoon: Purich.

Chu JY et al. (1998)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populations in Chin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5:11763–11768



平埔血源與臺灣國族血統論168

Dupanloup I, Bertorelle G (2001) Inferring admixture proportions from 
molecular data: extension to any number of parental populations. 
Mol Biol Evol 18: 672-5. ADMIX 2.0, http://www.unife.it/genetica/
Isabelle/admix2_0.html

Eberey, Patricia (1995)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Brown, Melissa (ed), p.19-36.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orai S, Murayama K, Hayasaka K, Matsubayashi S, Hattori Y, Fucharoen 
G, Harihara S, Park KS, Omoto K, Pan IH (1996) mtDNA 
polymorphism in East Asian Popul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opling of Japan. Am J Hum Genet 59:579-90.

Hsieh, Jolan (2006) Collectiv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dentity-Based 
Movement of Plain Indigenous in Taiwan. NY: Routledge.

Hung, Li-wan (2008) Reconsidering the Meaning of Han and Its 
implications as Seen through the Ol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Critical Han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April 25-27, 2008.

Jin L, Su B (2000) Natives or immigrants: modern human origin in East 
Asia. Nat Rev Genet 1:126-133.

Jobling MA, Hurles ME, Tyler-Smith C. (2004) Human Evolutionary 
Genetics: Origins, Peoples & Disease. New York, NY: Garland 
Science.

Karafet T, Xu L, Du R, Wang W, Feng S, Wells RS, Redd AJ, Zegura SL, 
Hammer MF (2001) Paternal population history of east Asia: 
sources, patterns, and microevolutionary process. Am J Hum Genet 
69:615-628.

Keyes, Charles F (1976) Toward a New 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Ethnicity 3:202-13.

Kivisild T, Tolk HV, Parik J, Wang Y, Papiha SS, Bandelt HJ, Villems R 
(2002) The emerging limbs and twigs of the East Asian mtDNA tree. 
Mol Biol Evol 19:1737-51.



陳叔倬、段洪坤 169

Krings M, Stone A, Schmitz R, Krainitzki H, Stoneking M, Pääbo S (1997) 
Neandertal DNA Sequences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Cell 
90:19-30

Lee CJ, Lee PC, Tai JJ, Lee PH et al. (1990) Human Leukocyte antigens in 
inhabitants of Taiwan. Journal of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89:526-33.

Li H, Wen B, Chen S-J, Su B, Pramoonjago P, Liu Y, Pan S, Qin Z, Liu W, 
Cheng W, Yang N, Li X, Tran D, Lu D, Hsu M, Deka R, Marzuki S, 
Tan C-C, Jin L (2008). Paternal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western 
Austronesian and Daic populations. 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8:146. 

Lin M (2007) Genetic profile of “non” aboriginal Taiwanese. Abstract in 
Macka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7— New Frontiers in 
Biomedical Science. Taipei, November 17-8, 2007. 

Lin M, Chu CC, Lee HL, Chang SL, Ohashi J, Tokunaga K, Akaza T, Juji T 
(2000) Heterogeneity of Taiwan's indigenous population: possible 
relation to prehistoric Mongoloid dispersals. Tissue Antigens 55:1–9. 

Lin M, Chu CC, Chang SL, Lee HL, Loo JH, Akaza T, Juji T, Ohashi J, 
Tokunaga K (2001) The origin of Minnan and Hakka, the so-called 
"Taiwanese", inferred by HLA study. Tissue Antigens 57:192-9.

Lin M, Trejaut JA, Loo JH, He CL, Lee CL, Chu CC, Lee HL, Lin CS 
(2008) Genetic profile of non-aboriginal Taiwanese. Poster in 
Human Genome Organization (HUGO)-Pacific Meeting. Cebu, 
Philippines. April 2-5, 2008. 

Lynch, Daniel C. (2004) Taiwan's self-conscious nation-building project. 
Asian Survey 44:513-533.

Melton, T. et al. (1995) Polynesian genetic affinities with Southeast Asian 
populations as identified by mtDNA analysis. Am J Hum Genet 
57:403-14.

Melton T, Clifford S, Martinson J, Batzer M, Stoneking M (1998) Genetic 
evidence for the proto-Austronesian homeland in Asia: mtDNA and 



平埔血源與臺灣國族血統論170

nuclear DNA variation in Taiwanese aboriginal tribes. Am J Hum 
Genet 63:1807-23.

Metspalu M, Kivisild T, Metspalu E, Parik J, Hudjashov G, Kaldma K, Serk 
P, Karmin M, Behar DM, Gilbert MT, Endicott P, Mastana S, Papiha 
SS, Skorecki K, Torroni A, Villems R (2004) Most of the extant 
mtDNA boundaries in south and southwest Asia were likely shaped 
during the initial settlement of Eurasia by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BMC Genet. 31:26.

Montoya, Michael (2007) Bioethnic conscription: Genes, race, and 
Mexicana/o ethnicity in diabetes research. Cultural Anthropology 
22(1): 94-128. 

Ni DB (1994)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onesian and Bai-Yue languages. 
Ethnic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21-35

Rabinow, Paul (1999) French DNA: Trouble in Purgatory.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dcliffe, Sarah and Sallie Westwood (1996) Remaking the Nation: Place,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Ruhlen, Merritt (1994) The Origin of Language: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Mother Tongu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Shaffer LN (1996)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to 1500.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Santos, VS & CM Maio (2004) Race, genomics, identities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Brazil.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4:347-398.

Shaw CK, Chen LL, Lee A, Lee TD (1999) Distribution of HLA gene and 
haplotype frequencies in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among Min-
nan, Hakka, Aborigines and Mainland Chinese. Tissue Antigens 
53:51-64.

Shepherd, John R.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hepherd, John R. (2000) Demographic studies of plains Aborigin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lains Aborigines and 



陳叔倬、段洪坤 171

Taiwanese Societ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Oct. 23-5.
Stainton, Michael (1999) The politics of Taiwan aboriginal origins. In 

Taiwan: A New History, ed. Murray A. Rubinstein, 27-44. NY: M.E. 
Sharpe. 

Su B; Xiao J; Underhill P; Deka R; Zhang W; Akey J; Huang W; Shen D; 
Lu D; Luo J; Chu J; Tan J; Shen P; Davis R; Cavalli-Sforza L; 
Chakraborty R; Xiong M; Du R; Oefner P; Chen Z; Jin L. (1999) 
Y-chromosome evidence for a northward migration of modern 
human into East Asia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Am J Hum Genet 
65:1718-24.

Su B, Xiao C, Deka R, Seielstad MT, Kangwanpong D, Xiao J, Lu D, 
Underhill P, Cavalli-Sforza L, Chakraborty R, Jin L. (2000a) Y 
chromosome haplotypes reveal prehistorical migrations to the 
Himalayas. Hum Genet 107:582-90.

Su B, Jin L, Underhill P, Martinson J, Saha N, McGarvey ST, Shriver MD, 
Chu J, Oefner P, Chakraborty R, Deka R (2000b) Polynesian origins: 
insights from the Y chromosom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7:8225-8.

Su B, Xiao C, Deka R, Seielstad MT, Kangwanpong D, Xiao J, Lu D, 
Underhill P, Cavalli-Sforza LL, Chakraborty R, Jin L (2000c) Y 
chromosome haplotypes reveal prehistorical migrations to the 
Himalayas. Hum Genet 107:582 590.

Tai, Pao-tsun (2001) Original, Early and New Inhabitants. Website of 
Taiw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http://www.twcenter.org.tw/
e02/20011217.htm.

Tajima A, Sun CS, Pan IH, Ishida T, Saitou N, Horai S (2003) Mitochondrial 
DNA polymorphisms in nine aboriginal groups of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aboriginal Taiwanese. Hum 
Genet 113:24-33.

TallBear, Kim and Deborah A. Bolnick (2004) “Native American DNA” 
Test: What are the Risks to Tribes? The Native Voice, Dec. 3-17, 



平埔血源與臺灣國族血統論172

2004, D2.
TallBear, Kimberly (2007) Native-American-DNA.coms: In Search of 

Native American Race and Tribe. In Revisiting Race in a Genomic 
Age, edited by Barbara Koenig, Sandra Soo-Jin Lee, and Sarah 
Richardson.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Trejaut JA, Kivisid T, Loo JH, Lee CL, He CL, Hsu CJ, Li ZY, Lin M. 
(2005) Traces of Archaic Mitochondrial Lineages Persist in 
Austronesian Speaking Formosan Populaitons. PloS Biol 3(8) e247

Tsuji K, Aizawa M, Sasazuk T (eds.) (1992) HLA 1991, Proceedings of the 
XI International Histocompatibility Workshop and Confer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Jane (1997) In search of a forgotten mother- a journey through the 
land of Siraya. Taiwan’s Indigenous Culture-III, 98-119. Taipei: 
Sinorama Magazine.

Wolf, Arthur P. and Huang Chieh-shan (1980)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n B, Li H, Lu D, Song X, Zhang F, He Y, Li F, Gao Y, Mao X, Zhang L, 
Qian J, Tan J, Jin J, Huang W, Deka R, Su B, Chakraborty R, Jin L 
(2004a) Genetic evidence supports demic diffusion of Han culture. 
Nature 431:302-5.

Wen B, Xie X, Gao S, Li H, Shi H, Song XF, Qian TZ, Xiao CJ, Jin JZ, Su 
B, Lu DR, Chakraborty R, Jin L. (2004b) Analyses of genetic 
structure of Tibeto-Burman populations reveals sex-biased admixture 
in southern Tibeto-Burman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74:856-865.

Wen B, Li H, Gao S, Mao X, Gao Y, Li F, Zhang F, He Y, Dong Y, Zhang Y, 
Huang W, Jin J, Xiao C, Lu D, Chakraborty R, Su B, Deka R, Jin L. 
(2005) Genetic structure of Hmong-Mien speaking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 as revealed by mtDNA lineages. Mol Biol Evol 
22(3):725-34.

Yao YG, Kong QP, Bandelt HJ, Kivisild T, Zhang YP. (2002a) 



陳叔倬、段洪坤 173

Phylogeographic differentiation of mitochondrial DNA in Han 
Chinese. Am J Hum Genet 70:635-651.

Yao Y, Nie L, Harpending H, Fu Y, Yuan Z, Zhang Y. (2002b)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ethnic populations revealed by mtDNA 
sequence diversity. Am J Phys Anthropol 118:63-76.

Zhao, T. M. & Lee, T. D. (1989) Gm and Km allotypes in 74 Chinese 
populations: a hypothesis of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um 
Genet 83:101–110.

（報紙部分請見正文，不在此複列出處）

參考網站及網頁

與媒體對抗 http://www.socialforce.tw/





鳥山 淳（易平譯） 175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七十二期 2008年 12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72, December 2008

【問題與討論】

籠罩沖繩的「結構性歧視」*

鳥山 淳**
（易平譯）

Okinawa under Structural Discrimination

by
TORIYAMA  Atsushi（translated by YI Ping）

*  本文是 2008年 5月 24-25日東亞批判刊物會議上的發言稿。
**服務單位：《反風》季刊編委
 通訊地址：沖繩那霸市《反風》季刊事務所
 E-mail: CQW07453@nifty.ne.jp



籠罩沖繩的「結構性歧視」176

一、曠日持久的壓迫

沖繩「回歸」，倏忽 36載。每年 5月 15日，沖繩的報紙都會刊
登概述「回歸」之後的發展和問題的報導，但是篇幅逐年縮小。這意

味著美國佔領統治下的負面遺產已經確實消除，沒有必要重新審視

「回歸」的意義了嗎？可惜，現實並非如此。美軍佔領所造成的壓

迫，雖然部分改頭換面，確實仍在持續。

1972年 5月 15日的沖繩「回歸」，用國際政治的術語來說，意味
著施政權的返還——由美國還給日本。但是「回歸」這個詞中，還蘊

含了遠為豐富的理念和情愫。「回歸」的關鍵在於「回到本來的、應

有的狀態」，但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沖繩的歷史體驗，幾乎不能不對此

感到困惑。

結束軍事佔領，獲得自治，的確是一種「應有的狀態」。但是，

希望以「回到」日本的方式來實現「應有的狀態」，這其中包含了太

多令人目眩的矛盾和悖論。新崎盛暉曾在《變身為日本的沖繩》這一

命題巧妙的書中，描寫了「回歸」之後日本和沖繩之間趨於表面化的

緊張關係
1
。對於沖繩而言，「回歸」，意味著「變身為日本」，而不是

「回歸」這個詞本來所預期的和諧體驗。

今年 5月 15日的同一份報紙上，報導了日本政府給沖繩北部的市
鎮村發放改組補助金的決定額。在美軍改組的名義下，沖繩正在為新

基地的建設做準備，陸地自衛隊開始和美軍「共同使用」現有的美軍

基地。現在日本政府（防衛省）所採取的策略是，根據各個市鎮村對

基地擴張政策的「合作」程度來決定補助金的分配額度，故意製造出

「如果反對新的基地負擔，就會面臨財政危機」的狀況。持續了半個

世紀之久的基地受害問題不僅沒有得到絲毫解決，日本政府反而要求

人們與基地擴張政策「合作」，並將「合作」的程度換算成金錢。無

論人們如何表達抗議，政府和市鎮村之間簽訂秘密協定，找出「協調

點」，以「當地合意」的形式予以公佈。這就是「回歸」36年後所發

1   新崎盛暉《日本になった沖繩》（變身為日本的沖繩）（有斐閣，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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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事情。

日本政府無意於清算軍事佔領所帶來的負面遺產，反而高呼「島

嶼防衛」，開始致力於沖繩基地的「共同使用」。迄今為止在美軍佔領

和日美安全保障體制下被固定下來的沖繩基地，今後也許不僅由美

軍，而且將由「本國的軍隊」加以正當化和固著化。

二、沖繩佔領過程中確立下來的「結構性歧視」

1879年，日本政府強行解散琉球王朝，設置了沖繩縣。對於急於
成為現代國家的日本政府來說，琉球的「兩屬」狀態是一個必須儘早

解決的課題，可是琉球王朝卻希望維持與清朝的關係，因此，日本政

府便派遣軍隊，運用威懾手段強行予以合併。琉球的一部分士族與之

對抗，向清朝求援，琉球的歸屬成為日清之間的外交問題。這一問題

的最終解決是甲午戰後，日本戰勝，不再需要跟清朝政府交涉琉球的

歸屬問題。其後，日本政府開始著手對沖繩社會進行根本改造，到

1910年代，琉球和日本本土之間在政治、社會制度上的差異基本消
除，這是沖繩第一次「變身為日本」的體驗。

但是，1945年沖繩戰役之後，日本政府的行政權被停止，人們在
美軍佔領下開始了新的生活。在沖繩戰役中，美軍早已建立了大片基

地作為對日戰爭的據點，日本投降後，他們把沖繩定位為「為了維護

西太平洋的權益」的軍事據點，企圖排他性的佔有。為此，需要讓沖

繩和日本分離，而遲遲才「變身為日本」的沖繩，正好符合這一政策

正當化的需要。

1947年 6月，麥克亞瑟發表講話，說「因為沖繩人不是日本人，
所以日本人不會反對美國人佔領沖繩」，一些報紙報導了這一發言。

同年 9月，發生了後來被稱之為「天皇傳諭」的事件。昭和天皇派遣
侍從到美國國務院政治顧問那裏，一方面表達了希望美軍長期佔領沖

繩的意願，同時還提出了一條建議，即以租借的方式來佔領，把名義

上的主權留給日本，則能獲得日本國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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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9、10月間，當時的蘆田均外相也總結了對 GHQ
2
的幾點期

望，以絕密方式傳達給美軍。在這些文件中，他主張美軍駐留在「位

於日本以外但是與日本相鄰的幾個戰略地點」（on certain strategic 
points in areas outside of but adjacent to Japan），這樣就能對抗蘇聯的威
脅，他還進一步說明，「平時的敵視，由沖繩和小笠原的美軍來解決，

只在發生意外的情況下允許美軍進駐日本本土」，如果採用這一方

式，則可以避免「有損日本的獨立」（without compromising Japan's 
independence）

3
。

隨著美蘇對抗的激化，沖繩政策越來越趨向排他性的佔有，1951
年對日和約會議上關於沖繩地位所做出的決定，正是把名義上的主權

留給日本，經過日本政府的同意，讓美國持續佔領。

可是另一方面，通過在沖繩的美軍來牽制蘇聯，避免美軍駐留日

本本土的構想，因朝鮮戰爭的爆發而不了了之，和約生效後，依據日

美安保條約，日本各地都建立了美軍基地。但是 50年代後期的情勢變
化，從結果上看，和當初的蘆田提案方向一致。日本本土的美軍基

地，尤其是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圈的基地被陸續返還，1955年到 1960
年之間，日本本土的美軍基地面積激減到四分之一。1957年的日美首
腦會談中，提出了「撤退地面戰鬥部隊」的方針，即海軍陸戰隊向沖

繩移駐，陸軍部隊向韓國移駐。從未駐留過海軍陸戰隊的沖繩，為了

移駐而開始接管土地以供營地建設和演練場之需，從 1955年到 1960
年，美軍基地總面積增加到1.8倍，沖繩本島的20%以上成為軍用地。
當時的日本社會如何看待這一形勢變化，是一個值得查考的問

題，國際法學者橫田喜三郎在 1957年的座談會上的發言，在此意義
上，包含了引人注目的內容。

沖繩和日本的地位不同，如果美軍從沖繩撤出，則日本要得到美

國的援助，需要花費相當的時間。除非國際情勢大幅好轉，當下

2   編按：General Headquarter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的縮寫，「聯
合國軍隊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即二戰後美軍佔領日本期間的最高權力機構。

3   三浦陽一《吉田茂と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吉田茂與舊金山和約）〔上冊〕
（大月書店，1996年），78-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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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步還是要把在日本的美軍撤到沖繩。美軍駐留在日本內

地，會引起一些不愉快的問題，因此要撤走。但同時，必須考慮

到日本的防衛，而自衛隊的擴張也基本達到極限了，所以，美軍

還是要先撤到沖繩。以後再從沖繩撤離。這裏涉及到沖繩地位的

問題，而且無論從日本人的心情上來說，還是從國際情勢上來

說，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4

橫田一方面指出，因為美軍駐留會「引起不愉快的問題」，所以

應該使之撤離日本，同時又認為，適當的策略不是撤回到美國本土，

而是「撤到」與日本相鄰的「沖繩」。這一想法，與 10年前蘆田外相
提出的構想極其類似。

以上所述，既不是為了論證「天皇傳諭」或蘆田構想對沖繩政策

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也不是為了說明橫田的發言加速了美軍基地在

沖繩的集中化傾向。筆者想明確指出的問題是，和美軍的戰略相互勾

結、依一己之便來利用沖繩的「結構性歧視」確實存在
5
。

三、被姑息縱容的「結構性歧視」

1972年的「回歸」，是沖繩第二次「變身為日本」的體驗。但
是，其實質在於巧妙的姑息縱容了對沖繩的「結構性歧視」的存在。

1971年 6月簽署沖繩返還協定時，日本政府強調了「無核化、和
本土同等待遇的返還」等條件，但是，所謂「和本土同等待遇」，指

的只不過是同樣適用日美安保條約，而「無核化」是對外發表的宣

言，實際上，日美之間以秘密協定的方式，保障美軍在緊急狀態下可

以「再度攜入」核武器。

施政權返還之後，提供軍用地成為日本政府的任務，政府需要跟

4   〈座談会：安保条約．行政協定の改廃をめぐって〉（座談會：關於安保條約與行
政協定的調整）《時の法令》（當代法令），240期、17頁。

5   「結構性歧視」這個詞，源自新崎盛暉〈現代日本社会における構造的沖繩差別
としての日米安保〉（日美安保條約——當代日本社會語境下對沖繩的結構性歧
視）《日本社会の差別構造２》（日本社會的歧視性結構 2）（弘文堂，199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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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簽訂租借合同。但是，繼續維持在美軍佔領下被強制使

用的軍用地的作法遭到了強烈反對，不願簽訂合同的土地所有權人屢

見不鮮。基於自己的信念而拒絕提供土地的人，後來被稱為「反戰地

主」。

日本政府一方面採取懷柔政策，大幅度提高軍用地的租金，同時

從 1972年開始，僅針對沖繩的軍用地，施行「公用地法」，無視所有
權人的權利，連續五年強制使用，後來又把法令的適用期延長到了

1982年。從 1982年開始，又推出了長期沒有施行的「美國軍用地特
別措施法」，強制使用土地直至如今。

在美軍的性暴力事件對沖繩社會造成衝擊的 1995年，沖繩方面為
了尋求政策轉變，發出了抗議。當時具有象徵性的事件是，縣知事大

田拒絕「代理署名」。在「美國軍用地特別措施法」的強制使用認定

程序中，有一項程序是土地所有權人為了確認土地狀況而「見證署

名」，重要的所有權人因為不被允許進入基地內部的自己的土地而拒

絕署名的事件接二連三。在這種情況下，以往都是由市鎮村的領導或

者縣知事進行「代理署名」，來推動程序。但 1995年的時候，市鎮村
的領導和縣知事拒絕代理署名，使得強制使用程序無法進行下去。如

果對這一事態放任不管，強制使用期屆滿後，美軍的土地使用就會變

成不法佔有。為了避免這種結果的出現，日本政府下達了職務執行命

令，對沖繩縣知事提起訴訟，這是史無前例的事件。

被起訴的沖繩縣知事聲稱，「美國軍用地特別措施法」之下的強

制使用，造成了美軍基地的固定化，他身為知事，不能助紂為虐，他

還詳細列出了 50年來基地給沖繩帶來的重負。沖繩縣方面所提供的統
計數字之中，包括了從 72年到 94年的美軍基地面積的變化。在日本
本土，72年時美軍基地（專用設施）中的 59%，到 94年之前都已返
還，而在沖繩，被返還的只占 15%

6
。

施政權返還給日本、結束軍事佔領之後，對於沖繩的「結構性歧

6   《沖繩：苦難の現代史》（沖繩：苦難的當代史）（岩波書店，1996年），102頁。
1996年 8月最高法院作出判決，認定沖繩知事拒絕署名的行為是「損害公益」，
判沖繩縣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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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不僅沒有消除，反而被強化，其結果是產生出一種異常狀態，即

在日本的美軍基地的 75%都集中到了沖繩。這一狀況與 50多年前蘆
田外相所描繪的構想極其類似，即，美軍駐留沖繩以備不時之患，但

是不駐留於日本本土則不會「有損日本獨立」。對於絕大部分日本國

民來說，美軍成為不可視的存在，他們也不會切身感受到基地所造成

的暴力。

1995年沖繩方面強烈抗議，是一個清算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的
「結構性歧視」、重新建構日本和沖繩兩者間關係的極其重要的機會。

但是自那之後又過了十幾年，日本政府依然強迫壓制沖繩接受基地政

策，頑固堅持為了給沖繩「減輕負擔」而需要在沖繩建立「替代性設

施」這一本末倒置的政策。在人們毫不猶豫的高呼「日美同盟」的今

天，日美安保體制也稍微變化，也許不久之後，沖繩就會成為日美兩

軍展開共同作戰的軍事據點。

以反抗軍隊暴力、爭取婦女人權、保護環境、尊重東亞的歷史經

驗和原住民的權利等各種途徑而展開的抗議運動，常常越過國境擴展

開去。登上這一舞臺的人們的主體性，已經不能僅僅用沖繩和日本的

關係來表現。但是，如果不重新審視沖繩和日本的關係，就無法解構

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的「結構性歧視」。在嶄新的、多元化的回路之

中，我們如何使之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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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來臺灣是 1997年 2月 27日。從機場坐巴士到臺北車站，
正好車站在大改修，整個臺北到處都在大興土木。最後一天晚上，陳

光興帶我來到一個便宜的小飯店，地點早已忘卻了，好像是在臺北車

站前的一條小巷裏。很隨便的店，我們一邊啃大蒜一邊吃著滿滿一大

盆的餃子，我還是第一次這樣吃大蒜，而這天的餃子味道特別好。不

知道那個飯店現在還在不在。次日，愚鈍的我才知道，這一天對於臺

灣來說是多麼沉重的日子，那天清早我來到二二八和平公園。一起來

公園的韓國的金成禮女士，盡可能地收集了各種報紙，沒想到居然有

這麼多種類。那時候我才得知她是研究韓國濟州島四三事件的學者。

這便是我和亞洲的第一次相遇。

那麼為什麼我會到臺北來呢？在來臺北的前一年，我作為一名聽

眾參加了在東京外國語大學舉行的國際研討會。是一個關於文化研究

的初步會議，那一年人們對文化研究才稍微有了一些瞭解。剛剛在日

本發表了《帝國之眼》的陳光興在會議上作了報告。演講結束後，我

在討論的時間裏向他提出了問題。至於提的什麼問題現在已記不清

了，大概是有關連帶的問題。研討會結束以後，不知為什麼他主動來

跟我打招呼，於是第二年就邀請我來臺北了。

我不知道陳光興在韓國、中國大陸、東南亞各地是如何開展活動

的，但不難想像，他一定是在各地重複著和我們的相識同樣的活動。

就這樣，我們相遇了。與其說是在國際研討會上相遇，毋如說是利用

研討會相遇，或者說，是在演講結束之後的酒席上相遇。

我們的交往是從私人之間開始的。我第二次來臺灣是在 2001年 8
月。關於當時的情況，在臺灣社會研究論壇刊行的《反思「臺灣論」：

台日批判圈的內部對話》（陳光興、李朝津編）裏已有詳細介紹，也刊

登了我不成熟的發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一下。關於那時的會

議，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位於新生南路三段的紫藤廬茶館舉行的工

作坊，還有就是第一次遇到了韓國的白永瑞先生。我記得地點好像是

在「巴黎公社」附近的飯館。其實在臺北我還認識了很多從韓國來的

朋友。當然這是全球化帶來的恩惠。不僅如此，如這次一起從日本來

的富山一郎先生，特別最近，在日本已經很少見面了，但上一次在首

爾，這一次在臺北相會了。更有意思的是，和住在沖繩的鳥山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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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別重逢既不是在東京也不是在沖繩，而是去年在韓國的濟州島，這

一次又在臺北見面了。所以對於我來說，亞洲既是和亞洲朋友相遇的

地方，同時也是和日本朋友意外重逢的場所，自然這也是因為我的行

動範圍過於狹窄的緣故。雖然還未有和新的日本朋友相遇的戲劇性的

體驗，但至少亞洲為我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在這裏我要向亞洲表

示感謝。

《現代思想》或者說我個人決心面對沖繩是在 1995年美軍士兵強
暴少女的事件發生之後。那時我第一次知道沖繩有一份雜誌叫《反

風》，還有一份雜誌叫《EDGE》，和現在大家第一次瞭解到沖繩的情
況、看到沖繩發行的雜誌《反風》並沒有什麼不同。當然在日本，關

於沖繩的書籍和雜誌特刊或許還不夠充分，但也已經有了相當的積

累。尤其是在 1972年複歸前後，以大江健三郎的《沖繩劄記》為首，
包括沖繩文學和有關「反復歸」的沖繩思想家們的著作在內，有關沖

繩的書籍急劇增多。

不過當時的我還沒有閱讀過那些書籍。關於只在事件發生的時候

才想起沖繩的習慣，的確需要找一個機會好好反省，但不管怎麼樣，

從 1995年起，我開始閱讀那些有關沖繩的著作，並和沖繩的作家們展
開了交流。我從身邊做起，讓熟悉的沖繩朋友把有關沖繩的書籍一本

一本地介紹給我，並仔細聆聽他對於這些書籍的看法和心情。還有一

位日本的沖繩研究者，不厭其煩地仔細回答了我有關沖繩歷史和現在

的作家的疑問。當然我也並沒有老老實實地就聽從了他們的指導，有

時候也對他們的意見產生強烈的反感，並不是馬上就接受了他們的想

法。並且，從他們那裏我也獲得了大量的資訊，受到了很多啟發，絕

大部分至今還沒有完全得到有效的利用。

儘管如此，《現代思想》真正開始刊登沖繩人的文章還是在 2000
年以後。之前雖然也刊載過富山一郎先生等撰寫的有關沖繩的文章，

但要表達自己和沖繩之間的複雜關係，無論如何也不能不刊載沖繩人

的文章。這裏我想從中介紹一二。首先要介紹的作者是屋嘉比收。〈洞

窟喚起的沖繩戰記憶〉可以說是刊登在《現代思想》上的他的代表

作。沖繩戰役中發生的沖繩人的集體自殺和日軍的強制問題，在圍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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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科書記載的討論裏，現在幾乎已經成為了一個政治問題。在美

軍登陸沖繩後的戰鬥中，對於避難的沖繩居民，日軍不但沒有承擔起

保護的任務，反而把他們逼上了集體自殺的絕路。然而歷史教科書上

的記載卻從今年起被修改成了「沒有發生過日軍的強迫」，引起沖繩

民眾的一致抗議，致使文部科學省也無法對民眾的呼聲無動於衷。儘

管屋嘉比收的文章發表在很早以前，但文章的開頭卻已經預感到了今

天的局勢。論文在運用了有關記憶的最新學術理論的同時，探討了沖

繩戰役和對集體自殺的強迫，對日本的「強制性的集體自殺」提出了

強烈的質疑。並追問道，為什麼部分居民處於同一境遇卻並沒有走上

自殺的絕路？他指出，這一現象並非偶然，而和沖繩人的從軍體驗以

及沖繩移民的親身經歷有關，並對沖繩突破隘路走向亞洲的可能性寄

予了希望。文章向讀者顯示，沖繩儘管對日本提出了控訴，但並沒有

只停留在控訴上；反過來，也暗示了日本不可能走向亞洲。這種恰到

好處的距離感覺正是作者的魅力所在。這篇論文應該有中文版，讀者

可以比較容易地閱讀到（收錄於中國大陸的雜誌《差異》第四輯：譯

者）。

另一位要介紹的是新城鬱夫。屋嘉比收的文章所提出的問題有效

範圍較大，讀者較容易接受，而新城是從一個非常特殊的、範圍很小

的問題開始談起的，這或許也因為他的專業是沖繩文學。尤其是他根

據對《琉大文學》——這份雜誌規模雖小，但在五十年代卻給戰後沖

繩思想史帶來了決定性的影響——的細緻研究，運用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凸顯出了沖繩文學特有的批判性，這一
點也體現了他的文章的特徵。作者有意識地保持自己偏離中心的位

置，顛覆了日本人甚至沖繩人的有關「沖繩性」的常識，想像了另一

種沖繩的可能性。不過在沖繩的前方，他設想的到底是亞洲還是其他

什麼，如果可能的話，還想請讀者自己來判斷。

想要介紹的作者、文章還有很多。不光是評論性的文章，還有為

數不多的有關沖繩運動實踐的報告以及現狀分析。我並不是要故意強

調沖繩人的作者，以富山一郎為代表的、如鳥山淳等沖繩研究者當然

也功不可沒。

不過，我想重申的是，以上的感想並非源于我自學生時代以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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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積累和延長，而是我在這十年裏學到的。與其說是通過書籍，

毋如說是在和個人的對話中學到的。這或許可以歸功於編輯的特權。

並且，寫到這裏，我才意識到，我對沖繩的理解或與沖繩的交往，和

我對亞洲的其他地區，如朝鮮半島、臺灣、中國大陸的理解的深化幾

乎是同步的。我不是什麼特殊的學者，卻幾乎完全放棄了日語流通的

有利條件。實際上我第一次去韓國是在 2001年，而且我記得亞洲的雜
誌第一次會聚一堂是 2000年歲末在日本福岡舉行的文化研究的會議
上。當然，沖繩是不是亞洲，我還不能只從這一點馬上就得出結論。

伴隨著這些會議的召開，東亞共同體這一概念開始在亞洲的各個角落

成為討論的焦點。我第一次來臺北的那一天，正好由立命館大學的徐

勝教授主持、意圖將活動家也團結進來的題為「東亞的冷戰與國家恐

怖主義」的項目也在臺灣召開研討會，這個項目從臺灣經過韓國的濟

州島，1999年到沖繩召開會議。關於這一項目和其他同時進行而我未
能直接參加的眾多活動相比，有什麼共通之處，又有什麼不同，需要

今後加以考察，但有一點或許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項目中，儘管圍

繞各個具體事例仍有很大爭議，但基本上對沖繩有了明確的定位，而

其他活動甚至連沖繩的定位也還在摸索之中。

我們是否可以像談論兩岸問題或朝鮮問題那樣來談論沖繩呢？我

的回答是，可以，但條件還不成熟。誠然，關於日本和亞洲關係的討

論已經非常充分，也有人嘗試將沖繩定位于亞洲。但就現狀而言，關

於如何把問題追究到底的方法的探求卻陷入了困境。日美軍事同盟是

問題的關鍵，關於這一點，至少在批判勢力中已經達成共識；但要論

及今後展開的方向，意見卻並不那麼一致。戰爭、冷戰、自立和統

一、美國的存在等等，從這些視角來看，似乎相當具有說服力的上述

設問，實際上並非理所當然。

為什麼？為什麼日本沒有勇氣把沖繩當做亞洲的問題呢？我們在

腦海裏完全可以理解，也隱隱約約地有所察覺，但要真的把沖繩置於

東亞的語境，或把沖繩放開，委託給亞洲，至少對日本來說或許還是

前所未聞的想法。然而現實似乎已經在朝這一方向發展。孫歌發表于

2006年《讀書》雜誌上的〈從那霸到上海〉，對於孤陋寡聞的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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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還是第一次看到非沖繩專家的中國人就沖繩發表了如此深刻的見

解。我立刻把這篇文章轉載於《現在思想》（「日美軍事同盟」專

輯）。儘管在日本幾乎沒有引起反響，但聽說在沖繩，今年仲里效開

始在報紙上積極地展開回應，而運動圈在此之前早已開始了頻繁的交

流。據說在韓國、臺灣近年來也出現了各種不同角度的研究。並且，

我猜測，這次會議的主辦者其實暗中也意圖把沖繩置於中心，這一看

法想必不會是我的一廂情願罷。

日本的批判勢力雖然在心理感情上支持沖繩的自立，但對於方向

是亞洲這一點，可以說還沒有做好準備。這或許是日本始終只把亞洲

當做他者——如亞洲和日本、亞洲和中國等等——的思想所留下的負面

影響。對於作為自我認識的亞洲或者亞洲的利用，我們應該重新進行

思考。這或許能成為我們從前所未聞的視角來重新把握日本和亞洲關

係的契機。在這裏我很難明確地指出具體方向，但可以提示一些思考

的線索。

一個是歷史性的探討。因為線索應該就在戰後歷史之中。今天日

本美軍基地的 75%都位於沖繩，但在五十年代，尤其是前半期，很多
基地都在日本本土。當時的勞動者留下了這樣的詩句，這裏只引用很

短的一節：

內灘的漁民啊

沖繩的島民喲

多年來被壓迫的全日本的怒火啊！

日本內部到處有異國

禁止入內的告示牌隨處可見

「內灘」是位於日本本土的美軍試射場的所在地。到了五十年代

後半期，基地一舉集中到了沖繩。在基地轉移完畢之後，時隔很久，

另一名勞動者這樣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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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灼熱的太陽，碧藍的大海

劇烈的眩暈陣陣襲來

然而我無法走進沖繩

那不是日本人能夠歡快地踏上的土地

對於沖繩的心情同時也可以用來表達對於亞洲的心情。在這裏我

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向內省轉換的過程。而走向亞洲，又會在心理上帶

來什麼樣的變化呢？日本重新掀起認識亞洲的熱潮是在七十年代，如

大家所熟悉的武藤一羊、和田春樹等等可被視為代表人物。就在這股

熱潮發生之前，圍繞著沖繩復歸的問題，在沖繩和日本已經積累了大

量的言論，這些寶貴的經驗現在都值得重新探討，毋寧說，現在才是

最應該進行重新探討的時候。然而，關於沖繩的思想和隨後產生的關

於亞洲的思想，兩者之間到底存在什麼樣的聯繫、如何相關、應該怎

樣定位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當然也做過一些很有

限的嘗試，但這些嘗試並不夠充分，還未能把這一問題和今天的狀況

聯繫在一起。我們應該考慮的第二個線索就在這裏。

最後是目前正在發展的情勢。兩岸問題裏是否有值得借鑒的地

方？南北朝鮮的問題能否給我們帶來啟示？包括是否有必要展開這樣

的討論在內，除了在感情上以外層面上，日本至今還沒有提出過這樣

的設問。不過，如果把這些設問轉化為自我認識的問題，或利用這些

設問創造出新的視點來考察自立與獨立的問題，這將會成為對現在的

日本——不僅在軍事同盟方面，甚至在社會結構的變革方面都將美國

內面化了的日本——進行反思的機會。冒險的第一步，甚至還沒有踏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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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與資本

本稿的目的是，在主權式存在裏批判性地思考以被領土化範圍為

前提的地域統合之議題。該議題和超越了國家的一種共同體的構想是

否近似於過去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恐懼有關。同時也與近代沖繩的定位

息息相關。這裡所要檢討的廣域經濟，是以大東亞共榮圈經濟的作為

根基。在這裡要以沖繩的近代為焦點，探討像這樣的地域統合的經濟

根基是否定了何種要素而成立的。我們將以資本為主軸來加以論述。

首先，我們先不把國境用線來區分，那將成為新的面。這時，以

國境來區分的面成立的國內以及國外這樣的概念將被瓦解，甚至會帶

有其他的意義。如果對這種改變欠缺想像力的話，沖繩的近代將永遠

會是國境線的深淵。相反的，沖繩的近代將與內外同時瓦解的預兆一

同浮出水面。為了扭轉深淵，也就是說讓沖繩這深淵獲得歷史，我想

做些思考性的努力。首先，被具像化為國家之南端的這叫做沖繩的深

淵，跟近代的深淵具有不同的世界性，我們要在理論的框架之下來議

論這個問題。因此本稿的目的在於透過歷史性事實的分析以及思考，

描繪出沖繩的近代所背負的議論世界性的藍圖。

《地中海史》的作者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相當明
確地理解了這個深淵的潛在性涵意。

不可否認的，國家優遇並且援助著資本主義。但是讓我們以另一

種角度來看，資本主義有可能妨礙國家的自由行動，所以國家也

企圖防止資本主義的進行。兩者皆是正確的，並且是相互地或同

時地。現實是交錯著可預見以及不可預見的錯綜性的東西，不管

是好意或是非好意，近代國家是資本主義在其中開展的一種現

實。時而受到牽制時而受到支援，而大多數的時候，是在無固定

的軸面上進行的。（布勞岱爾 1988:320）

不以資本的運動為主軸的近代史根本就不存在，而且資本無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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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國內的空間。相對於以主權的制度來定義的領土以及國民，資本則

是不斷地生產出未被定義的非決定性（去領土化）。為了將這非決定

做決定，國家不斷地被再定義（再領土化）成新的國家。國境線，是

決定與非決定的反覆著的再定義的運動。既不是越線的資本也不是用

畫線來決定的國家。那是「在無固定的軸面上進行」的動態。而深淵

正是這個動態。也因此布勞岱爾將焦點放在動態的海洋，而非在做為

切割地面的國境線的深淵。而像這樣的動態也就是所謂的國家的擴張

吧。例如陳光興以「黑潮」這樣的隱喻作為流入東南亞的台灣資本的

動態一起成立的帝國來議論。那也是「南進」的日本帝國的問題吧

（陳光興 1996）。
此外也會產生將這種非決定性作為國際關係或是地域統合對象

化，以巨視的視野來加以再決定的嘗試。此時的再決定又與在這所議

論的廣域經濟的帝國相關。然而這種對象化又太過簡單地將資本運動

所帶有的非決定性具像化。進一步來解釋，其又跟國境線的新的決定

相關，這也是如何記述這種非決定性的一個問題。

將焦點轉向海的布勞岱爾十分了解這種記述的困難性。就像資本

的運動是在商品世界的前提下所構築出的產物一樣，這種運動所產生

出的關係性相當於商品與商品的交換關係，也就是市場。但是這種交

換並非等於社會。而交換也只能在社會中察知。布勞岱爾並無將商品

交換還原到社會構造當中，也並無放在社會外部運作的法則式的市場

中來理解。他將交換作為「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交集」，在這前

提下說明記述的困難性：

困難在於—市場這種複合體必須在年年變化的經濟生活以及社會

生活的總體之下來進行理解—這個複合體本身不斷地發展無法停

止變形，它在每一瞬間都不具有同樣的意思以及重要性。（布勞岱

爾 1986:272）

儘管商品交換必須在社會生活的總體之下來理解，交換本身「不

斷地發展無法停止變形」。相對於社會來說具有外部性的市場，同時

必須在社會當中來理解的這種困難性，應該就是欲定義社會卻不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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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被背叛的那種不安吧。布勞岱爾在那裡停住了，這作為記述者的布

勞岱的立場，是與從布勞岱爾的研究出發導出世界系統論的伊曼紐

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具有相當差異的地方。布勞岱
爾在自身的歷史記述的困難下先確保資本，而沃勒斯坦則是將資本轉

換為記述世界系統的證據，就像想將非決定作再決定的新主權的存在

一樣。而且在世界系統論當中，這個再決定就等於是最終決定。這與

將世界系統具像化為地理性場所的各種嘗試，最終容易陷於承認帝國

的存在這結果並非無關。在那裏深淵的潛在性則連接成新的帝國。

沃勒斯坦遺漏了甚麼？正是商品與商品交換的關係性。而重要的

是這種關係性是不可置換成社會系統的。因為如此一來將輕易變成地

域統合的邏輯。但是， 沃勒斯坦從週邊往中心移動的地政學的財富移
動的觀點來看近代，對他來說商品交換是必須還原到負責在地理空間

被具像化的財富的移動這構造中。商品交換的關係性在社會是扮演何

種角色的這個議題，可轉換為產業革命與交易哪一個才是財富的來源

這種量的議題。

深淵所追求的世界的記述，並非就像是憑著患者的無意識的自我

定義來裁斷患者意識的假精神分析師一樣，將外部性固定於外部，把

自己的分析定位於了解外部的唯一的存在，再以外部為基礎來定義社

會。而應該是在社會內部來感知外部，對抗在外部的資本的力量的可

能性也加以記述。既存的社會，在對社會而言具外部性的資本主義運

動作字面上徵兆性的解釋時，那是想將非決定做決定的國家的更新，

換句話說首先就是和國境線的再定義有關。而這個徵兆正是深淵。企

圖決定的權力，將以不安定的源頭也就是外部性為根據，當作因果律

將其內部化， 而後和決定了非決定的知以及制度共同登場。但是再重
複一次，資本是無法組織社會的。駐足在未組織化的社會的臨界上，

並非是國家的更新，也就是說並非是帝國，而是在臨海勾勒別的世

界。此時需要一點想像力，若是想像力無法發揮，著眼於深淵的記

述，將永遠會發展成帝國的追認模式吧。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統論所遺

漏的，是對資本的運動本身的批判，深淵所顯示的帝國批判的潛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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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沖繩與殖民地主義

在思考沖繩的近代時，常常以「琉球處分」一事作開頭。事實上

1879年日本軍隊與武裝警察攻占琉球王國首里城事件當中的「處
分」，無疑地是合併亦是佔領。像這樣將琉球當作國內的「處分」所

設定的過程，是始於與清朝的對峙和對台灣進行的軍事侵略。琉球在

近代日本帝國的軍事擴張當中硬是被套為沖繩縣而捲入。因此，「琉

球處分」成為沖繩的殖民地主義象徵事件，現在仍反覆出現。

在認同像這種象徵性的歷史的隱喻意義時，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

資本。在經濟史的領域當中探討沖繩的殖民地主義的議論，並不會比

「琉球處分」還貼切。粗暴地說，制度的同一化不斷地進行，而且最

重要的是經濟活動的自由是在制度上受到保障的這一點。比方說跟私

有土地有關的土地整理事業當中，最具象徵性的是廢除了原有的種植

甘蔗的限制以及解放割地制度。在這時期沖繩的糖業以農民小農經營

為基礎而擴大。這一點跟導入採取原料區域制度且農民經營被強制地

依附在龐大製糖資本的台灣相比是明顯不同的。軍事占領與經濟自

由，這兩者合一登場，正是思考沖繩的近代時的重點。再次強調，需

要注意的是資本，商品交換，也就是市場。具體上來說，沖繩的糖業

正是問題。詳細將在下一節論述。將重點放在糖業的理由並不只是因

為糖業為沖繩的根基產業，因為砂糖的生產以及勞動在基本上奠定了

沖繩的近代。

馬克思（Marx）在《資本論》「循環過程的三種圖式」當中說到
「產業資本的循環不論是貨幣資本或是商品資本，只要那同時是商品

生產，都是各種社會的生產樣式的商品流通與交錯」。「那些商品的生

產過程中的性格並不重要」。「產業資本的流通過程的決定關鍵在於諸

商品的由來所具有的多方性格，以及世界市場的市場駐波」（馬克思 
1997:173-174）。列寧（Lenin）在《俄羅斯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
當中把這樣的商品流通的擴大當作「邊境的殖民化」來議論。而有關

領土擴大以及資本運動列寧如下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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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界線在何處？若是以國家的政治界線為線

劃分，則是太過機械式的解決方式⋯⋯重要的是，資本主義若是

沒有透過不斷地擴充支配範圍，若是沒將新興國家殖民地化，以

及把非資本主義的國家捲入世界經濟當中，勢必是無法存在以及

發展下去的。（列寧 1954：629）

換句話說，這跟之後列寧所倡導的資本主義的最高境界之帝國主

義論不同。 是一種基於「產業資本的循環是多種生產樣式的商品流通
與交錯」的經濟自由的殖民化。沖繩的資本主義化在一方面是軍事上

的領土整併，另一方面基本上是基於經濟自由主義的流通過程當中而

展開的。

有關列寧所提到的「邊境的殖民化」問題，Hechter企圖以國內殖
民地論來加以理解。（Hechter 1975:8）同樣重要的是，與其說是用地
理學的觀點來區分哪邊是國內殖民地，不如將重點放在世界市場的商

品交換的擴充，以及儘管擴充具有巨大影響力，以交換的角度來看，

基本上是「並不重要」的勞動或是生產的。所謂「邊境的殖民地」，

應該是商品交換與勞動之間偶發性的即興的結合之下所產生的殖民地

化，並不是在具有主權存在及政策的支配構造或法則式的展開中的殖

民地主義。國內殖民地論所提出的論點在於應承認從資本的自由當中

的殖民地支配的存在，而那種支配並不是機構式的法則式的。

沖繩作為「邊境的殖民地化」被包攝在的資本及國家中。在國家

而言，他們是被暴力地佔領領土收服為國民。而在資本而言，他們的

土地以及人民是被具有外部性的存在所包攝。交換相對於社會是具有

獨自性的，且「不斷地發展無法停止變形」。而且交換只能在「社會

生活的總體」之下來理解。然而問題是，從在社會中被發掘的資本中

能描繪什麼？追求甚麼？是帝國還是別條路？在近代沖繩中的占領以

及資本的包攝生產出自由這個議題的多樣性。也就是說，在自由以及

武力占領的交疊當中，如何視後者為問題並且確保前者則是當時的沖

繩知識份子的問題意識的中心。

在沖繩強力守護自由的謝花昇，本身同時也是擔任侵占琉球的近

代國家權力的精英官吏。自由是與武力整併同時到來的。謝花在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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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意上承認了日本的佔領以及近代國家的統治，同時也以身為農業技

術者的身分強力推動振興沖繩的糖業生產。對他而言，自由也是農民

生產砂糖的經濟自由。自從廢除了耕作限制之後，甘蔗栽植以及砂糖

生產確實經由農民經營而擴大了。然而對於這個帶動擴大糖業的自

由，謝花當時抱持著危機意識。對謝花而言，自由意味著農民的糖業

生產隨著與世界市場接軌逐漸成長壯大。然而同時，他也警覺到這樣

的自由終有一天會引起社會崩盤。自由牽引著社會，同時自由也可能

是通往社會崩壞之路（冨山 2003）。
自由的真相與具體上該如何理解沖繩糖業的發展息息相關。最大

的爭議應是該如何將沖繩糖業崩壞的 1920年後的事態當成危機解釋。
這問題的詳細將在下節敘述。憑著生產砂糖這能在世界市場流通的商

品而經濟順利高度成長的沖繩糖業，卻在 1920年瞬間瓦解崩壞。在傳
統產業的發展當中，1918年的滯稅率原為 0.2%，但到了 1921年卻攀
升至 47.4%。金融機構運作停擺相繼倒閉，每年將近一萬人的人口外
流。這些外流的人口成為當時諭有東洋曼徹斯特之稱的大阪廉價勞工

市場，以及日本帝國委任統治領時的南洋群島殖民地經營有關的勞動

力而再度被吸收（冨山 1990，2006）。反映這現象而出現的是「蘇鐵
地獄」這個名詞。象徵當時人們甚至為了充飢而食用未去毒的蘇鐵果

實，因此中毒死去的痛苦生活。也正如謝花的預感，社會崩壞了。然

而這危機首先將導向國家的再定義吧。

三、蘇鐵地獄的世界性

何謂蘇鐵地獄？在 1920年以前黑糖價格急遽上升，在 1920年達
到高峰之後爆跌。以黑糖為中心的沖繩糖業就像前述般，在廢除了甘

蔗耕作限制之後，在舊慣期也順利地擴張，但隨後就在 1920年之後的
價格暴跌當中崩壞。而黑糖的價格是受到輸入砂糖價格的動向所影響

的。

砂糖當中分有甜菜糖跟甘蔗糖，一開始甜菜糖迅速成長，在十九

世紀末甘蔗糖僅占世界全體的四成左右，但是在二十世紀後甘蔗糖夾

帶急遽的勢力瞬速成長至占全體的七成左右。帶動這股狂潮的是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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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古巴、荷蘭領爪哇、英領印度的甘蔗栽培的蓬勃成長。此外當時在

亞洲的國際砂糖市場上占有壓倒性的勢力的是爪哇糖。黑糖價格暴跌

正是因為爪哇糖的興起所引發的。而且在那同時又遭逢砂糖在世界市

場上的集團化與以甜菜為中心的國內農業保護措施的實施。就這樣砂

糖市場和農業保護實施，在世界規模的重組中，演變為供給過剩以及

爪哇糖的賤價輸出。

該如何思考這樣的重組將在之後敘述。以日本帝國為例，在因爪

哇糖的引進所造成的價格暴跌當中，台灣的甘蔗生產透過糖業資本的

結盟渡過危機。而在凡爾賽條約中獲得的南洋群島（密克羅尼西亞）

則是以巨大的資本展開甘蔗的栽培。在爪哇糖持續擴大進口之際，沖

繩的糖業瓦解，而當時的殖民地台灣跟剛獲得的南洋群島的甘蔗則持

續發展。在這股重組當中，從沖繩流出的人口被吸收至南洋群島的種

植甘蔗的農業勞動人口當中。

蘇鐵地獄不單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慢性不景氣，它與世界

性規模的市場重組以及勞動人口的再分配，甚至與社會政策的農業政

策的登場也息息相關。且國內（沖繩）、殖民地（台灣）、委任統治領

（南洋群島）還有荷蘭領爪哇的地政學上的地域劃分，是跟世界市場

連結連動，同時在進行改組的。蘇鐵地獄危機就是重組的一種徵兆，

就如後述所說，這重組是與面對危機時國家的再定義有很深的關聯

的。

首先沖繩社會的瓦解，與眾多的報導調查一同，衍生出了稱為

「沖繩救濟議論」的拯救沖繩的議論。這種救濟議論在 1932年的沖繩
縣振興計畫當中被具體實現，沖繩被流放在世界市場中的瓦解與社會

政策救濟的同居中。在那裏並非純粹只是瓦解或是再編，而是重疊

的。就彷彿在融冰上努力蓋房子一樣，同時交疊著停駐與流出。

將蘇鐵地獄定義為必須解決的沖繩問題，在沖繩救濟以及振興計

畫的社會性政策介入的實行過程當中，又會浮現甚麼樣的沖繩。蘇鐵

地獄裡面的沖繩被定位在夾在瓦解的殖民地農業與受社會政策性保護

的國內農業的交疊當中。在國家的介入中，沖繩不是內也不是外，亦

或者是說沖繩被放逐在內與外交疊的場所之中。停駐的人與流出的人

的交疊，也許跟這內外之間的場所相關吧。而內與外交疊，國境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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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模糊，才能引出國家的登場。

四、廣域經濟

要在殖民地主義當中如何思考大東亞共榮圈這個議題，是以某種

理念登場的，並非已現實化。然而在當時登場的帝國並未在 1945年消
滅。至今它仍以一種徵兆的姿態存活著，就像前述的蘇鐵地獄當中，

經濟集團化和殖民地經濟，以及國內農業的保護是彼此互相對立又相

互交集的。這種交集往往走向帝國和資本關係的再定義。當然廣域經

濟並不單只是砂糖的問題。沖繩也不見得就是議論的焦點。在世界史

上登場的國家的再定義當中，砂糖只是一個象徵性的代表，暗示著沖

繩的存在。

對付蘇鐵地獄所登場的沖繩救濟及振興計畫中存在的殖民地經濟

及社會政策保護邏輯的交集，在大東亞共榮圈當中持續擴展。糖業資

本隨著占領台灣，很早就已完成了聯盟體制。而聯合組織的日本糖業

聯盟會於 1942年完成了《關於大東亞共榮圈糖業》一書。文中針對日
本帝國制壓了爪哇以及菲律賓之後，是否該廢除台灣、沖繩、南洋群

島的糖業這議題，提出這些地域的糖業的重要性。當中強調台灣、沖

繩、南洋群島的糖業在地域社會的安全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社團法人

糖業協會 1997:382-384）。就是在帝國統治之下，以社會政策支撐社會
崩壞的重要性，也是帝國統治的問題。沖繩與台灣南洋群島並置，這

些地區作為社會政策救濟以及保護的對象再度被設定。而這再設定的

過程當中，統治爪哇以及菲律賓的帝國則漸漸浮出。

在殖民地經濟以及農業保護錯綜之下，會產生甚麼？蘇鐵地獄中

的內與外的輪廓變得模糊，停駐的人與流出的人，也就是在土著與流

亡交疊的場所當中究竟會展開甚麼？馬克思經濟學家宇野弘藏，在被

警方檢舉而離開大學之後，擔任了日本貿易振興協會日本貿易研究所

調查部主任。他所編輯的《透過糖業所看到的廣域經濟研究》（栗田書

店，1944）成為在帝國中檢討殖民經濟與農業保護的重要書籍。宇野
在該書的緒論與結論裏，以糖業來檢討納粹德國的廣域經濟論。統治

自由貿易，以自給自足經濟為目標的德國廣域經濟，是超越殖民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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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或自由貿易的理念，經常在東亞共榮圈的構想中出現。此外，站在

宇野的視點，他認為糖業是將日本帝國作為廣域經濟來探討的一個重

要論點。

宇野的廣域經濟論點是基於以下的基本認識，「對無法在殖民地

所消費的殖民地生產物進行生產限制，是種對舊有的殖民地制度本身

的一種深度批判。而廣域經濟必須先解決這個問題」。此外，宇野認

為「砂糖是殖民地特產的代表」，而這個「代表殖民地特產」的砂糖

已在 1920年的世界市場上生產過剩，並且因價格的急劇暴跌，引發國
內經濟以及殖民經濟的重組。主張保護國內產業的保護貿易，以及以

世界經濟為媒介的自由貿易將受到批評，廣域經濟將進而取代無秩序

的世界經濟。對宇野而言，廣域經濟應該是國民經濟以及殖民經濟的

同時重整。且在重組當中必須要求「在本國和殖民地的經濟關係中以

國內關係為準的一種不可區分的合作關係」的構築（強調—引用者）

（宇野 1974:355-402）。
殖民地經濟的崩壞以及國民經濟政策的維持的交集，不可置疑地

顯現化在糖業上。而殖民地爪哇以及與世界市場連結的沖繩糖業在作

為殖民地經濟崩壞的同時，也受到作為國內的保護，在蘇鐵地獄中所

被概觀的這非殖民地也非本國的場所，是一種新的「國內關係」，那

是在被稱為廣域經濟的通往帝國的路上。

然而在廣域經濟當中，無法組織社會的資本的運動應受到制約，

商品與商品的交換關係是應受到管理的被視為前提。在那當中不存在

著和包攝沖繩的世界市場共同偶然發展出的「邊境殖民地化」。「砂糖

已不再是世界商品，它必須當作『廣域商品』」（宇野 1974:402）來生
產。生產也不是「甚麼皆可」，它必須是「廣域商品」的生產。像這

樣的商品世界的管理，以及世界市場的統制的理念，不光是廣域經

濟，這與史達林的計劃經濟以及新政具相通，不論是革命還是反革

命，該理念存在於 1930年之後的世界性當中。
在思考針對商品的廣域經濟理念之時，是不能錯過同時代的魯道

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的《金融資本論》的。該書指出資本
主義式的商品經濟的無政府性就是「社會連帶是無意識的」，這樣的

連帶只能在「生產過程已經消逝無法變更之後」才會被發覺（希法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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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29-35）。也就是說，它是存在著事過境遷之後才能判斷的事後
性。再換句話說，將勞動以及生產視為「並不重要」的「邊境殖民地

化」，是在這無政府性上與資本相結合的。對此無政府性，希法亭基

於「單純商品經濟」來企圖計畫社會構築，這一點正是 1930年以後的
世界性。那裏的重點是取代至今的事後性，重新管理無意識，並且以

「單純商品經濟」來計畫社會的精神分析學性的權力主體的登場，也

就是說要取代事後，超越事先。而人們的實踐將被最了解自己的主體

重新管理，社會也將被計畫出來。這無疑是一種強大權力，而「單純

商品經濟」裡勞動不會「並不重要」，而是被放在等價的代數平面上

重新被定義。希法亭將這種社會稱為「勞動共同體」（1955:21）。那是
一種開始事先管理無意識、計畫未來、在等價的代數平面上將人們的

生視為勞動力重新補獲的一種權力。

廣域經濟想控制商品世界，然而跟勞動力有關的商品關係是無法

被控制的，人們不會一直是「勞動共同體」的住民。

五、再度成為奴隸：土著與流亡的邂逅

管理世界市場的主權的存在，也就是帝國，至今仍存在。那是國

民國家，國家聯盟或是國際關係所無法取代的管理主體。廣域經濟就

像是一種對帝國的嘲諷。但是以另外一種角度來看，將廣域經濟具體

化為經濟交流或是地域統合這種理解，有可能會失去對帝國批判的契

機。也因此必須在崩壞及重組，流出與停駐的人不斷交疊的蘇鐵地獄

中尋找別的未來。

沖繩的近代和占領與自由同時開始，沖繩的代表性知識份子伊波

普猶在那裏加上解放。「解放奴隸」。跟謝花昇一樣，伊波十分清楚占

領的同時，自由也近了。因此他訴求了解放。然而目睹蘇鐵地獄的伊

波，在 1924年提到「再度成為奴隸」。這個奴隸並非指在占領時到來
的自由當中被解放的奴隸，而是指在自由當中重新誕生出的奴隸。這

樣的發言存在於謝花對崩壞預言的延長線上（冨山 2003）。
再度成為奴隸的人們將何去何從？他們會在廣域經濟這個新的帝

國領土中找到生存的場所嗎？在新的帝國當中人們會再度被救濟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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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嗎？外部是否不存在？沒有消失在外部的人們嗎？停駐的人與流出

的人，也就是土著與流亡的邂逅，應該不只存在於廣域的經濟帝國當

中。被資本所牽引的新的領土的再定義，確實是橫斷舊有領土範圍的

契機。最重要的是，這種橫斷性不該回歸於再領土化，而應該持續確

保在土著與流亡的邂逅，隨後蘇鐵地獄這個邁向帝國的契機，將會變

為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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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出發點在於認為兩岸的和解不應只是政治與社會的，乃

至文化認同的面向而已，還應關注經濟的物質基礎，換言之，雖然我

反對將文化、族群認同的差異視作只是經濟發展的反應這種粗糙的看

法（因此相信只要經濟的交流做好，就自然可以化解兩岸的對立，這

特別是在許多支持兩岸交流的工商團體，甚至統派的團體的各種說法

中嗅出）。我們可以觀察到兩岸交流中一個矛盾：當台灣經濟依賴出

口到大陸，大陸甚至取代美國成為主要出超的來源（台灣對大陸貿易

順差從 2002年起就是最大的出口地區，相對的，對美貿易順差逐年下
降。另外，超過 64％的上市上櫃公司赴大陸投資），但兩岸關係並沒
有因此往和解的方向進行，相反的，在政治人物的操弄下，政治、社

會的對抗升高。換言之，並不像許多支持經濟整合的說法所預測，必

然會帶來兩岸的和解。

這要如何解釋？文化論述者會認為傳統左翼認為的經濟結構決定

論過於教條，無法分析政治、社會與意識型態發展，因此，和解必須

放在對社會、歷史與族群關係上進行。在一定的意義上，這可以作為

經濟決定論的補充，加以修正，並意識到兩岸和解的道路遠比經濟整

合的工作要來得複雜，在這意義上，我們標榜進步並追求和解的立

場，應該鼓勵更多這樣的研究工作，這也是台社在過去有關兩岸與族

群認同議題上的努力，未來還有更大關於兩岸分離體制的研究，都會

是一條理解兩岸和解的重要線索。然而，我在這裡的看法是針對前述

兩種看法（包括經濟決定與文化論述）進行對話，想要理解經濟整合

出了什麼樣的問題，以致於不僅沒有產生和解的作用，甚至加速有關

台灣被淘空、產業空洞化、大陸磁吸效應，乃至近來大陸黑心產品的

危害等等不利兩岸和解的條件。事實上，經濟發展與分配始終是批判

性論述的關懷，也始終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或阻力，因此，也就很難不

回應這一問題，特別是兩岸恢復協商，台北會談後可預見兩岸的經濟

整合會更加速，那麼就更應該要回答：如果經濟的發展模式與分配的

機制仍是兩岸和解的重要基礎，那麼現有的兩岸分工與貿易狀態為何

沒有形成，甚至破壞了這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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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整合兩個劇本：平均化與集中化

一般來說，學界對於經濟整合之後的影響，大致上有兩個非常不

一樣的看法跟劇本，稱之為平均化跟集中化的兩個論述。首先，根據

傳統李嘉圖貿易理論的說法，兩國（或兩個區域）經由商品勞務或者

生產要素的移動貿易的結果，會造成兩地平均化的效果，也就是經濟

整合後造成生產要素價格的趨同，導致原本發展較好的地區經濟福利

會縮減，產業發展會因為生產要素的自由移動而趨同，特別是以報酬

率遞減的產業，也就是說台灣會被大陸的磁吸效應而在經濟發展被拉

下來，同時造成台灣產業外移，即使對於大陸來講，也造成了沿海發

展，擴大與內陸差異。這其中主要是報酬率遞減的部門（經常是一個

產業中的製造部門），尤其是勞力密集產業這類平均化效果最快速顯

著的部門與產業。

然而實際上在經歷台灣開放對大陸的部分產業投資，尤其是中小

型的勞力密集產業的登陸投資至今超過 20年，可以用來參照。剛好我
從 2006年開始回頭做彰化地區的研究，以對照 1996年第一次到彰化
進行綜開計畫時的田野經驗，考察這 20年來台灣地區的傳統產業中小
型廠商的變化，其中特別針對彰化社頭織襪的案例進行的田野訪談分

析工作，結果有兩個初步的觀察。社頭的織襪業至今並沒有完全外

移，相對的，在產量減少卻單價提高的條件下，做了一定程度產業升

級的動作，但也有一部份面臨維生競爭的窘境。也就是，一方面有些

留在台灣的，特別是原本直接負責接單的廠商，能利用在全球生產網

絡中的策略性位置的，接觸到市場資訊以及擁有調節與控制生產網絡

的，進行技術升級，以與大陸產品區隔；這種類型廠商不僅存在織

襪，也在許多其他包括模具、金屬加工、製鞋等產業，這可以從 2006
年普查顯示傳統製造業不僅從業員工人數止跌回升，較五年前增加 8
萬人或 4.6%，生產價值更大增 62.8%，相較非傳統的高科技產業產值
增加 70%，毫不遜色。但這同時另一方面，也確實存在許多面臨包括
大陸廠商在內的惡性價格競爭而岌岌可危的代工廠，特別是以社區或

家庭作為代工主要單元的廠商，則面臨大陸相同產品低價競爭，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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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以一種缺乏積累的維生（subsistent）型態，只能利用既有尚未完全
折舊耗損的固定資產，進行削價的生存競爭，而導致生存困難。

晚近受到越來越多重視的新貿易理論，以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的克魯曼為主要倡導者，所提出有關貿易對國家與區域的影響，認為

報酬遞增的產業或部門，會隨著交易成本的降低（例如歐洲統合降低

國家之間的貿易障礙），不僅不會如傳統貿易理論所預測的平均化的

現象，反而會因為市場範圍的擴大，增加專業化生產的集中，產生區

域的不均衡發展，也就是「集中化」的效果。

其實從既有兩岸經濟整合中，可以還到這樣集中化現象，也就是

對於報酬率遞增的產業或部門，尤其是具有研發創新（技術外部性）

的知識密集產業，儘管政治對立，法令限制下，仍然擴大在大陸投資

的同時，也同時擴大在台灣的附加價值的生產，並將研發的基地留在

台灣，強化群聚的效應。在一定意義上，這樣的經濟整合將台灣的產

業升級，並擴大優勢。

然而，在過去從李登輝政權開始，就因為國家認同的問題，不斷

想要在兩岸經貿上建立障礙（或所謂防火牆），透過軟硬措施，硬的

包括在稅務上稽查、乃至透過起訴進行刑事的處罰（聯電的和艦案）；

在軟的部分則是為了防止廠商外移而藉由一系列的土地與財稅補貼或

降低來對大企業示好，這一來造成儘管產業規模因為集中化擴大並沒

有巨幅增加政府的稅收；而在創造就業上，又由於高科技產業的產業

特性，雖然仍是就業增加主力，但多集中研發的就業（這也是集中化

效果對報酬率遞增部門的作用），使得就業增加有限，但同時由於分

紅配股的措施，使得成長的科技新貴與一般受薪階級所得差距擴大。

另外，在擴大在大陸的投資部分，又由於法令限制，使得廠商經常被

迫以第三地轉投資的方式進行，政府往往就課徵不到應有稅收。在這

樣一方面禁止對岸投資，但另一方面補貼示好的政策下，企業在集中

化效應下應有的產業部門優勢、以及所應增加的稅收，大多落空。這

也反映在新自由主義化下政策下的大型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財

團的形成，一樣的，政府為了彌補不能登陸的損失，允許並鼓勵進行

金融兼併，以有利於這些快速崛起財團財富的迅速的累積，一方面造

成貪腐問題叢生，另一方面更糟糕的，造成在中南部非都市地區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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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排除（financial exclusion）。

經濟整合在兩岸的社會與區域效果

目前這兩種經濟整合（平均化與集中化）的作用，對於兩岸的社

會發展卻造成加深社會與區域的分化（當然台資只是外資的一部份）

的效果，也使得因為經濟交流產生的正向發展的立意，並沒有下濾

（trickledown）的作用，反而加深極化（polarization）發展的惡果：
在社會極化上：一方面在平均化效應下，傳統產業（尤其是低附

加價值部門，例如簡單加工部門）面臨低價競爭，進而造成失業；而

另一方面高科技產業（以及傳統產業的高附加價值部門）雖然得到成

長機會，但因為兩岸都積極拉攏並給於補貼過當，導致稅收並沒有增

加，甚至造成負稅收的現象。換言之，平均化帶來的失業，而集中化

沒有帶來經濟成長的稅收效用。而在大陸方面，利用各種補貼拉攏台

資（與外資）的結果，是許多農地被低價轉移到工業用地，而導致農

民的許多抗議。

在區域的發展上：在大陸上，最主要的，就是沿海與內地城市與

省分之間發展落差擴大，造成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隱憂，也是西部大

開發政策的背景。而在台灣，則是由於高科技產業集中於北部區域，

儘管政府有意藉由南科與竹科的發展加以分散，但顯然產業群聚的效

果還是以台北─新竹科技走廊較為成功，並連結上全球的產業分工，

特別是北部區域在兩岸經貿整合中，因為市場擴大而增加群聚的效

果，更加明顯。至於傳統產業則由於 1970年代鄉村工業化過程，而多
分散在中南部區域，一旦兩岸經濟整合加速平均化效果，造成失業增

加與家戶所得減少。這一來一往使得內部區域之間也在當前兩岸整合

模式上有著不同的衝擊，形成更大落差。

而這樣的整合過程又因為兩岸經濟整合的特區化（或者如 Aihwa 
Ong在評論全球化中的國家主權分級 graduated sovereignty的概念）又
進一步使得問題更加複雜。一方面，這種特區化的戰略在於利用極化

發展下的策略性意義，以不均衡發展帶動發展的模式，這經常是第三

世界開發中國家在有限的資源與資金狀況下，利用主權切割集中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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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區發展的戰略，或者用鄧小平的話，就是「一小部分地區先富起

來，其他地區才能富起來」。在大陸利用戰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的策略，選擇性的空間主權開放，以特區型態將台資、港
資與外資整編進入發展的戰略中，逐步的在沿海地帶形成不同型態的

區域發展帶。而在台灣，舊國民黨跟民進黨政府為了實行戒急用忍政

策，在不與大陸全面經貿交流的前提下，為了彌補大企業的損失，給

於土地與財稅上的補貼，同時滿足來自中南部地區的地方利益的要

求，先後規劃開發南科、中科，與經貿特區。有別於竹科的發展型國

家帶動產業的作用，並形成產業聚落的型態，這些特區的作用往往補

貼的意義大於經濟發展的意義。這種以特區化來解決兩岸整合的問

題，如果缺乏配套的分配政策，經常就造成圖利資本、剝削勞工跟土

地、並損害農民利益的結果。不幸的，這種特區化發展的策略也表現

在馬英九政權政策思維中，例如桃園航空城構想，就是這種主權分級

下的產物，也是造成社會與區域分化的來由。

總的來說，到今天為止，兩岸經濟整合的結果可以說集中化利益

歸少數企業主以及科技新貴所有，而平均化帶來的損失則是由中小型

企業與一般勞工所承受；北部的高科技產業地帶享受因為兩岸經貿整

合而帶來市場放大與相對大量而廉價的勞工與工程師的好處，因此快

速成長，累積財富；但中南部地區的傳統產業以及農業則面臨削價競

爭與產業外移，以及減少就業的苦果。

換言之，我想說的是，目前這種兩岸經貿整合的模式，在一定意

義上，是圖利了北部高科技與金融產業的企業主與科技新貴，而受損

的則是中南部為主的傳統產業的中小企業主，以及失業的勞工。從這

樣角度來看，兩岸越通的結果，恐怕是使得社會與區域分化的程度加

深，不僅失去整合社會與區域的作用，反而形成對中國威脅淘空的這

些說法的基礎；也造成南北區域在面對經貿整合時，所抱持的不同態

度，一旦有投機政客加以炒作，例如總統選舉時反對一中市場時的論

述，就成為打動人心的口號。這樣的論述是建立在這種社會與區域分

化的苦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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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兩岸經濟整合的階級與區域發展的困境：
國家的作用

經貿整合應該可以有另一種的劇本，雖然無法解決兩岸國族認同

的問題，但可以讓它變成促進兩岸和解的物質基礎。這之中，根本之

道在於過去這近 20年來國家的左右手都失靈，以致造成協助資本積累
和重分配的效果都無法完成，而成為和解的障礙。

首先，國家的右手（促進資本積累）必須正常化，因為目前的政

策一方面只是在形式上對抗中國崛起的消極政策，卻導致企業全球佈

局上的不正常化，削弱廠商的競爭力，而且政府課不到應有的稅收，

相反的，在島內提供補貼，造成特定業者與科技新貴超額獲利與收

入。相對的，中小企業被迫出走或進行削價競爭，或者需要進行升

級，卻往往並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因此，讓國家的右手機制，透過

獎勵研發、獎勵提供勞工訓練，並降低兩岸經貿的障礙，成為當前台

灣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功能，這也是後進國家在發展中應有的介入機

制。

但同時，國家的左手（重分配的機制）也必須落實與運作，否則

因為缺乏再分配的機制，致使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成果缺乏下濾的作

用，失業與地區再發展的議題缺乏國家的介入關照，終將造成資本積

累的成果無法社會化而被私有化，這將是發展的危機，也是社會的危

機。這需要在包括稅制、福利機制、以及相關勞工組織、議價、以及

再訓練等等方面，政府都必須更積極介入。同時在地區發展的議題

上，區域的均衡不應用民粹式的口號不斷複製發展的模型（乃至造成

特區滿天飛），也非到處撒錢式的補貼而已，更重要的，是藉由培訓

與組織的方式促動地方內生成長的機制，並尋求既有產業利基協助升

級，以利於在經貿整合中尋求利基。

總結來說，目前的國家左右手失靈的結果，使得兩岸經濟整合不

僅沒有形成和解進步的基礎，弔詭的，反而加深本地社會與區域分

化，使得政治人物的操弄有了一個物質上的基礎。因此，新的馬政權

如果希望能讓兩岸關係正常化，那麼就需要調整國家的左右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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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包括經貿的正式化，促使廠商能有效佈局大陸以及全球市場，

並開放包括金融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producer service）登陸，避免
以特權尋租籠絡的方式來補貼廠商。另一方面，則是揚棄當前的主流

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國家積極介入重分配的領域，並且協助特別

是中小型廠商技術升級轉型，以及在兩岸整合（以及全球化進程中）

受損的部門、低區與階級。

在這樣的看法下，作為台社主編，我認為台社作為批判性知識份

子刊物，我們對於兩岸的和解是抱持積極的態度，也認為應該經由各

面向交流相互瞭解過程，才是和解的正道。但是我們也相信在這過程

中，降低經貿整合的障礙並不會自動有利於兩岸的和解，相反的，如

果國家的左手功能沒有同時動作，而是被以市場基本教義的論述所取

代變成不作為，或反其道而行進行反向補貼，那麼，兩岸和解道路將

是崎嶇難行的。在目前兩岸看似善意的互動新形勢中，如何將整合中

的獲利能下濾到受損的部門與階級，仍將是兩岸和解的重大課題，也

是台社作為一個具有批判視野的團體終極的關懷。

後記

在修改這一發言稿的同時，海協會長陳雲林來台簽署三通等經貿

整合協議，引起島內激烈的抗爭跟對峙，而爭議之處在於主權的退讓

與否，這也成為民進黨下台後微弱的訴求，在這過程中，除了這樣無

限上綱的主權議題外，看不到民進黨（或關心台灣發展的朋友們）能

提出更積極的論述。而只能讓我們看到一幕幕在兩岸經貿整合的最大

獲利者（包括高科技業者以及金融家）與陳雲林以及國民黨的權貴杯

盤狼藉，而民進黨只能訴諸國族論述外，對於兩岸經貿整合大勢，毫

無招架之力，而區域與階級力量在這過程也噤聲，加上之前馬政權傾

向富人減稅政策，兩岸三通能否成為兩岸和解的里程碑，恐怕還有很

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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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週一（2008年 5月 26日），大夥在台大對面的越南餐館匆匆午餐
後，我自己開車把最後一批客人（《創作與批評》的主編白永瑞，《反

風》的主編鳥山淳，《現代思想》的主編池上善彥）送到桃園機場。

因為這幾天一直斷斷續續的下雨，大家都不知道從哪兒借來了雨

傘，下了車，老友池上對我說，這把傘（有點在解體），不帶了，送

給你，我只好笑笑的謝謝他，接收了這把破傘。這位老兄第三次來台

灣，這次總共住三個晚上，上車時看不到他的行李，他居然說沒有行

李，我問他換洗的衣服呢？他指指自己的身體說：就這一套。這或許

是日本左派浪人的傳統吧，走到哪活到哪。此人交友廣闊，從道貌岸

然的學者到露宿公園的拒絕工作遊民，到了東京你要見任何三教九流

的人，只要找他就沒問題。認識他大約是 1996年，而後每次到東京，
他就會呼朋引伴，把竹內好讀書會的兄弟姊妹們都叫來，在新宿車站

不遠的扇壽司聚會，清酒喝多了就一伙人成群結隊在歌舞伎町遊街。

他在《現代思想》已經幹了十七年主編，一年得出十二期，外加五∼

六期特刊，按照日本的小公司制度是從來沒有休息過，每次看到他都

心存同情，把他拉到台北來其實是讓他能喘口氣休息！為了能夠進一

步的東亞化，幾年前他開始學習韓文與中文，這次用他特有口音的普

通話跟我說，我老了，我們都老了！

第一次來台的沖繩鄰居鳥山，大家都很欣賞他，發言不卑不亢，

沒有什麼來自小地方人的情結。原來計畫中是《反風》的另外一個主

編岡本由紀子來參加會議，臨時由他代替；以前讀過他非常精彩的文

章（英文翻譯），所以對他的思路並不陌生。我個人對沖繩相對不熟

悉，只去過兩次，但是有著異常的情感，那裡的風土人情與日本迥

異，活在那裡的人們都比亞洲大城市的人來得自在、真實，讓人想到

回歸、經濟起飛前的澳門那樣，有野心的人去了香港、台灣，待在那

兒的人都很安身立命，也就平易近人。特別懷念的是沖繩著名的苦

瓜，有無數種做法（炒蛋，炒肉，炒豆腐，冰過後切成細片沙拉），

還有品味特殊的烈酒——泡盛。在東京、台北等地見過不少沖繩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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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如《EDGE》的主編仲里效，他是當地備受尊重的資深思想家、
作家，也是攝影家；年輕一代的新城郁夫來過台北，我們也曾經邀請

阿部小涼去上海參加 Inter-Asia會議；剛去東京基督教國際大學的田仲
康博也是經常在文化研究相關會議場合碰到的好朋友。與鳥山因為第

一次見面不熟悉，直到離開的當天早上才有機會在福華文教會館的早

餐碰到，終於有時間聊聊。跟在日本、韓國一樣，雖然語言溝通上沒

法完整傳達意思，但是私底下的溝通總是依靠神情、感覺與熱情的相

互感染來進行，到最後也發現都是想法相近的朋友。吃了幾天的中

餐，臨走前用完的越南菜，問他台灣的食物怎麼樣，他說，「好

吃！」，腔調聽來像是跟他一起混了幾天的池上那兒學來的。

白永瑞雖然 2001年左右才認識，那時他在中研院訪問六個月，來
參加我們主辦的亞洲連帶的論壇，不期而遇，很快就變成很要好的朋

友。這次靠他大力相挺，上週二（5月 20日）就陪同白樂晴先生一起
來，加入訪談、演講及討論；跟池上與鳥山不同，他是台灣的常客，

六月初又要在漢學中心待三個月。他是真正的「東亞人」，不僅通韓

文、中文、日文、英文，經常在東亞各地遊走，也在日本，中國大陸

待較長的時間；也正因為他廣闊的關係與持續提出的亞洲論述，台社

2004年起邀他正式加入編輯委員會。在首爾，他身兼數職，除了在延
世大學歷史系教書外，2005年起在崔元植先生之後接任《創作與批
評》主編，負責刊物及整個出版社的編務，又兼任延世大學的國學院

院長，但是他文章照寫，會照開，臉上從來沒有倦容。因為人長得

帥，很多女生男生都喜歡他，部分原因是他跟大多數韓國男人不一

樣，私底下非常輕鬆自在，常常跟我的學生們一起逗笑，唱歌跳舞。

這幾年來看到他的國際主義精神，Inter-Asia的雙年會議常常經費不
夠，他都出面相挺，上回在上海開大會，是靠他替我們臨時奔走尋求

奧援才讓來自南亞、東南亞、西亞的朋友能夠成行。因為常來台灣，

所以他特別懂這裡的吃，也會吃，更能喝酒，會議第一天晚上我紅酒

換了三種，第二天頭暈腦漲，他從啤酒開始，紅酒，最後喝二鍋頭

（白酒），結果早上起來沒事！

說了半天好像都跟喝酒有關，聽來是東亞的大男人文化，其實不

必然，我的台灣、大陸、韓國、日本、印度、孟加拉等地的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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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姊大們，都比男的還能喝、還會喝（怕挨罵，這裡沒法點名）。要

說的是，以酒為媒介的交往歷史往往被遮蓋而不被討論，知識、情

感、互信、相知相惜與在各地喝酒的歷史其實是密不可分的。這樣性

質的會議得以組成的基礎不在會議內容與結構本身，參與的主編們平

常實在忙到不行，要抽出兩三天來開會，其實很困難，沒有酒國歷史

的情感連帶，不會有動力來參加的。每個參與會議的人跟會議主題發

生的關係有不同的歷史，也帶著不均衡、不均質的情感資源進入這個

空間，也正因為如此，所以碰撞的結果永遠是無法預測。經驗上是，

越想要有清楚的目的，越想要控制整體結構，通常結果都會很沮喪；

有結構但是維持鬆散、保持開放反倒會有想像不到的效果。這次會議

正是如此。

二、

送走了他們，一路開回新竹碰上的傾盆大雨，雨刷轉到最大也還

是無法辨識前方，像是要用模糊的影像加速的洗去累積了一週的疲

累。做完了這學期最重要的一件事精神開始鬆弛，而腦子又不停的

轉，整個下午處於身心分離的狀態，體力透支全身輕飄飄的沒力氣，

但是會議一幕幕的場景又跟電影一樣，不斷地在那兒自動播放，似乎

有意拒絕讓大腦休息。

這是我個人第二次組織、第三次參加亞洲刊物的聚會
1
。2000年

12月，在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會議的脈絡裡，在 ARENA的支持
下，我負責推動福岡九州大學會議中的刊物連帶論壇的場次。那是個

艱鉅的任務，為了開始去連結亞洲各地的知識圈，其中最明顯可以做

的一個方式就是把各地的刊物能夠串連起來，因為環繞著獨立刊物往

1   除此之外，還有一次是 2005年 8月，ICAS第四屆會議於上海召開，由新加坡國
立大學的亞洲研究所的 Mika Toyota推動組織的亞洲刊物圓桌，邀請了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濱 下 武 治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金用實），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Paul H. Kratoska），中國
大陸暨南大學的《東南亞研究》，以及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陳光興）；這
次圓桌論壇是在亞洲研究的脈絡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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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都會有知識群體，而刊物其實盤據了重要的戰略位置，主編們之間

的相識應當可以加速亞洲批判知識圈的整合。透過不同的管道與關

係，我們邀來了彼此不認識刊物的主編及代表，12月 1日的下午三點
鐘正式上場。Pibop Udomittipong是泰國 Pacarayasara的主編，池上善
彥代表《現代思想》，老朋友、日本中生代新左派的指標性人物崎山

政毅，他代表結合運動、思想與國際連帶的《IMPACTION》，金英姬
代表《創作與批評》。大陸與會的兩位主編也都是我個人長期的好

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家黃平是《讀書》的主編，以及對東亞

最有動力去理解的社科院文學所的賀照田是《學術思想評論》的主

編。長期推動介入運動組織、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劉健芝代表

ARENA的機關刊物 Asian Exchange出席。來自拉丁美洲的知識界活
躍分子、委內瑞拉中央大學全球化與社會文化變遷中心的 Daniel Mato
也參與了討論。

2

我負責主持這場論壇，知道是有歷史象徵意義的聚集，再加上語

言的隔閡，必須透過現場翻譯來進行，把所有發言得轉成日文及英

文，所以當時壓力蠻大的，深怕無法順利達成任務。因為初步接觸，

所有刊物都報告了自身的歷史、定位、出版狀況與所處社會的關係位

置。持續了三個多小時的緊繃狀態在滿場的掌聲中卸下，圓滿完成了

第一次的接觸。

本來的設想是，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負起推動連結的責任，
而後各地刊物核心人物見了面，開始建立互信，各地之間會自然發生

關係，透過如相互翻譯推進合作，爾後就不再需要 Inter-Asia的居中協
調。這個想像的目的在 2000年以後的幾年中並沒有全面性的展開，與
各個刊物保持較為密切的關係的還是 Inter-Asia，直到下一次的集結。

2006年《創作與批評》為了慶祝創刊 40年，由主編白永瑞負責
規劃，以「作為連帶的東亞與雜誌的作用」為題，6月 9日在首爾市
民運動經常使用、極富盛名的 Korean Press Center舉行，10日移到延
世大學。受邀的刊物及代表有沖繩的《反風》（岡本由紀子），《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陳宜中），《讀書》（汪暉），《民間》（朱建剛），《現

2   較為詳細的記錄，請參見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3),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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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思想》（池上善彥），《IMPACTION》（富山一郎），《世界》（岡本
厚），《前夜》（徐京植），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陳光興），以及
南韓當地的《黃海文化》（金明仁），《女／性理論》（高甲熙），《市

民與世界》（李柄天），《創作與批評》（李南周）
3
。或許由於《創作與

批評》在韓國的重要位置，這個會議在首爾廣受重視，除了媒體報導

外，總統還派了他身邊的東亞政策的幕僚來與會。

會議在最初的邀請時就設定了幾個主要的討論方向：（一）東亞和

平的構築與各地的改革之間有何關聯？（二）「進步」的在地意義為

何？至今還具有現實的意義嗎？（三）韓國在東亞統合中扮演什麼角

色？特別是在克服南北韓分斷體制的努力與在地有什麼關聯？（四）

東亞和平的障礙是些什麼？如何可以形成連帶？其中批判刊物可以起

些什麼作用？ 
就像所有的會議一樣，問題的設定大都反應了在地思考議題的優

先性。誠如組織者白永瑞在會後的檢討所說，第二個問題在會議中沒

有受到充分的討論，因為「進步」在韓國與其特定的知識語境，2006
年初起進步陣營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探討要如何「重構進步」，主要

的意義在於回應 1987年以來民主運動以「進步」的意識型態為前導，
一直到盧武鉉政權上台的改革受挫，到底要如何理解「進步」的意

義？但是這樣的背景與迫切的危機意識，並沒有被其他與會者所分

享
4
。坦白說，作為參與會議的一員，我個人對於問題三有關「分斷體

制」的理解是極度表面的，只有到 2008年這次會議，在充分閱讀白樂
晴教授的相關著作，才逐步掌握了思想層次的內涵。

如果說 2000年福岡會議只是相互看到彼此的存在，那麼 2006年
的聚首則向前稍稍推進一步，開始討論雜誌可以起什麼進步作用的共

同議題，而 2008年的再次會面才開始對問題三、四進入了內在的討
論。

在記憶中感受最強的是很實際的看到了《創作與批評》的組織實

3   相關的會議文章，參照「東亞批判刊物連帶」，《台社》63期，2006年，特別是
白永瑞的編案。

4   參見白永瑞 (2006)，〈關於形成東亞認識共同體的呼籲：記「東亞的連帶與雜誌
的作用」國際學術會議〉，《台灣社會研究》63期，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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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因此反應出各個刊物之間在物質基礎上的龐大差異。

三、

在前面兩次的基礎上，參與的刊物基本上都有了相互的認識，規

劃 2008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二十週年東亞批判刊物會議時就不能
停留在相互介紹的階段，於是有意識的要把討論議題繼續向前推進。

《台社》內部規劃了二十週年的幾個活動中，5月下旬的國際會議是熱
身，由我負責，也是為 9月下旬的會議做準備，9月的會議由瞿宛文
負責推動。但是問題來了，過去的會議都是派代表參加，台社的成員

只有少數人參與，大多數人是否準備好了可以進入討論，台灣批判圈

內的朋友又要如何在會議中有所收穫？是在這個前提下，整個會議的

定位是在相互「學習」，開始去理解不同刊物所處的社會是如何在看

待自身所碰到棘手的核心矛盾。如果能夠以這些問題為焦點，各地刊

物的主編、台灣應邀參與討論的朋友以及聽眾，至少可以學到些以前

不熟悉的區域性事物。是在這樣的考慮下，有關東亞和解的障礙，南

北韓、沖繩、台海兩岸三個議題於是被選定是會議討論的主軸；如此

一來也就延續了 2006年首爾會議所提出而沒有展開來討論的第三個克
服分斷的問題，同時推進第四個問題——第四，東亞和平的障礙是些

什麼？因此最後以「和解的路障——東亞批判刊物會議」來定調。

2007年 12月初，我們決定請白樂晴教授來擔任基調演講，並且
對下列刊物發出了邀請函：沖繩的《反風》（岡本由紀子），南韓的

《創作與批評》（白永瑞），大陸的《讀書》（葉彤）與《南風窗》（寧

二），日本的《現代思想》（池上善彥）與《IMPACTION》（富山一
郎），台灣內部的《思想》（錢永祥），以及立足東亞的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這些刊物很快的都接受邀請，《台社》內部決定由總
編輯徐進鈺負責報告。從名單上來看，大部分的刊物都曾經參與之前

的會議，比較特殊的是台社的編委白永瑞特別推薦南韓的《歷史批

評》，以及台社住北京的成員賀照田推薦以廣州為基地的《南風窗》

與會，希望這份有龐大讀者群的刊物，能夠跟台灣及東亞知識界發生

關係。一般來說，會議的規劃與最後的實際開會中間會有很多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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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落差，但是令人驚訝的是這一次會議邀請的刊物全員到齊，出席人

員上已沒有太大的變動。這或許是過去積累的結果，參與人員彼此已

經熟識與信任，使得會議組織上相對穩定。

當然最為振奮人心的是《創作與批評》創始人、首爾大學已經退

休的白樂晴教授答應擔任基調演講。由於他的聲望以及公信力，近年

出任六一五宣言南韓民間常任代表，在南北韓和解的過程中有豐富的

經驗，特別是他自八○年代起提出的「分斷體制」論，在整個東亞地

區很難找到比他更為適合主講會議所設定的主題。我個人與白先生相

識超過十年，以往在首爾不同的知識場合中就會見到他，由於他名氣

太大，一直只能仰望，沒有機會跟他細談，這次算是真得見識到他思

想內容的細膩與深刻，以及最為難能可貴的真誠與寬闊的胸襟。抓住

這次難得的機會，除了在會議中發表基調演說外，我們安排他提前來

台，擔任 2008年思想、歷史與文化的高等講座教授，發表了兩次公開
演講，分別以“Notions of Third World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全球化時代中第三世界與民族文學概念的含意〉，
“Towards a Planetary Approach to Western Literary Cannons”，與台灣的
文學研究圈對話。為了充分準備白先生來訪，我在清華開了一個學期

研究所的課程，專門閱讀他的相關著作（包括韓國當代民族文學代表

性作家黃皙暎的小說）。這次與白先生朝夕相處的一週內，讓我個人

以及上課的學生們對白先生有了貼近的認識，大家對於白先生的人格

與風格格外的佩服。白教授在會議開場的演講中，也就是離台的前一

天，以朋友來相稱，這時也就知道他對我們而言已經不再是高高在上

的「大儒」
5
，已經真的是朋友了。

會議的方向與發表人定調後，剩下來的關鍵是要如何強化參與及

討論的品質。這是台社二十週年會議當然以台社的同仁為參與主體，

因此大致上就專長分工，以兩人一組評論人為原則把大家編入不同主

題的場次，再請來其他有關的朋友加入討論或是擔任主持人。規劃時

猜想，長期已經養成的默契，特別是這是台社是少有的場合集體面對

5   擔任白教授第二場演講回應人的友人馮品佳教授，事後因為有感於白先生的學術
風範，而以「大儒」來表達欽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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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來的朋友，該可以碰撞出無法預期的效果。

四、

2007年起，為了台社可以更為穩定的運作，同時可以擴大同仁們
之間的合作，台社跟世新大學合作成立了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由

該校社發所黃德北所長任中心主任，台社社長夏曉鵑任副主任。中心

其中一部分工作項目就是召開國際會議，因此這次的會議由中心負責

籌劃與執行。

5月 24日會議當天由牟宗燦校長開幕，牟校長從外地趕回來參加
會議本身對我們來說就是一種支持與肯定。接下來就是白樂晴教授的

基調演講，由賴鼎銘教務長主持，陳宜中與我負責回應。白先生的演

講以二戰後東亞國際關係的格局為討論的起點，其中除了關注了中國

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特別分析了美國在南北韓、南北越、中國大

陸與台灣的分裂所起的強大作用力。他接著描繪了韓半島是如何逐步

的被僵化成具有高度系統性的「分斷體制」，重點在於整個體制形成

了不斷的自我再生產的運作邏輯。他認為南北韓的分斷性質與其他歷

史經驗都不一致，例如越南當初是典型的反殖民戰爭，在驅逐法國時

美國介入，最後通過越戰，擊敗了美國，結束了分裂；東西德的分裂

隨著冷戰的結束而宣告統一；中國的基本模式是通過一國兩制與前殖

民地（香港）重新統合。相對於這些經驗，南北韓的分斷體制是相當

頑強的，雖然在 1972年就已經達成了六‧四共同宣言，以和平、自主
與民族統一為原則，但是與後來的協議一樣，都沒有以具體的步驟來

向前推進，直到 2000年兩金的高峰會談，雙方同意走向「終極統一」
必須有中間的階段以 confederation或是 federation的形式來過渡。白先
生認為在統一過程中，民眾參與是最為關鍵的，只有以民眾參與的力

量才有可能拆解既有的僵硬結構，但是目前的步驟極度緩慢。白教授

認為當前困難的核心問題有三：一是北韓與美國之間的強大敵意；二

是要如何重振北韓經濟；三是要如何說服北韓要跟南韓合作，而不是

為了「通美封南」。從南北韓的經驗，白教授指出維持現狀（status 
quo）是最不好的選擇，必須要以區域性的框架來面對現實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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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區域性的框架可以弱化所謂「主權」問題，同時透過多邊合作的

方式弱化分斷體制，才可能走向非暴力的轉化。最後，他提出對於大

陸與台灣問題的看法。首先他認為南北韓的經驗，乃至於分斷體制

論，不能夠直接套用在兩岸問題上，從大陸的觀點來看，台灣是未完

的歷史任務，並不是南北韓那樣處於等比的分裂狀態，因為台灣從來

就處於中華帝國的邊緣位置，而 1895年割日後就沒有直接受到大陸政
權的統治，所以以和平、逐步整合的方式將會是最好的解決方向。而

台灣方面必須要與中國大陸達成和局（settlement），這個和局必須是
具有高度創意性的過程，如果能夠有廣泛的民眾參與，最終將對東亞

區域整體是最為正面的發展
6
。

白先生的發言為會議定了調，爾後幾場討論都不斷地回到他所提

出的各種問題。

午餐後上場的是整個會議的重頭戲：沖繩。沖繩雖然就在台灣旁

邊，但是二戰後幾乎不進入我們的視野。但是沖繩的艱困處境與強大

的反美軍基地能量，有極大的潛力成為區域關係轉化之扭動力量。藉

著此次會議將沖繩問題帶入台灣的批判圈，是會議組織的動力之一。

這場由鳥山淳與池上善彥發表，何春蕤主持，回應人除了台社的成員

陳信行外，我們請來了台灣的民眾史作家、夏潮聯合會會長藍博洲，

他對沖繩問題有一定的了解
7
。鳥山的文章以 1972年所謂沖繩「復歸」

日本的爭議為起點，討論了 1879年日本政府強制琉球王府解體、置沖
繩縣之後，追溯了社會構造的差異與變化，直至 1995年沖繩內部達成
共識，拒絕美軍基地繼續佔用沖繩土地。他的核心論點是：從歷史的

觀點來看，沖繩問題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日本國內問題，而是殖民地支

配的問題，也就是美、日聯手對於沖繩的佔用與侵略。池上的討論主

要集中在 1995年美軍在沖繩強暴少女事件後，日本的知識界如何逐漸

6   白樂晴教授完整的發言，參見〈東亞和解的路障：兩韓的情況及其區域性意涵〉
(林家瑄譯 )，《台灣社會研究》，71期，2008年 9月號，201-214。

7   1990年代中期，以在日韓人徐勝、台灣的陳映真、大阪大學教授杉原達等人為
核心，以「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為題的數次會議，其中沖繩問題一直被擺
在重要的位置來討論。因此，在台灣的左翼、進步團體中，夏潮聯合會是少數對
沖繩有基本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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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沖繩問題帶入批判圈的討論，在這個過程中《現代思想》一直扮演

了平台的角色，例如刊載沖繩當地知識人的文章，並且推動東京與沖

繩知識人之間的互動。

接下來的這場是由我個人長年的好友，代表《IMPACTION》的沖
繩社會史專家、大阪大學教授富山一郎發表沖繩近代史與區域經濟的

問題，以及台社主編徐進鈺發表兩岸互動中，經濟整合中所浮現多重

問題，造成未來和解的困境。這場由台灣的重要政治學家、台大政治

系的朱雲漢教授主持，台社成員瞿宛文與魏玓回應。《IMPACTION》
成立於 1970年代安保事件的後期，是一個運動性很強的雙月刊，結合
了專業運動家與棲身學院的運動分子，討論的問題緊追現實，介入既

有的討論空間，在亞洲整體範圍內是一個相當有特色的刊物，落實了

思想運動化，運動理論化的理想。其中許多的編委，都出身京都大學

前後期的學運世代，刊物的編輯由東京與京都輪流負責。富山本人從

1980代起就開始研究沖繩社會史，1990出版了《近代日本社會與「沖
繩人」》這本重要的著作，2006年又出版了二戰的沖繩為對象的《戰
場與記憶》，在日本與沖繩知識界之間的連帶，起了關鍵的作用。他

的報告首先指出，《IMPACTION》曾在 1982年出版了沖繩專號，以
朝向獨立的國內殖民地來定位日、沖關係。富山這次是把沖繩近代史

擺進區域經濟的資本運動來進行分析，主要的論點是：沖繩是由日本

殖民主義的歷史操作，被捲入大東亞共榮圈的區域經濟，戰後美國帝

國主義接受了沖繩原有的區域戰略位置，納入冷戰體系的世界資本主

義陣營，沖繩的經濟生活於是被擠壓為服務於帝國的軍事戰略，正因

為如此，沖繩的現代經濟史無法從日本的民族經濟（national 
economy）來理解，在此結構下，沖繩的解放同時是族群的解放，也
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挑戰。在這個層次上，富山的結論與白樂晴教授對

於韓半島超克分斷體制的看法，理論邏輯其實是一致的。

徐進鈺代表《台社》的發言是具有現實挑戰性的，他認為兩岸的

和解不僅僅是政治層次的，應該直接關乎經濟，但是事實上兩岸經濟

的整合快速進行，反而在政治人物的操控下，造成社會與政治的分

化，這要如何解釋？他提出的解釋是，經濟整合的利益幾乎完全集中

在台灣的少數企業，並沒有使大多數的中小企業與勞工受惠；同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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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發展上，北部高科技產業快速成長，中南部相對弱化。這樣的結

構問題，是社會分化的物質基礎。換句話說，國家的促進資本政策造

就少數產業，而同時沒有公平的再分配機制對於獲利部分進行均衡，

這些是造成政治人物得以操弄兩岸情勢的經濟基礎。如何在支持兩岸

和解的前提下，督促國家調整再分配機制，以及所造成的階級分化問

題會是《台社》應該關注的議題。

會議的高潮點當然是晚上的餐會。在疲勞的一天後，兩桌人喝了

上打啤酒，半打紅酒，外加白酒，氣氛非常溫馨、熱鬧。飯後，年輕

的朋友繼續續攤，聽說到半夜才休息。

第二天早上的安排原來是兩岸的三個刊物的發表，結果因為代表

《歷史批評》的朴明林先生得趕回首爾，只能把他換到第一個發言。

他的討論聚焦在東亞共同體的想像與規劃，這是台灣圈內人最為不熟

悉的議題，主因在於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定位不明，沒有條件思考國際

組織層次的問題，而事實上中日韓三國的政府早已經進入運作上的討

論，大批的經費投入官僚體系之間的協調會議上，民間幾乎沒有介入

的空間，這也是區域共同體形成中危機之所在。朴教授立論的起點是

在比較東亞與其他區域共同體的差異，特別是以歐體為參照，而後一

步一步的畫出不同層次的運作機制。當然比較受到關注的是民眾的參

與，以及知識分子團體所能扮演的角色。

接下來發表的是《南風窗》的編輯寧二與《讀書》的編輯葉彤，

這場由世新社發所所長黃德北主持，台社的成員呂正惠與馮建三對他

們兩位針對自己刊物處理東亞問題的歷史做的整理提出回應。1985年
創刊的《南風窗》在 2002年起，隨著中國政府採取了更為積極的外交
政策，設立了「國際」欄目，主要的關切在美國與西方世界，對於東

亞地區偶有關注，也都是以「大國心態」來理解。台灣問題是擺在

「時政」欄目中，報導很多都是選舉與兩岸政治，寧二反省到這些大

都停留在外在的描述，並沒有進入台灣民眾的角度，從實際的內部狀

況中來進行理解。基於這樣的認識，《南風窗》自 2006年起，開始製
作專題，深入台灣社會的內部，希望藉此推進大陸民眾的深度認識。

葉彤追溯《讀書》開始有意識的討論東亞問題是在 1996年開始，主要
的動力就是在超越西方中心主義，重新連結亞、非、拉的世界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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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讀書》十幾年來累積了相當大量有關日本、韓國、台灣、香

港、印度等地的討論，其中相當多的比例是由當地的學者執筆、成為

大陸知識界探究亞洲少有的公共平台。葉彤接著梳理了《讀書》是分

別如何呈現了日本、朝鮮半島、沖繩與台灣，讓與會者看到大陸知識

界對於東亞問題大致上會有什麼樣的理解。

午飯後的最後一場發表是《思想》的主編錢永祥與《創作與批

評》的主編白永瑞，孫歌雖然人不在但是她的文章〈東亞視角的認識

論意義〉也在會場流通，受到關注；這場由出版家林載爵主持，《思

想》的編委沈松僑與台社編委甯應斌回應。錢永祥提出了相當有挑戰

性的論點，他認為台灣當代不可能有進步的刊物，中文世界對進步有

嚮往，也只是對過去的懷舊。造成沒有進步刊物的歷史條件在於台灣

沒有建立起來左派的傳統，就算是有左傾的觀念也只限於知識分子，

沒有左翼的社會力量，有菁英，沒有群眾；特別是台灣自許左派的知

識分子無法面對與交代中國革命的歷史，至今還在打迷糊仗；另外，

台灣的左翼思想是非常零星的發展，沒有與其他的思想進行對話，是

向內看的，不理會外部的發展。他的講法後來引發了激烈的討論。白

永瑞的文章將討論擺在東亞共同體正在形成的問題意識中，首先指出

人文學者的討論集中在文化及價值的領域，而社會科學者則關注政策

學的落實面，他認為必須要綜合兩方面才可能監督共同體發展的動

向。整篇文章最受到矚目的是他提出「複合國家」（compound state）
的理論，作為韓半島超克分斷體制的國家形式。簡單的說複合國家就

是承認南北韓兩個國家存在的不同形態，但是還是把二者結合起來，

一方面維持了原有民族國家的作用，一方面是在克服民族國家的限

制。關鍵的是韓半島複合國家的形成不是最後的目的，而是以推動走

向東亞共同體為前提，也是在試圖超克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甯應斌從

白永瑞的論點中推演出「複合社會」（compound society）的想像，將
社會視為多個社會的構成，藉以解放強勢社會對邊緣主體的壓迫。對

這樣的衍生，白永瑞表示沒有想過，頗受啟發。

會議的結束餐會由聯經的總編輯林載爵作東，請大家吃了一餐豐

盛而輕鬆的晚餐。餐後，外來的朋友還把握時間，去參觀了馬場町，

感受過去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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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這次會議到底有什麼成果呢？

在最後一小時總結討論接近尾聲時，池上對於會議的討論過程

中，沖繩沒有像南北韓與兩岸問題一樣成為彼此的相參照點而感到不

足；鳥山接著表達對此他沒有不滿，沖繩存在的形式本身就是有意義

的，足以為世人參考。也正是在池上與鳥山的發言中，讓我們突然意

識到，在過去兩天的會議中，原本並沒有預設東亞地區不同經驗能夠

在互動的討論過程中成為相互的對照點，居然在實作中變成是可能

的。

的確如此，如果把此次會議與上次 2006年的首爾會議來對照，所
有的討論大致都還是處在相互告知，相互學習的階段，相互參照沒有

條件浮現。但是這次會議，舉例來說，在無意中白樂晴教授的分斷體

制論儼然成為理解兩岸關係最為主要的參照點，而他本人也把兩岸經

驗與韓半島的差異帶入他討論的議程。白永瑞在會議最後提出，未來

我們可以就分斷體制與丁乃非提及分裂國家（partition）的差異，組織
會議來討論，這或許意味著我們開始找到了亞際之間深化相互參照的

方法。印巴與新馬的分裂，與南北韓、南北越的分斷，對於兩岸問題

或許會有產生新的知識生命。至於沖繩，狀況也許並沒有像池上想像

那樣的糟，主要是與會者對於沖繩的不熟悉不敢亂發言，但是對有些

參與會議的人來說，此次會議最大的收穫就是沖繩進入了他們的視

野，以後會繼續關切。例如，清大台灣文學所的研究生陳運陞參加了

兩天的會議，會後表示這次能夠聽到沖繩的狀況，像是開了扇窗戶，

收穫很大；台社的成員李尚仁也表達對於沖繩的高度興趣，而魏玓在

回應富山時也會將沖繩與日本關係來參照蘭嶼與台灣的關係，不能不

說是新出現的地理想像。

我個人曾經在過去一再的強調，在過去的一兩個世紀中，因為殖

民帝國主義史，第三世界地區的參照體系只有西方（歐美）經驗，這

樣近於荒謬的單一化是知識上最大的危機。在此意義下，亞洲是不是

實體不是重要問題，而是它提供給不同參與在這個亞洲過程的主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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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想像的靠岸點，能夠上岸後去深化對於當地歷史的理解，成為自己

的參照點、線、面，從而才能對於我們自己的主體性有更為多元的認

識，成為自我轉化的媒介。唯有積極的尋求認同對象、參考座標的多

元移轉，我們才有可能脫離妒恨式的去殖民運動，不再負面的面對過

去，不再為強勢的帝國主義認同對象所綁住。但是，這樣聲嘶力竭的

呼籲，聽來都只是喊口號，過去十幾年來，很少能夠具體的體現在無

數的會議場合中。作為會議組織者，我認為這正是此次會議最大的成

果。

其實，任何會議，對於討論的主題，每個人進入的歷史時間不

同，進入速度與身上有的資源也不同，期待也就會不同。失敗的會議

讓人沮喪，想要趕快逃離，趕快忘記。人們開完會感覺不錯，主觀認

為沒有浪費時間，那就是個不錯的會議。如果走出會場有

empowerment的感覺，激發了新的想法，新的合作方案，找到未來繼
續行動的方向，那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聚會了。但是，也必須坦白的

說，這樣的結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2008年 6月於新竹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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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最高聳的大樓，最沈重的記憶

2007年 4月 28日，
世界第一高樓 Taipei 101
緊臨信義路大門的前

側，拆除施工鷹架後，

豎立七面交錯安置、各

三米高二米寬的彩色琉

璃牆所組成的紀念碑，

以七巧版的活潑造型隨

機拼湊成牆面，正反都

鏤刻著透亮的文字，鮮

麗的色調入夜後點燈更是耀眼顯目（見圖 1）。總計長達十餘公尺的紀
念碑，像街頭的裝置藝術，也像是高樓的探照燈，引起絡繹不絕的逛

街人潮好奇駐足，貼近透亮的彩色磚瓦，辨識鏤刻其上的文字，密密

麻麻竟是上萬個人名，平凡普通一如你我，有的甚且是羅馬拼音的外

籍人士⋯⋯

這些是什麼人呢？為什麼被這麼重要地對待啊？圍觀者帶著一點

好奇一點深思，穿越七塊斜側並置的琉璃牆、穿越成千上萬的姓名、

穿越菱形方形三角形的色塊，轉到距離 101繁華商場最近的第一塊琉
璃碑上，碑文以中英文書寫：「從這裡，延伸出去的每一片段、每一角

落，都有勞動者用生命刻劃的軌跡。」再往下，你又再度看見姓名，

以及姓名背後的故事：「獻給所有親身參與 TAIPE I101的伙伴，並紀
念工殤往生的林建成、孫同英、陳又禎、陳信陽、陳錦水、張達

全」。

這是一個有故事的紀念碑。林建成、孫同英、陳又禎、陳信陽、

陳錦水是 2002年 331大地震時，從搭建中的 101大樓職災死亡的工
人，一年後，張達全在大樓電梯作業感電往生。紀念逝者，同時感謝

將近萬名曾經參與 Taipei 101大樓建設的勞動者，不分藍領、白領，
無論本籍、外籍，都在後面六塊琉璃碑上佔有同樣空間。這些人可能

圖 1：台北 101前的彩色琉璃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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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設計者、工程師、行政秘書，可能是鐵模工、電鑬工、清潔婦，也

許是來自花蓮的原住民，也許是飄洋過海的泰籍勞工，而你腳下的石

磚、步道，都有他與她勞動的刻痕與成果，承載著你行走、逛街、趕

車、辦公的步履。雖然你一直以為與你無關。

如果觀者再有耐心一點，漫步瀏覽這些號稱隨機擺放、沒有先後

次序的名字，你可能會先狐疑：羅馬拼音的姓名佔不到十分之一，怎

麼可能？為了降低成本，一般營造工程多半會爭取到三分之一的外勞

配額且必然滿額聘僱，開工六、七年來累積聘用的外勞絕對遠超過這

個數字，顯然外勞姓名只是聊備一格，即便是在一個難得公開肯定勞

動貢獻的紀念碑上，也只是象徵性出現，邊緣的位置如實反映外勞在

台灣的現況。再敏感一點，你也許繞回第二塊碑從第一個名字找

起⋯⋯沒錯，最容易被辨識的，正列在第一排：陳水扁、馬英九、陳

敏薰、陳定吾⋯⋯這當然不是隨機，而是刻意安排。一座看似謙遜、

親近的紀念碑，以成千上萬勞動者的姓名為主軸的紀念碑，Taipei 101
大樓還是偷渡了他們真實的想法，同時也反映了現實的位階：執政者

與出資者總是並列最高位。

最後，你走到最後一塊琉璃碑的反面，像落款般一排排具名列出

大樓的土地所有者台北市政府、承包營運的聯合財團、建造工程廠

商、設計事務所、以及數個投注心力、參與建碑的工運團體。沒有多

餘的陳述，但著實突顯鮮明的合作意象：出錢、出力、共同參與建造

紀念碑的社會力量，標榜這是由勞、資、政合力打造的紀念碑。當然

有部份較熟悉工運脈絡的人，看見本土財團國泰企業、國際資本熊谷

營造，與抗爭性格濃厚的工傷協會
1
、工委會 

2
 併列，可能會忍不住笑

出聲來：多麼諷刺啊，這些職災記錄惡名昭彰的大財團，不久前才被

工傷協會協同職災工人持續地激烈抗爭呢！

1   全名為「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組織成員為職災致殘工人、亡者家屬、及職業
病患者。

2   全名為「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1992年因基客工會罷工而促成各工運團體（含
工傷協會）結盟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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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塊琉璃碑組成，紀念工殤
3
，肯定

勞動，以「伙伴」
4
命名。

諷刺的是，向基層禮敬、平實入土

的伙伴碑，相對應的卻是一個誇耀財

富、拔高競利的摩天大樓，一平一高的

不同造型恰好突出勞動與資本迥異的邏

輯（見圖 2）。資本追求最大化的利潤
與擴張，降低勞動成本是這個競技場上

存活的首要考量，於是降低勞安設施、

降低人事支出、層層轉包以逃避退休

金⋯⋯一步步都將勞動者往傷亡的邊緣

擠壓。而勞動的發展則要回到勞動者身

上，「勞動力」不能脫離「人」的主

體，無以量化計算，擴張反而是錯的、不健康、毀損的方式，並不帶

來循環培力，只帶來消耗。

高聳入雲的 Taipei101位於台北市信義計劃區的核心，是台北市政
府第一個與民間合作開發的大型 BOT專案，於 1997年由 14家企業聯
手組成的「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地上開發權，進行規劃

建造及後續營運。這座大樓挑高 508公尺，地上 101層、地下 5層，
是台灣建築界有史以來最大的工程專案，由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設

計，以諧音「發」的吉祥數字「8」作為設計單元，每 8層樓為一個結
構單元，彼此接續、層層相疊，外型好似竹節相架，每八樓環節處還

綴以銅錢象徵的裝飾。說到底，Taipei101大樓就是把貨幣的符號堆
疊、運用到極致，再包裝中國式的傳統如意，輔以玻璃帷幕的現代

3   「工殤」二字由工傷協會、工委會於 1993年首度提出，借用皇帝駕崩的「殤」字
以表示居高不下的職 災率導致工人嚴重傷亡，是國之殤。俟後職保法立法也直
接使用「工殤」入法，影響所及，主流媒體也逐漸挪用至重大傷亡事件，如風
殤、震殤、核殤⋯⋯

4   「伙伴」二字由工傷協會張榮隆提出，取作伙打拼、協力完工之意。伙伴立意良
好，但以台灣政治現實比喻，政黨輪替後號稱與原住民族建立「伙伴關係」，實
則卻是宰制、收編，也是「伙伴」的一大諷刺與警喻。

圖 2：工殤紀念碑與台北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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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交錯成一種既現代、又傳統、財運一路發的商場好兆頭，主建築

物各處還置放國內外藝術家的作品，以頂極的建材、不凡的品味展示

財富，意欲建立亞洲金融商業新地標。

這樣一個以誇飾、炫耀為主要意象，以辦公、商場為活動內容的

玻璃帷幕大樓，若要營造明亮先進的形象，對建造過程中的職災死亡

事件，當然急欲遮掩。但工殤紀念碑卻堂堂放置在主要大門前最醒目

的位置，將慘痛的工傷犧牲暴露在眾人面前，並謙遜地將創造的榮耀

歸給基層勞工，又是另一重矛盾的張力。同時，我們也在看似進步的

紀念碑上，處處看到勞資角力的破綻：如資方偷渡的「排名」第一

列，勞方堅持的「工殤」字樣。

這樣一個分明是由出資者耗費鉅資，但又建基在基層工人的死亡

代價上的碑，能夠給社會帶來什麼反思的意涵？

這個碑，死人與活人並置。

這個碑，犧牲與榮耀共存。

這個碑，掌握政治與資本的人裝扮成伙伴洋洋名列第一排。

這個碑，悲傷的眼淚包裝在七巧版的彩色琉璃下。一回頭就看

見。

紀念碑是糖衣？粉撲？遮羞布？還是暮鼓晨鐘？霧中燈塔？

鏤刻琉璃磚上近一萬名勞動者的姓名，是紀念碑的主體。此舉打

破過往只有出資者、政府首長、設計者在建築物落款的慣例，反倒將

「幕後的無名英雄」全數列名，包括那些用完就丟的外籍勞工。正面

的來說，伙伴碑肯定勞動者才是真正的創造者！立在象徵台灣經濟發

展的 Taipei101大樓前，更是意義豊富。
以 Taipei 101前的紀念碑為起點，我想回溯梳理我自己實際參與

其中的工殤運動的歷程
5
，聚焦在推動工殤紀念碑的行動中，反思集體

記憶、遺忘、詮釋的交互關係。紀念碑可能被收編，可能聊備一格，

可能被新政權拿去錦上添花，增加欺騙性，可能成為「遺忘的開

始」，可能被扭曲，可能增加仇恨、無助改變現狀⋯⋯但我更關心的

5   我自 1990年起專職投入台灣工人運動，1993年至 1995年任職於工委會秘書處，
1995年至 2003年擔任工傷協會秘書長，至今仍為該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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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來建立？誰來詮釋？誰來決定、篩選集體記憶？由上而下的定

性，為誰服務？由下而上的召喚，如何可能？個人／集體的記憶，如

何區辨？不可避免的掛一漏萬，不可避免的以偏概全，不可避免的既

定立場⋯⋯對話如何開啟？不斷開放的修改如何可能？

二、若我不願遺忘⋯⋯
紀念得以再現真實？或加速失憶？

維基百科裡對「遺忘」的說明是圍繞著「記憶」出現。人類的感

覺器官接收各式各樣的訊息，未必都留在記憶之中，「遺忘」讓人腦

的壓力減輕，得以空出位置保留重要信息，「相對於記憶是主動，遺

忘是被動的。就是說，人能夠主動選擇記住某件事，而不能選擇去忘

記某件事。」
6
這裡有個前提：我們先假設了記憶與發生過的事件必然

的、近乎亦步亦趨的相關連，遺忘正像是大自然的刪枝剪葉般，去除

不重要的蔓蕪，讓重要枝幹得以成長茁壯，甚且開花結果。遺忘是被

動的，不可選擇的，忘了就是忘了，彼長我消，物競天擇，忘了表示

不重要。

現實上，記憶並不全然複製過往，記憶會有意無意的篩選、遺

漏、甚至改寫，記憶會聚焦、放大部份而減縮部份，而這多半為了迎

合我們的內在需要，但無以檢驗，久了便如真似夢。更有意識介入記

憶的，多半是為了抵制「遺忘」，我們主動選擇要一再重現、複習、

反覆加強部份記憶，正是我們稱之為「紀念」的部份。藉著某些儀

式、物質，我們重複感受，以避免遺忘。

有的人，在家裡保持死者的房間、在餐桌上原樣準備他的碗筷、

遺照掛在牆頭、佈置一個溫暖的靈位、戴著他給的婚戒、堆放一個神

秘的留有她的日記與信件的角落、一個他所喜歡的葬禮、一件他所念

念不忘的遺志要代為完成⋯⋯記憶與紀念，飽含著存活下來的人的情

感與意志：不要忘記。不能忘記。不願忘記。

6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97%E5%BF%98&vari
ant = 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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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記憶的物質化呈現，我們有太多範本足以參考：遺照、墓

園、紀念碑、文物、牌位、書信、傳記、紀錄片、雕像、展演⋯⋯都

是存活的人的需求。我們向死亡尋求意義，以支撐生存的價值；我們

向過往追討力量，以確認現況的延續。

民間向來有自發性的紀念碑，特別是在風險天災特多之處。小漁

村的村民為無名女英雄立碑紀念，經過歲月流轉、添加意義而逐漸成

廟、成神，望海的女人死後昇華為護鄉的菩隡，建廟膜拜，以保平

安。或是遭受意外的港口工人、大地震造成巨大傷亡，鄰近居民立碑

誌之、祀之，以免作亂。金門島、基隆港、高雄港⋯⋯都找得到類似

的碑，對肉體死後精神不死的敬與畏。保安、或避亂，都富含功利作

用。

還有的是標榜模範、含富情感的紀念碑。不管是救人身亡的幼稚

園女教師、意外喪生的年輕學子、車禍往生的工程師⋯⋯在很多鄉野

小鎮裡，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自發性的紀念碑立在公共空間，也許是

公園、路邊、街口，但隨著都市化發展後，這樣的紀念碑也受到排

擠。無論是出於情感，出於功利，這都是普遍自發冒生的紀念方式，

捐錢出力將已逝去的人或物或事件，銘記下來。

為悼念勞動者因工死亡的紀念碑，從日據時代就留下不少，如瑞

芳「開鑿金礦犧牲者招魂碑記」、五結「二結紙廠殉職碑」、桃園「大

圳開鑿殉職者供養塔碑」，日、中文名字夾雜，是殖民者開拓、建設

留下的遺跡。二次戰後，國民政府帶著大批軍隊來台，直到冷戰開始

註定反攻無望後，軍隊人馬大量轉至道路開墾、山區拓荒，或輔導轉

業至國營企業。於是我們也在東西橫貫公路延路看到職災榮民的紀念

碑、石門水庫的「殉職員工紀念碑」、還有關山的台電員工殉職碑。

這裡，工殤碑多半在公共工程，當然有統治階層宣誓並記錄「拓荒」

貢獻的意義，但我們在行走中橫、日月潭時也不時會看見有部份紀念

碑不誇張、不矯飾、不佔太多空間，甚且有幾分草率地豎立在路邊，

可想見也許是工程結束後，同僚對逝者的一點心意，建碑留言，讓後

人知曉那個蓽路藍縷的艱辛歷程。無意間路過的人，看見了並感受那

點心意，今昔歷史就有關連了。

主流歷史裡，特別是經過大規模的傷亡後，紀念「過往」以型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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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政治作用，特別明顯。個別的記憶就由上而下被集中收攏

到共同的定性。這一類紀念碑的設立，多半在政權轉移時最多。新的

統治階層為鞏固自己地位的合法性、正當性，多半拿亡者作為加持，

紀念碑則以「抗敵」、「烈士」的犧牲形象出現，同時發揮對前朝的否

定、對今日政體的肯定的雙重作用。美麗新世界總是建基在血跡斑斑

的歷史遺痕上，「紀念」的作用同時也昭示：正因為之前的執政體系

太糟，透過抵抗、犧牲才有今日豊碩的成果，奪權的作用被置放在犧

牲的壯烈之後，共享榮光。在台灣，二次戰後由國民政府帶頭設立的

抗日紀念碑，或是解嚴後各地方政府於政黨轉換後快速催生的 228紀
念碑，都有濃厚的政治操作意味。

由下而上的紀念，反映素樸的願望與追思。但由上而下的紀念，

則充滿重塑歷史、定性未來的企圖。也就是說，愈被掌握權力的人所

操縱的、膜拜的「紀念」，我們愈要提高警覺。

更進一步，許多看似深刻反省的、贖罪式的紀念，也一樣陷阱重

重。文化評論家 Andreas Huyssen指出德國人因納粹屠殺後的反思、自
我救贖而大量操弄記憶與遺忘，在戰後五十年更是得了紀念狂熱，各

處蓋紀念碑、博物館，以作為自我救贖。但愈多的紀念碑只會讓過往

更不可見、更快被遺忘，人們通過遺忘而達到救贖
7
。紀念碑的操作，

像是兩面刃，要被記憶的初衷，卻可能達成集體的失憶，抹殺了個別

差異、同時也失去細節與真實，最後固著在被保持、定型的物質上，

反而造成真正的遺忘。

同樣以德國對屠殺猶太人的懺悔論述為例，倫敦大學視覺文化教

授 Irit Rogoff認為二戰後德國相關大屠殺的紀念碑、塑像四處林立，
看似是對戰爭的記憶與悔罪，其實反而以視覺的、可見的意象，替代

了不在場的被害的主體，歷史詮釋凍結在受害、被害的二元位置上，

再難以挪動，並且也相對讓其他戰爭被害主體邊緣化、消失不見
8
。也

就是說，主觀上的反思意圖，客觀上可能形成新的僵化與排斥。

7   Andreas Huyssen, 1999, “Monumental Seduction” in Mieke Bal at. Al. (eds.) Acts of 
Memory: Cultural Recall in the Present, pp.191-207

8   Rogoff, Irit, 1998, “Studying Visual Culture”. Visual Culture Reader, Routledge, 
pp.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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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紀念從個別的行為，擴展到集體的公眾行動、甚至是一統貫徹

的政策時，死亡與記憶的意義就更加複雜了。一再強化、演練的集體

記憶，成為歷史。而不被記錄的，終至遺忘，形成歷史的空白，像不

曾發生過。

這裡，我們可以預見紀念形式的雙重困境：通過物質形式或儀

式，可以決定那些集體記憶要被記錄與複習、成為歷史，但統一的定

性也對詮釋及記憶主體形成壟斷，也阻絕其他的可能性，間接抹殺個

別記憶。

詩比歷史更真實。任何可見的象徵、符號，都不可能再現真實，

而虛構的、想像的力量，反有可能導引到一個更多元、多樣、乃致竟

爾貼近真實的多重位置，而不是固著不變。對紀念形式的想像，也許

可以開放一個可參與、修改、對話、辨論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如何

貼近現實中最邊緣的位置、讓不同的聲音得以被聽見、不同力量的拉

鋸得以被看見，並得以攤開檢驗、促成改變，這也許才是真正的紀念

吧。

看見並承認限制，才得以尋求超越限制的改變，記錄過往、直視

現在。

三、經濟內戰在台灣：工廠如戰場，工殤即國殤

二次戰後台灣就未再經歷「戰爭」，但戰爭的威脅歷來就是統治

階層拿來恫嚇人民、換取選票的工具。一黨獨大時，強化對「共匪」

的疑懼以愚弄人民；二黨輪流執政後，又以軍購、嗆聲來操弄民粹。

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台灣人民不曾因戰爭死去一兵一卒，但不時活在

「備戰」的陰影中，以及耗資驚人的軍備支出年年向美國進貢。相對

來說，耀眼奪目的「經濟奇蹟」，背後卻是死傷遍野的血腥味。工廠

殺人比戰場殺人還要可怕！

在台灣，單是勞工保險領取職災死亡給付的名單上，從 1957年至
今就有近 8萬名勞工死於職災，逾 30萬人終身殘廢。這幾乎是一場看
不見煙硝的「經濟內戰」，職災陣亡人數甚至超過 228事件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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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倍之多
9
。每逢選舉，228暴行的罪責就再被操弄一次，但職災傷

亡的慘酷卻因其持續性地零星、個別化出現，而未被當作一椿「暴

行」（甚且被視為工業的必要風險）。於是，沒有人追究責任、檢討反

省整個生產結構的問題，個別的勞動者在工作中傷亡，被視為工作的

必然風險，唯有以保險降低經濟上的損失，或者以加強宣導來增進

「工安教育」。

從職業災害的因果關係來看，追求最大利潤、降低生產成本以求

取市場競爭力的經濟發展是社會共同種下的惡因，卻由個別職災工人

來承擔這個惡果，亡者家屬可以怎麼看待？社會又要如何面對？拉開

工傷的或然率：營造業的重大職災率特別高，大工程裡摔下來不死即

殘；原住民族、外籍勞工的比例也相對較高，這當然與他們被指派從

事的多半是高危險性工作有關。什麼樣的人非選擇危險工作不可？什

麼樣的人要走在鋼索上求生存？職災由誰來承擔？市場利潤由誰來收

割？工傷當然是個階級問題。市場經濟追求最大利潤，勞動成本、安

衛成本都率先被犧牲，這才是基層人民面對最大的威脅與不公。

若說是經濟內戰，資方（含國際資本）獲得最大利益，而勞方

（含外籍勞工）被推到受害邊緣，國家扮演什麼角色呢？政策為誰服

務？誰在付出代價？

當朝野仍陷在藍綠執政權的爭奪戰裡，每一個工作天，持續有五

名工人在台灣的勞動場上默默死去，近二十人因工傷斷肢截體。政黨

早已二次輪替，藍與綠的產業政策幾無二政，追求效率的經濟發展遠

遠凌駕於勞動安全的防線上，勞動政策更是全面向財團傾斜。近年

來，國營事業私有化、政府組織外包化、部份工時彈性化⋯⋯無一不

是藍規綠隨、加速進行。若說失業率節節攀昇是全球不景氣的結果，

勞動政策的全面緊縮只有雪上加霜，逼使工人在不穩定的雇佣契約

下，趕工、超時、過勞、操到死。「二個人薪水雇三個人做四個人的

事」成為當今勞工處境的最佳寫照！每個勞動者都成為工傷後備隊！

在重經濟、輕勞安的施政心態下，藍綠統治者完全同一個嘴臉，

9   228事件的死亡人數至今莫衷一是，沒有定論，這裡採用李喬的研究評估報告約
1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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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的國家藍圖裡，除了國號之爭，其他的民生議題都被邊緣化，

成為國政的支微末節，勞動安全更是全面消音。勞工安全衛生法實施

30年，檢查率一直無法突破 5%，照正常程序，每家工廠要等上 20年
才輪到一次勞動檢查，而公權力無法介入，更使工作傷病的預防成為

空談。單單以勞檢較為嚴格的公共工程來說，北高捷運、雪隧、高

鐵⋯⋯大財團包攬上億工程，執政者收割通車剪綵的美名，背後卻是

趕工趕出意外、職病不斷的受害工人。台灣人民一次又一次走在血跡

斑斑的道路上而不自知。

台灣長久以來對「發展」的迷思，都以資本擴張、加速建設為基

礎，以為促進就業、產業獲利能與全民共享，而職災、公害都是經濟

發展下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惡」。事實上，所有的經濟數據都已證

明，整個社會在環境的恢復、勞動力的損失、未來的安養照顧上，要

付出的代價更大，而個別勞動者及工人階級家庭的傷害，更是金錢所

難以彌補。職災頻傳導致工人屍橫遍野、工業污染造成土地及水源的

損毀，已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慘痛副產品。但公害與職病研究的連線未

共同匯整，台灣至今仍未建立職業病通報、調查、認定、補償體系，

罹癌、病痛纏身的工人討不回公道，預防的工作也無法推進。

我們所見證的社會現實是：個別資本家的積累的利益，與燒炭自

殺的失業工人之間，是一道毫無「共利」的鴻溝，要全民「共體時

艱」、單方面討好財團的政策，也只造就了無法管控的金權怪獸，跨

國界橫行無阻。

經濟發展不應該以勞動者的血肉之軀作為代價。八百萬的勞工及

工人階級家庭，要求得很卑微也很具體：「快快樂樂工作，平平安安回

家」。經濟發展應以勞動安全為前提，才是面對「經濟內戰」最重要

的省思。

四、推動工殤碑的運動歷程：
追悼工殤者，保護勞動者

每年逾一千名職災死亡工人的背後，是一千多個資源匱乏的勞工

家庭在承擔這些傷痛、困惑、及憤怒。他們或是失去一個壯年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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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或是走了一個晚上還在唸夜校的大姐、或是暑期打工的女學生、

或是剛退伍的年輕人、或是二個孩子的單親媽媽⋯⋯活著的人在措手

不及的傷痛中，喪葬、補償、勞資談判、勞檢等現實的問題立即排山

倒海而來。工殤家屬共通的處境，卻沒有共同的社會資源聯結支撐許

多人都在求助無門的窘境中，奮力、拼命而孤單地走過來。

我認識的職災工人，會對著電視上雪山隧道通車的剪綵畫面，狀

似若無其事地說：「我的右腳就是被雪隧的爆石毀掉的！」而工殤亡者

的家屬，則在路經市民大道時，對孩子說：「這個水泥柱是你爸爸蓋

的⋯⋯」個人的貢獻，不被社會承認，只能默默承受不被記憶的失

落，以及找不到定位的苦悶。

主流歷史不記載的，就由工人運動創造條件來承接工殤家屬的情

感與動能，以集體的行動挑戰歷史記憶與社會詮釋。這是我們
10
推動建

立工殤紀念碑的初衷，試圖在個別的勞資爭議、追償與立法行動外，

進行組織培力，促成社會反省。

1992年，工傷協會成立，組織職災工人，爭取勞動權益。當年的
「工人鬥陣大遊行」隊伍中，首次出現坐輪椅走上街頭的工傷者。隔

年，「工殤即國殤」的秋鬥宣言揭開工人遊行的序幕，現場由天主教

的神父與佛教的法師進行追悼儀式（見圖 3），三名工殤亡者家屬代表
在現今大安森林公園植下三株樹，當場數千名工人一一以黑石加印註

記，台灣工運首度提出「建立工殤紀念碑」的運動訴求。至 1999年，
以 428工殤日

11
進行國際連線行動，此後每年的 4月 28日都會以系列

活動推動工殤碑，連結不同的職災議題，提出具體的勞動政策訴求，

並組織工傷者及家屬以文化活動如音樂會、畫展、攝影展、或劇場演

出進行社會對話。
12

 

10   我們，指的是過去多年來與我共同在勞工運動上前進的同伴們。在工殤紀念碑
的議題上，特別針對工傷協會的亡者家屬與職災工人，以及工委會的工會幹
部、組織工作者。本文中許多運動觀點及行動策略，都來自集體的討論，我將
一併使用「我們」以取代「我」為發言主詞。

11   每年 4月 28日，來自全世界 168個國家的工人團體會進行 428工殤日國際連線
行動，主軸為「追悼工殤者、保障勞動者」（Mourn for the dead, fight for the 
living）。

12   詳見附錄一：建立工殤碑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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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工殤紀念碑

的運動歷程，大抵可

以從組織、內容、形

式、成果四個面向進

行基本的策略與意義

分析：

（一）組織是行

動的基礎。死亡太沈

重，失去親人的經

驗，太痛，碰不得。

缺手斷腳的工傷者還

可以在集體行動中愈挫愈勇、展現力量，但我們接觸的亡者家屬們，

撐著精神處理完理賠等後事，就多半退縮沈默，把傷心事收納冰封、

不願再提起。一直到 1999年，工傷協會承辦「台北工殤春祭」超渡法
會

13
，透過安全的、柔軟的宗教儀式，才召喚了扶老ā幼的家屬、白髮

的父母、素衣的未亡人⋯⋯共同面對死亡的記憶，追悼亡者，撫慰生

者。

原本沈默的家屬，藉由一個公開肯定工殤貢獻的法會上，個別的

傷痛才有了共同辨識與相認的基礎，慢慢討論、形成集體意見，並在

2000年正式組成「全國工殤碑推動籌備委員會」，推動後續系列行動：
超渡亡靈、建碑紀念、送入忠烈祠以國殤祀之。而工傷協會也全力展

開「工殤協尋」
14
，自力收集散落四處的工殤史料：有計程車司機遭乘

客勒斃、有十七歲的工讀生送貨被撞死、有建教生從鷹架上摔落過

世、有職災補償金額一律是最低工資的廉價外勞⋯⋯這是台灣的經濟

13   當年工運人士鄭村棋擔任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局長，以官方力量促成第一屆「台
北工殤春祭」，由工傷協會承辦。俟後幾年，工殤春祭由佛教超渡法會，擴大
與天主教、基督教、回教舉辦不同的追思儀式，召喚更弱勢的原住民與外籍勞
工。至鄭村棋離開市政府，工傷協會仍持續自力舉辨工殤春祭。

14   由於官方對職災死亡的統計，只有請領勞保給付的逐年累計數字。數十年來的
工殤亡者資料並無電腦建檔，工傷協會展開「工殤協尋」，自力收集名單與連
絡方式，至 2008年共累積四千多筆亡者名單。

圖 3：1993年秋鬥，工委會、工傷協會以「工殤追悼」
拉起遊行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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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史遺漏的一章——恰恰好也是最不忍卒睹、不該遺忘的部份！

（二）內容以建碑和政策並重。對多數台灣人來說，紀念碑經常

是執政者的錦上添花，太廉價又太抽象，缺乏「正面積極」的實質效

益。所以，推動工殤碑的過程中，同時也會輔以具體的勞動訴求：一

方面是整理勞動現場的真實經驗，上昇到政策層次與官方對話；另一

方面則以工殤日、工殤碑的抽象紀念意義，引發社會對勞動價值的討

論。

自 1995年起，工傷協會與工委會開始組織職災工人與工會幹部，
進行密集的草根立法工作，將工人切身的經驗與現有的勞動法令作對

照，草擬工人版「職災勞工保護法」（以下簡稱職保法），再廣邀醫

界、法界、學界的修正意見，送進立法院，展開為期七年的立法行

動，動員、勞教不計其數，逼使行政院也草擬官方版送入立院併案審

查，終於在 2002年公布實施，成為台灣第一部由工人草根立法、無中
生有的勞動法案。法案的主要內容，多半與補償給付、長期照顧、工

作權、勞動檢查、訴訟舉證、外包承攬等具體需求有關，唯在第 39條
明訂「政府應建立工殤紀念碑，定每年四月二十八日為工殤日，推動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其他相關政策的提出，多半與當年重大的職災抗爭事件有關。如

1998年的台北捷運潛水夫症連續抗爭二年，促成異常氣壓作業標準的
修改、放寬解釋勞保職病給付。又如，2001年的 RCA員工集體罹癌
案，突出跨國企業在台灣留下的嚴重公害、職災問題，重新檢討高科

技電子業的有機溶濟危機、及台灣職業病鑑定體系與勞保給付的不

足。還有，2003年，朝野都在討論修憲，我們提出「勞安入憲」，要
求建立「全國勞動安全保護網」。

（三）形式是開放討論的可能。工殤紀念碑到底該長什麼樣子？

可以是一個空間、一面牆、一道光影、一株樹、一個移動的街頭裝

置、一個簡單的動作與象徵可隨人四處遊走⋯⋯不論物質固著的形式

是什麼，工殤既然持續進行中，這個紀念的意象，就該是一個開放討

論、修改的「未完成式」。

工殤碑可以是保留重大職災意義的廠區，如 1996年蘆竹鄉永興爆
炸案幾成廢墟的廠區、或 2001年已確定成為永久污染區的 RCA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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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都是台灣經濟發

展中很重要的工殤記

憶，人們可以進入一

個實體的空間，置身

勞動現場體驗。工殤

碑可以搭配熱門新聞

話題，如在 1999 年
總統府前廣場更新設

計時，我們主動拜會

台北市長馬英九要求

將全國工殤碑納入規

劃；或 2000年八掌溪事件震驚全台時，要求工殤碑留下警訊並記錄四
名河床作業工人的勞動環境。工殤碑可以是一個開放的動態街頭藝

術，如 2003年數百名工人在總統府前以巨幅的大型黑布幕，參與拼貼
有名有姓的工殤人形，以活動的、開放的、參與式的裝置藝術立碑悼

念（見圖 4）。工殤碑更可以是一種「隨處可見」的符號，如 2002年
我們曾提出死一名工人植一株木棉花、或所有工人在 428工殤日點
燈、不加班、以紅絲帶互打「平安互助結」

15
⋯⋯讓集體對「紀念」的

想像，回到個別的人與事件，可以不斷反芻、機動參與。

（四）成果正是爭辯的開端。首度經由工人抗爭而獲致的紀念

碑，是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付出健康代價、在談判賠償時堅持爭取

來的。1999年於捷運台電大樓站、2000年於江子翠站建潛水夫症紀念
碑（見圖 5），因罹病工人都仍健在，不留姓名，但在黑底金字的紀念
碑上，記錄抗爭歷史，意義非凡。2002年職保法實施後，勞委會即動
用 1200萬元在高雄勞工公園建碑，火速在一年內完成動土、招標、設
計、完工，由總統親自南下揭碑的舞台就花了 132萬！把嚴肅的工殤
紀念全數移作官方政績。2007年，台北市政府也在二個月之內就於職

15   「互助平安結」由工傷協會與亡者家屬共同討論而出，以紅絲帶在手指或手腕、
身上打出平結，作出單手臂前伸、再返回胸口的簡單動作，每年的 428工殤日
行動都由參與者共同作出手勢為結尾。是工運中發展出象徵勞動安全的手勢。

圖 4：2003年總統府前的工殤碑裝置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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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中心立碑紀念「外

勞工殤」，立意雖

好，卻完全缺乏社會

討論與參與的過程。

這都是「官方紀念

碑」廉價消費社會運

動的成果。

回到本文最初提

及 的 Taipei101 伙 伴
碑。2002 年，331 大
地震造成在 Taipei101大樓工作的五名工人死亡，這棟大樓內設有全台
灣最具防震效果的風阻尼器，但工人天天使用的塔頂天車卻沒有安全

的防震係數，地震一來，頂樓兩具塔式吊車就因螺絲鬆脫而斷裂墜

落。由於這個悲劇引發的社會壓力
16
，才促成官、資、勞三方共同決議

在這棟象徵政經集中的超高大樓前，設立工殤紀念碑。這成果固然是

部份來自工運團體的長期努力，但第一高樓的形象顧慮、官方勞動檢

查的強力介入，也是因素之一，並非工人實力與社會討論的條件俱

足，所以建碑的過程歷時五年、共四十餘次討論會議中，不免有許多

的衝突、爭執、與妥協。

從意象、選址、造型、色彩、材質、文案、命名、排列順序、資

金來源⋯都是建碑必需面對的複雜過程。由於資方一再迴避工殤意

象，最後勞工團體
17
主動要求把工殤紀念擴大為肯定所有的勞動者，列

名所有參與大樓建設、設計約一萬多人，這樣，亡者的姓名列其中，

也有了集體支撐的意義。而由設計師提出「七巧板」的美學概念，以

16   四十餘個勞工團體聯合向台北市政府陳情，要求大樓業者在世界第一高樓前建
立全國工殤碑，北市府勞工局也加強對工地的勞動檢查，迫使資方很快承諾建
碑，勞資政共組建碑委員會。

17   建碑訴求來自四十餘個工運組織連署推動，由工傷協會張榮隆、利梅菊、賀光
卍、楊國楨、賀光綺、顧玉玲、黃小陵，工委會吳永毅、王耀梓，北市產總賴
吳明代表，出席與資方共組建碑委員會，長達四、五年持續協商 Taipei 101工
殤紀碑碑的選址、材質、設計、碑文、經費等。工傷協會並於會外不定期諮詢
工運人士鄭村棋、台大城鄉所夏鑄九教授的意見。

圖 5：捷運江子翠站潛水夫症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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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色彩、形狀拼湊成一系列的整體意象，這種親近一般民眾記憶、

兼具活動性與創造力的意象，正符合我們對勞動的想像。至於姓名排

列最後以陳水扁、馬英九起始
18
，最後壂底的是工委會、工傷協會、北

市產總，也頗富象徵意涵。我們願意以集體的名義被放置在最後面，

承擔台灣最弱勢的傷痛，而資方在未經討論的狀況下，偷渡官方與大

老板的搶先「排名」，也只反映了財團意欲討好政治人物、突顯出資

者的心態。官商靠攏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現實，紀念碑也不過是

如鏡映照、承接現時現地複雜的政治關係。

我只記得，Taipei101大樓前的紀念碑正式點燈當天，陳思勳在第
一塊琉璃碑前注視良久。他的弟弟陳又禎五年前由置身雲端的高樓墜

落地面、屍身幾乎無以辨識，那時，又禎新婚的老婆才懷孕三個

月⋯⋯這些年來，陳思勳經常是眉頭緊鎖，現在，七彩的琉璃光影映

照在他的白襯衫上，他說：「等又禎的孩子再長大一點，一定要帶他來

看。」

五、「戰爭」、「紀念」的多重矛盾

工殤碑挪用「戰爭」的概念，導向「紀念」的反思，意圖顛覆主

流價值。但實際操作過程中，也可能因為借力使力的不當，而導致被

廉價收編、或遭簡化搪塞。這正是處理「歷史記憶」所不可避免的多

重矛盾：

（一）是補充歷史空白？還是指認暴行？

歷史空白的部份，正是選擇性被遺忘的部份。

如果歷史上欣欣向榮的十大建設、世界地標的 Taipei101，都正在
建構集體的台灣記憶，那麼，塵肺症老礦工、關廠失業工人⋯⋯的記

憶與歷史在那裡？台灣工運在 1993年正式提出「工殤」二字，將封建

18   Taipei 101資方說法是，台北市政府是大樓的地主，1997年對外招標時陳水扁
是台北市長，而大樓完成使用時是馬英九擔任市長。陳、馬二人代表台北市政
府的對 Taipei 101建設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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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中只有皇帝駕崩才能使用的「殤」字，挪置到工人集體傷亡的勞

動現實，要求社會正視因經濟發展下屍橫遍野的勞工血淚，對工殤亡

者以國殤待之，甚至要求將工殤亡者送入忠烈祠，以國殤祭祀。

追溯忠烈祠被建構起來的社會意義，多半是為了國家利益而強調

戰死沙場、為家國犧牲的榮譽感與正當性，在日本更有靖國神社成為

軍國主義的粉撲，以昇華、神聖化的護國之神，粉飾軍事擴張造成死

傷累累。而在反戰已成為普世價值的今日，忠烈祠也許應該重塑、開

放另一個社會認同、追悼、與反省的意義。視工殤為「經濟內戰」，

才得以上昇至國家責任、公開紀念的層次思考。這裡，挪用「戰爭」

的概念，正是要挑戰資本主義社會裡對「經濟發展」理所當然，突出

惡質的資本競爭犧牲工人性命的結構性問題，而外勞亡者也一併進入

本地忠烈祠，更足以彰顯不分國籍的工人為台灣經濟發展壂基。

建碑、祭祀，這些看似保守的行動，無非是要讓無所不在、卻視

而不見的「暴行」被指認、反思，將過往創痛的經驗，轉化為對未來

的警覺。唯有歷史沒說的部份被指認出來，弱勢者才有發聲的機會，

現況才有改變的可能。

（二）是肯定犧牲？還是揭露矛盾？

資本的積累與流通早已跨越國界，而工殤犧牲也同樣無國界。將

戰爭神聖化的，多半伴隨著建立國族的想像，政權轉移或擴張都需要

犧牲者，而紀念先烈正是鞏固現狀、或催化更大的擴軍。子安宣邦以

日本靖國神社為例，指出「戰爭之國即為祭祀之國」，祭拜戰死烈

士，正透露未來擴張軍事的野心。
19

順著這個提醒，若建碑紀念表示肯定工殤貢獻，是不是隱含了鼓

勵犧牲的意含？正面表揚資本擴張的手段？肯定個體的勞動付出，竟

成為鼓勵現有生產關係的持續運轉？而為工作付出生命代價，也可以

使用負責、效忠、誠信等說辭以鞏固現狀。這是紀念的內在矛盾。

19   子安宣邦，2007，《國家與祭祀》，第十章〈戰爭之國與祭祀之國〉，新華書
店，p.16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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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建碑紀念是帶來進步的反思與檢討，「對社會有貢獻」就不可

與「對特定企業有貢獻」混為一談。我們肯定勞動創造價值，勞動者

的付出帶來所有人的便利與生產成果，但企業利潤歸私人所有，這正

是要追究獲利者、受害者不同的社會位置，以及其代表的階級意義。

若以戰爭為例，我們感佩民族英雄，肯定烈士犧牲換來國泰民安，但

我們如何面對為私人利潤積累而犧牲的受害者？我們肯定勞動創造價

值，同時也要指出：為擴大利潤而忽視安全的勞動環境裡，危機四

伏，致令每個勞動者都成為工傷倖存者！這真的是我們要的「發展」

嗎？共同利益的基礎在哪裡？而徹底揭露結構的矛盾、不公，才是紀

念碑帶來最大的社會意義。

（三）如何抵抗政治收編？借力使力的侷限！

紀念碑可能被執政者廉價收割，如職保法公布實施後，高雄市、

台北市即先後動用公共資源，在極短的時間內火速建立工殤碑，由新

上任的行政首長風光剪綵，以示關心勞工。或者，紀念碑也會被加害

者拿來當作道德擋箭牌，如高鐵、雪山隧道因趕工導致職災連連、引

發工運團體抗議後，主事者即主動宣佈將於完工後建立工殤紀念碑
20
。

建碑竟成為最事半功倍的政治加分題！這種由上而下、未經社會

討論、當事人參與的「紀念」行動，可預見地都會印證 Andreas 
Huyssen所觀察到的集體失憶危機

21
。但這也正是社會力量不足時，不

可避免的附帶效應。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會正面以建碑回應民間

訴求的，還是以公部門（高鐵、雪隧、與 Taipei101大樓都是公部門的
BOT案）為主，畢竟是公器在手，不得不回應社會壓力。而一般私人
企業，以賺錢為主，尚無動於衷。

借力使力，不過是看見條件與限制。而歷史記憶的多重解釋空間

也正在此，紀念碑永遠不會是完成式，唯有回到現實脈絡中爭取與退

讓，至於行動過程中捲動了什麼力量，促成了什麼樣的爭辯，恐怕比

20   見附錄一，推動工殤碑大事記，2005年、2006年紀事。

21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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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碑完工更有意義。

（四）寬恕與改造的出路在那裡？

紀念碑如果重新召喚記憶，必然也要牽涉到定性、詮釋、與歷史

意義。工殤建碑宣言
22
這樣說：「建立工殤紀念碑，既是肯定亡者的貢

獻、撫慰家屬的傷痛，更是超越傷痛、寬恕過錯，共同追求一個平安

勞動的新世界！」

這裡明顯出現一個跳躍的轉折：從肯定貢獻、撫慰傷痛，直接進

入「超越」與「寬恕」，然後導向「新世界」。若沒有清算、反省、審

判，何以越超、進而寬恕？現狀該不該改變，如何改變？為什麼改

變？都必須討論清楚，新世界才得以重建。但運動上邏輯的跳躍，當

然是顧慮當下社會的接受度，工殤如此沈重、慘烈，我們勢必站在一

個相對寬容的立場，才能拉出一個比較善意的社會對話空間。

公開的紀念得以承擔社會的記憶與情感，個別的創傷也唯有在集

體中獲得釋放。若要談「寬恕」，我以為，寬恕必須是受害者拿到權

力，真正掌握決定權時，寬恕才有對等的作用與意義。但個別的工殤

家屬要寬恕誰？那個永遠看不見的大資本家？還是執行趕工命令的小

工頭？寬恕原就不該落入個人的抉擇，而應是開放社會的檢討與反

思，面對更根本的結構性困境。

刪除政治人物在橋墩上的題名、去掉出資者在廟柱上的芳名錄。

想像中，如果，每一棟大樓上、每一座橋樑邊、每一個隧道前、每一

個火車進站處⋯⋯都有一個簡要的工殤亡者標示，不必誇張、沈重、

觸目驚心，只是保留印記，讓路過的人知道一切行走的便利都來自勞

動者的血汗貢獻。我這樣期待，不同的歷史記憶會翻轉人們對事物的

價值、對人與人關係的看法，一個「人比物更重要，勞動比資本更有

優先權」的新社會，才因此值得期待與努力！

22   全文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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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工殤紀念碑推動大事記

1992年，工傷協會成立，集結職災工人，爭取勞動權益。台灣職災工
人首度坐輪椅參與街頭遊行。

1993年，發表「工殤即國殤」秋鬥宣言，在大安森林園公開悼念活
動，以「台灣經濟工人血」為題，要求政府建立全國工殤紀念

碑。

1995年，協助抬棺抗議的台化新港氣爆案亡者家屬，對抗台灣經營之
神。組織職災工人、工會幹部密集討論「職災勞工保護法」草

根立法工作。

1996年，舉辦「工殤顯影Ⅰ」攝影展，出版《工殤》一書，記錄台灣
工傷故事。

震驚全台的蘆竹鄉永興爆炸案造成工人 10死 49傷、廠區幾成
廢墟。工傷協會組織亡者家屬抗爭，並要求保留職災廠址為工

殤博物館、建立工殤碑。

1997年，工人版「職災勞工保護法」送入立法院，獲逾百個社團連署
支持，跨黨派 104名立委提案。

1998年，組織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抗爭二年餘，促成相關勞安、勞
保政策的修改，並破天荒取得台北市政府承諾於捷運完工後分

別於捷運台電大樓站（1999年）、江子翠站（2000年）設立工
殤紀念碑以誌之。

1999年，正式加入 428工殤日的全球連線行動，提出訂定 428為全國
工殤日的訴求，促台灣官民合作加入聯合國所屬的 ILO（國際
勞工組織）。

承辦「台北工殤春祭」，連續四年。

組織東埔原住民臨時工抗爭，突出部落原住民工殤問題。

針對台資在大陸連續爆發重大職災案件，要求勞委會制定「台

商海外投資監督準則」。

2000年，成立「全國工殤紀念碑籌建委員會」，全面展開「工殤協
尋」，自力收集歷年工人死亡記錄，並由勞工、婦女、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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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界、醫界等連署提出工殤碑「建碑宣言」，要求將工殤碑

納入總統府前廣場規劃。

與國家交響樂團合作，舉行「撫慰傷痛，平安勞動」音樂會，

工殤亡者家屬與黑手那卡西登上國家音樂廳，演唱「伴隨一生

的傷痕」。

協助花連一號 14名船員失蹤案，呼籲海上勞安。
2001年，428主題鎖定「台灣綠色矽島的黑色危機」，以美國 RCA廠

來台 25年造成千餘名女工罹患職業性癌症的案子，進行國際連
署，赴美向跨國資本追討職病與公害賠償。聚焦台灣電子產業

有機溶劑中毒的問題，要求將已嚴重污染的 RCA桃園廠區設為
工殤博物館，以作為勞安與環保的警訊。

台電外包工人職災案，促外包承攬的職災責任不得轉移。

2002年，331地震造成施工中的「台北國際金融大樓」（後改名
Taipei101）五名工人自塔頂天車摔落地面死亡，勞、資、政三
方共同發表建立工殤紀念碑聲明。

 4月 28日，工委會、工傷協會推動七年餘的「職業災害勞工保
護法」公告實施，法令中明訂政府應建立工殤紀念碑，並訂定

428為「全國工殤日」，成為全世界第五個訂立工殤日的國家。
同日，聯合國正式宣佈 428為國際工殤日。
舉辦「跨宗教‧跨國籍全國工殤春祭」活動，與全世界 165個
國家共同舉行「希望之光」428國際連線行動，追悼工殤日、
保護勞動者。

組織工傷者、亡者家屬組成「工殤畫會」，舉辦台灣首次工人

美術展「木棉花開了」，出版《工殤畫冊》。

2003年，勞委會動用職災保險基金於高雄市勞工公園設立「工殤紀念
碑」，正式揭幕。同一日，工人團體於總統府展開「工殤碑」

街頭行動，以集體參與、互動的創意建碑行動，反諷官方版缺

乏社會討論，並要求建立「全國勞動安全保護網」。

舉辦「工殤顯影Ⅱ——家族陰影」攝影展，展出家屬與亡者遺

照的「全家福」，出版攝影集。要求工殤亡者應送入忠烈祠，

以國殤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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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組織台灣「過勞症」工人，舉辦國際研討會，要求過勞症納
入職災給付。

至總統府要求勞動安全應納入修憲。

工殤搖滾音樂劇「阿勇的天空」公演，由工傷者與亡者家屬共

同演出。

2005年，體檢「職災勞工保護法」，要求增列職業病給付。
台灣高鐵承諾，鐵路完工後將為 33位工殤亡者在沿線建碑紀
念。

2006年，至宜蘭抗議雪隧提早通車的風光剪綵是為了選舉政績，不當
趕工卻犧牲了 13名本外勞工殤死亡。要求高職災率的廠商不得
承包公共工程。

交通部公開表示，雪山隧道口將為罹難員工設立工殤紀念碑。

2007年，Taipei101大樓前工殤紀念碑公開點燈揭碑，紀念六名職災死
亡勞工，並鏤刻萬名勞動者姓名，含藍／白領、本／外勞，由

勞、資、政三方耗時 5年、計 40餘次討論會議，共同完工，以
「伙伴」命名。

台北市政府在職訓中心設立「外勞工殤碑」。

資料來源：工傷協會歷年相關新聞稿／整理製表：顧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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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撫慰傷痛，平安勞動：工殤建碑宣言

在台灣，每一個工作天就有五名勞工因職業傷病死亡，近二十名

終身殘廢⋯⋯不計其數的罹災工人為經濟建設付出了性命代價，卻沒

有獲得社會的正面肯定與回饋。

原本賴以維生的勞動現場，卻成為奪去生命的刑場。他們或是在

理容院打工的商職夜校女學生、或是配合工廠超時加班的沖床老師

傅、或是鋼筋綁得紮實又愛唱歌的阿美族兄弟、化纖廠裡被安排擦洗

重大機檯的建教生、等著當兵的快遞小弟⋯⋯經濟發展的成果由全社

會共享，不計其數的工殤亡魂，卻被掩蓋在「無名英雄」的牌位下，

失去姓名，不被記憶。

一個不懂得反省的社會，是遺忘與貪婪的社會。在台灣，228紀
念碑的設立是政治受難者平反的艱辛歷程，而工殤紀念碑則是還給經

濟受難者應有的肯定與追思。集體的、公開的悼念，將提供整個台灣

社會一個共同思考的機會：勞動者的人身安全，是規劃產業發展的必

要前提；我們期待一個「人比物更重要」的經濟建設！

將過往創痛的經驗，轉化為對未來的警覺與珍視，這才是對生命

最大的安全和庇護。建立「工殤紀念碑」，既是肯定亡者的貢獻、撫

慰家屬的傷痛，更是超越傷痛、寬恕過錯，共同追求一個平安勞動的

新世界！

宣言起草單位：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連署團體／個人：至 1999年 4月 28日止，已有百餘個社運、工
會團體，及三黨立委、職業病醫師、律師、學者、牧師、法師、神

父、文化工作者⋯⋯等逾千人，共同發起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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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願安居太師椅上，空作誤民的計畫，才到農民生活裏去找

問題，去解決問題，我們希望拋下一切東洋眼鏡、西洋眼鏡、都市眼

鏡，換上一副農夫眼鏡。
1

——晏陽初
2

引言

「象牙塔」與「泥巴牆」向來代表著「高等學府」和「農家院

落」，分別象徵著精英／知識的「陽春白雪」和平民／生活的「下里

巴人」。二十世紀不同時期的幾波「知識份子」開始一次次地走向民

間
3
，以不同形式的「走出」前者和「跨進」後者進行了難得的突破並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在這個至今仍進行的運動中，象牙之塔的環境

和泥巴牆裏的人們都已經發生了不少的變化，「走出」是否意味著完

全的拋棄？「跨進」是否意味著使命的完成？在一出一進的過程中，

是否更需要反思「象牙塔」和「泥巴牆」兩者本身的問題以及我們對

它們的想像。對筆者來說，它意味著更多問題的開始。

除了在行動精神和對傳統知識份子定位的挑戰外，晏陽初先生等

同仁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勞工營，盛於民國期間的華北、華西鄉

村，最後傳播範圍達自海外諸國的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運動為我們留

下的，還有十分豐富的農民教育及知識份子如何參與社會行動的操作

經驗。比如，他對知識份子（外來者）與民眾關係的認識：

我們有兩個發現，那是真正的革命。其一是我們學會了評價農

民。多少個世紀以來，我國的農民從未受過教育，這被認為是天

經地義的事情。但是我們發現農民所缺少的不是頭腦，而是機

1   晏陽初著，宋恩榮主編，〈在歡迎來賓會上的講話〉，選自《晏陽初全集》第 1
卷，198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 221頁。

2   晏陽初（1890-1990），近代中國著名教育家，一生致力於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
家的平民教育及鄉村建設運動。

3   據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的說法，從「五四」以來至今，共計應有六批大規模的知
識份子「上山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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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是我們發現了所謂「苦力」的巨大力量。我們的另外一個

發現同樣令人吃驚，那就是認識到我們自己——知識份子的無

知，並且受到了我們自己農民的教育⋯⋯
4

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實踐奮鬥數十年後，晚年晏先生的這段總結

至今仍可以成為我們這些後來者開始行動的出發點。

在具體的操作上，晏先生對定縣等試驗區整體工作的設想：以各

種層次的培訓教育為訓練「種子（帶頭人）」及普通民眾的手段；以試

驗區建設為「選擇、確定和驗證」培訓教育內容的「中試車間」，同

時試驗區也是培訓成果的實習、示範和檢驗場；而在培訓和試驗的整

個過程中，都有非常細緻深入的觀察、研究和總結，對這種行動中的

研究，他當年是這麼認識的：

我們的研究不是為研究而研究，乃是為事而研究。又可分做三點

說：一是為問題而研究，二是為實施而研究，三是為訓練而研究。
5

這種研究不只是為了研究者個人（團體）的需要，還考慮當地人

（被研究者）的需要，一方面與他們共同計畫共同行動，同時研究者

在這個過程中不斷進行總結、反思和調整，並及時將結果回饋給「共

同的行動」，行動者與行動對象互相影響。正是這種研究，如果和試

驗結合起來，則為培訓和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和實踐中產生的鮮活

案例；如果和培訓教育結合在一起，則為試驗區提供了各項建設的理

論。而研究、試驗、教育培訓三者緊密結合，就是「定縣實驗」的最

終目的——雖然花費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但取當年中國社會的千分

之一為單位（當時中國總人口為四萬萬人，定縣剛好為四十萬人），

參考自然科學的一些方法，以實際社會生活取代書齋為參與單位（社

會實驗室），在努力帶上「農夫眼鏡」的「農民化」過程中，反省知

4   晏陽初著，宋恩榮主編，〈關於鄉村改造運動的總結〉，選自《晏陽初全集》第
2卷，1992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 401、402頁。

5   晏陽初著，宋恩榮主編，〈鄉村運動成功的基本條件〉，選自《晏陽初全集》第
1卷，198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 3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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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份子及知識本身的問題，總結各種困難及可能的改進辦法，進行建

設性的行動實踐，同時以「研究、培訓、實驗」來將參與的成果鞏固

下來，和農民們一起，形成文字和經驗，進而在更大範圍內進行推

廣。

當然，這樣一個大膽而「有野心」的設想也遭到很多方面的批

評。但其中將行動、研究和試驗相結合的做法，卻對我們這些希望能

在行動層面上做出更多參與的普通知識份子來說，確實具有較大的借

鑒意義。

幾十年後，伴隨著各種思潮的引入，「行動研究」也進入了國內

各高校研究者的視野，「為行動而研究、在行動中研究、由行動者研

究」、「與研究對象共同參與」、「研究者學會反省」開始成為了一個

新的研究方法，更成為挑戰我們如何看待研究，研究如何有用，如何

處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關係，研究如何能更直接的參與社會變革等棘

手問題的新思維。

作為一個參與當代鄉村建設實踐的後來者，藉著鮮活和親歷的各

種案例，我也嘗試沿著前輩的思考，利用批判教育學等理論和行動研

究方法進行一點階段性的總結和反思。

一、培訓總結

作為一所為當代農民帶頭人提供免費培訓和進行鄉村建設各方面

實踐研究的非營利組織，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成立於 2003年 7月 19
日。學院針對各地農民帶頭人、具有實踐意願的鄉村工作者和關注農

村發展的各界志願者開展農村合作經濟、農村工作方法、生態建築、

生態農業和鄉村文藝等方面的理念和技能培訓。

在此基礎上，學院鼓勵學員返鄉後在家鄉開展鄉村建設實踐工

作，目前已通過多期培訓和各種後續支持而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數十

個新農村建設試驗基地。通過與學員及基地的充分互動，積極收集整

理各地鄉村建設實踐經驗，並以此為基礎開發符合農民及農村工作者

接受特點的課程體系。 
截至 2007年 4月 16日止，除試驗區村民、大學生和志願者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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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共舉辦農民培訓 17期，培養各地農民帶頭人
779人，推動全國範圍內幾十個農民合作組織（文化、經濟）的成
立，共計超過一百家農民合作組織的骨幹接受了學院的培訓。

6

一片新天地——培訓的設計與內容

雖然成立於 2003年，但由於人力、資金等方面的實際困難，我們
從 2004年 4月 18日才開始面向全國舉辦第一期農民培訓班，根據溫
鐵軍院長的建議，這期培訓以「中國農村合作經濟與鄉村建設」為主

題，為期兩星期，來自全國各地約六十名農民學員參與了培訓班學

習。

雖然培訓還算順利，這一期培訓班的很多學員也成為了至今在各

地推動新農村建設實踐的骨幹，可當時我們的心裏卻非常沒底，還沒

有形成團隊的同仁間充滿了焦慮、緊張和不一致的意見，既因為面對

一個已經荒蕪多年的鄉村中學校舍（建於上世紀 50年代），與培訓相
關的基本後勤設施（吃、住、學）都要從頭開始。更重要的是：現代

教育訓練出來的我們，基本上還跳不出自己被教育經歷所產生的影

響，雖然我們都對晏陽初、梁漱溟等前輩的理論有著濃厚的興趣，並

且也嘗試瞭解和多次討論過他們當年的實踐方法。但當要我們真正地

去組織一期面對農民的培訓時，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想像：是按慣常

先有教材、教學大綱、教師，然後再有培訓？還是先有培訓，再從中

慢慢的總結發展出這些東西？

同時，我們是這樣設想可能的學員：各地新農村建設試驗區縣鄉

幹部、村支部書記、農民帶頭人，致力於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骨

幹。但在招募過程中，我們卻遇到了一個非常具普遍性的問題。正如

兩年後的一個學員所說的：

我這次到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去學習，我的心情特別高興，因為

我只是一個農民，地地道道的農民，在社會上沒有身份地位，沒

6   周錦宇，2008，《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合作經濟工作總結及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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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更沒有資格學習培訓，所以說，是你們給了我一個深造

的機會。給了一個農民的希望，一條光明的路。是你們看得起農

民。我在這裏也沒有過多花言巧語。我們心裏感謝你們，向你們

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在走之前，盡關（管）我的心情特別高興，可是我的壓力特別

大，一是我沒有出過遠門，沒有見過外面的世界，並且還是我一

個人，而且我去面對的都是大學生，教授，研究生，他們的知識

是那麼豐富深澳（奧），他們講課的水準一定很高的，而我的水

準很低，聽不懂，領會不了那咋辦？
7

我們如何去面對農民學員大腦中已有的關於「培訓、講者、知

識」的定型化想像？認識起點和已有知識程度很不一樣的農民學員坐

在一起，當然和正規教育中按階梯上來、相對同質的學生（小、中、

大學生）不一樣，我們可以從什麼方面切入？那些抱著很具體的目

標，卻只能參加短期培訓的高度社會化了的成年農民，我們應該培訓

什麼？總之，帶著很多很多的不確定因素，我們硬著頭皮開始了第一

次培訓的組織。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自己，不知道培訓該怎麼展開；另一方面由於

已經對「學習」有著固有的想像，我們曾經固執地堅持，學員們這麼

大老遠的過來，很不容易，所以需要給他們「安排」更多的內容，這

些內容之間是怎麼樣的聯繫和展開的，最熟悉高等教育那一套的我

們，很熟練的將他們按照「專題講座」的「拼湊式」進行了排列。講

者應該是誰呢？固有想像已經讓我們認為各位「三農」領域的專家當

是最理想人選。於是，通過院長個人的關係，我們請到了一批很有志

願精神的「三農」研究領域大腕，他們不辭辛勞從北京過來義務為農

民講課，深深地感染了學員們。所以，第一次培訓中，雖然很多學者

的觀點很不一樣，並以「理論」和「講解」為主，有些內容連受過高

等教育的我們聽起來都有點吃力，但學員們卻聽地十分認真，很細緻

7   引自陝西永壽學員李慈愛，《學習心得》，2006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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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筆記，這個機會對於他（她）們來說，是多麼的難得！

專家講課後馬上就要回北京了，學員們往往團團圍住，有人要專

家留下聯繫方式，將來有問題可以諮詢，有人則要求專家簽名，還有

人要和專家合影。合影做什麼，在往後我們對學員的探訪中發現，通

常會被沖洗放大，放在已成立組織辦公室的顯要位置，它既可向其他

村民展示自己外出學習的成果，又可使自己推動的工作具有更大的合

法性和社會資本。所以，專家的講課讓我們明白，學員們是否消化他

（她）的講課內容只是一方面，但他們給學員們帶來的將是更多——被

尊重和感動（原來專家學者也關心我們）、光環和社會資本（回鄉建

設時可能獲得更多的認同）⋯⋯

但經後來的進一步反思，這種以我們為出發點和參照對象，去想

像和安排給他們的培訓內容，並「用心良苦」的安排「越多越好」，

除了讓他們感覺壓力很大，消化困難外，是否我們正在壓縮他們的主

動性和思考空間，是否正不自覺的掉入「教育者－被教育者」，「安

排－被安排」、「師－生」的二元對立中，而我們的習慣和「自我感覺

良好」是否正在強化著這種關係。似乎更多的例子也可以說明這點，

雖然專家課後被圍著「互動」，但在課堂上，卻鮮有人有勇氣與專家

「面對面」，即使在課後，積極「互動」的也只是平常就很活躍的學員

（通常是男性），而那些普通的學員卻因為身份的差別而保持了天然的

距離。

所以，在第一次培訓結束後，受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隨後（2004
年 5月）在學院組織的另一次農民培訓的啟發，我們對農民培訓應有
的特點和將來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反思。

我們培訓的出發點和內容應該是什麼？陶行知和費孝通都曾尖銳

的指出農村教育的問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脫離生活，它可

能使得作為改變生活／社會工具的教育最後卻墮入一種所謂的「屠龍

術」。所以培訓內容就必須與他們的生活高度相關，從生活中來，並

且還能回到生活中去。從第一期培訓開始，我們培訓的主題都圍繞著

農民的合作組織，既因為長期進行農村調研的溫鐵軍院長認為農民的

合作組織是目前緩解「三農」難題的基本思路，更因為合作的需求、

好處、條件和案例都已經存在于學員們的生活中，培訓中大家有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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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培訓結束後，學員們也可能將學習到的基本知識和其他地方的經

驗教訓結合到自己村莊的發展中（2006年底合作社法出臺，同時也提
供了法律保障和推動力）。

同時，我們又必須看到每個學員都已經不是白紙一張，如何能建

基於其認識之上，並根據成年人的思維特點進行設計，是對我們的一

大挑戰。而「以問題為導向」慢慢成為了我們的整體思路——把日常

生活中所面對的事物、困難和解決辦法問題化，既可調動大家的興趣

和聯繫自己生活的能力，又可使整個培訓安排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例如以「農民合作組織」為主題的培訓，我們不會從「合作組

織」的定義或概念開始，而是圍繞「為什麼要合作－合作是什麼－合

作起來幹什麼－應該怎麼幹」這一主線來設計安排整個培訓。培訓的

第一課，我們也會直接由問題開始，如分成不同方面（經濟發展、教

育培訓、文化鄉風、民主管理、生活環境）的小組，各自討論目前自

己所在或所瞭解的農村中：（1）現狀是什麼？（2）在這一方面，阻礙
農村發展的原因是什麼？

通過這樣的開始，在讓大家有話可說（都是一些熟悉的東西）的

同時，通過碰撞和各地經驗的交流，直接歸納引出目前農村中各個方

面的問題所在，以及可以採取的行動方向。

在培訓中我們發現，如果光講理論（如合作組織基礎知識），農

民參與討論將很困難，那些已經歸納好的抽象的條條框框可能便於他

們抄下來，但卻難以讓他們聯繫起自己，因為那不是他們的思維習

慣。相反，當我們通過視頻等方式介紹一些具體的案例時，大家的討

論就會非常的熱烈，既因為這些案例都比較具體，是他們討論和日常

經驗中可及的範圍，更因為案例中的人和事和他們自己相似，容易讓

討論者有換位的可能，這也將使學習者離相對明確的學習目標更加貼

近。

如果說培訓內容應緊貼他們的生活，那還將面對一個問題——客

觀上已經與他們的生活有著不少區別的我們，如何去走進／理解他們

的生活？我們自己應該採取一個什麼樣的態度？比如培訓「農民合作

組織」，其中很大的困難是，我們如何和學員們說清楚——新的合作形

式和當年的人民公社有何不同。雖然，從理論上，我們完全可以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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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明瞭。但我經常問自己，對於我們這些基本沒有受那段歷史影響

的年輕一代來說，那段如此深刻和影響深遠的歷史真實是否會因我們

的幾句話而得以區分，它對我們來說，可能只是一段歷史，但對於他

們來說，那就是他們曾經的全部生活和記憶，更是他們對「合作」這

類似主題的主要想像來源，其中擁有太多的情感因素在裏面。

而以「理性」自我標榜同時也是自我束縛的現代知識，在面對這

一個個既是遺產更是債務的議題時，卻往往又是那麼的簡單和輕率。

很多人問，你們培不培訓農業技術，一則由於農業技術有很明顯

的地域特點，而我們的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很難進行某一種具體技術

的培訓；二則目前技術的獲取比起晏先生那個時代要容易的多，除了

一些類似特種養殖之外，基本技術普及率已經比較高了，而且各個縣

都會有農廣校（農業廣播學校）和農技推廣部門，基本已能就近滿足

各地的具體需要；三則，雖然農業技術很不一樣，但不變的是，目前

我們的農業幾乎都不可持續，化學農業帶來的惡果正在逐步顯示出

來，所以我們不培訓現代農業（化學農業）的具體技術，但嘗試交流

各地正在出現的生態農業做法經驗。

古話說，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所以我們在有限的培訓時間

及資源下，更多的讓學員在可能「缺（錢、人、市場、技術、資訊、

幫助⋯⋯）」的情況下，通過「互助」而達到「自助」之目的，可謂授

之以漁。

但是，如果連河水都乾了，或者被污染了，或者被某些人占了，

空有前兩者，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以農民教育農民——培訓的形式和特點

相對於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本身有著自己的特點。較

之未走入社會的學生，我們每個學員的起點、特點和社會化程度都不

一樣，有的人特別愛表達（本來就是社區的意見領袖），有一些人就

特別的沉默（鄉村環境長期形成，或到一個新環境後不適應）。當

然，我們可以通過很多協作者的技巧來避免個別人的過多參與，並讓

沉默者發聲。但如果在這種以說話為唯一的表現方式和衡量標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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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管協作者多麼的鼓勵和講究技巧，那些不愛說話者將永遠處於

弱勢。所以，我們是否可以不讓大家簡單地「齊步跑」，而是針對大

家的差異可以有多種形式的教育和表現方式呢？在這個過程中，如何

讓受教育者可以從被動的接受、受惠者，轉化為主動的參與者，乃至

於貢獻者？
8

例如，當我們在培訓中間，穿插設計了文藝表演和打氣小組（讓

大家通過輕鬆和娛樂，有更好的精力參與學習），那些老人（很多老

同志都有地方文藝特長或參加過早年的文藝宣傳隊）、婦女以及一些

不愛說但愛唱的人，就有了自己的表現舞臺和參與機會，同時也能突

出自己在培訓班中的價值。又如，為了加強紀律訓練，讓學員除了學

習合作組織知識，還讓大家在實踐中找到合作組織和團隊的感覺，我

們特別安排了早上的隊列訓練，期間邀請曾經當過兵的學員成為不同

小分隊的隊長，也許，這個隊長在平常很沉默，但在這個環節，他卻

可以讓自己的身體成為語言，在幫助大家訓練時獲得認同，還可更好

地理解團隊領袖應該怎麼做，同時也在服務培訓班的其他人中，找到

自己的價值。

培訓一開始，我們還會鼓勵學員們自我服務，每個學員參加一個

小組，小組選出組長，獨立運作，以完成寓教於樂（打氣組）、自我

管理（紀律組）、自我服務（生活組）和回饋學習問題（學習組），這

些小組不僅大大減少了培訓團隊的後勤工作量以提高其他方面的培訓

品質，鍛練了大家的組織能力（特別是組長），更淡化了「培訓者－

被培訓者」的身份關係，讓傳統意義上的被培訓者成為培訓班的主

人，在喚起其主體意識的同時，也提高其參與的品質。

總之，多形式的培訓及各種輔助手段的設計，既是考慮到成年人

學習、思維和接受的實際特點，盡可能調動大家的「嘴巴、耳朵、大

腦、身體其他部位」，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感知，並希望可在課堂內外

的方方面面都有機會接觸感受到合作組織這一主題，從而完成廣義上

的學習。

8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灣社會研
究叢刊 09，第 2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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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社會分層一直存在。如前所述，作為社會精英、更多社

會資源擁有者及農民眼中的權威，專家學者主動的走入農民中間，放

下精英及知識的架子，不僅有十分重要的社會意義，還對農民學員起

著直接的精神激勵和後續支援的作用。所以，每次培訓班邀請一定數

量的專家學者講解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與學員相處時間有限的專家卻

不能取代另外的兩種「老師」——農民自己和協作者。

作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及拉丁美洲另類教育重要思潮的鐘

鉤（bell hooks）女性主義教學法強調在感性層面上的交流，拋棄理性
化的啟蒙概念，鼓勵學生道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去分享他們／她們的

經驗和感受，並認為這樣可以顛覆一直以來思想與身體的分離及異化

的課堂氣氛。
9

而中國本土的教育家們則更為直接地呼應著中國的實際國情，無

論是陶行知的「小先生制」，還是晏陽初的「導生制」，一直以來都是

針對如何將有限的教育資源最大化，而在教學方法上進行創新——老

師不夠的情況下，人人都可以是老師，「大小孩可以教小小孩」! 何況
是已經有一定閱歷及建設家鄉想法的成年農民。

和專家們的專題講座一道，我們專門設計了「我們的合作故

事——學員經驗分享」，每天上午都有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邀請學員

做為主講嘉賓，分享他們的經驗、計畫和困難，同時也希望更多的學

員參與討論。當然，和做學術報告不一樣，我們的農民朋友有拉家

常，說故事的習慣，但可能難有聚焦和形成觀點的自覺，這時，我們

的協作者就可以幫助做出總結。正由於講者就是普通學員自己，所以

聽者自然認為比較實在，提問和討論也很自由，不再是高不可攀。

由於我們的培訓班是一期接一期，做為一種後續的支持，我們鼓

勵培訓班的老學員回鄉進行實踐，作為支持措施之一，我們會給他們

新成立組織的其他骨幹提供參加新培訓班的資助（報銷部分路費、免

交任何費用）。同時我們也會邀請這些老學員回來講課，分享他們回

鄉後的具體經歷及經驗教訓，而這種做法本身就能起到一定的榜樣作

9   阿藹，〈由費爾雅到鐘鉤：淺談另類教育理論〉，選自《基進論壇：香港文化社
會評論期刊》，1998年 1月，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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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既讓他們的經驗以案例的形式被開放的討論，同時也可以幫老學

員出主意並鍛煉其表達和分析總結的能力。

同時，在每一期培訓班的學員選擇上，我們專門安排一定比例有

合作組織經驗（想法）的學員參加，既因為這樣能有更多經驗可以分

享討論，同時也在平常的培訓中可以對其他學員起到帶動作用。

所以，既是以農民教育農民，也是以農民影響農民。交流慢慢成

為了培訓的主要形式，而培訓班也同時為農民提供了一個他們之間交

流分享的平臺。

而在這個過程中，教育者與被教育者則要從正規教育約定俗成的

角色和態度中釋放出來。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協作者自己的角色需要

更多地轉變成組織者、提問者和總結者，學員們都自我暗示地需要

「外來的和尚」，但也許不是想聽他念什麼經，如果「外地和尚」能搭

起一個大家都可以發言的道場來，「本地和尚」「外來和尚」卻有可能

共同「論法」。

除了對教育者定位的想像外，同時需要解放的，便是那個對培訓

空間的想像。習慣的經驗告訴我們：傳統教室的空間佈局本身就是非

常明顯的權力關係，它強化了講臺的佔有者——教師的中心和權威者

位置，並固定了下來。

當然，和很多培訓一樣，我們也通過調整桌椅的位置，盡可能地

改變這種由空間所形成的權力。但除此外，理想中農民培訓的環境應

該是什麼樣子？第一，應是和培訓的主題能吻合；第二，應和學員的

日常生活相對協調，同時提供一個相對舒適的環境。

我們經常聽說，很多組織都在賓館舉辦農民培訓（可能的確找不

到其他更好的地方，可以理解），但據側面瞭解，它可能因此造成一

些培訓之外的影響：一方面，可能讓農民感覺很不自在，那種環境和

房間佈置，雖然可能會讓農民感覺新鮮（可能還有興奮），但相信對

於大多數普通農民來說，應該談不上舒服，因為太不習慣。另一方

面，住宿的價格不菲，會讓他們形成很大的落差，雖然不用他們出

錢，但很多農民都會在私底下琢磨，這麼住一天，等於自己多少天的

勞動，如果能把錢直接給我們（或幫助我們做事）不更好嗎。而這

些，都有可能間接地影響培訓效果，甚至讓學員以此懷疑培訓方的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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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由於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本身就在村裏面，本來就是一所廢舊的

鄉村中學，沒有外來的投資，主要的設施都是按照鄉土特點，由志願

者和學員通過義務勞動一點一滴的完成。很多農民在這樣的培訓環境

中可能有這麼幾個感覺：簡樸——因為吃的都是農村常見的粗茶淡飯、

也沒有專門的服務人員；舒服——學習、生活、基本運動（乒乓球

等）、洗澡等基本條件俱全，60多畝的校園也有足夠的活動空間；新
鮮——臺灣建築師專門為鄉村設計的生態廁所，多功能結合的「四位

一體」大棚，生活中有心的點點滴滴都有可能成為示範學習的模型。

還有農地、果園和經常來訪的村民⋯⋯而我們所希望的，也正是創造

一種與他們本來生活環境相似的、寬鬆的、和諧（人與人，人與自

然）的小環境，讓學員們既感覺自在，又有在其中學習和思考的空

間。

正式培訓課外（如上下課時間，吃飯前後），我們利用校園的簡

易廣播播放一些團結、勵志、向上等與培訓主題相吻合的歌曲，同時

還有一些培訓期間學習過的歌曲，以幫助學員鞏固練習，回去後可教

給更多的鄉親。同時讓整個校園都有一種積極和鼓勵的氣氛。

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還鼓勵學員可以將自己喜歡的話貢獻出

來，然後挑選出通俗易懂和與培訓主題相近的，讓他們自己用紅紙寫

出來貼在教室裏，與更多人分享——「應做帶動人，不做落後人」、「一

人進步不算進步，大家進步才算進步」、「不要為成功而努力，要為做

一個有價值的人而努力。」——當這些學員們自己的話貼上教室時，自

然帶上了特別的涵義。

如前文所述，我們要挑戰教室做為唯一的培訓空間，那還有什麼

樣的形式既能解放出學員，同時也能順應成年人交流上的特點？學院

採取的一個辦法，就是在課程安排上穿插了田間勞動。它正慢慢成為

我們的特色和對學員的基本要求，既因為有些生態農業的課程需要在

田間進行觀摩和操作，還因為學院希望建設成為「真正的農民自己的

學院」，所以我們很謹慎的對待外部投入，不希望因此而成為另一個

政績工程或盈利工具，我們希望學院的建設能主要依靠學員和志願者

一磚一瓦的進行，雖然可能沒有高樓大廈，可能很慢，但這個過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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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有很重要的意義——學員們所在的村莊，難道不也需要十二分的

耐心，難道不也需要自力更生嗎？而對於學院的貢獻來說，學員們付

出的體力勞動和專家們前來的義務授課又是同樣的重要和珍貴。所

以，在我們的招生簡章上寫明——勞動者免費就學！

剛開始時，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都有很多的質疑和不同看法：農

民難道在家的勞動還不夠嗎？而恰恰是這個，讓我們發現了它的奇妙

作用——對於大多數的農民來說，教室是陌生的、代表著權威和只能

被動服從的；而田間則是他們的最熟悉，在這裏既可以相對自主甚至

還容易找回信心。NGO及現代培訓都流行「破冰」，設計各種遊戲，
希望打破彼此間的陌生感覺。但我們在實踐中發現，很多做法可能適

合大學生和NGO從業人員，但卻不適合鄉土文化影響下的成年農民，

因為他們對身體和性別有著太多的禁忌，越在剛開始彼此陌生的情況

下越難打破。而田間勞動是否可以成為某種形式的農民「破冰」活動

呢？到了田間，分成各個小組，互助勞動，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自

然而又自信的邊勞動邊交流，同時再看看一起勞動的協作者「老師」

賣力但蹩腳的樣子，在大笑或竊笑中高興的露一手。

這時，或許我們可以發現：學員之間，學員和「老師」之間的區

別已經不再重要，而協作者也有了一次徹底而真實地「被教育」經

歷。

在合作中學會合作——培訓中的情境教育

臺灣學者夏曉鵑在高雄市美濃鎮創辦外籍新娘識字班的時候，希

望引入「民眾劇場」工作坊的活潑形式，既可能帶動識字班原本呆

板、制式的氣氛，又可能達到打破「沉默文化」並進而「意識覺醒」

的目的
10
，費盡周折總算找到了一個沒有桌椅的木地板教室，組織者很

興奮地設想著這些來自東南亞的外籍新娘們將通過身體的解放和在拉

美很流行的「民眾劇場」教育形式來完成原定的目標。但經過嘗試

10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灣社會研
究叢刊 09，第 2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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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組織者卻未能如願以償，因為「外籍新娘」難以接受，縱使她們

也覺得好玩，但卻私下說，「小孩子才玩這種遊戲。為了學中文，她

們請家人帶孩子，她們不是來玩的！」
11

 在她們的眼裏，這些讓用心良
苦的遊戲，對於好不容易擠出時間的她們來說是一種多麼的奢侈和不

應該。原來學習已變成一件殘酷的事情，特別是對被邊緣者而言。對

她們來說，識字班的用意不是習知自我、發展創造力，而是用來熟習

技能、提升競爭力。這樣的現象，與拉丁美洲受壓迫農民的「雙重

性」一致，即受壓迫者同時具有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性質。而「外籍

新娘」們也已內化了壓迫者意識，以此成為觀看自身以及其他受壓迫

者的視角。
12

於是，組織者們認真地進行總結和反思，原來的做法是否還是以

我們原有的想像，來設計「被教育者」的需要或「可能的喜歡」，這

或許正是知識份子抽象思考的偏執和問題所在。於是他們調整了做

法，不是徹底的打破、而是逐步和部分的引入新的教學形式。更為關

鍵的是，組織者從她們生活的點滴切入，發現她們生活中的具體問

題、困難和需求，並與她們個人和在地的問題緊密聯結
13
，而在內容扣

聯生活的過程中，再結合「民眾劇場」關於打破「劇本－真實生

活」、「演員－觀眾」等傳統限制性因素的做法，進而發展出一種讓學

員參與的情境教育。因為這種方式有了與她們相關的具體內容，也有

了明確的目標——引出實際的困難，發現真實的問題，大家分享討論

具體的解決辦法，促進學員之間彼此隔膜的消除和互助關係的形成。

於是，「識字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而我們也從類似的困境中得出同樣的經驗——在培訓中嫁接情境

教育。雖然我們對傳統的「教－學」形式進行了批判，但對於已經對

「正常的學習」有了很深的認同和習慣（這種認同可能來自學員們年

輕時所受的教育經歷、傳統及外界的影響，也可能來自其對子女要求

的反作用）的農民學員來說，短時間內讓他完全接受是不大現實的，

11   同上，第 202頁。

12   同上，第 202頁。

13   同上，第 2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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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只能融入一些新的教學方法。

對比高等教育，一門課可能要上一個學期，先有概論，然後再一

點點展開，最後總結。受農活和家庭的限制，農民們通常只能抽出 1-2
周的時間參加集中學習，不可能接受系統的分析，這也不是他們的習

慣。所以，需要找到一個（或幾個）具體的問題、經驗教訓及可能的

解決辦法，從不同的角度去揭示、說明和分析。同時不斷地回顧和總

結（每天培訓開始時，都會安排學習小組帶領大家回顧總結前一天的

學習內容和心得），在強化中讓農民進一步理解並能結合到自己的具

體問題及後續行動中。而情境教育正成為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幫助農民

鞏固並參與學習的有效形式。

在《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一書中，夏

曉鵑博士援引 Hope和 Timmel兩人在 1984年提出的一套系統的成人
教育方法，其中籍由「通關密語」（code）的使用，將小組聚焦於所欲
探討之問題，並引發熱烈的討論。而「通關密語」意味著，藉由適當

的媒介以激發出後續的討論及行動。媒介可以是圖片、短劇、或其他

形式，但必須具備七個條件：（1）處理社群感受最強烈的議題；（2）
呈現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景象；（3）運用對比或行動以喚起意識或
問題；（4）只聚焦在一個主題，使能深入討論問題；（5）簡單、清楚、
易見；（6）避免干擾的細節，特別是主題外的人事物；（7）激起興趣，
並觸及小組成員的心靈。討論分為六個步驟：（1）「通關密語」的描
述——從中看到了什麼？；（2）初步分析——他們為什麼這麼做？（3）
現實生活——現實生活中也有類似的事嗎？（4）相關問——和哪些問
題有關？（5）問題根源——如何分析？（6）行動計畫——怎麼辦？

14

雖然之前沒有聽說過這一理論，但我們培訓中的一些做法無疑正

是對之進行的全面實踐。對於以「農民合作組織」為主題的培訓，如

果光講「合作的好處」「如何建立合作組織」，則可能是一種誤導，因

為學員們將會面臨很多方面的困難。但如果只是講或討論再多的可能

困難，那也都是紙上談兵，聽者還是會像其他知識一樣接受，而很難

14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灣社會研
究叢刊 09，第 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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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預防針的作用。

所以，為了加深學員對相關問題的理解和把握。提高實際操作能

力，避免合作組織發展過程中一些常見的失誤。同時也是檢驗學員學

習效果，及時調整鞏固教學內容。寓教於樂、輕鬆活潑，增進學員之

間、學員與協作者之間的交流與參與程度，進而形成一種對話的機制

和學員之間互助的辦法。我們將農民合作組織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和解

決辦法，設計成了一種「模擬－互動」的形式。希望將其中的重點、

難點以具體場景表現出來。具體做法如下：

（一） 選定一定學員（可適當包括協作者）為指定角色，扮演合
作社成立過程中的各種場景和遇到的問題。為增加參與，

角色可根據觀眾的要求而替換。

（二） 模擬時，選出觀察小組，重點觀察，每個場景結束後發表
評論，要求找出其中的錯誤及好的經驗：好在哪里？有哪些

失誤？實際操作中的困難在什麼地方？有什麼更好的解決

辦法？

（三）每個場景結束後全體分別討論。

（四）協作者總結點評。

其中可能模擬表現的困難和解決辦法如：

（一） 合作社發起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困難和問題（如：村民的疑
問——與人民公社的區別？合作社的性質？經濟組織還是公

益組織？村兩委擔心——合作社是否合法？是否會造成不穩

定？是否要取代村委會？）

（二） 合作社成立後的發展與組織管理（如：理事會內部發生矛
盾——部分理事認為付出與得到不成正比；理事會與社員矛

盾——沒有及時讓大家見到好處；合作社發起人家庭內部矛

盾——耽誤自家事，村民背後還有閒言碎語。）

（三） 合作社收入的分配（如何實現按交易額返還？——交同樣的
股金，為何大家得到的分紅不一樣？）與個體戶有什麼區

別？

（四） 與農資經銷商形成競爭，農資經銷商壓價，怎麼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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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演出顯地真實並富有戲劇性，更好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在不影響主題表現的前提下，還可以設計一些活潑的形式並利用一些

道具，如：開場時讓兩釘子戶（不理解合作社原則並唱反調者）拿著

空酒瓶在對喝；合作社發起人手上拿著寫有「合作社法」字樣的紙張

以代表真正的法律（可能會被村委質疑是自費印的？），村委會代表

比較威嚴，合作社發起人為了獲取支持而主動為其點煙，合作社發起

人妻子正在家裏掃地忙家務（丈夫接到合作社理事打來電話，要求其

去開會，從而激起家庭內部矛盾，合作社妻子一方面抱怨，另一方面

向觀眾表現委屈），農資經銷商正在村裏吆喝著收購蘋果，主動並單

獨與個別社員談價格，希望社員將蘋果賣給小販，而不要賣給合作社

等等。

類似的模擬通常是在培訓將近尾聲時，算是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對

前面的學習內容進行綜合與回顧，同時也檢查我們的前期教學效果，

以便及時在後面的時間補缺補漏。每一次模擬無疑都把培訓推向高

潮，「演員們」既「演」的投入，「觀眾們」也因為不過癮而紛紛上臺

去試一試如何可以更好的解決困難。而之所以可以這樣，因為那就是

他們已經或將要遇到的真實和現實。

通過這些戲劇化的衝突和現場討論，很多人感受到了合作的困

難，但同時也有人說：「雖然合作也有各種困難和矛盾，但第一天我們

就談了不合作的痛苦和矛盾，比起來，可能不合作的困難和痛苦要更

多更長久。所以我們要去面對這些困難。一步一步來，急不得⋯⋯」

除經驗外，我們也可能從另一方面學到更多的教訓。比如有人

說：「我們應該在想好做什麼後才去組織，而不是組織好了再找事情

做，所以我們一定要找一個很合適的切入點。在某些不可以合作的地

方不要合作，在可以的地方才合作⋯⋯」、「這事這麼難，所以應該嚴

格要求我們自己」、「畢竟這只是困難的練習，而實際上，我們可能遇

到的問題和困難將會多的多。」⋯⋯

雖然，這樣的模擬是我們每一次培訓的保留曲目，但彼此間卻有

很多的差別，因為學員的背景和理解不一樣，而這些差別正給下一次

的模擬添加了更多新的創意和表現方法。

所以，我們的情境教育，也需要和回鄉建設的農民學員一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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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拆招，靈活機動的解決問題，並在這個過程中進行自我的反省和調

整。

收穫與起點——培訓給學員帶來的

〈我只要〉
15

 
作者：劉紅軍（2005年 12月農民培訓班河南洛陽藉學員）

⋯⋯

步入校員（園）

幾幢青磚灰瓦的舊房

純樸自然，甚至有點髒，有點破

也許配不上我經過的村莊

親切、溫暖、真誠、包容

我們農民就像回到娘家一樣

吃過、住過、交流過、學習過

收穫到的

比家中糧倉裏的麥子還要多

幾十號人親如兄弟姐妹

來自各地，來自全國

出操、喊口號、唱歌

交流、辯論、聽課

做家鄉主人

先得改變自我

建設新農村

要團結起來，互助合作

⋯⋯

15   選自《鄉建通訊（學員版）》2006年，第 2期，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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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聯歡會上三句半〉
16

作者：2006年八月農民培訓班學員集體創作 

胡主席領導全中國

一號文件真不錯

農民致富怎麼做

學習

學習目標細琢磨

沒有組織心難過

翻來覆去睡不著

尋找

河北有個晏陽初

鄉建培訓經驗多

學員回去做什麼

苦幹

今晚聯歡節目多

精彩表演樂呵呵

滿載而歸各奔各

拜拜

這是兩首農民學員學習結束後的作品。其中散發出的風趣、樸實

和真誠對於已經被習慣而粗暴地安上「愚昧」、「貧困」、「可憐」帽

子的農民形象，不啻於無聲的諷刺。

正是透過此類作品及學員對培訓的評估回饋，我們嘗試瞭解學員

對培訓的認識、收穫和不滿意的地方。這樣的培訓能給學員帶去什

麼？——合作組織的知識／別的地方好的經驗或教訓／回去後如何開

16    選自《鄉建通訊（學員版）》2006年，第 4期，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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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同樣工作⋯⋯或許都有，但對一個短期培訓來說，必然每一個方面

都只可能是一小部分。

而透過這些作品以及學員在結業儀式上每個人的最後總結
17
，如果

培訓是個整體，學員們可能更看重什麼？

或許是一種感覺和印象——人與人平等相處、互相學習，專家學

者、官員教授（除農民外，學員中也有縣鄉村三級的領導）沒有架

子，大學生和志願者謙虛而樂於奉獻，整個環境和諧而推崇互相幫

助。與自己原來的經歷和感受很不一樣的這些，讓學員們獲得了尊

重，也在內心裏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潛移默化的這些，雖然不好

進行量化或評估，但卻至為重要，就像傳統教育可以將「教育者—被

教育者」的權力關係複製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我們也希望傳遞並再生

產著人與人之間這種合作和平等的關係。

或許是一種自信——培訓中的一項內容是，清晨七點的學員演講

訓練，每人站在講臺前對著全體學員發表 3分鐘的演講，既鍛煉大家
的表達和組織動員能力（將是回鄉後推動合作組織發展的基本功），

同時演講內容正與培訓的其他部分相呼應。在一次「我的夢想」主題

演講中，由於第一次上臺，有位學員很緊張，憋了半天說不出來，最

後說「我昨晚夢見，家裏老母雞下了一個蛋⋯⋯」自然引起大家的一

陣哄笑。而正是這一次尷尬的挑戰，這位學員不斷的放開自己，在培

訓後期，就能相對流利地表達出自己的想法。和這位學員一樣，培訓

中很多互動環節的設計讓學員有更多參與的機會，分享自己的故事、

經驗和感受將可能獲得鼓勵和肯定，在看到別的學員變化時也看到了

自己的變化，自信心和從改變自己開始的有力感也在慢慢的增強。

或許是平臺和橋樑的作用——培訓創造了一個讓各地對發展合作

經濟抱有熱情興趣的農民可以交流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他們可以

自由地交換資訊，分享故事。在培訓的中午休息時間，農民學員很多

沒有午休習慣，所以我們提供了一些場地，讓學員自我組織、自由地

安排一些活動。如主題辯論、主題討論（學員自由報名）、光碟放映

（有些是學員自帶的介紹自己（組織）的光碟）、交換市場訊息。而有

17   詳見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歷次培訓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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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收穫（如原來不認識的同地區學員，互相交換良種資訊，並在回鄉

後引種成功）更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

或許是一個新的起點——培訓是為了能有更多建設行動的出現，

而短期培訓只是行動的開始。學院將為每個學員建立專門的檔案，並

跟進具體的後續支持計畫，鼓勵學員返鄉後以不同的方式開展行動。

而在學員培訓後所推動的合作組織過程中，通常會遭遇大量的困

難和問題，希望得到外界的支持和指導。學院將一部分學員創辦經營

的合作組織視為試點，為這些試點提供免費培訓骨幹的機會（為每個

點同時提供 2-3個名額，讓他們以團隊形式過來，既是培訓，也是促
進這些骨幹的磨合）、資金支援、資訊服務（定期免費郵寄《鄉建通

訊》及合作社資料彙編）和諮詢等。對一些處於起步階段的合作組

織，學院還出資在當地舉辦合作經濟培訓，以促進試點組織管理團隊

的建設和社員對合作經濟認識的總體提高。
18

在這個過程中，學院也將與這些試點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從起步

到發展，通過他們自己的回饋和學院組織人前往調研，積累不同類型

的農民合作組織發展案例及經驗。由於是以學員這種特殊關係進行切

入的，我們可以較少擔心掉入被依賴的陷阱。正是這種若即若離的關

係，我們既希望試點組織可以更多地依靠本土資源逐步發展，同時希

望還能收集到不同類型但卻是原生態的案例。

總之，我們的培訓週期不是培訓本身的 7-10天，而是包括「培
訓－推動學員開展後續行動－為新組織提供更多的培訓（部分骨幹到

學院和學院到所在地對全體社員進行培訓這兩種形式相結合）－組織

經驗交流會，已行動起來的試驗點交流經驗教訓（批評與自我批評）」

在內的整體過程。

三年培訓中，有很多的學員送給我們錦旗和牌匾，但我們最為喜

歡和珍惜的是 2004年學院院慶一周年時，山西運城農民送來寫有「中
國農民的娘家」字樣的木排。這與其說是對我們的讚揚，不如說是對

我們過高的要求和期待。它讓我們得到莫大的鼓舞，也使我們誠惶誠

恐——或許，只有讓更多的志願者、關心「三農」的專家學者和有建

18   周錦宇，《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合作經濟工作總結及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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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家鄉決心的農民朋友都參與進來，才可能共同搭好這個平臺。

二、衝擊與反思——培訓給協作者帶來的

行文至此，知識份子的習慣和毛病又一次地提醒了我，經過現代

教育和現代社會雙重規訓的我們，是否又正在形成另一套話語，以行

動者自居的我們又以同樣主流的邏輯建構出——這個培訓是多麼的有

效和意義重大，而所有的農民作品和後續行動似乎正在成為一份份有

效的證明。他們雖然是重要的參與者，但在成果總結時，卻總是被總

結和被分析的對象。而我們——那些從古至今一直天真而自負地相信

自己和知識的力量——正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和清數一次次培訓的收

穫，並從中獲得良好的自我感覺、有意無意地放大著自己的作用⋯⋯

所有的這些，都需要我們保持著隨時隨刻的自我警惕。

行動研究不會發生在研究者控制著大部分情境的實驗室裏。他們

自己的行動是嵌在別人的利益和行動框架中。
19
在作為協作者和組織者

的「我們」和行動研究對象「他們」的互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兩

者絕不是孤立和單向的，而是互相影響和啟發。所以，培訓同時也給

協作者帶來了許多的反省和思考。

變化的農民和不變的我們

由於受到晏先生名言——「欲化農民，需先農民化」
20
的感召和啟

示，雖然我們無法摘下眼鏡，但卻可以通過在外表上盡可能減少與農

民的差別來拉近和他們的距離。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在兩次外出給農

民組織培訓的時候，帶著自己對學員的想像，於是我專門穿上河北農

村買來的棉布鞋。到了培訓現場，學員們倒是不出所料，都是普通農

民，但往腳下一看，全都是清一色的皮鞋⋯⋯

19   Altrichter, Peter Posch and Bridget Smoekh，夏林清等譯，《行動研究方法導論：
教師動手做研究》，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晏陽初著，宋恩榮主編，〈在歡迎來賓會上的講話〉，選自《晏陽初全集》第 1
卷，198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 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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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不管是否因為要出門所以才換上最好的服裝，還是當地已經不

習慣穿布鞋或當地農民的生活確實提高了？這個錯位本身卻非常形象

地照出了我們——對農民的定型化想像。我們怎麼看他們？同時也是

我們怎麼看在和他們互動中的自己？

美國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士（Oscar Lewis）通過對墨西哥的各
種社會底層進行深入細緻的觀察後，有力的指出：任何試圖「一言以

蔽之」的貧窮論述都只會與生活世界出現的複雜景況相背離。
21

 而面
對普通存在的陳腐教條，認為窮人有好的和壞的兩種——值得受助的

自強一族，相對於精神耗弱的、浪費他人善心不值得受助的一類——

劉易士對他們的認識則是「既非煽情浪漫，也非不公與刻薄」
22
。

這些大洋彼岸的認識是否對我們理解中國當代農民有所啟發呢？

我們是否可能警覺地跳出對農民二元對立式的定型化想像？毫無疑

問，現今與晏先生的時代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當然不僅僅是從布鞋

到皮鞋這一量的變化。新世紀農民還面對著與當年完全不一樣的世

界——既是高度開放，又是一個全面都市化的社會。學員中既有第一

次離開過自己縣城的農民，也有可用自帶筆記本電腦在校園內無線上

網的農村幹部，如此大的差別被高度地壓縮在「三農」內部，可不謂

是當代鄉村建設所必須面對的實際問題。

在一次培訓的熱身討論中，學員們分小組討論自己心中的理想新

農村，有些人夢想自己的家鄉蓋起了很多工廠，煙囪都在冒煙；有些

人夢想自己家裏也有了小汽車；還有人甚至夢想最好村裏能有個直升

飛機場⋯⋯就像被給予一次暢想機會的小學生一樣，夢想本身所帶出

學員們心裏的一個個良好願望，本應該無可厚非。然而當我們問起：

那些是什麼廠、為什麼要在你們村而不是在鄰村？小汽車比起目前自

家的農用車，好在哪里？飛機場除了停飛機，平常都用來幹什

21   張少強，〈導讀二：扣聯「貧窮文化」〉，《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
活的實錄》，奧斯卡‧劉易士著，丘延亮譯，2006，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第 43頁。

22   丘延亮，〈導讀三：演敘「貧窮文化」〉，《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
活的實錄》，奧斯卡‧劉易士著，丘延亮譯，2006，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第 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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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大家開始支支唔唔，似乎這些理想到頭來還真的只是夢想而

已！

但這些夢想，或者是對美好生活的種種想像，又是如何走出來

的？據統計，美國孩子每人每年要收看近四萬條電視廣告，平均每天

一百一十條。
23
雖然我們的農民學員接受的廣告管道相對有限，但不分

城鄉、地區、民族的廣告還是深深的影響著我們，不管黑夜白天或是

春夏秋冬，只要分享著一台電視，就已經意味著可以同時接觸若干種

不同花樣但作用相同的最新時尚用品。雖然，購買力相對較低的農村

觀眾可能沒有如願而成為直接消費者，但廣告的目的已經達到！大家

不都已經在憧憬和嘗試著成為廣告中的消費者——最新電器、化妝

品、小汽車⋯⋯

所以，簡單而又正確的說法——「從農民需求入手」似乎正成為

農村發展工作者新的「法寶」！但在全球化、地球村和消費主義不分

城鄉，大小通吃的大背景下，我們又如何面對那些正被不斷建構和翻

新的需求？什麼是真實的需要，農民自己真的有把握嗎？我們是否正

天真浪漫地掉入「只要村民需要的，就是我們需要設法滿足！」的可

能陷阱？如果我們因此而習慣性地採取了類似的方式，如何能夠避免

又一次地強化他們對物質滿足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想像？

一周左右的集中培訓只是一年時間中的很小部分，更多時候，我

們的學員將同時面對與培訓理念完全相異但卻實際得多的選擇，優雅

而舒心的電視廣告比起艱難的合作組織顯然更具吸引力，更有很多可

能的骨幹因為家庭的原因而背井離鄉，加入到了更大的變化——城市

「農民工」群體中。我們是否還能充分自信地按照培訓現場的評估去

推想學員返鄉建設的效果及持續性呢？

作為一個培訓者，總希望培訓能夠儘量的模式化，有固定的流

程，這可能也是我們被教育和長期訓練出來的習慣——什麼都希望便

於我們控制。但當面臨著高度變化和全面開放的社會時，它是否可能

因我們用固化的思維去想像那個不斷變化和流動的學員群體，而掉入

23   熊培雲，〈從成功學氾濫看物欲是一種什麼病〉，選自《2007年中國雜文年
選》，鄢烈山選編，2008，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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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及「排他」的陷阱。如何以更開放的態度來打開我們自己的

想像，無疑是我們需要的重要原則。

有人問我們，你們既然叫「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為何與晏陽

初當年的很多做法不一樣。若套用晏先生當年的一個說法——「我們

不是關門的修道院」。我們希望能有更多來自實踐的創造，而這種創

造的來源除了生活，還將來自歷史、本土及海外的各種思想資源。

所以，當我們把晏陽初和梁漱溟，民國鄉村建設和當代「三農」

問題，甘地和切．格瓦拉等放在一起時，自然就沒有什麼奇怪了。 

被喚起和易遭「冷卻」的農民主體性

雖然不管作為一個策略、手段還是態度，「欲化農民，需先農民

化」都讓我們「走近」農民的實際生活，這無疑是歷史鄉建前輩留給

我們的重要經驗及警醒。但從另一個角度說，農民在這裏還是成為了

「客體」，「農民化」是為了更好地「化農民」。

而最新的農村發展學堅定地認為——農民才應該是發展的真正主

體！當然，相對于專家、官員和外部組織（個人）來說，這種觀點是

毫無疑問的。我們的培訓也試圖這樣，通過共同營造特定的環境和氛

圍、儘量採取方便學員互動參與的多種形式，從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問

題入手，讓大家儘量找到可能久違了的「主體」感覺，培訓中，一些

學員表示有了信心，有了精神（「幾十年都沒有唱過歌了」），更有了

回去後實踐成為「主體」的計畫。然而，很多學員實際行動後的結果

卻並不能如願以償。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培訓時都是鋼條，回去

後都成了麵條」！

另一方面，正如我們所實際看到的，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個組成部

分，現代農村發展的很多實踐，也跟隨著同樣的邏輯，盡可能地追求

著快速和效率，講究著投入和產出。以致專門有各種工具和方法能讓

我們在幾個小時內快速地獲取農民的「實際需求」，而這也同時「快

速」地滿足了我們的需要和期待，更贏得參與村民和組織者的皆大歡

喜。於是，在被「賦權」和尋找指認「主體」結束後，外來人自然地

離開了，作為「主體」的農民也就被宣告產生了。然而，似乎越來越



潘家恩 279

多的實踐結果告訴我們，當外來力量撤走或項目中止後，那些已經熟

悉整套外來資助者需要什麼（語言、回饋）的「主體」們，卻又是那

麼容易地被「冷卻」。

似乎真正成為農村發展「主體」，決不是我們這些與他們有著完

全不一樣處境的外來培訓者課上說的那麼輕而易舉，更不能光靠我們

的良好願望、外來者們的自我覺醒就得以一勞永逸地實現。長期小農

經濟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下，高度分散的小農本身是否可能成為主體？

被「賜予／喚起」的主體感覺如何持久？什麼能保障他們自覺的主體

性？

他們不像我們——可以選擇性的面對問題，可以按理論和經驗去

想像困難。他們不僅需要面對上文分析的各種「變化」，當帶著滿腔

熱情和「主體感覺」的他們為了實現這種「主體性」，嘗試依靠自己

（及其他村民）的力量進行一些發展工作時，卻發現將面臨著許多的

實際困難：

日益萎縮的農村公共生活／空間——很難進行組織、宣傳和發動；

長期分散的生產方式——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的基礎、難以形成凝聚

力；農業本身就是弱勢行業，有盈利空間的不同領域早已被利益集團

壟斷——很難以經濟為切入點，吸引大家；原來分散時，大家合作少，

原有及潛在的矛盾都可能被掩蓋，而當人與人重新走在一起，開始成

為發展的「主體」時，各種原來埋下的問題也可能紛紛浮現出來；農

村宗族及傳統觀念仍然強大——那些在輩份、年齡、家境等方面都沒

有優勢而想成為「主體」的人，他們如何擁有能顯示優勢的「社會資

本」；村莊青壯年缺少（外出務工）——缺少同伴互助；家庭及生計壓

力——可能馬上自己也要外出務工⋯⋯

在農民們「自我主體化」進行農村發展的過程中，這些困難都在

不同程度上真實的存在著。或許，我們會按照自己的角度進行分析，

是否是我們賦權不夠，或是他們堅持不夠⋯⋯然而，如果我們處在他

們的環境及資源擁有狀況下，會幹的比他們好嗎？或者按照同樣的邏

輯，我們也去成為我們自己領域的「發展主體」！但實際上又有多少

人能夠足夠充分地擁有這份自信呢？

所以，如果相對與外部專家和權力關係中有權者的一端，「農民



象牙塔與泥巴牆280

主體說」無疑是一種突破和嘗試建立「農民本位」空間的打開，但如

果忽略了主體是一個不斷游離和不斷被消解、建構的動態過程，則多

少顯的過於簡單及一廂情願！

再回到我們和他們這個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不管我們是否承認，

目前民眾依然必須借助知識份子開拓的管道才得以發聲。在發聲的過

程中，本來具有多種反抗形式的民眾則重新被知識份子建構成一個統

一的大寫主體，而這也是女性主義學者斯皮瓦克警惕的現象：「知識份

子本身可能共謀將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陰影。」
24

改編和回憶——鄉土知識與現代知識體系

在針對本地（翟城村）村民的電腦培訓中，有農民學員將自己原

來接受培訓時記下的筆記進行整理，然後印給下一期的學員，因為兩

期學員的基本教育程度、思維習慣甚至語言都很相似，遇到的難點和

可能的解決辦法也接近，於是這份筆記比我們這些自稱為「電腦老

師」的人準備的講義更受歡迎。

這份更受歡迎的教材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晏陽初當年總結農民

不識字有三個原因：第一是太忙，因為忙，所以沒有功夫讀書；第二

是太窮，因為窮，所以沒有錢讀書；第三是太難，因為文字多，文體

不通俗，讀起來不容易，所以沒有法子讀書。
25

 當年的那些文字不僅
難，更多還是非口語的書面文字，因此其本身就存在著問題。於是，

晏陽初和陶行知利用了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遺產——白話文，將文字和

語言的「農民化」視作進一步工作的重要起點，編輯了發行量達 300
萬冊的《平民千字課》。

然而，正是針對「鄉村建設派」當年推動的「文字下鄉」，著名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則更進一步的指出：「中國社會從基層上看去是鄉

24   羅崗著，2004年，〈「被壓迫者」的知識如何可能？「真的知識階級」與底層民
眾〉，選自高瑞泉、山口久和主編《中國現代性和城市知識份子》，上海古籍出
版社。

25   晏陽初著，宋恩榮主編，〈農村建設要義〉，選自《晏陽初全集》第 2卷，1992
年，湖南教育出版社，38、39頁。



潘家恩 281

土性，中國文字並不是在基層上發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廟堂性的，一

直到目前還不是我們鄉下人的東西」, 所以「鄉土社會裏不用文字絕不
能說是愚的表現，面對面的往來是直接接觸，為什麼舍此比較完善的

語言而採取文字呢？」
26

 
可見，語言——既是開展鄉村建設必須考慮的重要元素，同時更

不是簡單的一種表達工具，正如有學者指出的「語言不只描述狀態，

而且影響我們的行為和看待事實的方法」。
27

所以，當我們在將知識或語言「農民化」時，是否只意味著簡

化？多一些圖，多一些例子，少一些文字是否就夠了？

而這份「另類」電腦教材似乎告訴我們：如果說，我們的培訓教

材農民接受起來有難度，可能不僅僅因為大多數是由我們編輯，從我

們假想中的農民需求出發，更重要的是，支援我們培訓的那一整知識

和語言體系——現代教育所努力追求的「理性、客觀、分析歸納」和

農民學員們背後的生活或鄉土知識體系是否存在衝突？如果存在差

異，是否有什麼方式可以實現兩者的融合？

一首由農民在培訓班上改編的歌曲，給了我們進一步往下的思

考：

再也不能這樣活

根據電視主題曲《再也不能這樣活》改編

改編者：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湖北三岔培訓班

東邊有山，西邊有河，學習培訓，意義太多。

究竟是咱不行，還是環境惡，

究竟是命裏註定就要苦苦過。

喲呵呵，

閉上眼睛就睡，張開嘴巴就喝，

26   費孝通著，1991年，《鄉土中國》，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第 16-24頁。

27   Johnson, Allan G. 1997,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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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迷瞪瞪上山，稀裏糊塗過河。

再也不能這樣活，再也不能那樣過，

生活就要團結起來，大家一起來做。

生活就要有追求，生活就要去拼搏，

合作洪流不可阻擋，生活定會更加歡樂，更加歡樂！

對於我們及許多參觀培訓的記者、學者和大學生來說，這首歌無

疑給了我們很大的震動，不僅因為完全是即興完成的這首歌與培訓內

容結合地恰到好處，充分證明了農民的智慧，更因為學員們選擇改編

的這首歌原為電視主題曲，農民們多耳熟能詳，學起來特別快，後來

各期培訓班很多都選其為班歌，回去教給更多人，還可以作為自己協

會或合作社的社歌。

可見，外來的（或現代的）知識如果沒有從他們已有的開始，根

據他們的已有知識、表達需要、語言習慣而進行結合，那樣的知識再

簡化，也無法在他們的生活中間生根發芽。改編——既是他們的學

習、吸收和轉化方式，更溶入了他們的理解、情感和想像。

除了改編外，在培訓的前期，鼓勵他們通過「回憶」——村莊中

的各種變化、自己身邊的人和故事、自己和身邊人的困難⋯⋯也將是

使「培訓內容」接入他們生活脈絡中的好辦法。

但是，如果這些都不錯，那它為何又這麼難以發生？

正如學者戴錦華所指出的「故事、講述、口耳相傳原本就是古老

而有效的傳承知識、累積智慧的方式，但卻也是遭到現代文明、工具

理性直接壓抑的方式。
28

即使改編自現代知識的鄉土知識出現了，它無疑馬上又面臨需要

被現代知識體系所衡量和評判的困境。而教育和知識又絕非我們所希

望的「中立」和「客觀」，它同時強加和再生產著各種權力關係，也

就更加自然地排斥著那些民眾生活中的鄉土知識。

因此改造現代知識，使之成為「結合外界和本土、開放的、免費

共用的、與生活融合在一起並可為生活服務」的鄉土知識，似乎越來

28   戴錦華，〈溫柔的挑釁：象徵與真實的行動〉，《讀書》，2005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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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成為了一種奢望——在這個幾千年來，農人們口口相傳並賴以生存

的知識和種子都可能因為跨國公司以知識產權的名義而盜用並壟斷的

時代。

我是農民嗎？

隨著「三農」問題的日益升溫，在各種討論進行的不可開交、難

分勝負的時候，經常會看到有爭論者或旁觀者忽然跳出來說：「我就是

從農村來的，我（爸）就是農民⋯⋯」這最後一招似乎特別有效，表

態者立馬就能佔據一個十分有力並自然而然的道德（討論）制高點。

而在洪巧俊的雜文〈我是農民嗎？〉中，作者面對現今越來越多

的人打著農民的稱號，如農民歌手、農民詩人、農民畫家、農民企業

家，深刻地指出「冠以農民首碼的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在真實身

份首碼以「農民」，不過是試圖營造一種強烈的反差來抬高自己。此

舉也許突出了他們的成就，卻在另一個方面歧視和貶低了整個農民群

體。但這種習慣性的歧視，已經讓我們熟視無睹。」作者自稱雖然在

農村種了八年的地，並也長期關心農民，但卻從來不敢冠以農民首

碼。因為父親告訴他，做一個農民的先決條件是，要真正懂得「二十

四節氣」⋯⋯
29

雖然，我們可能生長在農村，也曾經真實地參加過田間勞動，但

對於那些可以發聲、上網和爭論的大多數「我們」來說，「農」既可

能是一個裝飾，更可能是我們搶佔更多發言權時的一種修辭。

而對於絕大多數和筆者一樣的人來說，雖然可能從小與「三農」

有著天然的接近，但現代教育系統一早就已經讓我們從根本上離開了

那片熱土，恰恰是城市給了我們主要的求學經歷、想像和美好生活的

參照。除了童年的回憶和鄉下的親戚外，鄉土到底剩給了我們什麼？

在《鄉土重建》中，費孝通先生有著非常尖銳的分析，在損蝕沖

洗鄉土的大背景下，文化的差異造成了城鄉的解紐，那些在城市接受

29   洪巧俊，〈我是農民嗎？〉，選自《2007年中國雜文年選》，鄢烈山選編，
2008，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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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等及高等教育）的鄉村子弟已經回不了家了：

是不願，也是不能。在沒有離鄉之前，好像有一種力量在推他們

出來，他們的父兄也為他們想盡辦法實現離鄉的夢，有的甚至為

此賣了產業，借了債。大學畢業了，他們卻發現這幾年的離鄉生

活已把他們和鄉土的聯繫割斷了⋯⋯鄉間容不下大學畢業生的。

在學校裏，即使什麼學問和技術都沒有學得，可是生活方式、價

值觀念卻必然會起重要的變化，足夠使他自己覺得已異於鄉下

人，而無法再和充滿著土氣的人為伍了。言語無味，面目可憎。

即使肯屈就鄉里，在別人看來也已非昔比，刮目相視，結果不免

到家裏都成了個客人，無法住下去了⋯⋯
30

雖然是幾十年前的觀察，但似乎也是一幅當代鄉村子弟的群像。

試問，我們還可以那麼自信地認為——我們因為是農民的子弟，我們

就⋯⋯。除了淺層表相外，我們真的瞭解自己的家庭、鄰居和村莊

嗎？

這既是一種自我的反省，更是對不自覺中自我習慣和行為態度的

警惕。

在每一次培訓開始時，我們都需要制定一個培訓公約，為充分體

現民主，內容由大家提出，包括哪些行為不該發生，哪些鼓勵發生。

作為一名協助者，我們確實對來自全國各地學員的方言聽起來很是吃

力。所以在所有的公約提完後，我們很自然地給大家加了一條——請

大家儘量用標準的普通話。

雖然學員們都很理解，但幾次培訓後，我們開始認識到其中的問

題和暴力。

就如香港學者古學斌博士通過在雲南村莊的實習和觀察發現：語

言文字對我們（知識份子）來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沒有任何的難

度可言，而對村民來說，文字的表達並非慣常的溝通和表達方法。這

無可避免地窒息了他（她）們的表達和創造力⋯⋯我們本身的語言限

30   費孝通著，1994，《鄉土重建與鄉鎮發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第 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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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也已規限了合作的對象及與他們的關係。由於我們不懂壯話，限制

了合作對象必須是有初中文化和略懂漢語的村民⋯⋯也許我們太習慣

了文字，太習慣從我們自己覺的舒服、方便的方式出發了，這反映了

一種什麼樣的權力關係呢？
31

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那些「我們的要求」，又都是這麼的自然

而然。如果我們不進行「自找麻煩」式的痛苦的反思，可能永遠也不

會有學員說出，協作者提的這個要求不合理，協作者為何不學習我們

的語言，我們只有用方言才能更熟練、準確和充分的表達。

因為，我們與他們的區別已經必然而又十二分真實的存在著！

在培訓中，因為角色需要，我們經常需要對他們的問題及表達給

出一些建議，在提建議時又經常有意無意地以一種權威的專家姿態出

現。但如果我們真的進行更為細緻的瞭解，每個農民所面對的困難處

境都可能不一樣。針對他們的實際處境，我們如果是他們，回到自己

的家鄉，難道真的可以抱著培訓中的條條框框去套嗎？而其中一些雖

然可能「不符合規範」的變通性做法，又是多麼富有創造性？我們應

該如何去理解他們的問題。

雖然這種身份上的差別真實地區分了我們和他們，他們卻是時時

刻刻地「關注」著我們，很敏感地感覺著我們的一言一行及由此可能

傳遞出的微妙關係。而一定程度上挑戰這種關係，卻不可能靠「我也

是從農村來的」這類蒼白的言語所能及，可能更需要一種行為上的感

知。

所以在培訓中，我們嘗試實現一種「三結合」，即「專家學者」、

「大學生志願者」和「農民學員（包括縣、鄉幹部）」融合在一起，和

學院工作人員一樣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在生活上盡可能打

破等級並挑戰各種微觀的權力關係。培訓時，協作者、講者與學員應

實現最大程度上的交流，除專門安排學員的交流分享時間外，協作者

課後要求分散開，與學員多交流，瞭解其對課程安排的回饋。雖然是

細節，卻能讓我們拉近與學員的距離，同時，學員在一種平等的氛圍

31   古學斌、張和清、楊錫聰，〈專業限制與文化識盲：農村社會工作實踐中的文
化問題〉，《社會學研究》，2007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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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易找到自信和積極的學習態度。

後記

難以忘記一次培訓班的前一天，為了讓學員順利到達校園，我們

專門雇請村裏司機到定州火車站免費接學員到校，我們專門為麵包車

準備了「歡迎各地農民朋友參加培訓學習」的接站牌。結果我們還是

接到司機緊急打來的電話，因為他看到一些像是來學習的人，但他們

都不敢上車，於是司機攔住了一位，現場撥通電話，讓我們和學員直

接通話，以證明我們是真的已經派車免費接他。接聽電話裏的學員聽

後滿口答應坐我們的車。可實際上還是怕被騙，結果學員一直在前面

走，司機駕車慢速的在後面跟⋯⋯

當鬱悶的司機回來和我們說時，我們笑地眼淚都快出來了，但卻

充滿著苦澀。為農民朋友們大老遠來參加培訓的不易，也為社會大環

境對學員所造成的影響及他們回鄉後可想而知的困難而擔心。同時，

它再一次提醒我們，自以為幾次培訓對於積重難返的「三農」問題和

難上加難的建設性行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那絕對是自欺欺人！要做

的事情還很多，路還很長。

有人說，「沒有行動的沉思不過是空言泛語，沒有深思的行動則

是純行動主義」
32
，試圖在邊做邊想中打開一種新可能性的行動者，斷

沒有道德光環和閉門造車自娛自樂的理由，相反，真正的行動者將永

遠處於現實矛盾的第一線，如何可以不被各種誤解和流言所淹沒或同

化；如何能警惕各種所謂「好心」的預期和期待可能給我們的誤導；

如何在與農民的相處中，既不盲目的抬高或者浪漫化他們，又能打破

對他們定型化想像，在互相學習中保持充分的創造性或批判力。這些

都是對我們非常大的挑戰，因為現實社會各種複雜的關係和邏輯同樣

不可避免地在我們身上得以複製。

面對著幾乎都是我們大叔大嬸（或大哥大嫂）級別的學員，我們

32   夏曉鵑，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灣社會研
究叢刊 09，第 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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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平均年齡不超過 27歲的培訓團隊，自然「倚小賣小」，與大家打
其交道來，自然也有某些優勢，至少，大家心裏不會把我們當成他們

習慣見到和想像中的威嚴學者，同時，我們自然也就更易的「農民

化」，要求學員們以晚輩的形式親切地叫我們每個人「小×」。

而為了能短時間內，更為「專業」一點，培訓團隊內部一遍遍地

試講、學習、查資料，互相批評，然後互相鼓勵地開始著沒人願意做

的「免費農民培訓」。自然，培訓中還有非常多的不足和問題，本文

中的很多觀點也只是跳出來後才有的反思。所以，我們確實非常缺乏

有經驗、有思想、有社會資歷及資源的中年（如 35－ 55歲，或者剛
退休也比較理想）「鄉村建設行動者」，但卻往往難以如願。

當我們可以很輕鬆地去「品論／審判」「秀才下鄉」、「教授賣

米」、「志願者明星的道德問題」等等時，為什麼我們不能以同樣嚴肅

地態度去討論——在自己身邊，除了那些可能有些毛病的「秀才」和

「教授」外，為什麼沒有更多人去做同樣的事情？當我們聰明而浪漫

地根據我們的期待和想像，去呼喚未來中國公民社會的到來和憧憬驗

證理想中社會行動者應該是什麼樣子時，我們是否注意到，目前，培

育他們的土壤還遠遠沒有形成！

三年前，當帶著惶恐與焦慮開始我們的培訓嘗試時，小知識份子

的毛病讓我們不時地流露出失望和抱怨的情緒。然而，正是因為越來

越多志願者（專家學者、大學生等）的參與、整個學院工作團隊間的

互相支援、更早進行農民培訓實踐並積累了豐富經驗的梁漱溟鄉村建

設中心諸同仁的創造性經驗，不斷地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啟發和一步步

前行的動力。在此，對所有支持這個正在進行中的事業的他（她）們

表示深深的謝意！

同時，我們更應該感謝那三年來始終和我們走在一起的農民學員

們，正是大家的創造性和堅韌樂觀，讓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悲壯、自

戀或者自憐！

二○○八年五月十五日

于香港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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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美資挹注下搖身一變成為「亞洲的拉斯維加斯」的中國賭城澳門，自 2002年
賭權開放、市場急遽擴張以來，面臨著不斷惡化的政治民主生活。澳門特區政府在

鞏固新的統治權力結構的過程中，一直處心積慮操控本地大眾傳媒的輿論，並積極

採取行政手段保護特定財團的既得利益，其干預過程均排除了公眾的監督及參與。

本文以近年來澳門本地電視台澳廣視的新聞報導的反民主傾向、以及引發當地公共

爭議的電視訊號中斷事件為討論焦點，檢視澳廣視的產權結構、新聞報導和電視訊

號的網絡傳輸權利配置，是如何在一國兩制下的後殖民轉化過程中成為不均衡的社

會力量相互博奕的鬥爭場域，並構成新的政治壓制形式，讓電視媒體成為瓦解異

議、從屬於新的權力秩序的工具。澳門的歷史經驗表明了澳門公共空間的去政治化

並不是回歸中國後才有的特殊現象，而是混雜了葡萄牙晚期殖民統治邏輯與官僚文

化，伴隨著新自由主義所強化的後果。最後，我們指出電視系統的民主化可能，需

要以超越市場意識型態的「轉化性想像」作為思想起點。

Abstract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the problem of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in 
post-handover Macau. Ever since the former Portuguese colonial outpost 
was opened up to foreign casino entrepreneurs in 2002 and transformed to 
Asia's new gambling capital, the problem of democracy has come into focus 
as a crucial issue. The dramatic economic growth caused an unanticipated 
backlash from the politically activated public, yet the media, particularly 
TDM – a local terrestrial TV station owned by the Macau SAR government 
– continues to serve as a docile government mouthpiece, undermining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is essay analyzes TDM's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istic practices, as well as recent disputes over 
TV signal relay service, examining how the domain of television is 
increasingly ‘depoliticized’ and isolated from broader struggles for 
democracy. The tendency of depolitic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absence 
of informe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media policymaking, coincides 
with the city'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circuits of capital. Macau's 
historical experience reveals how the corrupt and secretive enactment of 
policies inherits the colonial legacy, disorganizes dissent, and legitim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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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i-democratic forces of neoliberalism. A viable democratic prospect 
for reforming the present media system should begin with a ‘transformative 
imagination’ that goes beyond the rhetoric of ‘fre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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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視作為一種象徵的壓制形式

1999年澳門結束葡萄牙殖民、回歸中國後，賭博市場自由化的經
濟政策成為改造澳門社會生活的主要動力。美國拉斯維加斯企業進駐

後澳門賭博收益暴增，然而世界文化遺產城市和華麗的賭場景觀，掩

蓋了正在惡化的大眾政治生活。官員貪腐情事被揭發，
1
 特區政府的正

面修辭與居民現實生活的不平等體驗落差愈來愈大，親政府政治集團

的道德領導權開始鬆動。賭博市場擴張帶來的各種社會矛盾，終於在

2007年五一社會運動的槍響後噴發，構成了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最嚴
重的統治危機。

儘管當大多數市民認為警方及政府對五一抗議的處理手法過當，

澳門本地居民的主要新聞來源 TDM（澳門廣播電視有限公司，簡稱澳
廣視） 

2
 對衝突事件的新聞報導，卻片面強調遊行人士不按警方指示及

主動衝擊警方，在警方多次勸阻無效下才採取行動。該台後續的報導

將警民衝突的矛頭指向參與遊行的人士，採用了有選擇性的「聚光燈

處理」， 
3
 將遊行者描繪為意圖不軌的他者，製造麻煩、破壞「我們的」

和諧和公共利益，突顯遊行活動對市區商舖、交通和城市形象所造成

的負面影響。相比之下，香港當天的電視新聞則將報導焦點著重在鳴

槍鎮壓、警察毆打遊行人士以及遊行的主要訴求，兩地電視台報導顯

著的差異，引發民眾對本地電視台報導客觀公正性的議論。
4
 五一事件

1   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貪污案被輿論喻為「澳門開埠以來最大貪污案」、「世紀
貪污案」，坊間及媒體猜測此案可能涉及行政長官何厚鏵。賭權開放的分析：黃
平（編），2008，《挑戰博彩：澳門博彩業開放及其影響》，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

2   雖然多數澳門家庭可以透過架設的共同天線接收到數十個外地電視頻道，居民要
知悉本地事務的訊息，仍相當依賴澳廣視製作的新聞節目。該台晚間新聞是收視
率最高、廣告收益也最多的節目。

3   Curran, J. 2002. Media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4   質疑政府作法的討論主要在澳門網絡上 Cyber CTM和 Qoos.com市民常使用的公
共論壇上展開。澳門民眾的網絡參與形式：Lou, I. 2008，Alterna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acau’s Internet Forums, Master Thesis, Macau: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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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立場親政府的主流報紙如《澳門日報》、民間社團、專家學者紛

紛出面為警方行動辯護，將社會危機被解釋為市場發展的「自然」代

價，而非特定政治過程的後果。兩天後澳廣視新的時事談話節目《風

火台》跟進討論了五一衝突事件。該節目雖然是以開放討論公共議題

的形式進行，但其話語最終是強調、維護政府的正當性，強化與政府

的論調一致的觀點。受邀參與節目討論幾位固定的專家學者將遊行人

士形容為水平沒有提升、只是「少數」人的意圖，不符合主流所接受

的訴求方式，有礙於公民社會的建立。
5
警員開槍被來賓形容為與個人

應變能力有關，將整個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簡單地歸咎於個人的責

任，轉移了公眾注意力。同時，節目強調澳門人是這次事件的「最大

輸家」，要共同承擔澳門的負面形象。總之，節目以一種戲劇化的方

式刻意誇大了遊行者的錯誤，將異議被邊緣化、掩蓋了運動的深層原

因。

五一事件之後餘波蕩漾，輿論傳出政府官員公然干預新聞自由的

事件。行政長官何厚鏵於 5月 4日會見澳門五個傳媒團體、對五一遊
行事件作出表態。不尋常的是，官方並沒有安排傳媒記者到場採訪，

惟獨澳廣視被新聞局邀請到現場協助拍攝整個過程，其後有議員接到

澳門電視台記者的投訴新聞局派員到該台提取片段，並介入該新聞片

的製作。
6
 此舉令澳門傳媒界極度不滿，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更致函特

首，投訴新聞局「未有公平和及時地向所有傳媒，包括駐澳門傳媒，

發放特首對五一遊行的全部講話內容」，以及「派員到澳門電視台插

手新聞片段和特輯的編寫工作」，嚴重干預新聞自由。
7
獨立新聞工作

者指出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居民擁有言論、新聞及出版自由，法

Macau.

5   當天的節目片段已經被網友上載到 Youtube上。

6   〈新聞自由名存實亡傳媒投訴難改現狀〉，《訊報》，2007年 5月 25日；〈高天賜
指當局干預新聞自由〉，《澳門日報》，2007年 5月 26日；〈新聞局長覆議員質
詢重申 當局不干預媒體〉，《澳門日報》，2007年 5月 31日。現任新聞局局長
陳致平是負責監管澳廣視的執行委員會成員。

7   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成立近十年，是個獨立的新聞團體，其立場是維護新聞自
由，保障公眾的知情權。



澳門電視的去政治化294

律亦賦予傳媒機構享有資訊權，新聞工作者可自由接近資訊來源，而

新聞局的職能是發佈政府新聞，向澳門傳媒提供各類資訊，協助傳媒

採訪，辦理報刊、編印和新聞通訊等登記，沒有干預澳門媒體的權

利。但新聞局官員並未因此而受到懲處。

這次政治干預事件不僅僅意味著澳門民主和政治生活所面臨的危

機，也反映出殖民主義高壓統治的某種歷史連續性（這是相對於「回

歸」所代表的現代性正面話語而言）。弔詭的是，這種歷史的連續性

是透過一整套激烈改變原有經濟關係和社會模式的政治選擇和政治實

踐，被聯繫起來的。電視新聞所傳遞出的狹隘的、「消毒過」的政治

觀，是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為了保護大財團和本土菁英集團利益的一

種壓制手段，與政府排他性的制度性安排與暴力鎮壓相輔相成。過去

幾十年來，澳門電視的發展一直是和殖民政權的政治運作，以及親北

京政治集團的操控密切相關；然而回歸後的激進市場化，將權力集團

和電視媒體進一步納入了新自由主義式的統治模式並為其服務。換言

之，回歸並不意味著既有的社會權力關係出現了變化，而傳媒公共空

間的封建化有助於寡頭集團鞏固既有的不平等秩序。從歷史的觀點來

揭示大眾傳媒機構在這個新的權力結構轉換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批判

傳媒研究的目標。
8

澳廣視是澳門第一個本土地面電視台，由澳葡政府所創立、資助

營運，1984年開始播出，直到 1990年之前一直使用一個頻道以中文
和葡文雙語形式播放節目，隨後又發展為中文台和葡文台兩個頻道。

9
 

8   McChesney, R. 2000. “Journalism, Democracy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http://www.monthlyreview.org/1100rwm.htm.

9   2007年中文台更名為澳門電視台，葡文台名為 Canal Macau。目前澳門電視台播
放的節目類型包括新聞資訊、時事談話節目、體育、電影（多半是舊片）、卡通
片、電視劇（多半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美國）、綜藝節目、文化教育、
佛教和紀錄片。其中新聞資訊、綜藝節目和文化教育是自製節目，其他均是外
購。直播的節目包括國際足球賽事和澳門活動，如特首施政報告、立法會答問大
會、除夕倒數及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等活動。賭權開放之後，電視台開始製作談
話性的議政及財經節目，2008年更舉辦近年流行的歌唱選秀節目，以及通俗的
綜藝節目，但形式和風格基本是抄襲自香港和台灣。外購節目也較新，半數都是
近年較受歡迎的節目，而且貼近年輕觀眾的口味，不像以前總是在播放老舊的電
影和電視劇。此外，葡文台大部分時間都在轉播葡萄牙國家廣播電台（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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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政權以「澳人治澳」的原則更替了，特區政府無論是在電視政治

報導，或是在介入既有電視服務的秩序安排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仍

舊保有殖民時期濃厚的威權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色彩。回歸後，澳門

電視媒體的公共性主要是受到親財團的政府機器和親政府集團的多重

壓制。
10

 電視新聞報導除了被要求必須在後殖民時期強化國家主義和
發展主義的「共識工程」起到積極的作用外，葡國統治時期將公共財

圖利給特定公司、保障排他經營特權的腐敗文化，在回歸後也被完整

地保留下來。就像殖民時期一樣，回歸後的大眾幾乎沒有參與相關政

策辯論、制定的機會，電視也不容許有政治性、尖銳分歧的辯論。這

些作法都導致了公眾利益被邊緣化和爭論空間的萎縮。

澳門電視的公共空間是澳門特定歷史動力所形塑的產物，也是各

個不同力量相互拉扯的場域。
11

 關於澳門電視新聞的公共性以及電視
頻道的開放使用等問題，必須放在晚期殖民統治以來，程序民主和決

策過程被寡頭利益集團操控、多元分歧的政治價值的取消、政治菁英

疏離大眾轉而服務財團利益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背景下，才能被有

效解釋。
12

二、權力結構的隱藏

澳門的電視文化和其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不無關聯。六十年代末

期的澳門本身還沒有電視台，但一般居民可以透過公共天線系統收看

RTP）製作向海外播放的葡語電視節目，以及歐洲足球比賽。由於澳門操葡語的
人口不到 2％，葡文台的觀眾市場非常有限。澳亞衛視、蓮花衛視等電視台的節
目主要面向大陸地區觀眾，在澳門的收視率甚低，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焦點。

10   親特區政府集團在澳門的霸權構成與 1966年的 12-3事件有著密切的關係：劉
世鼎，2007，〈澳門的新殖民主義〉，《思想》，第七期。

11   場域指的是一個不平等關係被結構化的社會空間，也可以說是一個鬥爭場所：
皮耶．布赫迪厄著（林志明譯），2002，《布赫迪厄論電視》，台北：麥田。

12   有關去政治化的討論：汪暉，2008，《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世紀的終結與 90
年代》，北京：三聯；Rancière, J. 1995/2007. On the Shores of Politics, London: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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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電視節目。
13
回歸以前，「澳門不但在經濟上是香港的附庸，連

新聞資訊的吸收都是高度依賴香港的」。
14
香港電視娛樂文化的製作優

勢和流行，使得後來澳廣視所製作的節目相形見絀，收視率始終不見

起色，連年虧損。由於澳廣視的收視率低、未能有效扮演政府傳聲筒

的角色，再加上長年巨額虧損成為財政包袱，殖民當局於 1987年企圖
將澳廣視私有化，並加強其發射台的功率讓香港觀眾都能夠收看。當

時澳廣視曾打算走法律漏洞，播放被港英政府禁止在電視上出現的煙

草廣告，但港英政府認為此舉會引起管制上的問題而表示反對，再加

上發射功率不足、無法遍及大多數香港電視用戶等因素，進軍香港市

場的企圖最終宣告失敗。但私有化的步伐依舊朝著服務權力集團的需

求來進行：澳葡政府於 1988年出售 49.5%的澳廣視股份，並保留
50.5%的股份，該台成為一間「官辦私營」的有限公司。在私人股東
持有的的股權當中，19.5%為「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澳門「賭王」
何鴻燊 )所持有，中資背景的南光集團佔 15%，現任特首何厚鏵佔
15%。

15
行政架構由管理機構和董事局組成，管理機構包括股東大會、

監察委員會及政府代表，澳葡政府對澳廣視有最終的控制權。該台結

合了政府和權貴商業勢力，形成了殖民體制下的官僚商業結合體。這

種官商結合也是晚期葡國殖民統治政權的一個重要特徵，遍及各個領

域。在這種背景下，電視成為澳門政權移交前中國、葡國、商人三方

勢力拉鋸的場域，並與各種反民主的傾向接合在一起。然而官私合營

13   2002年一份澳門大學學者所作的調查報告指出，有近九成被訪者經常收看香港
電視台的新聞類節目，收看澳廣視新聞的則有六成多。娛樂節目方面，經常收
看香港兩間電視台的分別有八成多和三成五，澳廣視則不超過一成五。超過七
成的受訪居民表示會透過澳門傳媒了解本地經濟、政治和社會新聞：〈澳廣視應
加強採播本地新聞〉，《澳門日報》，2002年 12月 13日。最近一份調查顯示，
2007年每天或經常收看澳廣視新聞的收視率接近 60%，比 2006年的 46%有顯
著增長：張榮顯，2008，〈澳門媒介使用概覽 2001-2007〉，澳門：澳門大學。
除了電視媒體，澳門居民也可以閱讀到香港中英文報章雜誌以及聆聽香港電台
節目。

14   譚志強、老冠祥，1996，〈香港、澳門的新聞事業〉，《變遷中的香港、澳門大
眾傳播事業》，台北：行政院新聞局，34。

15   根據一位資深立法會議員的說法，私人股東加入澳廣用意是表達對北京方面的
輸誠，有利於中方在澳門的輿論影響力。訪談日期 2008年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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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並沒有改善澳廣視的營運情況，1989年虧損仍達兩千萬澳門
元。1993年澳葡政府欲賣出餘下50.5%的股份，但遭到北京當局反對，
有學者指出這是因為中國方面希望澳門在回歸後，仍然有一個官方電

視台作為政府喉舌。
16

回歸前，何厚鏵及何鴻燊將股份轉予政協委員吳立勝旗下的兩間

公司「新韻」及「信誠達」。2002年，因為私人股東多年沒有支付澳
廣視的營運費，該台面臨停播倒閉的危機。

17
兩家公司拖欠金額共達 5

千多萬澳門元，其後將 34.5%的股份無償贈予澳廣視；歷年拖欠約 8
千萬元的南光集團亦將 15%的股權退回該台。

18
 2004年，澳廣視將所

有持股售予澳門特區政府，使得政府實質上已經全資擁有該台的全部

股份，並會繼續以有限公司的形式運作，所有營運費用由政府承擔，

負責監管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及成員均由特區政府委任，組成人員是名

人政要和局級官員。
19
政府間接擁有澳廣視的股權，亦掌握了該台的人

事任免權；現時所任命的董事會成員不是政府官員、便是巨商富賈，

對新聞報導所造成的影響是「以維護現狀為上，碰到敏感政治問題或

諱莫如深，或自我設限，甚至扭曲真相。」 
20
隨著新權力結構的運作進

入常規化、體制化，澳廣視的新聞報導根本無法觸及菁英的核心權力

禁區，更遑論挑戰反民主的力量和傾向。
21

澳門的政治文化也束縛著社會多元價值的自由表達。自殖民統治

16   陳韜文、馬傑偉，1996，〈香港、澳門的廣播電視業〉，《變遷中的香港、澳門
大眾傳播事業》，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17   譚志強，2003，〈學習做一個中國新聞工作者：1999政權交接前後的澳門新聞
傳媒〉，發表於海峽兩岸四地文化交流研討會之論文。

18　〈南光斬纜政府撐澳廣視至年底〉，《澳門日報》，2002年 10月 19日。

19   現任董事會主席是賭王何鴻燊，行政委員會成員分別有環境委員會執行委員會
主席黃蔓葒、教青局長蘇朝暉、及新聞局長陳致平。特首辦主任何永安是政府
駐澳廣視的代表。

20   李金銓，2004，〈電視文化何處去？處在大陸政治與海洋經濟的夾縫中〉，《超
越西方霸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73。

21   葡國殖民末期經濟嚴重衰退、社會治安敗壞，社會輿論猛烈批評澳葡政府腐敗
無能，大部分澳門人對回歸抱有很高的期待。這一氛圍令官方的澳廣視十分尷
尬，一方面必須考慮主流聲音，另一方面又要顧及澳葡政府，所以該台新聞報
導開始採取一種折衷策略，盡量平衡兩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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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澳門的政治參與被葡裔和本地精英所壓抑、壟斷，受親政府集

團資助的中小學教育也不鼓勵學生表達獨立批判的意見，市民批評政

府的聲音只能在非正式場合如家中和茶室中聽到， 
22
公開反對政府的聲

音更是少之又少。有學者指出澳門有一批白領中產專業人士，他們多

在政府部門、大型機構或傳統社團工作，如果公開批評時政，「很容

易受到他們僱主的限制、排擠甚至解僱」，所以澳門人習慣了對不公

平的現象沉默不語，社會監督力量難以凝聚。
23
殖民時期傳媒對葡國人

施政時有批評，華人社團動員的社會運動也的確迫使政者承擔起部分

社會責任。然而政權更替後，「報紙電視上出現批判特首何厚鏵或其

他高官施政不當的言論，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相比香港傳媒一面倒地

狠批香港特首董建華，情況可謂有天壤之別。」
24
傳統基層社團不再是

工人政治理念的捍衛者和行動者，而是促進新權力秩序的穩定。這些

社團仍控制著民間社會自我管理的空間，其角色由監督政府轉變成維

護政府利益，並聯合主流媒體成為強大的製造共識機器，阻隔了具有

實質分歧的政治性辯論。這些御用工會領袖打著維護本地工人利益的

幌子，實際上鞏固了新的權力結構。
25
失去了階級利益代表性的工人，

逐自行成立新的勞工社團表達訴求。
26
這些獨立團體沒有龐大資金舉辦

各類文娛活動動員群眾，只能以遊行、集會或請願等非正式渠道引發

社會討論，然而這類新聞卻被主流媒體所標籤化。

在這種保守的政治大環境下，仍有極少數議員和獨立社運人士敢

於批評政府，從自由主義的立場提出基層居民的訴求。這些個別議員

雖然在近幾屆立法會選舉中取得較多的票數，但立法會內龐大的親財

團和親政府投票部隊使得他們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仍然相當有限。從

澳廣視的新聞報導模式來看，不難發現親政府團體所推舉的議員曝光

22   林玉鳳，〈讓茶餐室討論成為公共意志〉，《澳門日報》，2006年 10月 22日。

23   〈江澤民、朱鎔基的陽光照不到澳門來？〉，《澳門政策研究》，1998年 8月。

24   譚志強，〈學習作一個中國新聞工作者〉，5。2008年八月傳出以爭取本地工人
利益為訴求的《澳門勞動報》，因刊出批評勞工政策文章而遭到官員控告誹
謗，該報社長何興國因而遭到警方傳喚。

25   排斥中國大陸和東南亞裔的勞工也是近來這種本土主義的特徵。

26   劉世鼎，〈澳門的新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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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遠高於對政府持有異議的議會成員，其新聞議題的設定和消息來源

主要是被前者所把持。即便是議員的發言片段也聽不到不同價值訴求

的相互博弈。該台大部分的新聞來自政府行政部門、警察單位和主流

社團的提供。因為長久以來該台與政府和社團已經形成一種默契：政

府和社團的新聞必須加以報導，有限的播放時間被無意義的、僵硬的

社團新聞、政府宣傳活動所填塞，市民參與公共事務所需要的資訊則

被邊緣化。近年來賭場開幕的電視廣告投資更導致民主空間的萎縮。

三、自我審查

澳門電視台那種同質性、墨守成規的新聞報導傾向，除了受到政

治勢力的束縛外，也和電視台內部資深從業人員的流失與非正式的、

隱形的自我審查機制密切相關。我們所接觸到的澳門電視記者和編輯

大多有意識到來自政府和親政府團體的政治壓力，但也因為自認沒有

能力、不願意冒險去改變這個結構所帶來的限制，從而順從了這種風

氣。澳門傳媒規模有限、轉換跑道不易，也無形中強化了記者的自我

保護意識，不願冒險挑戰權威。

我們所採訪的新聞從業人員大多認為電視台的基本立場是支持、

維護政府的合法性，但對於電視台的自我定位、以及傳媒應該扮演何

種公共角色和社會責任等問題感到模糊困惑。我們也觀察到澳廣視的

編輯及記者自我審查意識相當強烈，因此言論的表達相當溫和而保

守，對政府的言論多半照本宣科、不加評論，避免尖銳性、會「製造

麻煩」的話題。電視台會經常安排記者採訪政府、社團活動報導有利

於政府領導和親政府精英形象的公關新聞。在處理議員質詢的新聞

時，編輯會將立法會議員質詢中語氣較重、批評施政的部分更改成中

立而不帶色彩的句子；電視台為了不讓記者突出或做太多政府的負面

新聞，往往要求將此類新聞片段的長度壓縮到最短。2005年東亞運動
會特區區旗在升旗儀式上被倒掛，本地數家主要報紙都有報導此事，

後來有政府官員致電電視台高層要求不要播放有關片段，該片段立刻

被抽起。2007年五一遊行人士要求行政長官「何厚鏵下台」等有損政
府權威和形象的語句或畫面，也都不准播出，但特首看畫展這類宣傳



澳門電視的去政治化300

新聞卻被要求作成頭條。
27
編輯M說澳廣視「使用政府的錢，也是在

幫政府做事，但當遇到一件大事，而政府真的很不對的時候，澳廣視

也會報導，這是作為一個傳媒應該要做的事，但是報導也是會有一個

限度。」 
28
記者 P則表示，每當有重大社會衝突和爭議爆發時，「跟社

會問題有關的我們可以報導，但跟政府有關的時候，遇到問題便會很

大，因為電視的傳播能力很高，而且能影響到市民對事件的看法，所

以變成可能有一些事你並不能說。」 
29

澳廣視和政府機器、利益集團特定的關係和互動形式，讓新聞工

作者產生出一種特有的世界觀和感知範疇。在壓抑異議表達的工作環

境下，有些編輯為了穩住自己的位置，主動向某利益圈子靠攏。於

是，一些會「得罪人」、「有人看了會覺得不開心」、「不聽話」、「敏

感」的新聞會被禁止，被那些沒有新聞價值但能討好達官顯要的新聞

所淹沒。而當遇重要新聞事件時（如示威抗議），審查手段變得更為

精密，除了會事先開會分配工作、提醒「應注意事項」外，編輯還會

監視記者剪片過程，甚至親自撰寫新聞稿來引導報導重點。
30
年輕記者

會在這個過程中漸漸摸索到處理類似新聞的「規矩」，成為製造共識

工程的一顆棋子。

澳廣視新聞部目前有七個本地記者、六個國際組記者、三個編

輯，其中有一位編輯兼任記者。一些受訪者指出澳廣視對新聞報導只

重量不重質，只求填滿每天的晚間七點新聞時段。由於有些編輯會分

配很多工作給記者，記者根本無暇處理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新聞議題。

儘管新聞節目的廣告收益最多，但澳廣視「向來都不太重視」新聞

部，對人手缺乏、支援不夠及新聞素質不好等問題表現出「不面對、

不解決」的態度，但總是喜歡拿自己與香港無線電視台製作的新聞相

比較。

當澳廣視公司化時，澳門經濟仍處於相當低迷的狀態，財政緊絀

27   同上。

28   澳廣視新聞編輯M匿名訪談，2008年 3月 1日。

29   澳廣視記者 P匿名訪談，2008年 6月 10日。

30   澳廣視記者 S匿名訪談，2008年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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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只能提供有限度的支助。隨著 2002年賭博市場擴張以來政府豐
沛的稅收挹注到各個部門，澳廣視嚴重的財政危機獲得舒緩，然而，

2004年上半年澳門賭博經濟規模擴大後，博彩企業以高薪從各階層吸
納了大量勞動力從事荷官（賭場發牌員）或服務人員，導致很多中小

企業出現人力不足或倒閉的問題，澳廣視也無以倖免。
31
為了挽留員

工，澳廣視曾自行於 2005年調整薪酬福利等級，其後更制定升職加薪
制度。

32
然而這些措施都無法保持電視台營運的穩定性，而資深記者的

大量流失，更不利於針貶時政的新聞報導（因為資深記者在處理與政

府利益有關的新聞時比較懂得如何掌握「尺度」，有技巧地把問題點

出而不招致懲罰。）受訪者表示現在電視台內「肯教人的人並不多」，

稍有新聞熱忱和使命感的新進人員都被各種裙帶關係和自我審查壓力

磨滅殆盡。大部分有理想性的記者都不打算長期留在澳廣視，因為

「能學到的知識技巧有限」。有能力的人不會留在澳廣視，因為即使一

個記者儘管表現懶散，但只要工作年資夠長、不惹麻煩、「懂得人情

世故」，也能升職加薪。
33

澳葡政府時期，政府上至高官下至公務員幾乎全都被葡裔人士所

把持，官僚作風嚴重。回歸以前，澳廣視大部份職員都是葡裔人士，

他們多數是靠裙帶關係才能入職，濫用電視台資源，也曾鬧出貪污醜

聞。回歸後隨著公務員本地化的要求，除了葡文台之外，大部分員工

都是本地華人。然而由於欠缺公共監督機制，澳廣視內部的管理依舊

相當紊亂。2005年澳廣視發生了經理濫權謀私事件：某部門經理多次
把為澳廣視提供電腦資訊設備的供應權，批給其妻子開設的公司，事

31   賭博業擴張以來，政府部門也面臨流失公務員的問題，不少新聞從業人員填補
了這些空缺。值得一提的是，澳廣視資深員工會提醒年輕記者不要製造太偏激
的新聞，否則一旦被定位為「激進派」，往後就很難進入政府部門。有部分記
者因為採訪而與政府人員建立良好關係，當有適合的工作時便能「內定」入
職。這多少會影響到記者在報導政府新聞時的取向。

32   〈澳廣視去年蝕五千九萬料今年財政穩定更新設備發展〉，《澳門日報》，2007
年 3月 30日。目前澳廣視記者每年接受一次考核決定續簽合約與否。一般記者
月薪約為 9700元澳門幣（不含交通和用餐津貼），一年有十四個月薪水和 22
天年假。

33   澳廣視記者匿名訪談，2008年 8月 4日。



澳門電視的去政治化302

件由廉政公署接獲投訴後揭發。
34
有多位立法會議員先後批評澳廣視的

管理機制不善，成為公共財政黑洞，例如澳廣視可自行評定薪酬，其

管理層的薪金比政府局級部門的管理層還要高，但中下層及技術員工

薪酬卻低於政府部門，而各項開支預算也不受正規監管審批，導致巨

額虧損。
35
有議員指出，澳廣視以私營企業方運作的機構、全部或絕大

部分營運費由政府來補貼，卻不必受到規範，股東會或董事會也無需

為機構營運出資及承擔任何責任。
36

四、保護財團利益的管制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澳門電視的新聞報導在回歸後並未能夠有效

檢驗、揭示其公共表現背後的權力關係。然而這僅僅是去政治化的一

個特徵。澳門政府高唱「自由市場經濟」、「國際競爭力」、「小政

府」，但其政策選擇處處可見打著公眾利益之名、透過強制手段保護

特定財團利益來阻撓公共參與和集體監督的痕跡。這種排除民主參與

和集體討論來掩護財團利益輸送的政治實踐，以及那些鼓吹市場化來

反對、解決政治威權主義問題的論述，均構成了去政治化的場域。近

幾年「澳門有線電視公司」和多間「公共天線公司」（俗稱公天）之間

爆發的紛爭，就是在這一個力量不均衡的鬥爭場域中展開的。

公天的發展和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電視大量普及有關聯。七十年代

末、八十年代初期，內地的電視機需求量大增，不少澳門居民為大陸

的親友代為購買電視機，為澳門電器行帶來可觀的收入。這些電器公

司同時也會幫本地顧客安裝接收天線，但當時僅屬於服務性質，並無

太多利潤可言。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生產的電視品質大幅提升、購買國

34   〈採購器材涉嫌濫權舞弊澳廣視管理混亂可見一斑〉，《訊報》，2006年 4月 1
日。

35   見《澳門日報》的相關報導：〈兩議員就管理財政問題提書面質詢　澳廣視長虧
損當局如何改革〉，2006年 3月 7日；〈議員質詢誰管政府持股機構〉，2007年
6月 19日；〈高天賜促監察　澳廣視公帑運用〉，2007年 8月 30日。或見：〈管
理機制殘缺混亂，澳廣視成財政黑洞〉，《訊報》，2007年 10月 26日；〈議員
促解決澳廣視長期積弱〉，《市民日報》，2008年 1月 17日。

36   〈議員質詢誰管政府持股機構〉，《澳門日報》，2007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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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蔚為風潮，澳門許多依靠內地消費者的電器行面臨經營困難，安裝

天線反而成為主要業務，全盛時期多達四十家公天業者。後來這十幾

家公共天線經營商便構成是現在所說的公天。

澳葡統治時期並沒有嚴格限制電視的接收，只要是公天能接收的

頻道都能轉播，主要播放香港及中國大陸的電視頻道。澳廣視成立後

有自己的訊號發射站，但由於澳門高樓林立阻擋訊號，該台需要透過

公天的頻道播放節目，居民才能收看清晰的畫面，這也為後來公天的

抗爭提供了條件。至今公天在澳門經營了三十多年，在每條街裝設一

至兩座天線接受電視訊號，由於沒有使用地底管道，電線交叉跨越每

座大廈之間，形成奇特的都市景觀。初期月費只要一元，現在每個月

也只需繳交約 25元的「天線維修費」，基層家庭均負擔得起，深受歡
迎。公天所轉播的電視台超過 40個，包括大陸、台灣及東南亞地區的
電視節目，涵蓋的語言有廣東話、普通話、英語、閩南話、葡萄牙

語、日語及泰語等，頻道種類之繁多，更甚於鄰近的香港。公天在整

個澳門的市場佔有率高達九成，約佔十幾萬電視用戶。

在澳葡時期，公天是在沒有任何正式經營電視天線接收牌照的灰

色地帶中經營。回歸前，殖民政府不顧市民實際負擔能力與資訊接收

權，突然將為期 15年的有線電視特許專營牌照的權利，批給以葡萄牙
電信公司為大股東的澳門有線電視公司，於是公天頓時間變成了「非

法」經營，爭端從此開始。
37
根據這份專營合約，專營人有權利「提供

有線電視地面專營服務」、「建立及操控一個公共電信系統」。然而貪

污成風的澳葡政府在分配專營權時排除了必要的民主討論，決策也缺

乏公眾同意的基礎，猶如黑箱作業。此外，有線電視覆蓋網絡有限、

收費極高（每月基本費用近兩百元），超出大多數市民負擔能力。澳

葡政府因為憂慮特區政府成立後會取消葡文廣播頻道，所以在回歸前

趕快把壟斷的合約批給有線電視，即使葡文頻道被取消，也可以隨時

在有線電視重設。
38

37   皓江，〈電視中斷的背後〉，《商訊》，2008年 3月號；余荔，〈陶永強處理公
天有線事件一蹋糊塗 庸官劣吏將政府管制威信推落谷底〉，《訊報》，2008年 2
月 1日。

38   了空，〈顢頇無能官僚仍在胡作妄為澳人資訊自由權遭殘暴踐踏〉，《訊報》，



澳門電視的去政治化304

在缺乏政策辯論的情形下，特區政府在保護專營公司的利益保護

方面，大體上延續了殖民政府的精神和作法。澳門規範電視訊號轉播

相關法例付之闕如，以致於回歸後有線電視與公天的糾紛不斷，電訊

管理局（前身為電訊暨資訊科技發展辦公室）也以「保護知識產

權」、「與國際接軌」為由，經常派員到各大樓巡查衛星電視接收器來

保護有線電視的利益。
39
在政府以法律手段打壓、又拒絕賦予公天合法

經營地位的情形下，2005年九月，六家公天業者一度停播了包括澳廣
視在內的所謂被指侵權的頻道表達抗議。公天的策略起到了作用，隔

日《澳門日報》的民調指出有九成受訪居民支持公天繼續存在，另有

過半意見認為政府應該收回專營權，重新開放市場。
40

 2007年，過去
曾經營公共天線的廣星公司以逾億元購入葡萄牙電訊持有的 87.5%的
股份後，有意收購其餘八家公天網絡來緩解營運壓力，最後談判宣告

破裂，也導致後來政府必須採取更為露骨的強制性行動來維護財團的

利益。
41

 2008年公天開始向澳門用戶提供高清頻道的轉播服務， 
42
但遭

到電信管理局以侵犯專營公司的權益為由禁止，再次引發停播抗爭。

然而，後續的公共討論大多流於批判政治威權專制主義和專營權

壟斷，以至於沒有能力對市場經濟的去政治化邏輯提出批判的分析視

2008年 2月 1日。

39   政府取締公天主要是根據《電信綱要法》第五條規定「建設、管理及經營電訊
網絡以及提供電訊服務，均屬公共利益，只可由公共實體從事，或由按照適用
規章規定持有從事該等業務的足夠憑證的私人實體從事」，以及第十三條中規
定「公共電信網絡及公用電信服務，可由持有從事相關服務牌照的電信企業根
據政府核准的從事該等活動的規章經營。」然而當局卻未提到該法的第一條已
經註明「本法律不適用於地面或衛星廣播服務，尤其是電視廣播及電台廣播服
務。」

40   公天指出《基本法》和《出版法》賦予了居民獲取資訊的權利，強調應該要先
獲得合法的經營地位，才有權和頻道協商版權問題，並接受政府規範。針對官
方說法所提出的較為獨立的分析觀點，見：了空，〈前朝錯判累街坊 當今政府
應行善〉，《訊報》，2005年 8月 27日。

41   廣星過去也曾代表公天業者與政府談判，但自從獲得政府推薦成為專營公司的
大股東後，轉而與政府結盟。例如 2007年五一衝突後，有線電視公司以關閉香
港亞視信號的方式，來回報政府的「關照」。

42   數位訊號的畫面質素和聲音均優於傳統類比訊號的效果，並可透過無線電波、
衛星或寬頻傳送。香港電視台已計劃在五年內以數位取代類比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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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其話語背後所隱藏的價值訴求實際上和那些強調主張保護國際版

權、強調市場競爭會帶來社會進步等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霸權非但不

相排斥，而且是遙相呼應的。
43
我們認為傳播資源和使用權利的配置沒

有引入民主參與過程和監督機制，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五、打破慣性思維

大眾傳媒的開放性與自主性，是深化民主、促進大眾政治參與的

基本要件。政治需要讓不同的對話者自由進入爭論的空間表達不同的

訴求，而不是以共識來取消分歧和不滿。然而傳播資源的使用和分配

缺乏民主開放的公眾參與和辯論、新聞報導臣服於政治權力，構成了

當今澳門電視去政治化的主要內容，阻止大眾民主參與進一步擴大。

我們認為，若想要改善電視資源使用的不民主，不能只著眼於打

破專營權壟斷、開放市場，因為一個缺乏公眾參與辯論的傳播決策，

將淪為服務財團利益的操控工具，與政府機器以另一種方式共謀。同

樣，若是希望電視新聞可以表達更多元的政治利益和觀點，社會運動

也不能將焦點僅集中在爭取市民言論自由、傳媒新聞自由的範疇內，

因為這種訴求如果不涉及全球市場化所帶來的去政治化問題，將不斷

重複著那種蒙蔽的、被意識形態化的「市場 vs.政府」的慣性二元思
維，而不涉及到兩者結合所產生的共謀結構，以及其他民主的可能

性，從而國家機器干預新聞自由是成問題，但服務新自由主義意識形

態的新聞生產卻從來沒有引起關注。
44

因此，試圖擴大政治與社會多元代表性的進步民主方案，必須結

合傳媒工作者有組織的集體抵抗與各種進步的社會運動力量，以及思

想觀念上的突破創新。然而從目前的發展局勢來看，既有的制度安排

43   「民主派」議員吳國昌的發言：〈港專家指澳「公天」亂象源於無明確政策 兩議
員謂應鼓勵開放競爭〉，《華僑報》，2008年 5月 20日。澳門社會運動組織「民
主起動」副主席利建潤則主張「透過自由市場汰弱留強」：〈禁播高清市民受累
揭電視轉播糊塗帳〉，《東周刊》，2008年 2月 13日。

44   馮建三，2005，〈新聞研究的前沿：來自經濟報導，走向經濟監督〉，發表於澳
門社會科學學會成立二十周年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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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觀念非常狹隘，批判法學家 Roberto Unger所說的那種具有創造
性的、轉化性的想像，在澳門還尚未有萌芽的跡象。

45
 如同當今世界

上大多數地方一樣，我們處在一種另類選擇和視野被壓制的新的專制

獨裁統治之下，一個不能容忍不同的社會自我管理、個體權力的賦

予、和組織異議的時代。

惟有如實地面對這種去政治化的根源和帶來的後果，我們才有可

能以一種恰當的方式來想像改變的出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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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創作與批評》社團版本的東亞論述，可以說是以「統一運動」為代表的民族自

主運動進入到後冷戰時期以後所進行的理論性「自我改造」的一個歸宿。東亞論述

將對韓半島分裂的克服作為核心議題，認為韓半島是全球體制（世界體系）的一個

交匯點。最早提出「分裂體制論」的人是白樂晴。以崔元植和白永瑞為首的《創作

與批評》社團內的一群知識份子，在繼承他的分裂體制論的前提下，積極地參與了

東亞論述的對內和對外的展開。《創作與批評》社團的分裂體制論和東亞論述，隨

著將其注重點放在何處，也可以選擇截然不同的展開方向，以及甚至兩者之間會造

成內在矛盾和互相衝突的可能性。雖然這一龜裂可能性還沒有到達充分現實化的程

度，但也很難說其理論的內在結合力很高。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n East Asia of the academic group Creation & Criticism 
is a response to new circumstances after cold war’s end. It asserted the 
socio-political importance of East Asia by suggest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Korean situation of division with the relation to World 
System; however, it contradicts itself by positing Korea as the center of 
epistemology and pr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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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韓國的東亞論述是作為對後冷戰時代到來一種理論應付而提出

的。80年代後期發生的一連串的事件，例如「柏林牆的瓦解」，蘇聯
的解體等急劇變化，在東亞引起了巨大變化。蘇聯從越南撤回海軍，

美國駐軍基地也從菲律賓撤走。持久的中蘇之間的糾紛也得以終結。

中國和越南，蒙古之間的敵對關係也得到緩和。韓國與俄羅斯以及中

國建立邦交，兩岸關係的討論也開始轉為正式化。這一切變化都代表

後冷戰時代的到來。在巨變的湍流中，韓國的所謂「民族‧民主運動

勢力」應該要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框架，通過東亞內部的連帶來摸索

新的未來的新的觀點和要求，也隨潮流漸漸浮出水面了。

韓國的一位著名文學評論家崔元植所主導的初期的東亞論述，可

以說是對 70年代的「民族文學論」與「第三世界文學論」的繼承。但
東亞論述所針對的核心「對當」還是美國。東亞地區冷戰結構的解

體，為地區內諸多國家民眾帶來了新的歷史機遇。這是沒法否認的歷

史性結構變化，但在另一面與此同時進行了由於社會主義勢力的弱

化，在東亞地區內美國強化了發言權。這種條件中，美國與日本以及

南韓的緊密同盟關係中，基於鞏固化的地區內支配性位置，有可能推

動起對北韓的壓迫和封鎖，甚至也可以試圖北朝鮮的嚮往資本主義化

的整編。這些變化，一旦在現實中出現，這將是冷戰時代的反自主，

反民主的壓迫結構的一個帶悲劇性的重演罷了。這樣的角度看，南北

韓的分裂問題也就是韓半島，甚至整個東亞地區維護穩定以及和平的

核心問題。即便是為了成功地牽制美國的單方向行動，大家都迫切地

需要東亞的連帶和合作方案。

這麼看，韓半島不僅是東亞內部矛盾的核心所在，也是一個帝國

主義式「世界體系」（World System）所帶來的矛盾集中的地方。地區
內韓國之外的地方，比如在臺灣的立場上來說，一聽到上面這些的說

法，很可能會將它當成一個把韓半島的情況的特權化的論述。   
但這種論述的背後，還是韓國社會內部一直進行下來的所謂「民

族‧民主變革運動」的歷史傳統發揮著某種作用。其中，《創作與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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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社團所佔據的比重也不小。《創作與批評》社團版本的東亞論述，

可以說是以「統一運動」為代表的民族自主運動進入到後冷戰時期以

後所進行的理論性「自我改造」的一個歸宿。即使是將東亞作為標題

語，在其內部的韓半島分裂克服以及統一運動經驗，仍然是個理論起

點。東亞論述將對韓半島分裂的克服作為核心議題，認為韓半島是全

球體制（世界體系）的一個交匯點。所以這個理論的出臺，是與在於

世界體系下一層的「韓半島分裂體系」理論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繫

的。最早提出「分裂體制論」的人，是《創作與批評》的核心理論家

白樂晴。以崔元植和白永瑞為首的《創作與批評》社團內的一群知識

份子，在繼承他的分裂體制論的前提下，積極地參與了東亞論述的對

內和對外的展開。 

二、

白樂晴的分裂體制論可以說是，一種對於過去（冷戰時期）韓國

社會變革運動所提出的課題和路線的批判性反思與重構。關於以「自

主‧民族‧統一」的三個標語為代表的既往的變革目標，他在批判

「先民主後統一」（People's Democracy，民眾民主論，所謂「NL派」）
與「先統一後民主」（National Liberation，民族解放論，所謂「PD
派」）的兩種對立主張的同時，要把其中有生產性的方面綜合起來。就

是說，他的分裂體制論，既然在牽制「統一至上主義（NL）」的同
時，也要批判忽視分裂體制的態度（PD）會導致的危害。白樂晴雖然
拒絕了對統一運動的盲目參與的態度，也很重視統一運動在現實中扮

演的重要意義。因此，他一方面在保持沒有規定統一運動的最終目標

的開放性態度，另一方面以在統一嚮往統一的「實驗」中才能夠完成

的「複合型國家」為理論方向。他的理論中所頻繁所提及的「複合型

國家」或者「國家聯合」，就是南北韓在互相承認並維持各自的現存

體制的同時，在雙方均同意的一定範圍內才允許「相互的介入」的一

種狀態。

白樂晴以及《創作與批評》社團的分裂體制論，蘊含著一種微妙

的理論態度。他們將「分裂體制」看成世界體系（World System）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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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半島條件中所實現的一個現狀。因此，他們認為南韓（大韓民國）

的內部情況，總是為超出南韓的能力和版圖的外在因素（全韓半島性

因素）所被規定的。因此，據他們說，南韓的現實必須分為兩個不同

層次。一個是以南韓內部為分析層次，另一個是以整個韓半島為分析

範圍的所謂「分裂體系（體制）」。換言之，韓半島的有些問題。可以

尋求獨自性解決方案。 可是，另一些問題必須以世界體系為分析單
位，並以南北韓的共同認識和實踐為實踐基礎的時候，才能尋求實質

性的解決方案。

這些主張雖然反映了韓半島的現實情形，但對於分裂體系論的不

滿也多是由此而生。這個主張不僅沒有明確了「雙重」結構的究竟含

義何在，而且即使我們承認強調它的必要，這實際上只不過是優先考

慮「南北關係的重要性」的，似乎在韓國理論界文脈中已經被常識化

的立場而已。從分裂體制論被正式提出的 90年代前期以後，韓國社會
左派陣營的批判分子，大部分都一直對分裂體系論採取冷笑的態度。 
因為很可能在他們眼裏，不管多少處理過理論性的包裝，這些主張都

只是民族主義一派（NL）所作的新的變樣兒而已。稍微年輕的知識份
子們，特別對此保持強烈的批判立場。對於北朝鮮的意識形態和政治

體制而言，左派（PD）持一種更為批判的態度。他們眼裏，北朝鮮只
是一個「世襲式封建王朝」，而他們把它不斷譏笑。無論如何，在這

種態度的背後發揮作用的，也不外是歷來形成的左派（PD）對民族主
義意識形態所持的反感。

2007年總統選舉的過程中，白樂晴曾提出了「變革性中道主
義」，並想把它當作能概括整個「民主陣營」的新的理念性旗幟。他

講的「中道主義」，簡單地說是一個不偏向於某一種意識形態，而維

持「中道」的立場。他看起來，把韓國的全部「變革性的動力」成功

地動員起來，還是需要維持「中道路線」。他在「重道主義」前面加

上的「變革性」這個詞，正是蘊含著以「追求克服分裂體制」為變革

運動的最後目標的政治指向。白樂晴往往將缺乏對分裂體制認識的部

分知識份子的問題，稱之為「後天性分裂認識缺乏症」。他反對如下

的幾種不同政治立場。例如，北韓體制的強硬保守派，統一至上主義

式的強硬自主派，以及以資本主義批判和後現代話語所代表的強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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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派（反北韓的情緒強烈），傾向于市民民主主義（Bourgeois 
Democracy）立場的穩健改革派（對分裂體制認識水準較低）等，他
對於這些政治立場均持一種批判態度。

變革性中道主義是，與提出分裂體制論一樣，也可以理解成白樂

晴想要對韓國社會民主變革運動的理念和勢力進行批判性統合所製造

出來的一種理論突破。將韓國社會變革運動的主流分為民族解放

（NL）、民族民主（PD）、市民民主（BD）的三種立場時，變革性中
道主義可以說是一條通向三者之統合的道路。從這一點來講，白樂晴

的中道主義，與其說是與這三種不同立場處於同一個平面的「第四種

政治路線」， 不如說是要打通此三者時不可缺少的一種最為基本的操作
準則。換句話說是，能夠把「變革的潛在力量」激發出來到最高狀態

的一種「戰略性原則」。

正如我們在上面對白樂晴的中道主義論的說明中再次確認一樣，

在他特有的議論方式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他總是要脫離使用一個容易

被實體化的概念的特徵。嚴密地說，變革性中道主義的主要論點，不

在於描述 NL、PD、BD似的可以被實體化，固定化的運動理念或者政
治勢力，而在於勾勒一種韓國社會特有的歷史土壤和條件。他說的這

種社會歷史條件，與其說成單純地作為客觀情況和背景而存在，還不

如說成在孕育出這種不同立場的同時，也制約著它們的某種帶些原理

性的東西。就說，在現實中這一「原理」所呈現出來的表現形式，我

們可以把它叫做「變革性中道主義」。而且既洞察了這樣的歷史原

理，並在現今社會條件下把它具體化而付諸現實的途徑也可以叫做這

一變革性中道主義的實踐過程。

如前面已涉及到，分裂體制論的微妙之處，在於強調南韓社會的

歷史和現實的條件取決於超出南韓社會所局限的分裂體制的這一面。

關於韓國社會現代性問題，白樂晴的立場可以概括成「對現代（性）

的適應和超越現代（性）的雙重課題」。這既對現代化所創造出來的

成果做單方面肯定的所謂「現代（化）主義」立場持批判態度的同

時，又反對盲目否定發展中國家「適應現代之緊迫必要性」的後現代

論的誤區。 這種意義上， 也是說針對「雙重課題」的一種「雙重化的
批判立場」。在這裏，暫不討論這一「宏大敘事」究竟具有何等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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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這一問題。我個人認為，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對現代的「適應

與超越」（的雙重課題）也是，像既往的「分裂體系論」那樣，屬於

「拒絕傾向於實體化」的理論結構的事實。適應和克服，這一雙重課

題是，正是與分裂體制的雙重結構重疊的。這種強調「雙重性」的思

維模式，總是能夠使他的理論立場，能夠遠離於被歸結為實體化的討

論方式。

自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韓國興起的 1980年代起，白樂晴為了
樹立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真理觀」相區別的「文學藝術的

真理觀」的問題之上，不斷傾注心血。後來他主張，後者無論如何都

不能還原為「科學的真理」的立場。東歐社會主義開始瓦解的 90年
代，他站在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知識觀和真理觀批判立場上，

闡述了「智慧的時代」的概念。所謂「智慧」是為了突顯現代科學知

識的局限而使用的詞語。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對科學的單純否定。我

已經進入到了脫離科學（知識），就什麼都做不到的一個時代，所以

「智慧的時代」也不是意味著對科學（知識）的簡單否定。因此，「智

慧」可以看成是一種能夠調節並制約科學（知識），並使之有利於人

類生活的能力，是一種生產科學知識的歷史性以及文化性的基礎。

這樣我們可以推測出，不管是分裂體制，還是智慧論，或者是

「適應與超越」的雙重課題，以及（變革性）「中道主義」都有白樂晴

特有的思維方式貫穿其中。首先，那是一種要迴避把理論立場塑造成

視覺化的形態或者實體性的東西而固定下來的陷阱的態度。他似乎對

在韓國社會運動中的各類勢力和各種立場，不斷地要求他們恢復在確

保現實身份時，逐漸被喪失的「複合性眼光」。因此，白樂晴所提出

的理論觀點常常以可變性和流動性為其特點。比如說，他的南北韓的

複合型國家論，也只是作「實踐過程中所積累的一種過渡性概念」而

被提出。東亞的地域性共同體構想也，又不是作為國家間正式簽訂的

條約，而是一個接近於以合作基礎上達成的共識或者「紳士協定」的

形象來被描述。在既然承認可視性的形式的同時，還要求通過這個社

會歷史條件而形成出來的「形式」本身， 應該把理論的自我更新和自
我調節的可塑性蘊含其中。

這可以說是，他在與根據抽象化的理論原則出發的「演繹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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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或者「還原主義式的理論態度」進行了的不斷的鬥爭中得來的

結果。儘管如此，我還估計白樂晴對某一種能夠抽象化的原理，並不

是堅持完全否定或者排斥的立場。正如通過他提出的一些概念要素，

例如南韓和分裂體制，科學和智慧，各種比較明確的運動路線和中道

主義等對立式組合，我們所能夠揣測出的一樣，白樂晴一直堅持這樣

一個觀點，即每個理論與實踐中可實體化的東西，決不能從既包含它

的同時也已超越它的社會歷史條件中，分開來思考它。它（可實體化

的東西）與產生它的條件之間存在著某種函數關係。這只不過作為一

種「關係」而呈現出來，而很難作為實體性的東西固定下來的。白樂

晴的思維模式之內，用前文中我所提的語詞說的話，存在著一種「原

理（性）」的東西。其原理因社會歷史條件和它所造成的各種變數的影

響而處於一種流動和變化的狀態。能看破這一原理的力量就叫做智慧

或者洞察。如果韓國社會具有了這一運行在其內的力量的話，這一原

理將會再次變得更為豐富。從這一點來看，這一原理又再次成為一種

可變性的。

白樂晴似乎期望著這樣的智慧和洞察力成為韓國社會的政治文化

根基的時代的來臨。他把這樣的智慧和洞察得到更新，且不斷變得豐

富的社會被稱之為「一流社會」。歸根結底，白樂晴的分裂體制論認

為制約這樣的一流社會實現的首要原因便是分裂（體制）。而克服這

一分斷裂制也就變成了最為重要的課題。可是，克服分裂體制的智

慧，並不能夠靠著一種「先天性」或者「演繹性」的方式找到。那

麼，我們還要重新詢問一下如何去獲得它。所謂智慧不外是看破這一

原理的人們在實踐中所取得的力量。如果承認堪破這一原理的可行

性，這個力量的具備，只有通過將韓國社會與歷史所累積下來的經驗

自己化的實踐，方可能實現的。

三、

  在過去的 40年以來，白樂晴還可以說算是韓國知識界最具代表
性的人物之一。韓國的分裂現實狀況給白樂晴觸發了他那種的思維，

或者他個人本身的敏銳思維捕捉到了分裂現實，分清楚這個前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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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困難。但是，如果承認通過韓國的歷史經驗而形成的原理（性）

的存在，我們有必要提問這一原理是否只存在於分裂（體系）這一時

間段的疑問。即，如果能夠在韓半島的歷史經驗中，抽出一個普遍規

定整個韓半島的現實的原理性東西的話，這一原理是否在分裂以前的

歷史過程中也能被確認其存在的？例如，日本殖民地時代，或者 19世
紀以前時期，我們是否能發現這個原理的？

提出這個問題也許被評價為只停留在抽象化的，思辨化的思考階

段的舉措。但是， 我認為在重新審視分裂體制論和東亞論述之間的關
聯時，這是一個很難迴避的問題。即使認同白樂晴的基本觀點，也決

定韓半島命運的特殊的歷史條件，都總是由存在于韓半島之外的「外

部影響」而所造成的。為了方便於展開討論，要說清楚一點的話，我

認為韓半島內部的政治體，歷來接受超出自身的意志和統治範圍的外

部的影響的條件下，將這個屬於「內部」的原理進行了歷史性積累。

也就是說，到底如何這個屬於韓半島的政治體，被包含在自己佔有其

中一小部分的更為龐大的，亦即（東亞）地區規模所存在的「大秩

序」中，並不是作為「自變數」而是作為「應變數」能夠不失去其獨

立性而持續下來？

即使將範圍限定為東亞來考察，比如以曾統帥過中華帝國的中

國，也曾經營過殖民地的（帝國）日本為例子，至少看在其自我定位

和自我表像的方面時，很難在與韓國同一個層次上談論。這樣的歷史

經驗的異同問題，到現今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的。雖然大家都共

同披著現代國民國家的外衣，但其實質性的含義並不一樣。考慮到了

在規模和力量上居於（東）亞洲中心地位的中國的現實存在，更為如

此。在與中國的關係中，韓國一直存在於以自身包含其中的更為龐大

的大秩序之中。從地政學的角度來看，東亞的歷史是一直處於複雜的

方式階化的體制之中。如果說，將韓半島內部的政治體看成是難以直

接把握的複雜結構中作為其構成部分存在下來的歷史事實的話，分裂

體制論的含義也可能具有了用另一種角度被分析的力理論性餘地了。

分裂體制論所提的「複合型國家論」是以對等的方式進行南北韓

聯合的可行性為一個理論前提。即使實現了複合型國家或者南北韓統

一，東亞內部秩序的「非對稱性」還是仍然無法消除。這個事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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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什麼？亦即，對白樂晴所講的世界體系與分裂體系進行了同時性的

變革運動，也遠遠不足于包括東亞全盤秩序的變化。正好白樂晴強調

過推進南北韓的統一過程中，特別需要「智慧」和「創意性」。如果

南北韓真正需要這兩個因素，恐怕其一個迫切的原因不外是，南北韓

在挺複雜的東亞地政學的條件中，只能通過了這很難的進程來實現

它。可以說，在東亞範圍能夠建立起與歐盟同樣的地域性共同體的可

行性較小。因為地區內的政治體，在外形上的規模上，其大小截然不

同。從這一點來看，不管是南北韓複合型國家，還是統一國家，這些

「企劃」都考慮到整個東亞秩序的特殊狀況時，才能得到充分的可行

性。換言之，為了實現富有「創意性」的統一，不能把在規模和地位

都不同的東亞內部複雜結構中，如何設定該統一國家的位置這一問題

放在一邊。

這一問題還要求，對從國民國家的立場出發的「自主─從屬」的

範式進行再檢討。有必要從東亞的角度，對分裂體制論和南北複合型

（統一）國家（還包括所謂現代之適應與克服的雙重課題）進行了嶄

新的應用。其核心是即使在韓半島版圖內實現了統一，該國家的存在

維度應該要放在了對（其中不可缺少中國的更為廣泛的）東亞全盤的

上級秩序的一個下面位置才得到合理性。這沒有必要以解釋為自主性

的弱化或者從屬性的深化為被解釋。的確是，推進這些又艱難又漫長

的過程，當然要經過了長期性的研究和試驗。考慮到這一切，我們還

是有從現在開始對其可行性進行研究和實驗性的嘗試。 
分裂體系論也並不是對發達國家的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支配性位置

擺出不承認的態度。不僅如此，在承認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之

外，還要表明給美國賦予合乎「世界第一強大國家」的角色的現實主

義立場。從整個東亞地區秩序的角度來看，美國還是與東亞全盤的最

上層秩序有最緊密關係的一個大家，當然給它賦予了與之相應的職

責。但，這又不是允許給美國可以反復在 20世紀東亞秩序中它所扮演
過的角色。

這種對美國與東亞全盤秩序的設想，當然要經過在日本和東盟

（ASEAN）國家包括在內的區域內國家之間的廣泛交涉，漸進要取得
同義並形成了共識時，才能得到進展。創造出新區域秩序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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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為區內核心國家對其餘國家要負責任，同樣其他國家也要對中

國的穩定發展負責任。區域內各國在形成共識的過程中，也可以商量

出最適當的分配互相負責任的方案。 
例如，還可以用產業別或者地區別的分工的方式，與中國形成合

作關係。南北韓的統一也聯繫到這種共識的擴散，能夠進一步確保了

其具體化，穩定化的步伐。探索出一個既然以中國為媒介的同時，還

要把亞洲各國安排到區域全盤秩序之中。在亞洲的現行條件中，這種

方式才是，與歐洲不同的途徑建立起一個區域共同體的另類可能性。

前文已經屢次贅述，關鍵在於中國以外的其他的國家或者政治單位，

能否逐漸認可自身作為以中國為重核的區域性新秩序下的一個有機構

成部分。 

四、

以白樂晴的分裂體制論為基礎，從實質意義上不斷展開了東亞論

述的人是白永瑞。他既活躍地參加各種與東亞相關的多種活動，又一

直致力於東亞視角的更新和擴散的理論工作。雖然《創作與批評》社

團的理論代表還是白樂晴，至少在東亞論述中白永瑞的活躍也十分醒

目。最近看起來，白永瑞在包括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認識東亞內部的

區域性，以及全韓半島性視角的三個層次，對自己的研究在進行調

整。這一點受到眾人矚目。

與東亞論述相聯繫，白永瑞所提出的理論之一是「雙重邊緣的視

角」。東亞地區在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位於世界史的邊緣，韓國在東亞

內部多種多樣的中心—邊緣關係中又位於邊緣。他把這種雙重的邊緣

視角相結合為一體叫做韓國東亞論述的「雙重邊緣的視角」。中心—

邊緣的關係雖然是相對的概念，但是我們可以普遍看到的事實是，通

過這一中心—邊緣的關係的遊戲中，一個位於中心位置的存在把自己

從上一層的中心所逼下來的「壓抑性」轉嫁到下一層的邊緣存在。在

這種「轉嫁的無限連鎖關係」中，要自居於「雙重邊緣」的視角究竟

意味著什麼？ 這可以說是，對於既然自身已為受到「中心」的壓力，
還把這個壓力再轉嫁給下面的「小邊緣」的結構性問題，進行了反思



韓國知識界東亞論述現況試探320

而拒絕它的自覺。通過這種自覺性的反思，他認為還可以對「（大）邊

緣」把自己位置特權化的態度進行批判而有效地消解它。

白永瑞所講的「雙重邊緣」是為了消除人們對於韓國的東亞論述

最後傾向于強化韓國的自我中心式立場的疑慮。 同時也為了對各種的
「東亞連帶論」所隱含的自我中心主化的負面因素進行批判。他認為

「雙重邊緣」通過對自我中心化的批判來最終能實現「去中心化」的

效果。在這個思路裏面，我們還可以看到他部分地接受了後殖民論述

中的「去中心化」敘述。但是，中心和邊緣的區分是否那麼清楚，以

及其邏輯歸結總是能夠成功地滿足「去中心化」效果的一些疑問，也

就從此而生。

正如「去中心」這一詞語所反映的，邊緣的所在不一定只限于東

亞地區的內部，也可以擴散到除了「中心」以外的任何位置。他這種

設想，其實蘊含著一種「中心—邊緣」的權力關係建立在「同質平面

上」的認識論立場。換句話說，它以在中心位置所形成的視角和在邊

緣的位置所形成的視角能夠互相交換的認識論立場為其理論前提。但

是，在邊緣位置上所想像的自己與中心的關係和在中心位置所想像的

自己與（小）邊緣的關係，這兩項問題果真是同一回事仍然是個大疑

問。

即使「雙重邊緣」將「壓迫岸轉嫁的連鎖結構」看作問題，其現

實中所呈現出來的具體面貌仍然不易於把握的。在邊緣的位置的「被

壓迫主體」對中心進行反抗，並不等於這一「被壓迫主體」作為「中

心」自覺撤回對更為弱小的（小）邊緣的壓迫。如果要消滅自己所參

與的壓迫結構，首先徹底承認對自己對（小）邊緣所施加的壓迫。複

雜的現實狀況中，這就必然會帶來對被壓迫者的補償問題。而且，這

很可能把自己作為「弱小的邊緣」所搭上的道德正當性，直接賦予給

其他人身上而沒辦法回收。這種現實性負擔極大的情況下，那種「壓

迫的無限轉嫁」結構會很難被取消而更容易被維持下去。

在轉嫁壓迫的無限連鎖結構中，「雙重邊緣」作為「主體」，既屬

於「中心」又屬於「邊緣」。但是，「壓迫轉嫁結構」中，道德正當性

總是只在於被壓迫者那一方，所以邊緣持續維持道德正當性這一問題

變得無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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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永瑞援引了日本思想家竹內好的「亞洲式的抵抗」概念。他指

出這與自己的「雙重邊緣的視角」相似之處，但這個觀點令人難以全

面同意。這因為「中心—邊緣的無限連鎖關係」中，還存在著一個關

於「發言資格」的問題。即使「壓迫者」在自己與給自己施加壓力的

（上級的）「中心」的關係中，還是一個被壓迫者身份而已。所以他對

這個「中心—邊緣關係的無限性轉嫁結構」問題，給自己下面的「邊

緣」主體公開談論它是件極不方便的事情。假如作為「壓迫者」（中

心）的一方，主動把這些「敏感的主題」對「被壓迫者」談論的話，

那其目的很可能被誤解成在於對現行壓迫結構的默認或者要把它「正

當化」。

那麼，壓迫者唯一能把它正當化的手段，在於向壓迫自己的更強

大的「中心」進行反抗的過程中才能找到的。還他必須將在過程中所

取得的正當性當作自己的另類既得權力的態度放棄得一乾二淨。從這

一點來看，竹內好的反抗概念隱含著雙重的意義。我們假如把對比自

己更強大的中心所進行的反抗叫做「第一義性反抗」，在進行這個

「第一義性反抗」時所得的所有東西就不過是「壓迫岸轉嫁結構」的

一種副產品，而否定這一切的態度，可以把它稱之為「第二義性的反

抗」。 這兩項的「反抗」必需要同時進行的。這樣才可以把它當成白
永瑞所引用的「竹內好式抵抗」。所以反抗就意味著徹底的「自我否

定」。「去中心」也只有通過這樣的途徑才能實現。

如果從「竹內好式的抵抗」概念出發，把它發揮得更靈活，東亞

範圍內的各類「政治體」必須與上級秩序的關係中確定自我存在的方

式時，才能有效地擺脫基於排他性以及獨存性的自我正當化的邏輯。

換句話，真有「壓迫轉嫁的連鎖結構」的話，這只能作為「連鎖中的

一個環節」的一個主體，已經有意地包含了內在性自我否定的契機

時，才能把它解體掉。儘管上面已經反復強調過，被限制於在以「同

質平面式的想像」為基礎檢討亞洲的地緣政治結構，上面所說的思考

模式是難以成立的。只有把東亞秩序多層次化，以及階層化（並非是

價值上的階層化）而思考它，才能摸索出一個東亞區內能夠保持共存

和合作的新方案。 而且把這種嘗試的經驗積累起來，「適應和克服的
雙重課題」也在現實中找到落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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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永瑞從十年前便提出了東亞區域共同體的構想。
1
他將其稱為

「作為知識試驗的東亞（論述）」。白永瑞的在 2008年發表的〈東亞論
述與適應現代ㆍ超越現代的雙重課題〉一文，雖然已包含了很多從這

些年間通過實踐經驗得來的具體細節，他的基本立場還是一貫地延續

著素來觀點。

我在這裏，至少要注明如下一點。規模上來說，他所說的韓半島

的複合型國家論構想，與包括大陸ㆍ臺灣ㆍ香港在內的一國之內並存

了三種體制的「中國模式」作比較的時候，我們易於明白兩者之間在

「級別上」很明顯地屬於不同層次。

我認為這一點值得要注意，因為《創作和批評》社團所展開的分

裂體系論以及東亞論述，既然共有很多相互重疊的內容，又存留著互

相脫節的地方。最起碼，以韓半島作為分析單位的論述很難涉及到港

台的問題。規模和力量上講，韓半島和港台還算屬於不對等關係。

白永瑞之所以強調「雙重化的邊緣視角」理由也是，因為他們擔

憂韓半島中心的視角很容易產生「另類的自我中心論」。因此推動韓

半島複合型國家的主體，把自己的視角應當放在什麼層次的問題至關

重要。是韓半島視角還是東亞座標，把自己的出發點放在哪個地方的

問題，在進行嚮往複合型國家的試驗時，會導致出截然不同的結果。

不管其本意在何處，將基準點限定在韓半島層次上的話，正如白

永瑞已講過一樣，只能以韓民族共同體為實質性的推動主體。這樣的

限制中，臺灣或者香港等政治體，在推動韓半島複合型國家的實驗

中，無法找到參與的空間。據一個例子說，正在圍繞北朝鮮核問題而

召開的「六方會談」的參與範圍中，臺灣和香港層次的政治體很難介

入到其中。

從這種典型的落差來看，韓半島複合型國家的構想也不可缺乏在

於「東亞視域」或者「東亞視角」的層次進行的調整。這裏所說的

「東亞視域」或者「東亞視角」，即不外是肯定東亞秩序的多層次化的

1   白永瑞，〈在中國是否有「東亞視域」〉，《東亞的歸還》，創批出版社，首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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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狀態，也根據於其多層次化並位元階化的結構而推進「複合型國

家」化試驗的態度與立場。

對那些規模和政治影響層次上比韓半島更小的「政治體」而言，

這既是它們能否參與到在韓半島實現一個複合型國家化的試驗，也是

其中能否找到合適的立足點的問題。同時，又對韓半島而言，這是韓

國能否承認把自己當成由中國來履行中心職責的上層秩序（地區性共

同體）所被包含的下層秩序的一種考驗。居於東亞視角重新認識韓半

島的複合型國家，既是將何等的「內部下屬單位」包含在其中的問

題，又是與「東亞」這一上級單位的結構性聯繫中如何看待韓國（韓

半島）的國家體制的維度的問題。換言之，這既然是對現行東亞秩序

本身的承諾，又是對它進行重構的「知識實驗」。如果韓國（韓半島）

真的能推進這一過程，它已經在其內能夠包括了「自我否定的契

機」。正如前面所見，「雙重邊緣的視角」與竹內好（魯迅）的抵抗概

念相同的話，韓國以「東亞」這個上級層次的關係為媒介，能夠實現

作為「自我否定」的抵抗。推進這一個實踐的過程當中，臺灣和香港

等已被韓半島複合型國家「他者化」的鄰邦，也能在韓國（韓半島）

內部空間找到一個「共建」的立足點。

既然如此，《創作與批評》社團的分裂體制論和東亞論述，隨著

將其注重點放在何處，也可以選擇截然不同的展開方向，以及甚至兩

者之間會造成內在矛盾和互相衝突的可能性。雖然這一龜裂可能性還

沒有到達充分現實化的程度，但也很難說其理論的內在結合力很高。 
筆者認為，南北韓複合型國家構想是，只有從東亞的層次重新作檢討

時，才能將其實現可能性（可行性）最大化的一個理論設想。但，這

種「基準點」的挪移，有可能對《創作與批評》社團素來的「理論性

自我認同」本身，會造成了一個脫節和龜裂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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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試圖從認識論的角度闡釋汪暉思想的原創性與重要性所在。作為中國大陸

當代思想界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最初以矛盾性做為進入魯迅世界的一把鑰

匙，以「個人一致性」作為起點去思考這種複雜的悖論性，從而也促使了他對中國

現代史中「五四」啟蒙運動的重新思考。面對這個思想紛然雜呈與互相矛盾的運

動，他又提出了「歷史同一性」的概念，做為分析這個悖論性歷史運動的框架。從

「個人一致性」到 「歷史同一性」所改變的不僅是範圍的擴大，所關切的焦點也有
根本上的不同。「個人一致性」仍然停留在各類思想本身的含義，換言之只是屬於

一般性問題的內容層次，而「歷史同一性」則是更深入地將問題的核心指向這些不

同的思想之所以能夠並存的可能性條件與其合法性的過程。他從「歷史同一性」的

問題架構中總結了五四啟蒙運動所呈現的「態度同一性」特質，之後再提出所謂

「文化同一性」的範疇，更進一步將此方法擴展至中國現代思想的整個領域，作為

探討產生現代性悖論式思想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意義的框架。他所建立的問題架構不

僅使作為研究客體的中國從對象的位置之中獲得解放，同時也挑戰了西方從十九世

紀以降，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中既有學科劃分的合理性以及各領域之中既存概念的

有效性。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argue, in the epistemological level, the original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k of Wang Hui.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of the intellectual filed in Mainland China, he uses the concept of 
the “personal identity” to understand the contradicto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 of Lou Xun. This problematic leads him to elaborate the notion of 
“historical identity” and to reflect upon the May Fourth Enlightened 
Movement. This change does not only mean the enlargement of scope, but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rspectives, he moves his focus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tent to that of 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Further, 
h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identity” to approach the problematic 
of Chinese modernity. The problematic he builds not only liberates the 
category of “China” from the statue of object, but in meantime challenges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validity of existent concepts in that field  established since the 19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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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思想的工作有某種意義⋯⋯即

在於從根本上重新掌握人們對其行為問

題化的方式。

——傅構，《說與寫》第四冊

我們取捨事物方式的本身，決定了

我們是誰。

——汪暉，《汪暉自選集》

一、前言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發生了有目共睹的巨變。然而對中

國現況的分析與發展的預測，卻經常被簡單存在的事實所否定。例如

中國至今並沒有崩潰，而是「中國崩潰論」崩潰了。中國也沒有威脅

世界，在次貸危機之後，卻反倒被視為是全球經濟中的一股不可或缺

的穩定性力量。如何跳脫出一廂情願的臆測和單純的主觀性投射，客

觀地面對中國這個實體與真正理解其背後所隱藏的意義，早已成為世

人刻不容緩的要求。其實中國的存在綿延數千年之久，每個時代的人

皆有對其不同的認識，無論是作為認識的對象或是自我反思，這種認

識往往也折射出這個時代的特色。近現代以來，面對千年未有之變

局，作為實體性存在的中國雖然一直在不斷地發展與轉變，可是在西

方文明的強大壓力下，所謂中國，令人遺憾地，基本上一直只是某種

被認識的對象與客體。

主體性淪喪與話語權失落的問題，不僅肇因於表面上雙方力量簡

單的對比，更源自我們自身對世界的理解方式。因為自從移植了西式

的教育體制後，我們認識與劃分外在世界領域以及理解自身的方式，

從此也在模仿的過程中被顛倒，造成主客易位。無論願意與否，我們

生活世界中的意義與價值似乎只能在對方的概念框架中獲得自我表

述，原本只是外在性的西方已經不知不覺地成為我們內在的組成部

份。認識自我與認識他人，往往已成為同一個事實的兩面。人們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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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跳脫世界歷史的語境，以本質主義的方式去建構一個自給自足的中

國，因為這正是長久以來西方理解他者並同時建構自身的方式
1
。如果

無法察覺以及接受這個前提，所有各種類形的反思只不過是在不同程

度上重複與肯定既有的論述框架。如果當代中國的問題事實上已經變

成現代性文化自身內部的問題，那麼問題的核心即在於如何避免陷入

自身特殊性的陷阱之中，勇於面對這個已經內在於我們自身的現代

性，提出我們自己的解釋與對未來的願景
2
。汪暉的《中國現代思想的

興起》即是充分認知這個問題之下的一部著作。全書分上下兩卷，每

卷又由二冊構成。上卷分析天理世界觀的形成與轉變，下卷探討公理

世界觀的確立與分化。

二、何謂思想？構成性與問題架構

此書以中國現代思想作為立論的主旨，然而為何是思想？何謂思

想？在書中的前言裡，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思想、觀念和命題不僅

是某種語境的產物，它們也是歷史變化或歷史語境的構成性力量」
3
。

在本書裡，作者並未從純理論的層次去闡述這個命題，而是挖掘思想

與社會二者之間互動的過程，透過具體的歷史分析去論證思想如何成

為歷史語境的構成性力量。正是在這種獨特的認知之下，作者雖然表

明「本書的分析是從一個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度——展開

的」
4
，可是使其完全有別於傳統的思想史著作。它不僅與抽空外在現

實專注討論思想 「內在理路」 的作品不同，也與視思想僅是社會關係產
物的理論相異。前者以「內因說」為代表，將思想孤立成自在的存

在。後者以「外源論」為依歸，將思想化約成他為的存在。二者雖然

1   請見 Sophie Bessis, L'occident et les autres: histoire d'une suprématie. Préface inédite 
de l'auteur. La Découverte/Poche. 2001.

2   對此一問題的深入討論，請參考張旭東，《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西方普遍主
義話語的歷史批判》，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3   請見《中國現代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三聯書店，2004，頁 2。以下稱
《興起》。作者在下一頁又重複類似的話。

4   請見《興起》上卷，第一部，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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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論各異，可是卻分享著一個共同的前提，亦即對思想構成性力量的

遮蔽
5
。

思想如果既不是抽象的存在，亦不是被動的反映，以思想與社會

相互穿透的過程為起點，作者想要追問的是，這種構成性力量的「歷

史動力」如何是可能的？並且如果可能，那是在何種條件之下被建立

的？在這個問題意識的引導之下，作者強調思想在歷史敘述中自身的

歷史性範疇，從而反對未經反思過程將任何概念視為是認識的起點。

然而對思想歷史性的分析並非是簡單地將概念放置在一種時間性的序

列之中，而是要在問題的形成過程中展開。作者指出：「我的方式是將

思想史的人物、事件和問題放置在一定的問題結構之中加以討論，並

以這些問題作為統領全書的線索」 
6
。反對任何不證自明的概念或假

設，跳脫出單純的問題，以問題架構為主導的這種提問方式 
7
，雖然將

5   一般認為思想如要具有形構社會的物質性力量，不外二種途徑。一是能掌握人
心，二是要化為制度。馬克思即曾說過：「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替代武器的批
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
量」。請見〈《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
卷，1972，人民出版社，頁 9。在著名的「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理論中，阿爾
杜塞繼承了馬克思的這個說法，強調抽象的個人可以經由意識形態的召喚過程
（interpellation）轉換成具體能動的主體。並且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機器」
概念從原本只是指狹隘的「國家的鎮壓機器」（如警察、法院、監獄），更進一
步擴展至「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宗教、學校、家庭、媒體等）。然而這種視
角雖然強調思想的構成性力量，並將問題架構從「生產」的概念延伸至「再生
產」的領域，可是仍只是限於從思想的效果上去立論，並未觸及思想自身物質性
的問題。有關馬克思的意識形態問題，請見于治中，〈論馬克思的意識形態〉，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3期，1996。以及〈從意識形態到商品拜物教〉，《中
外文學》，26卷，3期，1997。有關阿爾杜塞的部分，請見于治中，〈阿爾杜塞
與意識形態的物質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1期，1998。

6   請見《興起》上卷，第一部，頁 102。

7   歷史上注重問題架構的著名例子之一，當屬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當
時的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他強調的主要重點之一，即在於這些自認激進的人對
黑格爾所作的的反叛，根本都未曾在問題架構上跳出黑格爾的體系，所以「儘管
他們每一個人都斷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爾哲學。他們和黑格爾的論戰以及互相之
間的論戰，只侷限於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抓住黑格爾體系中的某一面來反對他
的整個體系，或反對別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請見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
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1960，人民出版社，頁 21。此外，強調
從問題意識或架構的角度對當代中國研究所作的分析，請見楊念群，《中層理
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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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納入視野，然而與所謂社會史的研究取向卻大異其趣。因為作為

歷史學的一個分支，社會史往往只是將所探討的領域擴大，縱然強調

思想的語境化，將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背景納入，可是在認識

論上不僅未曾反思上述各領域劃分的合理性以及存在於上述各領域之

中概念的有效性，而且經常也並未跳脫線性歷史論與單純因果論的假

設。

對思想構成性的歷史性分析與問題結構的強調，使本書在內容的

處理上與歷史社會學的論述取向似乎有相當的交集
8
。二戰之後，歷史

社會學在英語世界興起，一改以往社會學家缺乏歷史意識與歷史學家

缺乏社會學理論的通病，以長時段範圍與跨學科的思路研究過去，探

討社會是如何的運作與變遷。然而做為社會學的一支，歷史社會學雖

然是更強調理論與問題導向，可是在認識論層次上似乎面臨與社會史

類似的境遇。所謂打破學科之間的籓籬，往往只是留於站在本位主義

的立場借用其他學科方法，或是抽離具體語境任意挪用理論，鮮少從

研究對象的本身出發，充分認知所使用概念的有限性。從而有時不自

覺地陷入以普世性的概念化約了人類存在的多樣性，產生過度全稱性

的抽象化傾向，做出超越不同具體歷史經驗範圍的概括性推論 
9
。

作者視思想具有構成性的力量，拒絕將任何概念視為是認識的起

點，並且以問題結構作為立論的前提，這種態度事實上與傅構對歷史

思考的方式更具有選擇的親近性。早期傅構以所謂的考古／檔案學
10
的

方式作為他探討西方知識體系的架構，這種獨特的視角所賴以存在的

8   在此書出版之後所接受的多次訪談中，作者也皆曾表示過對歷史社會學的重視。
例如請見，〈在歷史中思考〉，《學術月刊》，2005.7，頁 120-121。

9   譬如在敘述歷史社會學的歷史演變時，史密斯認為資本主義民主的可接受性和可
變性問題聯結了戰後歷史社會學研究的不同階段。這個論斷似乎有些過於從自由
主義的觀點窄化這個極為複雜的學術領域，另外也反證了歷史社會學往往難以從
所繼承或是所借用的不同學科理論中擺脫某些既有的假設。請見，丹尼斯．史密
斯，《歷史社會學的興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224-240。

10   在中文世界裡，一般按照字面意義將 archéologie譯為考古學，其實這詞是傅構
利用 archive（檔案）一詞所玩的文字遊戲，與地質學的探測或挖掘無關，而是
意謂以檔案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請見 M. Foucault, L'achéologie du savoir. 
Gallimard. 1969. 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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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首先即在於是從對象自身出發，以一種唯物主義的態度指出，

作為論述或話語（discours）的思想本身是建立在語言的物質性基礎之
上，具有猶如檔案一般的實證性

11
與不可化約性，正視論述本身具體的

存在與其在歷史時空裡的位置，從而以此跳出任何先驗性的假設，探

求論述自身存在的可能性條件。考古／檔案學的目的並不在於垂直地

去挖掘論述之下所隱藏的意義，而是以水平的方式將論述視為是一種

社會實踐所構成的場域，從各種論述形成過程的相互關係之中嘗試去

描述其內在的結構與轉變。

對思想物質性及其構成性力量的肯定，事實上貫穿傅構所有的作

品，並不因為爾後系譜學的提出而改變
12
。考古／檔案學與系譜學二者

真正的差別並不在於一般所謂「話語實踐／非話語實踐」的劃分，而

是對知識場域的考察過程中加入了權力的維度。非論述實踐所指的應

11   同上，pp.131-136以及M. Foucault, L'ordre du discours, Gallimard. 1971. p.61。傅
構曾指出，十九世紀以降的實證主義，以及受其影響之下分化出來的人文與社
會 學 科， 其 實 是 一 個「 經 驗 ／ 先 驗 的 複 合 體 」（doublet empirico-
transcendantal），那些應用於「人」的研究時所謂的客觀方法，其實往往有意
或無意地遮蔽了自身先驗的另一面，這即是實證主義與末世論類型的思想在最
終為何相似的原因。相關討論請見 M.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Gallimard. 1966. pp.329-333。正因為一般所謂
的實證主義其實只是另一種先驗論的變種，所以法國著名史學家 Paul Veyne 認
為傅構是真正第一位「完全徹底的實證主義歷史學者」，請見 Paul Veyne, 
Foucault révolutionne l'histoire, in Comment on écrit l'histoire. Seuil. Point. 1978. 
p.204。

12   例如在後期的一部作品的序裡，傅構說：「所謂『思想』，我所理解的是從各種
不同的可能形式裡建立起真與偽的遊戲，從而將人組構成為認識的主體；建立
起對規則的接受或拒絕，從而將人組構成為社會與法律的主體；建立起與自身
以及與他人的關係，從而將人組構成為倫理的主體。如此被理解的『思想』，
不僅要到像哲學或科學的理論表述中去尋找，它能夠並且應該在所有說的、做
的、行為的方式中被分析，在那裡個人被視為是認識的主體、倫理的或法律的
主體、對自身與對他人自覺的主體的方式去展現著自己。在這個意義之下，思
想甚至被視為是行為的形式，被視為是牽涉到真與偽的遊戲、接受或拒絕規
則、自身與他人關係的行為。因此，如果說各種不同的行為體系被像這樣般理
解的思想所進駐，即可以從對各種論述或非論述『實踐』的分析中，展開對經
驗 的 各 種 形 式 研 究 」。 請 見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IV.1980-1988. 
Gallimard. 1994. pp. 57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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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思想論述化為制度的結果，並非是對論述實踐概念的否定
13
。或許是

基於此種認識，在《興起》書中的結尾處，作者表明說：「傅構有關話

語結構（discursive formations）的概念對於我們的理解具有啟示意
義。這一概念把社會群體與話語共同體在空間上關聯起來，堅持話語

與權力的內在關係，從而表明各種話語共同體也是一種政治／經濟結

構（political/economic formations），那些被視為知識的東西也總是處
於特定的支配關係之中」

14
。

在思想構成性的問題上，作者不僅與傅構相合，更重要的是，從

這個問題所延伸出的提問方式，似乎二者也共享著一致的立場。因為

作者在書中強調所謂從問題結構去尋求思想歷史性的方式，基本上類

似傅構晚期在反思先前所使用的考古／檔案學與系譜學的方法後，所

提出的最關鍵性的概念。在《興起》一書中，作者並未對其研究方法

做過直接的闡述，而是認為必須要跳出任何先驗性的假設，從思想自

身出發，力求從推動各種歷史力量的相互關係之中去追求對事物內在

性的理解。這個被作者總結稱為「內在視野」的研究思路，應該主要

是來自於其對今文經學問題的認識。因為「從今文經學的角度出發探

討晚清思想的轉變包含了一個方法論的問題，即只有從經學內部的視

野進行觀察，晚清思想的意義及其變化的軌跡才能充分地展現出

來」
15
。對作者而言，包羅廣泛具有世界觀性質的今文經學，其意義不

能單獨從思想史或學術史的角度去觀察，它的興起與轉化事實上是當

時傳統中國王朝在面對複雜的政治、社會與內外關係時的一個整體性

回應。所謂「內在視野」，就是把研究對象放置在問題結構之中，由

此將其從對象的位置上解放出來。意即是說，對象不再只是某種我們

認知的客觀實體，而是以具有生命的方式去展現自身。

傅構所謂的問題化或是問題架構
16
，事實上一直是與他對思想是建

13   有關此一問題，請見 Anègle Kremer-Marietti, De la matérialité du discours saisi 
dans l'institutio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Philosophie . No.173. 1990. 
pp.241-261。  

14   請見《興起》下卷，第二部，頁 1491。

15   請見《興起》上卷，第二部，頁 490.

16   在著作中，傅構對這個觀念的表達方式，經常依照語境的轉換而採取不同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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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何種可能性條件之上的關切緊密相聯。傅構提出這個概念的主要

目的，是企圖在不依賴已有的主體性經驗，以及主體在與其既屬於可

是同時又質疑的時代保持距離的情況下，探究主體如何去質問他自身

所作的各種實踐。自從笛卡爾以降，西方對外在對象的認識在本質上

是建立在所謂的思維性主體上，而「我思」之所以能夠成立，其實即

是以一個懷疑的主體為基礎。可是問題是：這個思維性主體在提問的

過程中，同時又被視為是獨立於質問的過程之外，從而在根本上終止

了對自身的質疑。換言之，笛卡爾式的懷疑只是主體所陳述的命題之

中的一個環節，主體並未暴露在經由質疑而產生的效果之中。當具有

認識能力的主體成為所有認識的來源，所有的疑問最終也變成只是對

主體自身不可置疑的確定性的肯定
17
。現象學作為這個傳統的最後承繼

者，縱使以「先驗性自我」進一步深化笛卡爾的思維性自我，並不能

真正改變這個問題的基本性質
18
。由於笛卡爾式的主體是以自身的認識

能力作為基點去質疑外在世界，從而所有的提問最終皆受限於這個單

一的可是卻被視為是有普世性的主體。這個只是在邏輯上被設定，事

實上卻是非歷史性的主體，並無法真正地質問自身。

達形式，如動詞 problématiser （問題化），名詞 problématique（問題架構），或
由此而來的 problématisation（問題化過程），與 reproblématisation（再問題化過
程）。

17   反之，對自身感覺如此良好的主體而言，與其對應的所謂「他我」，當然是不
可能真正的存在。請見 Jean-Luc Marion, L'Ego altère-t-il Autrui? :La solitude du 
cogito et l'absence d'alter ego. in Questions cartésiennes. P.U.F. 1991. pp.189-219。
此外，有關傅構與笛卡爾式主體的討論，請見 Pierre Guenancia, Foucault／
Descartes:la question de la subjectivité.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No.2. Vol. 65. Avril-
Juin. 2002。

18   隨著時間的推移，世人往往忽略在當時知識場域中，傅構的理論主要針對的對
象其實是現象學。有關這問題，請見 Gérard Lebrun, Note sur la phénoménologie 
dans les Mots et les Choses. in Michel Foucault: Philosophe, rencontre internationale 
Paris 9,10,11 janvier 1988. Seuil. 1989. pp.33-53。面對當代理論對現象學主體性
概念的批評，R. Bernet則認為，胡塞爾主體性理論裡的「內在性中的超越性」
（Transcendance dans l'immanence）概念，在結構上似乎潛存著某種不透明的他
者性，使意識性的自我本身能夠存有異質性的空間。請見 Rudolf Bernet, La vie 
du sujet: Recherches sur l'interprétation de Husserl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P.U.F. 
1994. pp29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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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傅構所提的問題架構概念，即是試圖在不依賴笛卡爾式思

維性主體的情況之下，去建立另一種新的關於自身與提問的關係，從

而整個有關主體性問題的視角，也從自我如何建構朝向自我如何揭露

自身的過程轉變。最初，傅構以這個概念指稱每個時代人類實踐經驗

的某些面向。這些不同的面向匯集而成的結果，構成了具有認識能力

的、社會的、法律的與倫理的自我。透過問題架構的方式，使得自我

的這些實踐可以在概念上被組織成為是一個單位。其次，問題架構並

非是指各個時期的特殊性，而是能將這些不同特殊性納入的一種歷史

統合體，所以傅構曾經也以此概念去指稱所有他先前所研究過的不同

領域
19
。從一連串問題架構的角度看待歷史過程的結果，同時亦是在根

本上將整個歷史問題化。

傅構將問題化過程定位在有意識的與反思活動的主體之前，它同

時包含了提問的行為（即問題化）與其結果（即問題架構），並且是

從各類實踐活動的自身去凝聚出「事物的秩序」。也是在這個場域

中，主體與客體共同組構出相互的關係，建立起有關真與偽的遊戲。

問題化過程的結果並不在於生產出所謂的真理，而是時刻去掌握使真

理述說過程得以成為可能的條件。所以在傅構的分析中，所謂的自

我，並非是問題的起源，相反地，而是問題的結果。主體性的位置從

頭到尾完全處於問題化過程的場域之中，成為一種他稱之為「主體性

化過程」 （subjectivation），由此，主體透過反思的活動而暴露於他所做

19   傅構說：「在有點盲目以及借助了一些不同的和延續性的斷片後，現在我似乎更
好地查覺出，我當時是以何種方式捲入至這種有關真理歷史的事情之中：即既
不是分析各種行為，亦不是分析各種觀念，既不是分析社會，亦不是分析它們
的意識形態，而是分析問題化的過程（原文為斜體字）。透過這個過程，存在
之物能夠在被思考之前將自身呈現出來⋯⋯考古／檔案學的層次能夠分析到甚
至是問題化過程的形式；從實踐及其轉變的角度，系譜學的層次可以分析它們
的組成過程。從社會與醫學的各種實踐方式，疾病與瘋狂的問題化過程定義了
『正常化過程』的某些側面；在話語的實踐中，生命、語言與勞動的問題化過
程服從於某些『認識論』的規則；從某些懲罰性的實踐中，罪犯與罪犯行為的
問題化過程服從於某種『規訓的』模式。而現在我想要呈現的是，性的活動與
享樂在古代是如何以一種『存在美學』的標準，透過對自身的各種實踐而被問
題 化 」。 請 見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2: L'usage des plaisirs. 
Gallimard. 1984. p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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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問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主體當然也無法成為自身肯定性的基

礎，從而也不能獲得穩定的與永久的自我認同。

位於主體性之前並植根於各類實踐活動的問題化過程，不僅引起

思維性主體境況的轉化，同時也改變了思想本身。有別於笛卡爾式從

「沉思」到「方法」的思維方式，問題架構中的思想運作過程不再必

然是以再現性與發展性為主導。相反地，在任何主體性形成與介入之

前，思想以類似事物原初般的湧現模式去展開自身，在其中「詞與

物」相互協調地共生，並開啟一個聯結論述與行為的場域。事實上，

思想的開放性與上述物質性不僅相關，而且還是互為表裏，共同構成

一個整體。論述的實証性與物質性強調的是思想構成的實質，其結果

使思想本身得以排除任何先驗性的假設。而問題架構正是由這些無聲

無息可是卻具體存在的論述實踐與非論述實踐所組成，思想在這個場

域之中擺脫先驗性主體經驗的介入，而以自身的展現作為其表達形

式
20
。

三、何謂現代？：悖論性與自我認同

問題化過程不僅形塑了思想的表現方式，更重要的是，它還規範

了主體與其所處時代的關係。因為當主體不再是意義的來源之後，即

意謂著主體無法再以反思性的姿態獨立於世俗與現存的各種決定，也

不能再斷言可以借由知識去超越歷史從外在加諸於自身的限制。主體

性化的過程是歷史創造出的結果，歷史是唯一的當下存在，亦是思想

展開的場域。然而，當下自身存在的定位與意義，事實上並不是像普

通的時間一般地會自然的流露，如何問題化思想自身所處的「現

20   這也是為何傅構在一篇訪談中特別指出，思想並不只是完全附身於行為與賦予
其意義。相對於行動而言，思想可使自身保持某種距離與自由，使思想自身成
為思想的對象物，質疑其自身的意義、境況與目的。請見Michel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IV.1980-1988. Gallimard.1994. p.597。此外，如眾所知，海德格爾的思
想對傅構有相當的影響，傅構自己也多次承認此點。傅構從問題架構的角度視
思想是自身的展現，此點與海德格爾從「此在」作為定義思想的方式相當接
近。有關這個問題，請見 Michael Schwartz, Critical Reproblemization: Foucault 
and the Task of Modern Philosophy. Radical Philosophy. No.91.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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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從而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這正是為何傅構晚期多次透過

啟蒙的問題去追問現代性的原因所在。

對傅構而言，康德是西方歷史上第一位以哲學反思的方式去問題

化現代本身的含義。其實何謂啟蒙問題的真正核心，並不僅僅是一個

關於進步概念問題的討論，而是在質問什麼是「現在」（présent）或是
「當下」（actualité）。其目的在於深刻地理解，做為當代一份子並且屬
於某個特殊文化群體的我們與目前這個時刻之間的複雜又曖昧關係。

從康德起，現代性即不再是建立在一個與過去相互比較的問題，而是

植根於對自身關係的質問之中。問題的主旨並不是在於何者為新，而

是何謂「當下」。焦點的導向不是對應於深厚悠久的傳統，而是相較

於完全不透明的「現在」。由此，有關現代性的問題甚至就是現代性

問題的本身，從哲學的視野探究問題化過程之中的「當下」，其目的

並不在於去發掘現代性的概念，而是將現代性作為「問題」對待。所

以傅構認為與其將現代性看作是一個歷史的階段，不如視為是一種態

度，一種對於當下關係的模式
21
。

在「勇於認識」準則的激勵之下，啟蒙思想雖然尖銳地暴露了自

身與「現在」的縱面性關係，並且視啟蒙是一個出路，一個人類脫離

不成熟狀態的方式，可是康德卻將當代的現實聯結到一個內在的時間

目的論之中，使得「現在」成為了所謂「進步」過程中的一個時刻，

認為藉由批判理性的發展，最終將導向至普世性目標的完成。傅構雖

然不贊同啟蒙思想從一個被限定的未來對「當下」所做的規劃，但是

仍然嘗試將康德有關「現在」的概念從線性的目的論時間觀中分離出

來，以此建構一個他所謂的「現在本體論」（ontologie du présent）。在
這個問題架構中，「現在」本身不再是一個由表面分散可是其實卻相

互依賴的不同歷史時刻所匯集而成的統一體，而是被多重時間性與多

重歷史過程穿透所造成的結果，做為這個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一份子的

「我們」，也是由這個現實所構成
22
。與哈貝馬斯（J. Habermas）單純

21   請參閱Michel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IV.1980-1988. Gallimard. 1994. p. 568。

22   傅構說：「哲學被視為是對某個當下的問題化過程，以及屬於當下並且相對於此
而定位自身的哲學家對這個當下的質疑，所有這一切皆可以很好地表現出哲學
作為現代性話語以及論述現代性話語的特色」。請參閱Michel Foucault, Dit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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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從理性自身發展的觀點，推論出現代性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不同，

傅構從問題化過程的角度檢視思想與其所身處的「當代」的關係，認

為現代性是一個悖論性的概念，是思想在發展過程之中不斷對自身質

疑的一個開放性問題架構。

這個基調不僅在傅構晚期的作品中一直持續存在，它也貫穿《興

起》這部長篇大作的整個思路。或許也正是基於對傅構論現代性問題

的重要性抱持認同，《興起》一書的作者非但在此書中重覆提及傅構

〈何謂啟蒙？〉這篇重要的文章
23
，在他另外的著作中也曾多次加以引

述
24
。尤有甚者，作者還進一步將其譯為中文，而似乎這也是作者極為

少數的譯作之中的一篇
25
。然而，對傅構文章的多次援用以及譯介並不

代表《興起》完全是在傅構思想影響之下的產物。事實上，汪暉對現

代性悖論性質的關注並不始於傅構有關啟蒙的討論，而更應是源自他

最初對魯迅的研究，《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這部原為其博

士論文的著作即清楚地呈現了這個問題。汪暉認為「魯迅的深刻之處

在於：他代表了所處時代的理想，卻又表達了對於這種理想的困

惑」
26
，「因此，毫不奇怪，本書對魯迅及其小說世界的分析並不試圖

Ecrits. IV.1980-1988. Gallimard. 1994. pp.680-681。

23   請見《興起》，下卷，第一部，頁 1026。以及下卷，第二部，頁 1304。

24   例如請見汪暉，《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 5。以及頁
357-360。

25   請見汪暉及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三聯書店，1998。頁 422-442。事
實上，傅構於 1984年發表過二篇討論康德的文章，題目都稱為〈何謂啟
蒙？〉，一為英文（在美國發表），一為法文。這二篇名稱相同可是內容各異的
文章，共同構成了他於 1983年在法蘭西學術院首課的基礎，汪暉的譯文是英文
的 部 份。 這 二 篇 文 章 請 見，Michel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IV. 1980-1988. 
Gallimard. 1994. pp.562-578及 pp.678-688。此外，傅構還曾於 1978年五月在
「法國哲學協會」發表過一篇論康德的演講，題目是《何謂批判？批判與啟
蒙》。然而，事實上傅構當時演講並未標明題目，這名稱是他過世之後，協會
當時因出版的需要，另外再加上的。傅構在演講中其實表示，原來想將題目定
為《何謂啟蒙？》，可是又覺得或許有些唐突（indécent），故未定名稱。請見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e la critique? [Critique et Aufklärung].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Avril-Juin 1990 No. 2。因傅構生前立下遺囑，不
出版任何過世後的著作，所以本文並未被收入 Dits et Ecrits四巨冊的文集中。

26   請見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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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某種統一性，也不試圖以作家的一種意圖、一種任務去把握魯迅

和他的藝術世界。恰恰相反，對於魯迅主觀精神結構的矛盾性的理

解，促使我把這種矛盾性做為理解魯迅世界的一把鑰匙」
27
。

魯迅作品中長期並存的相互矛盾和相互滲透的思想結構方式，不

同於一般所謂的情感與理智的衝突，或是現實與價值的悖離。由於矛

盾的雙方相互交織，又各自包含著自身的真理，使得矛盾不僅存在於

各個領域之間，也展現在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內部，以致難以構成一

個統一的邏輯起點。可是汪暉認為，雖然「思維邏輯的一致性已經打

破，但對於魯迅來說，其間仍然存在著某種『個人一致性』」
28
。在書

中，他不僅從悖論性的觀點探討了魯迅的思想特質，並且一以貫之，

也以此分析了魯迅的文學世界及其表現的方式。面對魯迅作品複雜的

矛盾性、悖論性與過渡性時，汪暉特別提出了歷史的「中間物」概

念，認為這個概念包含著魯迅對自我與社會、傳統和現實之間關係的

深刻認識。「因此，如果把魯迅小說看作是一座建築在『中間物』意

識基礎上的完整的放射性體系，我們將能更深入、也更貼合魯迅原意

地把握魯迅小說的基本精神特徵」
29
。值得注意的是，汪暉雖然指出魯

迅是在討論白話文時提及「中間物」
30
，可是卻越過語言自身也是「中

間物」的問題，直接進入魯迅的思想世界，將「中間物」的內容定義

為「一代知識者靈魂的某種分裂」
31
。這個方式有別於傅構從語言實證

性的視野建構話語實踐，強調語言中介過程之下的思想所具有的構成

性與開放性。換言之，汪暉著眼於意義的實際內容，而傅構則是意義

的表達過程。二人雖然同歸，可是卻殊途
32
。

31。

27   同上，頁 32-33。

28   同上，頁 4。

29   同上，頁 111。

30   同上，頁 105。

31   同上，頁 107。

32   在書中的最後一部份，汪暉雖然以魯迅小說的表現形式作為主要的研究重點，
可是整個分析只限於在小說的敘述原則與方法，並未觸及語言的問題。然而，
在多年後另一本書的自序中，汪暉提及「中間物」概念引起的討論時，指出



于治中 339

以「個人一致性」作為起點思考複雜的悖論性，促使了汪暉對

〈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的重新思考。他發現與西方

啟蒙運動表現出的目的與方法的統一性不同，五四啟蒙運動的歷史使

命與它用以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思想武器之間存在著分裂，「當人們

把『五四』運動作為一個啟蒙運動來分析時，首先涉及的是這個運動

用各種『新』思想批判和否定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提出了『人

的解放』、『民主』和『科學』等現代思想，並沒有人從啟蒙思想的方

法論特徵這一基本線索來描述『五四』啟蒙思想的複雜內涵。這不是

偶然的」
33
。面對五四啟蒙運動中紛然雜呈與互相矛盾的思想學說，汪

暉提出了「歷史同一性」的概念，做為分析這個悖論性歷史運動的框

架。

與上述從「個人一致性」的觀點所建構的歷史「中間物」不同，

「中間物」概念的實質只是「意味著眾多現實矛盾的凝聚」
34
，所關切

的焦點仍然停留在各類思想本身的含義，換言之只是屬於一般性的內

容層次。而「歷史同一性」的範疇則是更深入地將問題的核心指向這

些不同的思想之所以能夠並存的可能性條件與其合法性的過程。從而

這個範疇與傅構所謂的問題架構概念相類似，非但有助於在整體上為

五四啟蒙運動定位，由此找到一種基本的精神力量或情感趨向，它也

與傅構的「現在本體論」一致，將整個的問題意識植根於對自身關係

的質問之中，從而使人們對啟蒙運動的理解從新與舊的對立、傳統與

現代的糾葛中解放出來。因此汪暉說：「我用『歷史同一性』這一範疇

「有人認為這一概念在魯迅那裡只涉及了白話文問題，那是一種可嘆的短見。
的確，『歷史中間物』在魯迅那裡僅僅是一種樸素的比喻和自況，其直接指涉
的是語言問題，但其含義卻是豐富和深刻的⋯⋯這是因為語言乃是傳統的基本
載體。作為中國傳統的批判者，魯迅的反傳統主義的最激烈的標誌即是對傳統
語言形式的批判，從文體到方塊漢字都在否定之列；但同時，魯迅發現這種自
覺的否定過程也必須藉助於中國特有的語言形式」。請見汪暉，《死火重溫》，
人民文學出版社，頁 460。在此，汪暉雖然突顯了「中間物」概念與語言的重
要關聯，可是並未進一步發揮。

33   請見汪暉，《汪暉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308。

34   請見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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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觀察『五四』思想的形成基礎，並發現『五四』思想的眾多因素只

是基於一種『態度』而不是理性的方法和目標而構成統一的思想運

動，命題（民主、自由、科學）的意義主要是在與其否定的對象的關

係中展現出來⋯⋯」
35
。「態度同一性」的概念指出的不僅是一種在內

容上超越真／偽的分析或是對／錯的判斷，它包含了認知與情感的體

驗，同時也是一種看待事物的方式。這個概念明顯地分享了傅構分析

西方啟蒙運動時所做的結論：即將現代性視為是一種態度、一種對於

當下關係的模式。

不僅如此，汪暉似乎更進一步將研究五四啟蒙運動「歷史同一

性」的方法擴展至中國現代思想的整個領域，提出他所謂「文化同一

性」
36
的範疇，作為探討產生現代性概念悖論式思想的社會條件和歷史

意義的框架，這與傳統基本上以現代化模式分析中國的論述完全分屬

不同的提問方式，也與所謂的「批判理論」對現代性的理解大異其

趣。在〈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一文裡，汪暉詳細地闡釋了自韋

伯以降，從理性化過程思考啟蒙與現代性關係的二種學說，一是現代

化理論，另一是批判理論。二者皆出自於韋伯有關理性化過程的假

設，然而它們雖然是同源，可是卻分道而行。汪暉認為韋伯將理性化

與西方社會現代化視為是不證自明的同一個歷史過程，「這表現在：

與啟蒙運動一樣，A.他把理性視為具有普遍意義和價值的動力。B.從
這種普遍的理性觀點出發，他把不同文化的差別解釋為理性化程度的

差別。C.以這種理性化程度的差別為基本內容，他在不同的文化之間
重構了一種傳統主義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對立，從而將在空間上並置的

文化關係放置於一種普遍主義的時間關係之中」
37
。

現代化理論使用社會學功能主義的觀點，首先，將現代性的起源

與現代歐洲分離，使其成為一種在時空中具有一般性與中立性的社會

發展模式。其次，切斷現代性與西方理性主義在歷史語境中的關聯，

使西方社會中所謂的理性化過程成為一種放諸四海的判準。現代化理

35   請見汪暉，《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 469。

36   請見汪暉，《汪暉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25。

37   同上，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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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抽象化了產生於歐洲歷史過程中的社會特徵，不僅將現代化本身作

為歷史自身的目標，更將其視為是普遍適用的社會發展指標。在這個

貌似科學性與價值中立的敘事下，現代化的真正動力被視為是來自西

方，第三世界的國家可以反對，但是無法拒絕。可以模仿，然而卻不

能創新。整個世界將朝向一個既定的方向前進，而西方則代表這個發

展的最高與最完美的階段。「這種歷史目的論的敘事方式不僅陷入了

循環推論的方法論泥沼，而且無法對現代化過程本身所造成的問題做

出判斷，無法超出現代化的概念來提供衡量的準則和價值目標」
38
。「換

言之，以西方社會的理性化過程作為對象的社會學方法已經無力對中

國的現代性問題做出恰當的分析，因為這種社會學方法本身就是理性

化過程的產物和體現」
39
。

然而，韋伯有關理性化過程的認識，事實上並不全然如現代化理

論架空事實所描繪的那樣，是一個從愚昧到開化、低級到高級、傳統

到現代、農業到工業、發達到不發達、後來者到成功者的不斷進化過

程。韋伯的作品另外還顯示出，歷史上與理性化進程有關的資本主義

社會制度，如科學、工業、官僚等體制的發展越是合理，人類就越不

可避免地受其支配與役使。所以「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組織的理性化不

過是對人和自然的新的統治形式。『自己反對自己』的現代性傳統在

韋伯的知識體系中的體現就是理性化概念的自我矛盾」
40
。韋伯對理性

化過程內含有的矛盾性與悲觀性的預見，當然完全不可能顯現在現代

化理論對未來充滿樂觀的許諾之中，可是這一理論的洞見卻直接影響

了霍克海默爾（M. Horkmeimer）與阿多諾（T. Adordo）對啟蒙與現代
性理論的批判，也啟發了哈貝馬斯對現代性的思考。 

38   同上，頁 28。

39   同上，頁 25。新的研究成果更明確地顯示，所謂的「現代化理論」，從一開始
就不是一個純學術的問題，它是當時美國社會與文化的獨特產物。它的誕生不
僅是因為那個時代美國的社會科學界企圖擺脫對歐洲學術的從屬地位，更是在
面對世界各地的非殖民化過程與共產勢力興起時，美國國家機器強力打造的一
個有關全球戰略的工具。隨著冷戰的結束，如今這段歷史也逐漸變得明朗。有
關此一問題，請見雷迅馬，《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甘迺迪時期美國的社會
科學與「國族營造」》，中央編譯社，2003。

40   同上，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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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啟蒙辯證法》為代表的早期批判理論，雖然用「工具理性」

的概念進一步發展與批判了西方理性化過程對自然與人類的扭曲，可

是由於他們對理性的認識陷在一種本質化與全稱性的假設之中，從而

所做的批判性揚棄，仍然難以完全超克理性的枷鎖，只能停留於一種

姿態的表達。作為這個批判傳統繼承人自居的哈貝馬斯則認為，工具

理性所造成的惡果，只能看作是生活世界的一種病態性的現象，而不

一定是西方理性主義的必然部份。對他而言，現代性所呈現的問題，

與其說是一個悖論，毋寧說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他嘗試從所謂

的「溝通理性」之中尋找一種新的啟蒙辯證法。只是在這個概念裡，

理性雖然被視為是具有主體間性與對話性的特質，並無法縫合這個過

程中早已存在的專門化與世俗化二個原則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在根本

上也不能將整個方案從一種暗含著普世性理性的進化過程中拯救出

來。「換句話說，現代性方案的『未完成性』本身是極為可疑的」
41
。 

此外，汪暉指出哈貝馬斯現代性方案的基礎，是建立在歐洲民族

國家體系的形成和關於民族國家主權的原理之上，做為這個方案標誌

的「主體的自由」，其實並未包括國際關係的領域
42
。然而，「『現代性

41   請見汪暉，《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 8。

42   國際法理論界存在著的一個經典問題是：「國際法究竟是不是法」？這個令人不
斷爭議的問題反映一個事實，即如韋伯所言：「眾所週知，『國際法』作為『法』
的形式一再受到否定，因為缺乏一個跨國家的強制權力」。請見馬克斯．韋
伯，《經濟與社會》，上卷，商務印書館，2006，頁65。因此所謂的國際（inter-
national），其實指的是國與國之間，而非一個超出民族國家主權形式之上更高
的政治性概念，現在所謂的國際關係理論，實質上仍然只是國家理論的一種外
延，聯合國設立的宗旨只是試圖協調或解決這種國與國之間的矛盾的機構。作
為聯合國前身的國際聯盟，是在美國的倡導下成立，可是因為不願受其節制，
又拒不參加。早在 1932年，針對國際聯盟的章程與美國門羅主義的矛盾時，施
米特即尖銳地指出：「不可能設想一個強國，尤其不可能設想帝國主義的世界強
國在法律上會將自己束縛在一整套局外的異國人可用以針對其自身的準則和概
念之上⋯⋯如果說，對於 19世紀歐洲民族的殖民帝國主義具有典型意義的是諸
如保護國和殖民地這樣的東西，那麼，美國的基本成就則是發明了干涉條約和
與此相近的干涉法律名稱」。請見卡爾．施米特，〈現代帝國主義的國際法形
式〉，收入於《論斷與概念：在與魏瑪、日內瓦、凡爾賽的鬥爭中
（1923-193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168-169。因此如果完全從國際法
的角度來理解國際法，往往會得出自我肯定的結論。當代從意識形態批判的角
度研究國際法的問題，請見蘇珊．馬克斯，《憲政之謎：國際法、民主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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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的國際性的方面對於非西方國家具有特別重要的含義，因為

這些國家的現代性問題的起源本身即是國際性的⋯⋯哈貝馬斯沒有提

及的問題恰好構成一個既新又舊的問題，這就是：在檢討『現代性』

本身的得失之前，先要問：這是『誰』的『現代性的方案』？」
43
事實

上，哈貝馬斯現代性方案中有意或無意迴避的這個問題，不僅存在於

汪暉以中國現代性視野為起點所做的追問之中，也是傅構〈何謂啟

蒙？〉的議題真正關切之所在。此即為何傅構在文章中強調，從「現

在本體論」將「當下」問題化的過程中，所謂「現在本體論」討論的

內容就是「我們自身的本體論」（ontologie de nous-mêmes），它不僅僅
涉及對各類理性的歷史性反思，而更重要的在於，這是以另一種方式

去回答在此時此刻的歷史過程中「我們是誰」？
44
。

此一問題與傳統上「什麼是人」的問題性質完全不相等同。從當

下時刻對自身身分所做的追問，目的並不是企圖去尋求一種超越歷史

的人性以及與此相關的某些本質性的真理。傅構強調，這個提問所針

對的對象，毋寧是關於自身獨特的與歷史的某種存在模式，它指的不

僅是從源頭上重新追溯，以及從更根本處重新思考我們認同的系譜，

並且也指創造某種新的主體性與當下我們自身倫理和政治轉換的可能

性。從而「我們是誰」的問題，同時是意謂著何種歷史綜合體構成了

我們的認同，以及我們如何以另外的方式存在。與傅構相同，汪暉提

出的「文化同一性」概念亦強調「現代性與自我認同」
45
的內在關係，

從這是「誰」的現代性的質問中，他想要表達的是「對於大多數中國

形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43   請見汪暉，《汪暉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9。

44   例如傅構在另一篇觸及啟蒙問題的文章中說：「當康德在 1784年詢問『何謂啟
蒙？』時，他想要說：『在目前的時刻發生了何事？何事在我們身上發生？什麼
是這個世界、這個時期、這個我們目前正在生活的時刻？』或者，以另外一種
方式說此事，即『我們是誰？』作為啟蒙者、作為這個啟蒙世紀的見證者，我
們 是 誰？」。 請 參 閱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IV.1980-1988. Gallimard. 
1994. p.231。

45   吉登斯在一本以此為書名的著作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認為自我認同「這種新
機制，一方面由現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時也塑造著現代性制度的本身」。請見
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三聯書局，1998，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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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說，需要的是自我認同的重新確認。重新認識自己的認同，這不

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種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也是我們獲

得生存理由和生存意義的一種方式⋯⋯認同問題是存在的，即使這個

問題不是以追問「我是誰」的方式出現。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追問這

個問題：人們正在從事怎樣的社會實踐？因此，當我們開始追問我們

自己是誰的時候，我們實際上總是在問：我們自己與自己身處的社

會、國家、世界以至自然界的關係怎樣？社會、國家、世界和自然界

是抽象的概念，在這些概念的背後，是具體而複雜的感情、道德、審

美和信仰的關係」
46
。

四、何謂中國？：多元性與內在視野

 汪暉認為中國的現代歷史是被現代性的歷史敘事籠罩的歷史，
「就中國的『現代性』問題而言，從問題的提出、形成的方式以及它

的病理現象都不僅僅是外來的文化移植，而是在不同的文化和語言共

同體之間的互動關係中形成的。因此，對中國『現代性』的研究涉及

的是一種『文化間性』、『文化間的交往行為』。這個概念並不意味著

否認中國『現代性』發生的被動性，但卻同時承認中國『現代性』發

生過程中的文化自主因素」
47
。由於理性化的概念與中國的社會與文化

並不存在必然的歷史關聯性，將理性化自身視為規範和描述中國的工

具，經常是將西方的社會和文化危機當作中國的危機，無法診斷出中

國現代社會自身的問題何在。「因此，要建立文化研究的新的方法論

視野，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尋找描述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基本語言和範

疇⋯⋯第二步則是把這種語言植入它的形成過程並觀察其功能，而不

是把這種語言當作透明的、不變的本質⋯⋯一方面，通過這些觀念對

相關領域的命名，無序的生活世界在語言中獲得了意義和秩序，並顯

示出價值的取向；另一方面，觀念與生活世界的關係又不僅僅是命名

關係，當『公』、『個人』、『科學』和『社會主義』及其相關概念被

46   請見汪暉，《汪暉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2-3。

47   同上，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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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出來並植入歷史語境中，這些觀念本身也成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和社會文化再生產過程的最富活力的因素⋯⋯對這個過程的分析⋯⋯

不是對作為『外部』的第三世界的一部份的說明：這種說明的真正含

義存在於第三世界話語之外，即它是對『我們自己的』西方文明的自

我批評，是對西方的現代性及其理性主義的自我診斷」
48
。

由於西方現代性的概念是植根於歐洲資本主義體系形成的過程

中，它自身是以民族國家作為不言自明的單位，通過與其他亞洲帝國

在地理、歷史、法律、經濟、語言、哲學、宗教等各個面向不斷的對

比過程中獲得自我的確認。與帝國在結構上對立的民族國家，其合法

性的建立事實上與一種自認是普世性的知識體系有著深刻的聯繫，展

現在西方從十九世紀逐漸開始形成的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

學、哲學、文學、法學、語言學、人類學、考古學等各領域。在這一

背景之下，不僅有關「國家」的知識構成了政治敘述與認同模式的核

心，「國家」也自然地被看作是歐洲的本質屬性，並被組織在一種歷

史時間的進化過程之中，最後順理成章地成為「世界歷史」的必然所

在。

這種歷史目的論將雙方所有的關係用現在與過去、進步與落後等

時間性範疇進行概括，非但存在於以政治結構為主導的帝國—國家二

元論之中，也表現在側重地理空間描述的亞洲—歐洲二元論裡，更潛

藏於強調文化差異的東—西文明二元論的內部。正是為了顛覆和打破

歐洲中心主義「世界歷史」的敘事架構，日本的京都學派創造了一種

新版世界史意義下的「東洋史」。然而，作為一種抵抗性或競爭性的

「東洋」概念，它的敘述出發點同樣是建立在民族國家的基點上，從

而無論是在尺度上或是在時序上，皆與歐洲近代歷史對「西方」的界

定極為類同。因此這個學派所宣稱「東洋的近世」的假說並未能建立

自身所期盼的主體性位置，基本上仍然不自覺地繼續陷在「脫亞入

歐」的道路中難以抽身，成為只是歐洲現代性敘事的簡單顛倒與另類

複製。其他呼籲「在中國發現歷史」，或是以中國或亞洲為中心，建

構東亞區域自身現代性動力的敘事，大多也皆屬於這個類型的衍生形

48   同上，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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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這或許是為何汪暉在《興起》一書的起始，即拆解帝國—國家二

元論作為不證自明的基本分析單位與支撐這個論述的知識體系，並由

此展開對整個中國現代性的討論。然而，對帝國—國家二元論及其相

關的概念的質疑，並非是要完全摒棄這些概念的功用，而是將它們作

為主題來處理，拒絕將其視為是歷史敘事的基本框架與分析的前提。

換言之，如何理解中國的政治文化與認同模式的獨特性及其轉化過

程，關鍵在於如何在一種新的問題意識或是關係架構中重新界定這些

概念。由於歷史的事實表明，在中國皇權一統體制穩定的延續與各個

王朝不斷循環更替的表象下，內部始終存在著政治制度、地方勢力、

族群類別、社會集團、宗教信仰、文字語言、風俗文化等各類的差異

性。在交往與互動的過程中，往往產生出多元的社會格局與不同的歷

史聯繫模式。

因此，所謂的中國，實質上是由變遷與多樣性所組成，無法按照

一種線性的時間方式，以單一起源或是單一民族的譜系來概括。從

《興起》這部著作可以明確地看出，主導全書真正的基本概念既不是

帝國，也不是國家，更不是傳統的王朝或是天下，而是中國，是一個

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轉變，因而需要被反覆重新定義的中國。與前述的

中國中心論不同，在此作為一個認識論範疇的中國不再是一個自明的

單位，而是一個去自然化的與混雜的統合體。由於近代歐洲的歷史概

念是結合一種直線進化與目的論的時間觀，並且依賴這個認識論的框

架建立起民族主體，為了重構中國歷史敘述的框架，汪暉試圖恢復內

在於傳統之中的認識範疇，以儒學的「時勢」概念為基礎，重新構建

一個不受時間目的論制約，同時又能將時間與空間組織成為具有關係

性的問題架構
49
。

49   在當代一部專門討論中國的「勢」概念的著作中，F. Jullien也特別強調，相較
於西方，中國思想的特殊之處在於並不考慮事物的最終目的，只是從現實內在
邏輯的觀點去詮釋事物的本身。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描繪這個在西方並不存在
的概念，作者也借用了傅構的「配置」（dispositif）概念作為類比。請見
François Jullien, La propension des choses: Pour une histoire de l'efficacité en Chine. 
Des Travaux/Seuil. 1992. p.15。至於傅構「配置」概念詳細的討論，請見 G. 
Deleuze, “Qu'est-ce qu'un dispositif ?”,in Michel Foucault: Philosophe, renco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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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間概念一樣，「時勢」這個較少受人重視但極其重要的概念

也是含有歷史的意識，可是它本身並不依循任何的目的，只是指歷史

中事物變化的自然展開過程。它具有兩個關鍵性作用，「首先，時勢

概念將歷史及其變化納入自然的範疇，解構了天命對人事的關係，為

主體的歷史行動提供了空間⋯⋯其次，時勢概念將斷裂的歷史重新組

織在一種自然演變的關係之中，從而也創造了自然演變的歷史主

體⋯⋯因此，這一概念為一種共同體的意識或中國認同提供了重要的

認識框架」
50
。在流變的視野之中，時勢的概念不僅排除一切先驗性的

假設，從對象自身出發，表明任何事物只是變動不居的時勢的產物，

它也在方法論上啟發了一種自覺的要求，使儒學沒有以一種本質主義

或原教旨主義的方式建構其政治／道德理想。「在這裡，時勢的觀念

為一種經學考古學和經學譜系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51
。

從當代政治人類學的比較研究可知，政治的維度存在於任何性質

的社會之中
52
，無論是所謂的無國家形態的社會、傳統的國家形態或是

internationale Paris 9,10,11 janvier 1988. Des Travaux/Seuil. 1989. pp.185-195。

50   請見《興起》上卷，第一部，頁 58-59。

51   同上，頁 60。

52   譬如傳統的政治人類學一般將原始社會視為是非國家性質的社會，其中政治力
量的存在僅是保持在微不足道或甚至為零的狀態。而當代重要的人類學者
Pierre Clastres的研究確認，甚至在被現代人視為是沒有信仰、沒有法律、沒有
王者的社群裡，仍然存在完整的政治維度。他對一位沒有權力可是卻賦有威望
的印地安酋長所做的分析，挑戰了傳統上理性與政治的內在關聯性，為政治理
性提供了另一個不為人知的面貌。有關此一問題，請見 Pierre Clastres, 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 Paris. Edition de Minuit. 1974。從當代對原始社會領域的研究
經過來看，如果說 Claude Lévi-Strauss對神話的探討，在思維方式上打破了人
們對所謂「野性思維」是非理性的偏見。那麼Marshall Sahlins對土著生產模式
的研究，則是從經濟的層面改變了世人對原始社會的刻版印象。他證明所謂的
「原始經濟」並非是一種只能維持生存、缺乏長期積累與沒有剩餘的生產方
式。從目的與手段、技術方法與需求的關係上表明，原始經濟作為一種完全已
發展成型的經濟現實，擁有自身的理性並且服從於其內在的邏輯。它是以「反
生產」的機制運行，對剩餘性的行為具有排斥性，所以只要針對需求所做的生
產達到均衡，經濟就基本靜止不動。在政治層面上，P. Clastres對原始社會的研
究也是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它不僅確認政治普世性的存在，闡明任何人類社會
皆存在社會性的政治機制以及對秩序和法規的依賴，同時也否認了西方政治形
式的普世性，將其還原成為地區性的權力運作級別。從此，政治的領域不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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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國家形態，任何共同體的構成與其內在制度的安排，皆依賴某

種能夠將自身正當化的意義系統以及需要訴諸於一個合法化的過程
53
。

汪暉認為「『理』是中國思想的秩序觀的集中表達⋯⋯它把世俗秩序與

超越的秩序、循環的邏輯與變化的邏輯融為一體，從而成為一個遍在

的和自然的範疇。所謂『遍在的』，即指『理』內在於事物的獨特性；

所謂『自然的』，即『理』不是一種僵硬的規則，而是體現在『物』

的轉變過程內部的秩序。對『理』的認識始終是和『物』概念所內含

的獨特性關係在一起的⋯⋯在『理』的視野內，對『物』的認識過程

總是包含了一種有關『理』的普遍主義預設；但在『物』的視野內，

這種『理』的普遍預設總是落實在具體的情境之中」
54
。換言之，「物」

是「理」的系譜，而「理」也是「物」的系譜，二者的關係在時勢自

身之中構成，表現的是事物合理的秩序及其自然的演變過程，在這個

框架之內，各種政治性和社會性的制度皆可看作是這一秩序及其演化

的歷史形式。中國現代性的問題是在知識和制度的巨變中產生的現

象，「從而對這些問題的歷史理解不可避免地涉及 19世紀發生在世界
觀、知識體系、制度條件和物質文明方面的巨大轉變。如果近代中國

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將傳統中國轉化為一個民族國家，那麼，天理

世界觀的解體與公理世界觀的支配地位的形成正適應著這一轉化過

認為是一個內含進步性並且不斷朝向國家形式的演變過程，亦即是從無權力形
式存在的社會，進化至分權的社會或是具有國家形式的社會。此外，他的作品
也影響了法國當代政治哲學的思考方向，如 Claude Lefort對現代社會中權力象
徵面向的探討，Marcel Gauchet對宗教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等。

53   自從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從經驗主義的觀點區分了正當性
（Legitimität）與合法性（Legalität），並對正當性的類型加以區分後，這二個概
念之間的差別似乎並沒有因此而更加清晰，甚至是有意地被混淆。施米特就曾
批評說，「現今最流行的正當性的形式就是對合法性的信仰。在這裡，正當性
與合法性這二者被歸結為一個共同的正當性概念，而合法性本來恰恰意味著與
正當性的對立」。請見卡爾．施米特，〈合法性與正當性〉，收入《政治的概
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254。此外，哈貝瑪斯對韋伯的正當性概念也
有過說明，請見尤爾根．哈貝瑪斯，《合法化危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頁 123-133。中文世界在翻譯這兩個概念時，經常視為是同義字，或者是將正
當性譯為合法性，更造成這二個概念難以被相互區分。

54   請見《興起》上卷，第一部，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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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55
。

儘管對天理或公理的概念至今已被多方討論過，然而汪暉表明，

對二者的認識及其關係轉換的詮釋，不應如既往停留在抽象的層次，

而是要從其實際的歷史展開過程來理解，因為被視為是「社會想像」 
56

核心的這兩個概念，對應著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具體的抉擇與

判斷，從而二者關係的替換是與實質的社會關係的轉變密不可分。天

理和公理皆涉及心物關係和事物的秩序問題，「天」和「公」分別代

表著一種普遍性的價值，而「理」則表示超越「物」同時又內在於物

的法則。天理世界觀的支配地位基本上產生於唐宋時代的歷史過程

中，它傾向於把各種物質關係或利益關係看成是一種道德的、心性的

和形而上的關係，因此理學、經學或史學等儒學形態也被理解為關於

自然、物質、制度和行為的知識。而公理世界觀則反之，它是規劃現

代民族—國家合法性的前提，傾向於將倫理的關係理解為一種物質

的、利益的和必然的關係，因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也應

該被視為是道德知識。

汪暉試圖闡釋天理與公理這兩個概念之所以產生的具體情況與轉

化關係，展現知識與制度不斷變化的歷史過程。在中國的政治歷史

中，儒學基本上可以視為是政權合法性知識的主要來源，與各時代不

同形態王朝合法性的建立有密切的關係。他從儒學自身內在視野所展

開的歷史過程中去追問，為何天理範疇在宋代的語境中最終成為一個

新型世界觀的核心理念，亦即是說，天理世界觀之所以成為類似卡

爾．施密特（Karl Schmitt）所謂的時代的「中心領域」
57
，其正當性的

過程是建立在何種可能性條件之上。汪暉認為，從唐宋之間社會結構

轉變的過程與結果觀之，天理在儒學的世界中佔據主導性的位置是和

宋代儒者對歷史變遷的觀察與解釋密不可分。「⋯⋯正像孔子以『禮

55   同上，頁 71。

56   同上，頁 50。汪暉在書中主要是從歷史過程中直接敘述「概念」作為一種「社
會想像」與制度的內在關聯性，有關「社會想像」概念的理論性討論，請參考
Cornelius Castoriadis, 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 Seuil. 1975。

57   請見卡爾．施密特，〈中立化與非政治化的時代〉，收入《政治的概念》，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3，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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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樂壞』的視野重構聖王的禮制一樣，宋儒將他們觀察到的各種社會

問題和危機概括在『禮樂與制度分化』的道德／歷史視野之中，並通

過重構儒學的基本問題介入當代的社會問題，奠定自身的歷史位

置」
58
。換言之，以三代禮樂與漢唐之法的對比建立評斷歷史的框架，

與其說是儒學從自身視野出發，對歷史所作的一種客觀陳述，毋寧說

是以復古的方式與批判性的態度所建構的一種悖論式的思想方式，作

為對秦漢以來各種社會和倫理變化的總結。

宋儒綜合天、道、天道建構出新的天理觀，認為在此之上不再有

任何更高的終極性意義體系。天理表現的不僅只是一種抽象的思想或

是形而上的概念，它還提供了一種理解宇宙秩序的視野和人的生活世

界的基本框架，與一個社會重新塑造其認同方式密切相聯。它的建立

標示著這是在權衡並且順應時勢的需要之下，儒學自身對道德／社會

／政治評價體系的轉型，而作為這一歷史／道德視野中之主體的

「士」，亦是這一巨變本身的產物。通過借用三代以上／三代以下的歷

史對比、「禮樂與制度的相互分化」的參照，宋儒「以天道／天理對

抗政術（郡縣條件下的皇權—官僚政治），以恢復宗法對抗市場流

動，以倡導井田對抗貿易和稅法，以學校對抗科舉，以成德對抗功

名，以復古的形式對抗外來文化和歷史變遷」
59
。這些涉及當時社會各

個層面的爭論，無論是封建與郡縣、井田與均田、租傭調與二稅法、

學校與科舉、夷夏與正統等，皆可在天理世界觀的名義下彰顯出其真

正的意義與價值。通過中國傳統儒學的知識譜系與社會制度之間內在

的聯繫與演變，《興起》一書不僅在理論上闡釋了天理世界觀正當性

建立的過程，並且也間接說明了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礎與歷史動力的來

源。

如果說宋儒以「禮樂」作為古代封建體制的特徵，用「制度」代

表後世以皇權為中心的郡縣制國家，晚清以降，圍繞著這個以天理為

中心所形成的世界觀則發生了極為重大的改變。為了應對清朝作為一

個由少數民族統治的多民族帝國所面臨的各種複雜的社會與政治問

58   請見《興起》上卷，第一部，頁 220-221。

59   同上，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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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清儒採用與宋儒類似的托古改制手法，同樣以一種悖論性的方

式，在經學的視野內將復古的正統主義與經世致用的實踐要求融為一

體，作為在時勢變遷需要下安身立命的依據。在努力回歸先王典制的

過程裡，清儒從經學的脈絡中批判宋儒的天道觀和心性論，「力圖在

制度的層面綜合三代封建與郡縣制度，在井田、學校、封建的理想與

錢糧、生員、大一統政治之間形成一種平衡⋯⋯在道德實踐的層面綜

合先王禮制與日常生活中的欲望，力圖在必然與自然、理與欲之間形

成內在的連貫性⋯⋯以變易或時勢的觀念理解六經皆史、道器一體的

命題⋯⋯從而在史學的層面把封建的精神注入郡縣的體制之中⋯⋯這

三個層面相互滲透，最終把變革的意志與對古代典制的理解融合為一

體」
60
，從而為乾嘉時代今文經學的的興起提供了前提與條件。

清代今文經學學者以《春秋公羊傳》為核心，恢復漢末以降湮滅

不彰的今文經學，使用今文的觀點注釋經典，將理學內在的道德中心

論結構轉化成為一種有關王朝合法性的理論。今文經學者「對於禮

儀、法律和歷史的研究緊密地聯繫著多民族帝國內部的民族關係、組

織社會的基本原則及其內在矛盾、清帝國面臨的不斷變化的內外關係

及其衝突，等等⋯⋯不斷地在夷夏、內外以及三統、三世等範疇中探

討王朝的合法性問題，並在禮與法的基礎上重建關於『中國』的理

解⋯⋯而為新的歷史實踐——殖民主義時代條件下的變法改革——提供

了理論前提和思想視野」
61
。換言之，今文經學的主要特點在於以禮儀

和文化取代地域和族群作為社會認同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尺度，破除

了早期經學與理學思想中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夷夏之別，以大一統的邏

輯承認多民族王朝的統一性，同時也間接地批判了清朝政治中存在的

種族主義。今文經學取消內外，將夷夏相對化，縱使之後因與晚清主

流的民族主義思潮相抵杵而退出歷史舞台，可是也擴大了中國的含

意，從而為一種超越族群認同的中國認同提供了框架。由此可見，中

國的認同不能完全歸因於是一種漢族中心主義史觀的產物，而是與包

括少數民族王朝在內的歷代政權對自身政治合法性需求的結果。「在

60   請見《興起》上卷，第二部，頁 514。

61   同上，頁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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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前後，龔自珍、魏源等人將這一相對化的夷夏觀帶入了中西

關係之中，進而為學習西方、促進改革提供了內在於儒學的前提」
62
，

最終清代今文經學也從一種王朝合法性的理論轉化為一種變法改制的

學說。

由於內外關係的深刻變化，天朝的存在不再是至大無外，成為只

是處於競爭中列國中的一員，這種新的夷夏觀無法再依賴舊有的儒學

正統主義作自我定位，而必須是由外部來加以界說。也就是說它是建

立在現代民族國家及其主權觀念的基礎之上，將多民族帝國視為是這

一內外觀的內部，以此重構自身與世界的關係。所以「資本主義及其

創造的世界關係既是新型國家認同和主權形式的最為重要的動力，也

是導致民族認同和主權形式發生危機和轉化的最為重要的動力」
63
。汪

暉強調「在晚清以降的文化運動中，真正的新生事物不是民族主體，

而是主權國家的政治形式，是商業和工業資本主義的長足發展與民

族—國家之間的內在聯繫，是科學技術及其世界觀的革命性力量與民

族主義之間的有機互動，是以現代教育和都市文化為中心展開的知識

譜系與新的國家認同的關係，是一種能夠將個人從家族、地方性和其

他集體認同機制中抽離出來並直接組織到國家認同之中的認同方式以

及由此產生出的義務和權利的新概念，是在上述條件之下民族主體本

身的更新」
64
。

從清代中期開始與外部的接觸，特別是鴉片戰爭以降，反映的不

僅是國家之間的衝突，更是兩種不同體制的對抗。在西潮的衝擊下，

62   請見《興起》上卷，第一部，頁 87。汪暉將今文經學內部的變化與歷史語境之
間的互動總結為：「在莊存與和劉逢祿為代表的發創階段，今文經學注重王朝的
合法性和內外關係問題，從而『內外例』、『譏世卿』成為重要的經學主題；在
龔自珍和魏源隨著內外問題從帝國內部的種族問題擴展為帝國疆域內部的管治
方式及其改革問題，輿地學和其他經世之學被組織到經世學視野內部，從而極
大的擺脫了經學原有的框架；在以康有為、廖評為代表的興盛階段，歐洲中心
的『全球知識』正在成為支配性的知識，如果無法在儒學內部發現能夠包容這
一『全球知識』的框架，並按照這一新的儒學普遍主義設計變革的藍圖，儒學
就無法避免沒落的命運」。請見《興起》上卷，第二部，頁 743。

63   請見《興起》上卷，第一部，頁 100。

64   同上，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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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新的世界觀和知識體系成為知識份子的共同要求。由於西方列強

進入現代的過程中，科學與方法的新觀念對所有的知識領域皆產生了

關鍵性的影響，伴隨著科學技術與教育體制的引進，這個新觀念也逐

漸地被納入至晚清的世界觀論述之中，從而形成一種科學的世界觀。

「即科學不僅僅是一種可以被利用的知識，而且是一種理想的政治、

道德、審美境界的基礎；科學知識不僅是西方文明的特質，而且也是

普遍的宇宙原理。在這樣的視野中，科學不是一種工具，而是一種內

在的模型，整個世界將以這個抽象的模型為典範而展現出來」
65
。汪暉

試圖闡述現代知識譜系的構成與世界觀轉變的相互關係，他強調，將

一種與社會無關的自然研究，擴展成具有普世性意義的科學世界觀，

並最終在正當性與合法性上取代天理觀，這整個過程既是西學東漸的

結果，又脫胎於中國的天理世界觀
66
，從而公理世界觀的形成可說是科

學世界觀與天理世界觀彼此鬥爭與相互交融的結果。

汪暉將天理世界觀與公理世界觀的交替歸納成三點：「第一，公理

世界觀逆轉了天理世界觀，將未來而不是過去視為理想政治和道德實

踐的根源⋯⋯第二，公理世界觀以一種直線向前的時間概念取代了天

理世界觀的時勢或理勢概念⋯⋯第三，公理世界觀以原子論的方式建

構了『事實』範疇，並以此衝擊天理世界觀的形而上的預設，試圖按

照事實的邏輯或自然的法則建構倫理和政治的根據」
67
。然而，在天理

世界觀的衰敗與公理世界觀的興起過程中，代表超越時空的普遍秩序

的「理」卻被保留下來，二者不是簡單的替換關係，也存在著相互的

滲透。「在這個意義上，公理世界觀是沿著天理世界觀的邏輯確立自

65   請見《興起》下卷，第二部，頁 1170。

66   在書中的一個注釋中，汪暉指出：「從概念上看，現代中國思想中的科學概念包
含了自然、道德和政治三方面內容，它一方面是在揚棄古代的格致概念的過程
中產生的，但另一方面又保留了理學世界觀的那種體系性的特徵，即使是在語
詞的變遷中也顯現出了格致（以及天理）概念與科學（以及與公理）概念的歷
史關係；因此，這一科學概念與 science的關係並不像字面翻譯的對應關係那麼
簡明。但是，科學概念在運用過程中呈現的特點不能僅僅被歸結為傳統思想方
式的作用，它還需要置於近代中國的世界觀轉變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中理解」。
同上，頁 1428。

67   請見《興起》上卷，第一部，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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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不是相反」
68
。換言之，「天理和公理既內在

於各自的時代，又是各自時代的他者」
69
。

在《興起》下卷第一部中，作者以三個人為代表，分別展示出在

晚清思想的過渡階段，對公理觀三種不同的思考領域與方向。嚴復的

公理觀建立在易學、理學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強調宇宙秩序與自然

世界的一致性。受康有為的影響，梁啟超融合今文經學、陽明心學和

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強調公理觀的內在性，並以知行合一的方式溝通

自然世界與道德世界。與前二人相反，章太炎認為公理的名義只是對

世人的一種壓迫，從而以唯識學和莊子思想建構了一種否定的公理

觀。這三種方案展現出了豐富的多樣性內容，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三

人各自思想的來源不同與對時勢的分析各異，可是皆普遍地表現出了

一種悖論特性，亦即在尋求現代的過程中，同時又不斷地對這個目標

進行批判性的反思。所以汪暉強調，「晚清公理觀內含的這種自我否

定的邏輯不是現代科學譜系及其制度性實踐的產物，而是淵源於在傳

統世界觀內部的形態有所區別的公理觀本身。在現代科學自身正在致

力於『否思』的時刻，這一公理觀提供了一種批判性地反思現代性及

其危機⋯⋯的智慧的源泉」
70
。

中國從一個帝國轉化為民族國家體系中的主權國家的歷史過程表

明，與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利用自身的民族為單位建立現代國家的方式

正好相反，中國是依賴外來的現代國家形式重新凝聚民族主體。而以

民族國家作為存在的必要前提，並不是由自身內部的需要所決定，是

西方殖民主義體系壓迫之下的結果。以科學思想為內含的公理觀及其

知識譜系，從結構上取代天理世界觀的過程裡，不但改變了帝國對外

的政治形式，使中國從以自身為中心的朝貢體系轉變為條約體系中的

一員，還體現了內部社會主權形式的巨大改變，形成了現代意義下的

「市場」與「社會」或者應該說就是「市場社會」
71
。也就是說在現代

68   同上，頁 50。

69   同上，頁 66。

70   請見《興起》下卷，第二部，頁 1424。

71   有關市場社會概念的詳細討論，請見汪暉，〈是經濟史，還是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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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語境中，「『社會』主要不是產生於資產階級抵禦國家干預的自

我保護功能，而是處於衰落過程中的國家進行自我改造的產物，即力

圖通過制定改革政策建立特定的社會團體，以取代一部分國家功能，

重建國家的合法性，進而為新的民族同一性的形成創造前提」
72
。在這

個過程中，以國家主權及其法理基礎為依託，重構教育體制和知識譜

系，並將帝國內部多元文化性的群體關係構想為一個整體的人民主

體，瓦解了傳統天理世界觀下的血緣、地緣與宗法關係。

公理與現代民族主義及其體制雖然相互關聯，可是在救亡圖存、

共同抵禦外辱的認識下，中國的認同模式並沒有依循西方民族國家所

採取的模式，將君主國和帝國統治相互分離，進一步對內排除地方

性、方言文化、族群的與宗教的差異，而是通過民族與國家相結合的

方式形成單一主權國家，去克服帝國內部多元的種族及其政治體制造

成分裂的威脅，這種具有包容性的多層次的認同取向無法被化約成單

純的民族認同問題。所以概括而言，「晚清以降以國家改革為中心的

社會運動綜合了清代形成的中國認同、帝國擴張過程中的地域關係及

其知識發展、國際間的承認關係，並將所有這些放置在國家建設和經

濟重組的現代化的方案和時間意識的軌道內。王朝的衰落為共和政治

體制的合法性提供了前提，但王朝時代的認同和制度建設的要素也被

組織到了共和時代的政治認同和制度結構之中；從城市印刷文化（媒

體、文學和課本等）的大規模發展，到戰爭時代城市力量向鄉村的滲

透和擴展，民族認同的形成經歷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至上的曲折過

程⋯⋯20世紀世界歷史上的最為重大的歷史現象—中國革命及其意識
形態—就發生在這一危機與轉化之中，正是這一革命過程轉化了傳統

的認同方式，重構了國家的主權形態，創造了新的政治／社會結構和

認同方式，為各不相同的政治取向提供了基本的歷史前提」
73
。

《〈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導言》，許寶強、渠敬東選編，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頁 1-49。作者以博藍尼的分析為例，說明自由市場的形成其實是依賴國
家的計畫，而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卻是自然的產生。也就是說，所謂的自由放任
是精心策劃的結果。

72   請見《興起》下卷，第二部，頁 1482。

73   請見《興起》上卷，第一部，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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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何謂興起？反思性與對象解放

汪暉從中國思想和社會變化的過程開展出對現代性的理解方式，

不是簡單地抽空歷史事實，任意套用西方社會科學中既有的分析概

念。亦不是以一種本質主義的方式去尋求中國自身的特殊性，因為這

種特殊性仍然是相對於西方普遍主義的特殊性，所呈現的無非是一種

黑格爾式普遍與特殊的二元對立，其結果只是將自身再次的東方化，

無可避免地成為西方普遍性話語內部的另類複製。事實上，問題的關

鍵不在於特殊性的內容，而是在於進入這種特殊性方式的本身。在拒

絕接受任何概念的先驗性時，汪暉也拒絕了這些先驗性概念之中可能

所暗含的各類假設。在《興起》再版的序言裡，作者表示：「『現代中

國思想的興起』看起來是一個平易的敘述，但是從導論起到最後的結

論，我的每一個部分都在挑戰我們常識中的『現代』、『中國』、『思

想』和『興起』這些概念」
74
。從《興起》一書整個敘述的過程可見，

所謂「現代」，指的並不是在自然狀態下以線性方式流露的時間感，

而是一種悖論的方式或態度，跳出任何目的論的假設，面對同時質疑

自身當下所處的時代。所謂「中國」，也不是一個單一自明的概念，

而是一個在歷史過程中經歷各式各樣異質性元素不斷交互接觸與融合

的結果，其過程充滿變化與多樣性，無法以現代人文或社會科學中既

有的概念簡單地加以概括。至於「思想」，則更不是脫離歷史現實的

自在存在，亦不是社會關係的簡單產物，而是構成社會與社會構成不

可或缺的實質部分。

從而對思想進行歷史性的分析時，並非是簡單地將概念放置在一

種時間性的序列之中，尋求某個絕對的起源或是不斷延續的實體，而

是要面對散落的歷史碎片，從反覆呈現的歷史要素的相互關係之中重

新進行拼湊與提問，在斷裂性的前提之下思考所謂的連續性，最終在

問題架構形成的內在過程中，透過具體的分析去展示思想如何成為歷

74   請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新版序言〉，收入《去政治化的政治》，
三聯書局，2008，頁 46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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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語境的構成性力量。以構成性、悖論性與多樣性為取向的分析模

式，最終所呈現的當然不再是傳統意義下的思想史或社會史，而是一

種類似傅構所謂的不斷「問題化過程」的態度或方法
75
。或許從這個觀

點檢視《興起》一書，不僅比較容易理解這部著作的結構與含意，也

更接近「興起」這個概念所傳達的內容。在所有著作中，汪暉似乎從

未使用或解釋過興起的概念，只有在再版的序言裡，簡單地將這個概

念等同於易經中所謂的生生之意，以此強調整個中國現代思想「是一

個充滿了新的變化和生長的過程」
76
。在多處的訪談中，汪暉表明不喜

歡討論純粹的方法問題，而寧願從具體的歷史分析過程展示出自身方

法的使用。由此，透過全書敘述所展現的整個中國思想的多樣性與不

斷變化的過程，或許間接地可被視為是對這個未明確定義的概念所作

的一個說明。

75   傅構說：「我想我們將要做的工作，就是一個問題化過程的工作以及無休止的問
題化過程的工作⋯⋯思想的工作並不在於揭露秘密隱藏在所有既存事物之中的
惡，而是在所有習以為常的事物中預先感知有威脅性的危險，使所有牢固確實
的事物變成具有問題性」。請見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Ecrits. IV.1980-1988. 
Gallimard. 1994. p.612。

76   請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新版序言〉，收入《去政治化的政治》，
三聯書局，2008，頁 466。如我們所知，在中國，興起的含意不僅只是指一個
生長與變化的過程，也是以賦、比、興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學的表現方法之
一。葉嘉瑩認為，與「比」相反，古人所謂的「興」，不是一種由心到物的關
係，其特點是重視客觀事物對創作者的自然感發作用。陳世驤更指出，「興」
在功能上有複沓（burden）、疊覆（refrain），尤其是反覆迴增法（incremental 
repetitions）的本質。「興」擁有的這兩種特性，與汪暉強調從對象自身出發，
使對象主體化的內在視野，並注重歷史中某些要素的反覆呈現的方式，似乎不
謀而合。上述有關「興」的研究，請見葉嘉瑩，〈中國古典詩歌中形象與情意
之關係例說〉，收入於《迦陵論詩叢稿》，桂冠出版社，台北，2000.以及陳世
驤，〈原興：兼論中國文學特質〉，收入於《陳世驤文存》，新潮出版社，台
北，1975（二版）。此外，也有學者跳出傳統的觀點，不再將比興視為僅僅是
兩種修辭手段，甚或是兩種形象思維的方式，而是進一步從一種整體的藝術思
維方式將比興與中國傳統思維相聯，稱為「比興思維」。請見李健，《比興思維
研究：對中國古代一種藝術思維方式的美學考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然而無論從什麼觀點詮釋這個概念，比興所顯示的特色在於它不是如西方從模
擬的角度，努力去挖掘或再現事物終極的表象，而是以整體性的觀點，從事物
關聯性的基礎上建立起對世界的認識，這一模式也與《興起》一書處理思想的
方式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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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圍繞著興起的概念為核心所形成的問題架構，強調的

是過程而非起源，是關係而非本質，是斷裂而非延續，是對現代中國

自身的認同方式與主體性位置不斷的質疑和追問。這種被汪暉稱為

「內在視野」的方法，明顯地完全不同於從一種本質主義的立場去追

求自身特殊性的「本土視野」，其目的不是企圖要建立一個同質性的

認同對象，而是開展一個遠比現代西方民族國家概念更豐富、也更有

包容性的認識範疇。從而所謂的興起，與當前在現實層面上所議論的

中國崛起，無論是從討論的內容、方法與結論上根本毫無關聯，在時

序上也完全錯位
77
。它既不是指一種政治制度的崛起，也不是指一種經

濟實體的崛起，更不是指一種文化模式的崛起，而是指一種新的提問

方式的湧現。它提供了一個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視野，不但有助於我

們從內在更深入地理解過去，更有益於我們發現自身當下的盲點與問

題癥結之所在。

在這個新的問題架構之中，不僅使作為研究客體的中國從對象的

位置之中獲得解放，同時也挑戰了西方從十九世紀以降，人文與社會

科學領域中既有學科劃分的合理性以及各領域之中既存概念的有效

性。從而將對中國的認識得以突破傳統的漢學、支那學、中國學、東

洋史、東方學、區域研究等，在域外知識體系內部一直處於邊緣性學

科位置的侷限，最終成為世界學術核心領域中平等對話的一員。換言

之，《興起》一書不僅使西方的普遍主義現代性去自然化與去神秘化，

將其還原為各種特殊主義中的一支，同時也使所謂「中國」的獨特性

得以進入普遍主義的範疇之中，獲得真正的主體性發言位置，與世界

上所有不同的各個歷史主體，同等地共享與共創一個開放性的與普遍

性的論述場域。汪暉對中國現代性的反思所採取的方式，與一般單純

的主體性思維不同，整個問題的導向不是在於去思考如何不斷深化自

我的意識，亦不是企圖從對立面對事物進行客觀的批判，而是類似於

馬克思的「從後思索」（Nachdenken）、佛洛依德的「事後發生」 

77   據汪暉自述，《興起》一書大約從 1989年開始孕育到完成，時間長達十多年，
是在特殊的社會危機之後的背景中，以及非常悲觀的氛圍下，重新思考中國歷
史命運的問題。請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新版序言〉，收入《去政
治化的政治》，三聯書局，2008，頁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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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träglichkeit）、海德格爾的「再思」（Andenken）等概念所共同
揭示的思考方式

78
，即跳出既有的時間概念，排除任何立場與先驗性假

設，以各個事物相互之間的關係為核心，在回覆性思考的過程中，重

新決定事物的秩序與因果關係，並以此建構所有意義的內容。汪暉對

現代性反思的過程，展示出現代性自身的多樣性，不斷搖撼與顛覆了

被現代性所固著的自我認同方式，在自我解放的同時，也解放了一直

習慣將他者視為僅僅是一個客體的對方。

汪暉最初以矛盾性做為理解魯迅世界的一把鑰匙，以「個人一致

性」作為起點去思考這種複雜的悖論性之後，促使了他對中國現代史

中「五四」啟蒙運動的重新思考。面對這個思想紛然雜呈與互相矛盾

的運動，又提出了「歷史同一性」的概念，做為分析這個悖論性歷史

運動的框架。從「個人一致性」到 「歷史同一性」所改變的不僅是範
圍的擴大，所關切的焦點也有根本上的不同。「個人一致性」仍然停

78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從構成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元素的商品出發，考察它
不同的關係，區分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最終進而揭示被交換價值所掩蓋的
「價值」，闡明商品經濟的一個最重要、最根本的範疇。然而「價值」的形成與
「事後思索」事實上是密不可分的。對馬克思而言，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差
異，並非是表面上質與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使用價值意義的產生，並非是
自明的（self-evident）與先驗的（transcendental），而是顛倒過來，吊詭地「從
事後開始」的，是由商品之間的關係位置所轉化與決定。此一問題也存在於佛
洛依德與海德格爾二位「懷疑大師」的著作之中，佛洛依德認為已經遺忘的感
受或心理印痕，會隨著日後新的經驗感受而變化與發展。因此，未來成為導引
過去發生的條件。精神分析所揭露的這種「事後發生」特性，顛覆了原有的時
間順序與因果關係，迥然不同於一般天真的看法，誤以為精神分析是以早年發
生的事件，決定事後的發展，事實上正好相反，而分析者也正是執行「事後發
生」的人。此外，海德格爾晚期「再思」（原意為回憶，不過此處乃是一種獨特
思考方式）的概念與此亦有令人訝異的雷同之處，其特點也在於以一種另類方
式重新認識過去。他認為 :「『再思』的神祕性之一即是它指向何謂過去，以致
於何謂過去重新回到思考者身上，也可以說回到自身，並且在思考運行的過程
之中⋯⋯如果思考在詢問何謂過去時，留住其『過去的存在』，並且在急於將
其置於簡單的現在時，不改變其功效，那麼我們會發現，何謂過去在『再思』
之中所展現的回覆，延伸至超出我們的現在，使得目前有如未來。突然地，『再
思』變成使思考何謂過去有如某種尚未開展之物」。請見 Martin Heidegger, 
Approche de Hölderlin. traduit de l'allemand.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Gallimard.1973. p.127。海德格爾以此種獨特的「再思」方式和將「存在」遺忘
的形而上學思想作一劃分，從而促使他晚期放棄使用系統性的論述，而僅以詩
人或哲學家們片斷的語句，做為重新詮釋形而上學史中重要問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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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各類思想本身的含義，換言之只是屬於一般性問題的內容層次，

而「歷史同一性」則是更深入地將問題的核心指向這些不同的思想之

所以能夠並存的可能性條件與其合法性的過程。他從「歷史同一性」

的問題架構中總結了五四啟蒙運動所呈現的「態度同一性」特質，之

後再提出所謂「文化同一性」的範疇，更進一步將此方法擴展至中國

現代思想的整個領域，作為探討產生現代性悖論式思想的社會條件和

歷史意義的框架。《興起》一書討論的範圍雖然止於三十年代的科玄學

論戰，可是從〈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中國新自由主

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去

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 60年代的消逝〉、〈亞洲想像的政
治〉等一系列涉及當代的文章可見

79
，以同一性的問題架構去反思各種

悖論性之所以產生的可能性條件，是從魯迅研究迄今一直存在於汪暉

著作中的主題。在《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新版的序言裡，

汪暉從事後回顧的角度說道：「魯迅研究是我個人的學術生涯的起點，

這一點至今對我仍很重要」
80
。因為「我覺得魯迅始終可以作為一個衡

量現代思想變化的特殊的座標。這倒不是說他的思想如何的高超，而

是說他的思想的那種複雜性能夠為我們從不同的方向觀察現代問題提

供線索」
81
。從而「我常常訝異地發現，十年來，讀了許多書，聽了無

數的演講，走訪了許多地方，但我對現代中國思想的思考經常會回到

我自己的起點去。這讓我感到惶惑，也有些奇怪的感覺。那是一個將

要離我而去的影子麼？」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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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

清華大學出版社人文社會學術叢書

「台灣的社會學觀點」系列

本系列叢書以「台灣的社會學觀點」為出版重點。

台灣的社會科學從 1970年代開始「在地化」，歷經 1980年代
末期之後的「本土化」，大量本土經驗材料逐漸累積，為本土的社

會學理論或觀點紮下重要的基礎。

只是，理論或觀點的建構除了材料之外，更需要把材料放在一

個比較、對話、參照、辯證的知識「場域」之中，資料的意義和結

構才會彰顯。畢竟，知識的生產不只是個人行為，更是集體創作。

社會學場域的樣態與動勢，可能才是理論知識能否誕生的關鍵。

因此，本叢書嘗試扮演台灣社會學「場域」的行動者角色，希

望透過各種觀點的參照，慢慢生產出這個社會的問題叢結，歷史意

識、文化氛圍、分類範疇等，進而沈澱成這個社群的研究母題或研

究基底。好的理論，都是與在地社群的研究母題進行對話的結果，

是站在社群的基底上所做的突破。

當然，「台灣的社會學觀點」不必然侷限在台灣，只要是台灣

社會學者的研究，就必然隱含「台灣的社會學觀點」。「場域」的

概念本來就是動態，開放，而沒有固定疆界，「台灣的社會學觀點」

有無限延伸的可能性，端看我們如何與台灣進行有意義的連結。

很希望大家一齊來耕耘這塊場域，讓她能開出燦爛的花朵，結

出豐盛的果實。有興趣者請與編輯群任何一位同仁聯繫。我們會把

「編輯方針」與「書寫格式」寄給大家，也願意和你在書寫過程中

保持密切聯繫，隨時討論。

 編輯群：

 主編：李丁讚

 編委： 朱元鴻、吳介民、陳奕麟、黃金麟、
黃樹仁、湯志傑、藍佩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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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Work  Tsai-Chuan MA  Yu-Ching YEH

A Working-Class Movement without Class Identity: Taiwan's Independent Labor 
Union Movement and the Limit of Brotherhood Ming-sho HO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Shadow of Legal Orientalism: A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History of Succession Law in Taiwan CHEN, Chao-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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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juo CHEN  Hong-kuan DUAN

● [ Issues and Discussions]
Okinawa under Structural Discrimination

TORIYAMA Atsushi（translated by YI Ping）

Conditions for Entering Okinawa
IKEGAMI Yoshihrko（translated by SUN Junyue）

Native and Nomad: Modern Okinawan History and Regional Economy
TOMIYAMA Ichiro（translated by LIN Ying-hsuan & WEI Hsien-fang）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Great Reconciliation
HSU, Jinn-yuh

Reflections on the 2008 Conference for East Asian Critical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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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Yan Institute of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during 2003-2007

PAN Ji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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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Diing LIU  Hao-Wan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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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RYU, Junpil （translated by LEE, Jeonghoon & SUN, Hailong）

The Contradiction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Modernity: The Vision of Wang Hui's 
Thought YU, Chih-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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