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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這個演講令我誠惶誠恐，原因有二。首先，在場有些是老前

輩、老朋友，還有一些是年輕朋友，大家的背景和經驗相當不同，讓

我難以拿捏演講內容的焦點和深度。再者，作為今年年會主題「跨域連

結」破題的主題演講者，而我從大學到博士都是社會學訓練的「純血

統」學術養成背景，究竟有何資格來談跨域或跨界呢？

從「純種」到跨界

今天能有幸來此與各位分享我的「跨界」的經驗，源自於我在大學

畢業後一年很幸運的遇到了重大的轉折。在台大就學期間經歷了所謂

三月學運的洗禮，對於政治的認識與想像只有菁英運作的政黨政治，

畢業後原本是準備出國的，為了準備考試和申請資料，因緣際會的找

到一份在中研院民族所擔任徐正光老師的研究助理工作，徐老師的計

畫是關於美濃的農業，我也因此步上人生第一次的美濃之旅，隨後一

發不可收拾的參與了美濃的許多事，包括大家熟悉的美濃反水庫運

動。這經驗對我而言是個非常重大的轉折，因為我的人生至今只有兩

年完全與學校無關：兩歲多就念幼稚園小班的先修班，因為我媽媽必

須工作，無法照顧我；大學畢業後的工作在中研院，其實非常的學

院；接著到美國唸書，拿到博士立即來到世新社發所教書。但原本應

是極為單純學院的我，因為不小心來到美濃之後，經驗到草根運動的

衝擊，之後也因為在美濃的經驗而有機會參與世新社發所的創立，而

社發所強調理論跟實踐的結合，為了建立學生學習實踐的管道，我開

始接觸了第三世界，特別是菲律賓的草根人民運動，更進一步拓展了

我的視野與想法。或許因為這些轉折，今天才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

享我自己跨域連結的經驗。這個分享並非理論性的，而是我用生命去

搏鬥的過程中的一些初步體會，也許未來可以做較理論化的討論。

那麼，我到底跨了哪些界呢？我是純社會學血統出身的，但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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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踩了社工的地盤、踩了教育學的地盤、踩了政治學的地盤、踩

了人類學的地盤，一切都是因為我的研究向來是我後來稱之為「實踐

式」研究的行動研究，一開始就結合了實踐跟學術，因此剛剛王振寰副

校長在開幕致詞時提到的那種實踐跟學術間的緊張，也一直存在我身

上的。由於實踐式研究的取向，必然涉入一些議題跟運動，而常需要

跟公部門做一些對抗、折衝或合作，也有機會與某些企業（基金會）有

合作，我的參與角色有時是以學者身分受邀，有時則是以民間團體的

身分受邀。此外，推動議題時也必須與不同的社運部門連結，時而產

生緊張關係。

在此述說不同的跨域經驗中，遇到不少困難。首先，以學術界而

言，每個學門的專業主義是非常明顯的。我講個故事，這是前兩年的

事。我因為涉入移民議題多年，經常受邀到國外不同學門的年會或者

大小型研討會發表文章、評論，或者參與專書出版。不知為何，剛巧

最近有好幾次的會議是人類學門的，常常是同一場次的與談人只有我

不是人類學出身，其中兩次國外的會議遇到台灣的人類學學者朋友，

第二次遇到我時她忍不住驚訝的問我：「曉鵑，好奇怪喔，為什麼我都

是在國外碰到你，而不是在台灣的人類學場合碰到你？」我笑答：「因

為台灣的人類學會議從來沒有邀請過我啊。」這只是一個例子。我還有

更多經驗是被社工學界批評。因為我多年投入的新移民工作常被劃為

社工領域，而我自己一直參與的南洋台灣姐妹會有時必須申請某些計

畫，往往審查人是社工界，有時我們會因為「不是社工」而無法獲得某

些計畫補助。這些專業主義的問題不僅存在於不同學術領域之間，我

在學術跟實踐間走跳多年的經驗中，亦經常被學術界批評為不夠學

術，同時又被實踐界或實務界批評為太學術。例如，有學界朋友私下

告訴我，他們的系所曾經想要聘任我，但因被質疑「太社運，不夠學

術」而作罷。另一方面，我曾帶著社發所學生參與了一些原住民的草根

組織的培力工作，常常會被質疑：「你這個漢人學者到底要幹嘛？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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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完就走人？」。在面對公部門時，亦經常感到左支右絀。對於公

部門來說，我「太嗆」。有一次一位學界朋友在公部門開會，討論與新

移民有關的議題，他覺得自己太過激動，便於會後跟公部門的工作人

員說：「對不起，我剛才可能太激烈，太兇了。」未料這個工作人員回

應：「沒關係，只要不是夏曉鵑，我們都覺得還蠻溫和的。」但另一方

面，我必須面對某些民間／社運團體的質疑／揣測：「你常跟公部門接

觸、當委員，是不是會被收編？」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與企業的合

作，企業覺得我太嗆的同時也被團體懷疑，甚至也會自我質疑：「會不

會被他們的錢收買了？」最後，在不同社會運動／議題之間，也隱約存

在著某種階層觀念：某些議題被視為最左、最底層、最基進⋯⋯而我

們投入的新移民議題，常被視為不夠左、不夠底層、不夠基進⋯⋯

跨界與連結的原則

以過往經驗為基礎，我整理出以「理論與實踐結合」為精神的知識

分子在跨界與連結時的可能原則。首先，這樣的跨界並非理論先行，

不是為了現在很流行的所謂跨領域整合研究而做的連結，它是為了「面

對現實」而不得不跨界，或者是很自然的連結。例如，因為參與了美濃

的社區運動而意識到在當時還被稱為「外籍新娘」的婚姻移民女性在農

村非常普遍，進一步瞭解她們的處境後，很快的發現她們不會中文是

生存上非常大的困境，於是開始教她們教中文，而創立了第一個以婚

姻移民女性為對象的中文班。初衷其實很簡單，目的不是為了同化，

而是以中文學習做為一個平台跟出發點，讓她們可以互相的連結，進

而可以對外發聲。為了這個簡單的目的，我開始尋找相關的論述與實

踐經驗而認識了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後來得知這在成人

教育學界是個重要的典範，因而被視為跨了成人教育學界。從中文班

開始，我們創立了「南洋台灣姊妹會」，如前所述，被視為跨了社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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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界。隨著婚姻移民女性在台灣的需求轉變，我們開始投入移民子

女的培力工作，涉及兒童教育領域，這幾年又推動在十二年國民教育

中加入新住民語文課程，因為我們面對新移民二代的文化認同問題，

希望移民二代母親的語言文化能夠進入學校教育，因而介入了國民教

育領域。此外，為了改善移民在台灣的處境，我們必須涉入法令政策

制定與改革，因此必須瞭解國家機器的運作，包括立法技術、遊

說⋯⋯等等而涉及政治學界。簡言之，這是一個由現實出發，為了面

對現實、改變現實而必須不斷跨界與連結的過程。對我而言，從來沒

有對學門忠貞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面對現實的真實提問。

第二，面對當代社會的現實，我選擇一種「非敵即友」的原則，這

個選擇來自於我年輕剛出道時一些不甚愉快的經驗，以及對解嚴近三

十年以來社會現實變化的反省。大學畢業後碰到一些社運前輩，這些

前輩都是經歷過戒嚴時期的緊張氛圍，而在白色恐怖以來的高壓籠罩

下，人我互動的狀態常常是「非友即敵」─除非確信對方是運動同

志，為了自保（同時也是保護運動的延續），必須時刻懷疑、擔心對方

是敵人（派來臥底的），因此基本原則是：不是同志，就是敵人。我也

曾經因此種「非友即敵」的原則而遭懷疑。那時後大學剛畢業，解嚴後

不久，因緣際會的認識了左翼社運的朋友，他們因過往經驗而非常討

厭「台大幫」，批判他們的菁英主義、英雄主義。我因為工作關係而到

農村做調查，蹲點農村的朋友常有意無意的嘲弄我：「你們台大

的⋯⋯」。其中一次場景至今歷歷在目：在農村時，和幾位前輩閒聊，

後來談到一些關於社運的事，其中一位前輩突然面有難色，轉頭對我

說：「曉鵑，你先出去一下，我們有事情要討論。」我只能很識相的離

去，帶著未經考驗就不被信任的不愉快感覺。理性的想，我其實對前

輩的排除舉動沒有憤怒，因為一方面作為台灣菁英主義教育養成出來

的台大人，身上確實有某些未經反省的優越感；另一方面戒嚴時期的

遺留是很真實的，前輩們確實曾有「提著頭」參與社會運動的生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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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而這樣的生命印記並不會因為宣告解嚴就立即抹去。然而，因為

白色恐怖時期的遺留而在當時帶給我的那些不愉快經驗也讓我開始反

省：如果社會運動的隊伍要擴大，要能產生方方面面的變革，我們究

竟應該怎麼做，才能連結更多本來不是在你圈子內的人？因此，我開

始認為「非敵即友」才是在解嚴數十年後，百花齊放的社會情境下，一

種較好的與人互動、連結的態度與原則。1也就是說，除了有「你死我

活」絕對矛盾關係的敵人外，其他都是可能合作、連結的朋友。

舉例來說，我這兩年因為推動新移民語言文化課程納入十二國民

教育之中而必須與非常多不同的勢力、各式各樣的人合作，共同推動

相關政策，並在政策大方向確立後進行課程綱要的設計。在我們那個

團隊裡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三分之二是過去完全不認識，來自各方勢

力推薦的人。有些人在某些立場上與我不同，甚至在某些用語上對我

而言非常的不恰當，讓我非常的忿怒。但做為這個團隊的召集人，我

必須要讓每個人的領域得到發揮，然後找到某種共識，繼續向前進。

所以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在推動新移民語言文化教育的議題上我

們是有共同立場的，其他的觀點、用語，都是次要的，有了這樣的認

知，我才能持續與一群相當異質的成員共事，並且營造了一種可以討

論（甚至是辯論）且相互學習的氛圍，慢慢的達到共識，完成任務。

第三個原則是，為了擴大連結而非累積個人的文化與社會資本，

在跨域時必須避免成為守門員，尢其是在涉足所謂的草根組織跟學術

專業社群之間這樣的跨域連結時，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應扮演的是「翻

譯員」角色。過往幾年，我經常組隊帶領台灣的草根組織工作者（包括

新移民、原住民等）參與國際活動、拜訪其他國家的相關組織，在交流

1 這個原則似乎呼應了David Harvey認為當今面對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是「去中心化
的階級鬥爭」，未來的行動領域可能會更加分散，但我們可以從各種多元、分散且看

似碎片化的鬥爭領域之間的內在關聯，進而想辦法讓因各種不滿而發生的偶然性起

義和抗議持續下去。可參考《破土》網站於2015年8月13日刊登的〈大衛．哈威：我
寫過的最危險的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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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我必須要謹守做一個翻譯員的責任，不僅是語言的翻譯，

也是語境的翻譯，提供脈絡介紹，讓兩邊都可以用他們理解的語言去

理解對方，同時，不僅是把專業的術語翻成常民可以瞭解的，也需要

把常民的經驗和看法翻譯成專業者所了解的術語。這樣的翻譯員很容

易變成守門員，因為你掌握兩方的語言和語境，而他們彼此因語言和

語境的差異而難以直接溝通，你彷彿握有通往這些不同群體的大門鑰

匙，可以決定、篩選哪些人得以進入，甚至更惡劣的，可以用背後耳

語的方式讓自己不喜歡的人進不了這些門，阻礙了跨域連結。

跨域連結或是機會主義？

不斷跨域和擴大連結似乎是好事，但是否可能變成機會主義呢？

如果是，那麼跨域連結到哪個程度時就成了機會主義？有時我看到某

些朋友非常快速地連結公部門、政黨、企業⋯⋯等各式各樣的資源，

幾乎達到來者不拒的境界時，讓我不禁懷疑這到底是機會主義，或者

是非常極致化我前述的第一個原則，即「非敵即友」原則？對此，我不

確定。但是我常須提醒自己，不希望自己跨過那條臨界線，成為機會

主義者。對我而言，臨界線在於：不斷跨域連結、資源整合的結果，

其實是將光環聚焦在個人身上。那麼，要如何避免成為機會主義者？

首先，要避免英雄主義，避免英雄主義的光環。英雄主義又可以分為

以下兩種，第一種是救世主，彷彿是亂／末世的先知，眾人唯有靠他

才能獲得解救，因為眾人是無知、盲目的，而救世主則是全知的。第

二種是苦行僧，認為人民的苦難、社會運動的苦難皆由他來承擔，他

非常的無慾、極度的辛苦、犧牲奉獻。我必須很誠實但也很遺憾的

說，我認為很多左翼的社運朋友都有視自己為苦行僧的傾向，但對我

來說，這是另外一種英雄主義，一種批上悲劇色彩的英雄主義。此種

苦行僧般聖人的光環，往往使得自己與群眾愈益遙遠，因為光環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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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以為只有聖者才能參與運動，同時，做為無能為力的群眾，對苦行

僧必須心存感激，因為他為了眾人而犧牲，他是眾人的英雄。

第二個可以避免成為機會主義者的方法，而且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方法，是去創造集體，並且回到集體。如何不使自己變成英雄，把光

環集中在個人身上，首先必須是有一群人，所以如同今年年會的主題

所示，我們「跨域連結」的目標是「結伴橫行」。因此，我們必須創造集

體，並視自己為集體的一部分。也許因為台灣的整體社會運動仍是非

常⋯⋯對我來說是薄弱的、零散的，我們因而常是個人運作，常覺得

自己做可能比較快，但也因為一直是自己做，很容易變成英雄主義，

不管是救世主或者是苦行僧。因此，我們必須思考要如何集結更多的

人而形成一個集體，並同時回到集體；我要強調，必須是同時回到集

體，意思是說，並不是你創造一個集體之後，別人需遵守集體規範而

你卻不用，而是你把自己編織在這個集體裡面，受到集體的規範。

第三個避免成為機會主義的方法是「慢一點，比較快」。與上述第

二點有關，也就是為了創造集體，並且讓自己成為集體的一部分，我

們必須打破「自己做，比較快」的心態與工作方法，花更多心力於培力

和主體化的工作。我以自己投入二十多年的新移民組織跟運動來說

明。我應該是台灣最早介入所謂「外籍新娘」議題的，一開始創立中文

班，企圖從學習中文開始進行婚姻移民女性的培力和組織工作。那時

有朋友好意提醒：「曉鵑你這樣太慢了，最快的方法就是找個立委開個

記者會，再找個外籍新娘個案出席，這樣很快就會曝光，很快就會獲

得資源，政策很就能有些改變。」我當時一方面是因為受到前文提到的

美濃經驗的洗禮，看見了草根對於菁英的那種憤怒，以及看到草根的

力量，我自認不能為草根代言；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在國外念書時關於

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反思的影響，也就是誰能夠代言的問題，於是我沒

有接受朋友的建議，靜下心來，用很慢很慢很慢很慢⋯⋯過程，透過

學習中文和各式各樣的課程進行培力新移民姊妹的工作，終於移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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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在八年後決定成立自己的組織，之後再由這個團體的運作，對外連

結，開始推動移民議題，也因為前面的「慢」讓移民姊妹長出了力量，

使得她們可以不斷生出更多力量，繼續向前。這是我親身經驗的「創造

集體並回到集體」的過程。過去並沒有新移民的集體，而我是很刻意地

去集結一群人，創造一個團體，再由這個團體綁住我，我從來不是理

事長，而是由會員選出的理事。為了確保移民在組織內的主體地位，

我們在創會時的章程就明確規定理監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新移民，

並且建立了歷任理事長皆由新移民擔任的重要傳統。這個組織過程歷

經非常多波折，尤其是關於「新移民是否有能力承擔組織運作與方向」

的爭辯，但我們仍克服萬難，漸漸落實了理監事會的實質運作（而不是

像許多團體的理監事其實只是形式），以及決策權回到集體（以理監事

和工作人員等幹部為核心），而非由少數人決定。所有的重要決策都必

須回到集體的討論，包括我自己想要提的計畫，也必須要回到集體討

論和決議。所以常常有些朋友跟我說想訪問姐妹會的人，或者要與姊

妹會合作，我都會請他們直接與姊妹會辦公室聯絡，姊妹會相關的委

員會或團隊會進行會討論，不用透過我，而我也不能做任何決定。

反思知識分子的角色

在各種跨域連結的過程裡，我不斷思考知識分子到底應有什麼角

色？台社學會從第一年的會議就開始討論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以及知

識分子在其中的角色，我常聽到年輕朋友質疑：「幹嘛談知識分子，知

識分子有什麼了不起。」也有些實務或社運界的朋友會說：「這是知識

分子講的話，其實我們不需要成為知識分子。」我曾經有一段時間也相

信知識無用論，覺得這世界就是有太多知識分子才會這麼亂。但經過

一些反思與討論後，我認為知識分子仍扮演一定的角色，而所謂的知

識分子與學位無關，而是經過抽象思考的訓練，具有從經驗中提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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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以及尋找和連結資源的能力。

在講反思知識分子的角色之前，我想要跟大家講一個我前陣子在

網路看到的一個緬甸惡龍的傳說，有點驚悚，但又很真實的傳說。有

一隻惡龍每年會到村莊裡要一個處女做他的獻祭，村民必須獻一處女

給惡龍，惡龍才不會把村莊裡面的人吃掉。村民每一年都被迫做這件

事情，慢慢的開始有人覺得很不滿，想要反抗。每隔一段時間村裡就

會出現一個英雄，自告奮勇地去殺惡龍，但每一個人去了都不復返，

村民以為英雄們都被惡龍殺死了。某一年，又有個英雄要去殺惡龍，

有另外一個村民好奇地尾隨在這個英雄的後面，想要看看他怎麼去跟

惡龍搏鬥。結果，他看見英雄拿著劍，成功地把惡龍殺死了，並爬到

惡龍身上，惡龍身下是滿坑滿谷的金銀財寶。但當這個英雄跨上惡龍

的屍體上面時，他的身上開始長出鱗片，最後變成另外一隻惡龍。我

覺得這是個關於知識分子的寓言故事。

我曾經有一個「狼人」的比喻，接下來我就摘要的談一下這個比

喻，這個想法的起源是自己在運動參與的過程經常被質疑，包括自我

質疑，而開始認真思考知識分子角色的問題。2我認為知識分子有兩大

類、四小類，但做為企圖結合理論與實踐、以社會變革為目標的知識

分子應是超越這四類的第五類。

我認為傳統的菁英主義教育造成與基層日益巨大的鴻溝，形成兩

類知識分子，分別是「菁英主義知識分子」以及「批判知識分子」。菁英

主義的知識分子看不見也不相信基層的能力與潛力，又可分為兩種，一

個是「庸俗菁英份子」，就是我們所習慣的，主流的菁英知識分子，接

受與肯定現有的階層結構，並不斷追求向上爬升；另外一種的菁英主義

知識分子是「傳道菁英分子」則是對現有體制不滿而投入社會或政治運

動，面對基層群眾時以「牧者」之姿，企圖如摩西般帶領群眾跨越紅

2 相關討論，詳見夏曉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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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第二類的批判知識分子，相信基層的能力，但卻僅止於在知識和理

論上宣稱群眾具有「主體性」，無法實際涉入主體化的過程。我把他分

成兩種，一種是「姿態性批判知識分子」，他們對於權力很敏感，常反

省知識分子與民眾的權力關係，也相信基層的能力，常常用一種進步

的語言說底層聲音的重要性，但卻僅止於在知識和理論上宣稱群眾具

有「主體性」，沒有投身做任何的事情，因此我把它稱之為一種姿態，

比起鄙視基層的傭俗菁英份子有種另類的光環。我必須要說我們不少

社會學或文化研究學界的朋友有這種傾向，非常的批判，但不用身體

去做事情。第二種是「虛無性批判知識分子」，他們認為知識分子該做

點事，但又擔心在客觀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上佔優勢的知識分子容

易被既有體制收編，而背叛了他們所信仰的群眾，就像剛剛前面講到

的惡龍的故事一樣，因此不敢涉入弱勢的主體化過程，而處於永遠的

焦慮中。薩依德和其他類似關注知識分子的理論家，皆是這一類型。

我也經常思考批判知識分子到底能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安置自己

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的角色，因此出現了「有良心的狼人」的比喻。這個

比喻是某一年我在社發所一年級的課程中與學生討論社會實踐問題時

迸發出來的。在討論中，學生質疑我在實踐過程中如何確信所做的事

情不只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所謂的「被壓迫者」？「有良心的狼人」首

先他得承認自己是狼人，而不要佯裝無害，而且他清楚知道自己的破

壞性，為了不傷害他人，因此在月圓前，他須想方設法讓自己的背叛

不成為致命的傷害。因此，他必須告知所有人，他隨時可能背叛，在

月圓前將自己綑綁，想辦法讓其他人能看守他，同時，也必須讓更多

人學會他的關鍵本領，萬一他真抵擋不住月圓的誘惑時，其他早已學

會本領的人也能繼續他原有的任務。

這個比喻回到現實是什麼意思呢？如前所述，我認為知識分子的

特質是他經過抽象思考的訓練，具有從經驗中提煉知識，以及尋找和

連結資源的能力。而具有實踐力（拒絕虛無）的批判知識分子必須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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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能力轉換成一般常民、受壓迫者也具備的能力，必須以他們理解的

方式轉譯，讓他們也獲得這些能力。此外，知識分子必須將自己鑲嵌

於組織之中，成為組織的一分子，而不是牧者。知識分子不要假裝自

己不是知識分子，就像有良心的狼人不會否認或假裝自己不是狼人。

相反的，知識分子要讓民眾知道自己是危險的，擔任組織者的角色，

運用各種適切的媒介讓更多的組織成員習得各種關鍵分析和組織能

力，而在此將自己鑲嵌於組織的過程中，知識分子也使自己不再是主

導者，並須對組織負責（accountable）。

如何面對多重焦慮？

以上講起來好像很簡單，但是其實我們一直處於多重的焦慮中。

首先，我最常被問的是關於主體性的問題，又可分為兩種。第一種問

題是：「你在幫新移民做這些事情，不就改變她本來的主體了嗎？不就

改變了她們原來的生命歷程、途徑⋯⋯等等，那她們的主體性在哪

裡？你是不是介入了她們的主體？」，另一種問題是懷疑、焦慮自己的

主體，做為知識分子的主體。這種問題的提問者通常是在組織當中做

了很久，覺得自己很委屈：「我都為了你們，那我的主體在哪裡？」我

自己的體會是，主體性從來不是自然的存在，只有在主體化的過程

中，也就是不斷鬥爭的過程裡面，我們才找到一個暫時性的主體或主

體認同。當我們在質疑某人改變了另一人的主體性時，其實我們是把

主體性給固體化或客體化了，我自己的經驗是，我當然改變了非常多

和我們在一起的移民姐妹，可是我也被他們改變了，深刻的改變了，

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或者從來沒有原來的我，這是個永遠動態的過

程，但我們卻忽略了它的動態本質，以致於一直在焦慮主體性。對於

現在的我來說，主體性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主體是在我們一起鬥爭

的過程，在我們所創造出來的集體中所共同刻劃出來的。第二個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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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前面曾提到的：我們到底是在跨域連結，或是成為機會主義者？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做？到底某人是可以合作的朋友或是不可以合作的

敵人？其實我們一直在面對選擇的問題，而我們很焦慮的是，到底如

何能做出正確的選擇？我其實沒有任何簡易的答案。我只知道在某些

時候，當你發現有種撞牆的感覺，你覺得太over的時候，就應該要想

想原來的選擇可能是有問題的，再回過頭來去做一些反省和調整。我

們的發想過程永遠是變動、辯證的，你做的任何一個選擇都同時種下

了正面跟負面的因子（而不是絕對的對或錯），都有可能讓它本來正確

但後來變成不正確，或者本來不正確而後來變成正確，總而言之它是

一個變動的過程，所以不用太焦慮。

第三個焦慮是我們常常在想「我要如何不焦慮」的這個問題。我有

一些投入實踐的朋友常常會覺得自己身心俱疲，每個人解決方式不

同，有人進入靈修，有人去把自己放空，那本人則是進入一種「怒吃」

的狀態，這其實是學生教我的。不管用什麼方法，我們要找到適合自

己的安頓身心的方法，不讓自己成為「焦慮的奴隸」。

我今天的演講其實是帶來更多的問題，因為我自己就有非常多的

問題，那到底應該怎麼辦呢？我每次遇到極大而無解的問題時都告訴

自己：「留給歷史」。這好像有點不負責任喔？但其實我仔細想想，這

是一個把自己視為更謙卑的方式，就是說，我們就是歷史洪流的一部

分，不管你覺得自己是批判知識分子還是菁英知識分子，不管自許為

何，你就是這個大洪流的一部分，不可能因你一個人而改變全世界、

改變歷史的。我很喜歡我們在台社學會年會創立那年（2010）的「返景

入深林：理論與實踐」研討會的開幕論壇裡關於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係

的討論，主講人之一孫歌老師提出一個概念：「現實永遠大於理論也大

於實踐，而沒有任何一個人有道德的優先權。」3現實或者歷史永遠大

3 詳見孫歌（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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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們，不管是從理論或者從實踐或者是這二者的辯證角度來看，我

們只有說留給後面的人來做評論。我自己非常期待，所謂的「被壓迫

者」，也就是我們做為批判知識分子企圖要培力或者與他們一起工作的

這些朋友們，他們成為我們現在做的這些事情到底是對是錯的評論

者，我這邊特別標註「非扣帽子者」。我認為覺得評論跟扣帽子是不一

樣的，後者是以某種身分標籤，例如「漢人」、「知識分子」，而沒有具

體的議論。我期待的是被壓迫者有一種基於現實，基於事實的論述跟

評論，以此來對我們所作所為進行評價。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的就是：「Enjoy it! Enjoy the ride!」今年年會主

題的副標是「走在學術知識與常民生活間的鋼索」，走這個鋼索其實蠻

好玩的，但是記得要有安全措施。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東西是絕對安

全的，有時候我們知識分子的訓練會太需要尋找某種安全感，覺得我

們要找一種正確的分析、正確的答案。我自己的經驗是好像沒有這麼

正確的事情，沒有什麼絕對正確的架構等著我們去應用，所以就好好

的去享受探險的過程。我其實似乎還蠻自虐的，因為到後來發現自己

還挺享受挫敗跟荒謬的。挫敗是必然的！當然在挫敗當下會覺得人生

就要滅頂了，可是如果我們越不要被自己的焦慮給奴役，就越要不斷

的提醒自己去突破那個挫敗的感覺，去找到我前面講到的在撞壁的時

候想辦法調整，那麼，調整或找到另外一個出路的喜悅，絕對是沒有

挫敗的人不曾經驗過的。

我在社發所的學生戲稱我是喜劇演員。我在想，怎麼人生走到此

會變成喜劇演員？我猜想應該是我經歷了太多荒謬的事情，但這些荒

謬後來覺得其實也蠻好玩的，因為在探險過程你必須經歷過非常多原

來沒有想過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這個荒謬感或喜劇感來自於一切是

「自願自覺」的。我們要做這種與主流社會逆向的事，必然要面對許許

多多各式各樣質疑，但這些都是我們自己願意、喜歡做的，不是被任

何人逼迫的。我們投入社會實踐工作，做社會運動，是因為這樣做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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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快樂，感到有意義，而不是把自己視為苦行僧，透過苦行的犧牲

來解救大家，因為大家沒有要求你來解救他們，是我們自己想要解救

我們自己，我們自己希望過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跟生活，所以一切是

自願自覺，而這過程當中發生的所有的波折跟可惡的事情，就把它當

做是一個荒謬劇，這樣我們才能夠快樂的結伴前行，也才能有一天可

以結伴橫行。

提問與回應

陳慈立：我是衛促會的慈立。你最後一句話「享受探險、挫敗和荒

謬」聽起來講的很輕鬆，但我的經驗是這個事情是非常困難的。你說這

是「自願自覺」，自己願意、自己覺悟，但你這個「自己」對照你前面講

的「集體」，是什麼關係？我們在運動裡面從來不是自己一個人，你前

面又特別強調集體的重要性，所以我想要問一下你在運動中的挫敗，

你的享受的方法是什麼？是你自己個人消化嗎？還是你的集體對你來

講很重要？

夏曉鵑：謝謝慈立給我一個時間機會去做解釋。沒有錯，剛剛講

創造集體跟回到集體，因此這個挫折的過程是大家集體承擔的。那我

為什麼最後要談到「自願自覺」呢？那是為了要呼應前面提到苦行僧式

的菁英。舉個例子，多年前有位運動的前輩告訴我，他很年輕的時候

就參與運動，到了十幾二十年後有一天感到自己很辛苦，沒有錢，又

很累，常常會覺得自己像是狗吠火車。有一天他去7-11買了大的飲

料，一個人在路邊用吸管吸，看著路上來來往往的人群在這個消費社

會裡面很快樂，他反問自己：「我在幹嘛？我為什麼不跟大家一樣，會

比較快樂。」我們很多人會有這種感覺，覺得自己委屈，幹嘛要把自己

弄得這麼累，我有時候也會這樣感嘆。但我要強調的是，自願自覺的

意思並不是去否認集體，而是說你願意參加這個集體，並不是被集體



台灣社會研究　第一○二期　2016年3月160

所迫的，你的參與是因為你想要去做一些改變，而這個改變無法透過

一個人達成。「自願自覺」是因為自己願意做些不一樣的事情，並不是

某個集體或某個大老逼迫我。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會有挫折，這當中的

享受是，當有一個集體的時候，你可以跟一群人一起哭、一起笑，其

實還挺開心的。此外補充一點，我不認為個人跟集體是對立的，是對

我來說，找到我自己是什麼，是來自於我放置在某個集體裡面，而這

個集體也因為我這個人的投入而存在。

楊佩榮：我想要請你多多分享你剛剛提到的主體性，還有後面那

個焦慮的部分。我想請你多分享實際上面在跟無論是在跟草根這邊，

或是在社會行動這個部份，那個集體性的關係，擔心自己不見了的焦

慮跟不安全感，有沒有一些更貼近的語言來分享嗎？

夏曉鵑：我不曉得更貼近是什麼意思，那我來舉些例子好了。我

曾有個學生因為在社發所的訓練而到一個大陸少數民族社會裡工作，

由於他原本是護士，在那裡他很快發現那裡的絕大多數婦女都得了一

些婦女病，而那其實是可以預防的病，於是他就用一些我們在社發所

所學的方法，例如受壓迫者教育法，帶動婦女討論他們的疾病、做為

那個族群的婦女認同⋯⋯等等的問題，進一步討論可以做些什麼來改

善他們的處境。在他進入那個村落之前，看到一個人類學的博士生在

裡面，那個博士生所受的訓練就是去觀察，不去介入村民的生活，而

這個博士生就一直質疑我的學生：「你做這樣的事情已經介入並改變了

這個族群的生活方式」，並且用很多理論術語論述他的觀點，也就是指

責我的學生的介入是改變了那個地方原住民的「主體性」。我這個學生

沒有太多理論的自信，他是護士出身，只能啞口無言，並且非常的焦

慮、挫敗。第二種關於自己的主體性的問題，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例

子，在社團或者在社運裡面浸泡比較久的挫折感，會反問自己在幹

嘛，我為什麼不能有我自己的慾望，為什麼我都要受制於集體的決定。

陳美霞：我想丟出一些問題，讓大家共同來討論。我想要 follow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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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剛剛慈立問的問題，然後連到剛剛曉鵑所提到的一些點，我覺得還

可以多談一些，因為我想在座有很多的同志跟經驗，或許我們可以集

體來思考這個問題。曉鵑提到現在的社運感覺幾乎沒有社運，或者說

社運很弱，你也提到社運裡頭有一些人有點苦行僧或是說救世主，然

後你又說，投入的過程中有挫敗，然後有荒謬感，於是你認為要自願

自覺，覺得這是一個 enjoyment。但慈立問到集體跟我們投入的個人間

的關係，我覺得這是一種辯證的關係。會有這種救世主、苦行僧，這

些人可能還沒有一個集體，而這就跟這個社運不行，或者說很弱，是

有關係的。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子，是因為沒有那個集體，讓他們不會

成為這種苦行僧，或是最後覺得很荒謬，讓你這個個人不會覺得很

累、很生氣。我在思考這個過程，就是說集體跟個人的過程，我覺得

這兩者的這種辯證關係的內容非常重要。我想各位都投入進來，我們

怎麼樣思考這個內容，就是說集體跟個人，就幾乎是無所謂個人，但

是也不是沒有個人，但這之間的關係的辯證關係的內容，我們怎麼來

思考？怎麼樣來進入？怎麼樣來思考這個東西？甚至把他呈現出來，

把他表現出來，我們因此可以在這裡頭吸收養分，就會不會有這樣子

的救世主、苦行僧的狀況出現，進而可以把社運，把大的集體慢慢形

成。所以我自己想丟出這個說，是不是有一些經驗可以提供大家共同

思考？

夏曉鵑：我完全同意美霞說的。我剛剛講的是比較在台灣的脈

絡。我非常同意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個人的挫敗，或者是感到很累、

委屈，是來自於我們沒有一個更大的集體。那個更大的集體不是僅止

於個別的團體，而是一個更大的社運脈絡。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我

前面稍微講到我因為在社發所的關係而認識第三世界的草根運動，特

別是菲律賓，我自己常常在那裡取得很多養份。我剛開始去菲律賓的

時候就覺得她們好奇怪，明明就那麼悲慘，在垃圾山生活，組織工作

者都沒有薪水，可是他們都很開心，一直笑。我心想：「你們這是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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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為什麼可以笑得出來？」但我後來的體會是，就是你剛剛說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非常大的集體，不是個別團體，而是有一個很大的社

會運動，而在那個大的運動裡面，他們看到了自己每天做事情，即便

是很累，可是在精神上或在未來願景上，他看到那一道光，看到那一

個力量，所以從那邊獲得養份，讓他的疲累感可以消除。另外，他們

真的透過集體去解決個人的問題。舉例來說，每次我帶我們台灣的草

根組織去菲律賓參訪那裡的草根組織時，每一次都會有人問一個問

題，特別是婦女：「你們怎麼解決自己家裡的問題？家裡不支持，又沒

有錢，又要照顧小孩⋯⋯等等，你怎麼可以在沒有薪水的狀況下還堅

持？」通常問這問題的人，自己本身就遇到類似的問題。而每次的回應

大概都是這樣說：「我們當然都有這些問題啊，可是這些問題不是我們

個別去解決，我們會帶回去我們的組織裡面討論，然後一起想辦法解

決問題，用各種方式解決問題。」我曾經碰過一個都市貧民的阿嬤，我

後來才知道她先生因為經濟狀況非常不好而酗酒，酒後就打她，所以

她是一個家暴受害者。阿嬤也沒有念過什麼書，大概唸了兩年小學之

類的，但她後來成為都市貧民的組織工作者。我問阿嬤是如何變成現

在這樣的？她說在她成為組織工作者之後，先生就對她更生氣，更會

使用暴力。後來他們組織的解決方式是，去組織他先生，由另外一群

人去組織這個先生，跟他做很多討論，當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組

織工作不是按個鈕就好了。在這過程，組織者跟她的先生討論許多問

題，讓他看到一些事情，意識到自己之所以會無法控制酗酒，然後打

老婆，雖然很愛她，是因為沒有工作，經濟壓力很大。那麼，他為什

麼一直沒有工作呢？那是因為整個菲律賓的經濟狀況，接著甚至認識

到這整個菲律賓被殖民以來，以及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問題。總而

言之，阿嬤的先生後來成為一個工會的幹部。這個例子就是剛剛提到

的，個人的問題是組織去一起面對，一起解決，解決的過程甚至成為

另外一個跨域連結的方式。但我覺得我們台灣目前還沒有這種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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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許在朝那個方向前進中。但是我在其他國家看過這樣子的經

驗，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回過頭來看自己做的，其實也還好，也就不

覺得太累了。所以有時候養份不見得是在國內看到的，可能從別的地

方看到的經驗，去給自己一些激勵吧。所以謝謝美霞剛剛做的一個串

連，我非常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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