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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集簡介

國族與民族主義是我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的問題，深刻思考國族主義是否是成
就「共融」的條件，然而經過多個領域的國族主義問題分析後，發覺國族或民
族主義僅是築起高牆，加深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要創造共
融反而應該推翻族群與邊界的存在。

此次作品內容多以閱讀期刊論文後進行問題討論，也有其他藉由展覽進行的
議題分析，期望能以多元的角度觀看世界，提出其他的想法，促進議題的討
論，增加多元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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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專題研究

主題：世界博覽會與博物館作為國族主義的展現

摘要：

分析世界博覽會與博物館如何在時間線上分別成為未來與過去國族主義的

載體，成為國家彰顯國立的手段，以及當代社會所展現出的國族意識與過

往的差異性。

本研究主要成果：

(1) 分析世界博覽會與國族主義間的關係。

(2) 分析博物館與國族主義間的關係。

(3) 討論當代國族主義的樣態。

特色重點：

分析世界博覽和博物館與國族主義間的關係。

參考文獻：詳見內文。

【主作品】價值對話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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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博覽會與博物館作為國族主義的展現 

若說世界博覽會（World Expo）是一個國家展現國力與未來科技的手段，博物

館則是針對國家之國力與輝煌歷史的一種展示。 

國族主義的展示手段法－世界博覽會 

於 1851 年開始的萬國博覽會，當時是為展現英國在工業革命時代之下作為工業

霸主，同時彰顯國族主義的展會，水晶宮的建造用了大量的鋼筋以及玻璃去打

造出理想中的「玻璃屋」，建築設計師約瑟夫·帕克斯頓，同時也是一名園藝

師，長期嘗試玻璃與鋼筋的強度與耐受力，希望能打造理想中的溫室。 

選擇這樣一座「巨大溫室」能帶來什麼樣的效果？依照 World Expo 的 4 大目

標：一、配合年度主題，二、展現國家特色，三、呈現奇觀效果（展現科技

感），四、吸引投資，作為第一次舉辦世博上述的四大目標尚未被確立下來的，

僅僅是作為外交、政治、文化、科技交流的重要展會，但玻璃屋很完美的詮釋

何謂奇觀，外觀上一定要雄偉而華麗，最好是使用少見的珍稀材料，才能彰顯

大英帝國財力雄厚的背景，而玻璃屋通透的效果又可以讓往來的民眾或他國要

員看到內部的空間以及展示品，對內或對外都有非常好的政治宣傳效果，同時

溫室並非一種普遍性的建築，是獨屬於上流階級作為炫耀財的一種象徵，為了

能夠在四季都享用到特定的作物而建造的能長期恆定在特定溫度的種植空間，

後來也作為培育或種植花卉的一種社交空間，溫室的玻璃是階級區隔的重要象

徵，不論是豎立於莊園中的溫室或是做為萬國博覽會的玻璃屋，都有意無意地

透露出只能遠觀而不可親近的意涵。 

當時的重要展示以呈現科技（工業）發展為主，包含冷氣、電話、電梯等發

明，換句話說，世博是另類的科學展示會場，即使是在當代，科學的發展程度

仍是評斷一個國家進步程度的象徵，大英帝國做為工業發展的龍頭，更是當時

國際上的強國，軌道蒸汽牽引機、高速汽輪船、起重機等重工業產物都是當時

重要的展示品，並且也成功達到良好的國家宣傳效果。然而在這個時代背景之

下藝術與教育都仍是貴族專屬的機會，國族主義的存在是為了彰顯帝國、有權

階級的強大而存在。 

國族主義的展示手段法－博物館 

就像法國革命後推翻君主政體使羅浮宮成為世界第一個公共的博物館；俄羅斯

的冬宮也在政權被推翻後成為公共性質的博物館，象徵著這些原本獨屬於有權

階級的財產都與人民共享，也因為當時與集權政府相反的主要思想是民主政

權，更與主流的資本主義相反，強調社會主義、財富共享，因此博物館作為珍

藏各種稀奇珍寶的空間，是向民眾解釋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一個實質性物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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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起身革命的這些精英分子強調的是一種精神理念上的革命，但為了要傳遞

這樣的理念給其他的民眾理解，在教育程度所造成的差異上，革命必須透過一

些實質性的手段，才能被快速地傳遞以及植入人心，若說這些革命的菁英分子

是精神論者的話，其他的群眾就是基要主義者，理論的運作與概念的建立是難

以在短時間產生大規模的影響，但行動是容易做到的事情，透過有形的行動革

命也更能吸引其他有志者的加入，有趣的是當時恰好是機械複製時代的起始，

是不是代表著文化的革命也是一種複製時代下的產物？ 

儘管從時代背景之下來看博物館初期的建立與開放並不是真的「以人為本」，但

在長期的運作之下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象徵，博物館乘載著國家的文化歷史、

人民的文化資本，也是公眾議題討論的一個重要空間，相較於世界博覽會想呈

現對未來的展望，博物館更偏向強制性的去復刻與保存歷史的時間，透過物件

才能讓現代的人類不至於遺忘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創傷，也才有讓被時代遺留在

過往的輝煌記憶能有一些存在過的證明，國族主義便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成功的

茁壯成型，戰爭的殘跡證明人民是很勇敢無畏的、瑰麗的藝術品訴說著教育的

成功，博物館形塑出一個國家人民的樣態，無形中增強、擴大對於一個民族的

刻板印象，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博物館的建立有助於國家的穩定發展，也有助於

治理人民，更是穩固政權的一種管道，但這是否會成為國家統一人民思想的其

中一種手段？如果同〈品味與特權：觸不到的故宮文化博物館〉文中所擔憂的

當保護文物與「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同作為

治理國家的目的，那勢必就要放大檢視博物館使命為何，此外博物館對公眾的

開放性，應該是建立在文化資產是歸全民所有的理念（…Museums and 

galleries ensure that culture is for everyone…）博物館是作為一個學習

的工具，增加人民文化資本，是一個教育的場所，不應該作為文化治國的工

具，另外也如同英國國民信託所強調的「永久，為所有人」（For Ever, For 

everyone）博物館宣揚國族主義，是要人類見證歷史的發生與變化，現今的一

切都是支撐在歷史的架構之下才得以存在，博物館也是一個開放議題討論的一

個空間，是促進非制式教育發展的重要管道，也是協助社會教育更加完善的一

個機構。 

國族主義之於當代 

國族主義是從精神上支撐一個國家的重要基礎，在過往國族主義的呈現主要是

在於展現一個民族的精神、血統，但在族群大融合（從文化大熔爐(Melting 

Pot)到沙拉盤(Salad Bowl)雖然這主要是在說美國文化，但當今社會的文化大

多都有文化與族群融合的影子存在）的時代背景之下，國族主義應該代表的是

什麼？可以確定的是絕對是與過往不同，不再是強調單一種族的文化，而是以

展現多元文化為主要目的，文化大熔爐到沙拉碗的用詞差異也象徵著國族主義

概念上的轉向，也是因為人民能夠受到教育的啟迪，才能夠辨析大熔爐與沙拉

盤的差異存在，而沙拉盤確實的傳遞出現代主流的思想，同在沙拉碗當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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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是不一樣的存在，但是在沙拉醬的連繫之下，我們都帶有著那麼一點相似

之處，而結合前面提到的世界博覽會現在所希望達到的四個目標：呼應當年度

主題、展現國家特色、展現奇觀、吸引外界投資，前面兩點也帶有現代國族主

義的味道，當代博物館在建館時一定會有自己的使命宣言，就如同人類的血

緣、血統一樣是重要而且無法輕易去改變的事實，但在展覽的設計上還是可以

呈現出跨文化的概念，畢竟歷史本身就是一張細密的紗網，絲絲相連但又不會

直接重疊著。 

國族主義在現代真正的意涵是什麼？我們的國家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僅以

三言兩語是無法定義出的，但透過博物館所梳理的脈絡，世界博覽會所呈現的

樣貌，或許我們可以從中窺探一二，也間接地了解到當代普遍的國族主義所想

傳達的意義。 

參考資料： 

1. 老師提供講義

2. Wikipedia-World’s fair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orld%27s_fair

4. 維基百科-萬國工業博覽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C%E5%9C%8B%E5%B7%A5%E6%A5%A

D%E5%8D%9A%E8%A6%BD%E6%9C%83

5. 百科知識-英國教育沿革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8%8B%B1%E5%9C%8B%E6%95%99%E8%82

%B2%E6%B2%BF%E9%9D%A9

6. 國家教育研究院-社會主義

7.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06761/

8. 國家教育研究院-民族主義

9.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04038/

10. Vocus-【美國文化】去異求同的大熔爐？ 求同存異的沙拉盤！

https://vocus.cc/article/5e39610dfd897800016b6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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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展覽評論 
 
主題：《宇宙多重》展覽 ─ 宇宙作為一種感性工具喚醒人類的想像 
 
摘要： 

簡介台北當代美術館展覽－《宇宙多重》，從理性科學角度分析宇宙延伸

到展品如何以感性的態度和宇宙進行對話，並讓觀眾在參觀的過程中喚起

童年時的想像。 

 

本研究主要成果： 
(1) 分析與解釋宇宙多重展覽主題。 

(2) 分析廖建忠、王仲堃、江忠倫、林建志作品與童年記憶關係。 

(3) 討論宇宙感性與理性之處。 

 

特色重點： 
以理性與感性的角度討論宇宙與展品或是人類間的關係，並分析展覽作品

所傳達的意念。 

 

參考文獻：無。 

 

  

【副作品】價值對話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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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多重》展覽 ─ 宇宙作為一種感性工具喚醒人類的想像 

 

宇宙多重（Multiple Universes）宇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這個問題就

如同當初人類對於地球的想像一樣，也因此產生「天圓地方」這一說法，現在

拜科技所賜，人類得以窺探宇宙的一角，為了明確、嚴謹的科學紀錄，因此科

學家為當今地球寫下了一段地址「本宇宙－拉尼亞凱亞超星系團－室女座星系

團－本星系群－銀河系－獵戶臂－太陽系－第三行星－地球」，似乎也因為這樣

一段地址的定位，人類對這個宇宙產生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也讓未知的宇宙與

人類之間產生一段更緊密的聯繫。 

 

宇宙之於人又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人類跟宇宙親密，因為人誕生且生長

在宇宙之中，人是因為宇宙的存在而能被孕育出，然而人類也與宇宙非常的疏

離，人似乎永遠都無法探索完這片廣袤的宇宙，也無法看清這個世界真正的樣

貌，就如同祖孫之間的關係，從血統上來說是非常親密的成員，但因為不同住

於一處，之間總難免會有一層小隔閡存在，又以孩童的視角來觀看，長輩就如

同巨大的神木一般，雄壯但又總讓人看不清他的實際樣貌，然而這樣的一個輪

廓便逐漸在心中成形，成為孩童對於長輩的一種想像。人類就如同孩童一般對

於宇宙也有無數的想像，為證實這些想像，所以不斷的去發展新技術，「宇宙多

重」則是帶領人類重新拾起「想像」的能力，運用想像去建構對世界的認知，

運用想像把展覽當成是宇宙，把自己當成是那個仰望星空，立下各種壯志的孩

童。 

 

在當代藝術館室外的空間擺著三件造型各異，但同樣都使人喚起童年記憶的裝

置，廖建忠的《運転生活的終點站》就如同遊樂園中的旋轉木馬；王仲堃的

《搖擺笛 2號》是公園中的鞦韆；江忠倫、林建志的《黑夢》有點類似於積木

又有些類似於模型的樣態，分別展現三種不同空間的童年，卻也都明確的指向

「童年」這個時間的概念。 

 

《運転生活的終點站》蒐集大量廢棄的家電組成一座看似有些衝突的旋轉木

馬，唐突在於廢棄物的外觀似乎與童年記憶裡閃閃發光、色彩繽紛的旋轉木馬

有一些落差，取而代之的是泛黃與破舊感，但卻更真實的反應「想像中的記

憶」與真實之間的落差感，或許是因為兒童眼界的限制，所以總能看見最美好

的存在吧？現實中（又或是說非兒童的視角來看）的旋轉木馬或許與廖建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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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更加貼近，是一個老舊、充滿時代痕跡，但仍依舊努力運轉著以達成自己

傳遞夢想與快樂的使命。 

 

從作品的構成也不難看出藝術家想要闡述資源的議題，更值得欽佩的是藝術家

轉換資源的能力，除了使資源達到再利用更為資源利用提出極具創意性的解

方，又或是說這個作品並非只是是為了打破童年美好的想像，而是為「大人

們」創造的遊樂世界，是為喚醒內心想像的能力以及邀請所有大人發揮自己的

想像去看待這個看似有些無趣的世界，運転生活的終點站是一個無形的溝通媒

介，藝術家已經提供一種想像，身為觀眾的我們能否也提出一些有趣的點子？ 

 

《搖擺笛 2號》運用機械原理，將直笛與鞦韆結合在搖擺的過程中讓直笛按照

既定的規則吹奏出曲目，直笛與鞦韆皆是孩童在國小時期的重要記憶，也因此

當鞦韆晃動時想起直笛的聲音，便讓人再度懷念起作為孩童無知而美好的時

光，耳邊吹奏著的失去音準的直笛聲，是最能勾起微笑的回憶，交錯擺放著的

中音與高音直笛，是為演奏而刻意進行的排列，但也如同記憶是一張交錯而重

疊的織網一般，讓記憶如同彈跳視窗般的在腦海中彈出。可以任意擺動的鞦韆

不僅僅是重現鞦韆這個物件的形象，也放大了孩童內心的渴望，僅能前後擺動

的鞦韆總是失去了那麼一點趣味性，既然已經身為大人，圓滿一下童年時的渴

望總不為過吧？ 

 

《黑夢》的每件作品都有著巨大而且形似機甲的樣態，可以任意拆卸的零件，

就像是組裝模型一般，等到建造完成，那就會是最強大的戰鬥武器。雖然統一

塗裝成黑色的樣貌，卻仍無法阻止它抓住所有路過的人心中的孩童，為這些孩

子編織一個閃耀著黑光的夢。一群又一群的小兵搬運著比自身大許多倍的零

件，尋找可以安插零件的孔洞，就像是卡通裡的機甲一樣，要能夠打敗敵人的

話只單靠出場設定的機甲是不夠的，身為一同努力的戰隊，要透過合體技才能

彰顯出團隊精神的美好，也是最能夠激起孩子們澎湃內心的重要關鍵，雖然現

在孩子們的身體長大了，但黑夢也被放大了，所以一樣帶著孩童的心情去創造

屬於自己最美麗的夢吧。 

 

旋轉木馬、鞦韆、模型，和宇宙之間的關係？「宇」代表著空間、「宙」代表著

時間，如果宇宙能夠折疊，點對點的距離就會是最節省時間的移動方式，又兩

條原本應該平行的時間線，可能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產生交錯？如果有一項不該

出現在時間線的物件與另一條時間線中的物件重疊，就有可能引發「宇」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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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間上的混亂，以及產生巨大的能量釋放。《運転生活的終點站》、《搖擺笛 2

號》、《黑夢》是象徵童年時光的重要物件，儘管與記憶中的外貌有些許差異，

不過大腦是一個十分好欺騙的孩子，只要擷取到特定的訊息，就會開始與現有

資料進行比對，判定這些作品就是記憶中的遊樂設施與玩具，並將資料調出以

紀錄片的形式在腦中回放，這些作品就是時間線中的特定物件，讓回憶在腦袋

這個空間中產生小規模的爆炸，也短暫的把人帶回童年的快樂之中。 

 

宇宙多重作為時間與空間的載體，突破節點之間的限制，也作為喚起記憶的引

線，讓人類重拾童年想像的能力，也是以理性樣態存在的感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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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展覽評論 
 
主題：《現代驅魔師》展覽＿後人類時代的歸屬 
 
摘要： 

簡介北美館展覽－現代驅魔師，說明科技如何成為新世代的宗教，掌控人

類的發展，以及科技如何營造出新世代宗教儀式，並以陳瀅如的作品《致

幻記 III：2-19-20》為例，說明宗教的科技展現手法。 

 

本研究主要成果： 
(1) 分析與解釋《現代驅魔師》展覽主題。 

(2) 分析陳瀅如作品《致幻記 III：2-19-20》。 

(3) 討論科技與宗教間的相似性。 

(4) 討論科技成為宗教的限制。 

 

特色重點： 
以陳瀅如的作品《致幻記 III：2-19-20》為例解釋為何科技無法成為新世

代的宗教。 
 

參考文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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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驅魔師》展覽＿後人類時代的歸屬 

 

肉體是脆弱的、生命是短暫的； 

精神是長存的、信仰是永恆的。 

如果能將肉體強化變成恆久不滅的物質，人類是不是就能夠永生？如果人類不

斷的進化，是不是就有機會超越造物者？是不是就能打破既有的規則，成為遊

戲規則的制定者？在邁向「人造神」的計畫上，科技技術的成為必需的手段，

不論是將電子機械嫁接到有機體上的賽博格（Cyborg）或是利用基因工程

（Genetic engineering）創造出理想中的完美人類，人類對於科技技術的仰賴

使科技已經滲透到人類的軀體中，潛移默化地將人類變成智能科技（智能生

命）在人類世界中的皮囊，開啟屬於後人類的時代。在現代驅魔師的概念之

下，「科技」將成為驅魔師，「人類」則是需要透過「優化」才能進步的時代之

下的遺留物。在科技的推進的過程中，失去「身軀」的人類意識又將漂向何

方？不斷地在軀體中彌留？或是保留那僅存的一絲意念想著反抗科技的桎梏？

再或著是讓靈魂得到昇華，回歸到宇宙之中？ 

 

陳瀅如《致幻記 III：2-19-20》借用科技的方式再現不可視的個人宗教經驗以

討論意識的型態，薩滿(Shaman)儀式藉由死藤水與聖歌的吟詠讓意識能短暫的

脫離軀體，看到意識形態的世界，《致幻記》即是將這樣一個意識脫離的旅程嘗

試著運用肉體世界所擁有的技術，提煉出意識中可以被截取的片段要素，除了

揭露亞洲地區較不熟悉的薩滿教的神秘面紗，也讓觀眾有機會去窺探藝術家的

個人意識。 

 

展場營造出薩滿儀式的氛圍與迷幻效果，入口寫著的「去找她」「她夢到妳」就

如同邀請函，邀請觀眾踏入藝術家的意識世界之中，四面環繞的空間增強聲音

的迴響，強制地把觀眾拉進儀式的過程之中，就像是要營造薩滿儀式中聖歌伊

卡羅（Ikaro）吟詠時所帶來的震撼，被震動到的不僅是耳膜，而是從身體傳遞

到意識（精神）的撼動。 

 

如同紅墨水暈染般的燈光為薩滿儀式增加了更多的神祕感，大自然或是說亞馬

遜森林更加精準，作為薩滿儀式重要的元素，以金色斷裂成多節的大蛇出現在

空間的中央，就像是引路標似的要引導觀眾前去，一旁錄像中不斷快速湧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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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蛇群像是在淹沒某種事物，角落的泥土與輕撫樹枝的錄像，是否是象徵著

要人類回歸自然？ 

 

另一邊隨著時間不斷變換盈缺的月亮象徵著時間的流逝，巨大而清晰的樣態則

是在傳達意識狀態下萬物的樣貌都變得十分的清晰，就如同部分死藤水服用者

的闡述，在意識的狀態下他們可以看懂所有植物的結構，並且也自然而然的理

解了植物間相互搭配的效果，也因為每個人的意識有所落差，所以能看見與感

受的都有所不同，但意識的接點就在於心中，藝術家在離開意識空間的出口處

繪製一幅由雙手捧著心臟的畫，暗示所有離開意識的觀眾意識與心之間的關聯

性。 

 

離開意識後的燈光逐漸暖和，如同血液般的鮮紅變成暖陽般的橘紅，就如同出

口所留下的薩滿林麗純所說的「夢境向來是薩滿學習與療癒的場域。」經歷儀

式的淨化，人類得到心靈上的富足與溫暖。 

 

藝術家透過一系列物件配合科技手法將非物質化的概念以物質化的方式呈現，

儘管意識與肉體之間的限制致使個人的經驗與感受無法完整的複製並傳遞，《致

幻記》卻提供後人類時代的一個選擇，「回歸到靈魂的世界之中。」科技所能侵

占的只限於外在的世界，內在的精神與意識是科技無法碰觸到的範圍，就如同

前言所述，精神是長存的、信仰是永恆的，又或是尼采永恆輪迴的概念，在宇

宙的能量消耗殆盡之前，意識都會一直的存在，也可以說在科技能夠完全的掌

握宇宙之前，後人類的時代人類會以意識的形態存在，而且是科技無法消滅的

存在，亦即作為現代驅魔師的科技優化的僅限於代碼所組成的世界，在非代碼

的世界中便是驅魔師無法觸及的範圍。 

 

精神只要存在，外在的形式無論如何變化都沒有關係，這樣一種精神論者的理

念也是宗教信仰所追求的，這也是人無法被科技所取代的其中一樣原因，因為

科技始終源自於「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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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專題研究 
 
主題：大都會美術館阿波羅等級會員制形式能否複製到臺灣的美術館/博物館？ 
 
摘要： 

大都會美術館的會員制作為其自主收入的重要來源，是臺灣美術館/博物

館可以效仿的模式，但為何臺灣的博物館不盛行會員制？並討論大都會美

術館的阿波羅會員模式是否有可能複製到臺灣。 

 

本研究主要成果： 
(1) 分析大都會美術館阿波羅制度的特性。 

(2) 分析臺灣具備會員制的美術館/博物館。 

(3) 分析會員制收費制度與民眾的接受度。 

(4) 討論阿波羅會員制複製到臺灣的可能性。 

 

特色重點： 
以阿波羅會員制的潛在背景設定延伸討論臺灣是否有實施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詳見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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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美術館阿波羅等級會員制形式能否複製到臺灣的美術館/博物館？ 

 

大都會美術館會員制－阿波羅等級 

大都會美術館為增加收入來源而制定多種形式的會員制度，從一年美金 110 元

（約臺幣 3300 元）至一年美金 25000+元（約臺幣 75 萬元)不等，從金額、年

齡、人數等方向進行不同需求的劃分，以此提供相對應的會員制方案，而其中

最耐人尋味的莫過於「阿波羅等級（Apollo Circle）」這個使用年齡作為限定

的劃分法。 

大都會美術館為阿波羅等級設定的定位是給予年輕、有活力的（年紀小於 45

歲）族群一個親近藝術，同時與其他藝術愛好者認識的機會，並且會舉辦限定

族群的歡迎會與活動。單從年齡層面來進行分析，該年齡層的會員大多應是上

班族，平日白天會需要出門工作，空餘的時間會集中在平日晚上以及周六（考

量地域宗教特性，星期天應會需要前往主日活動）再細劃時間，多數人會前往

聚會的時間應會集中在周二（周三美術館休館）、周五與周六這三個時間，並且

這些會員會希望他們能夠有一個安靜的空間可以進行深入的交流，因此白天向

大眾開放的時間不會是一個合適的選擇，若能規劃在閉館後不僅能符合上班族

空閒的時間，也可以做為下班後的休閒活動，並且搭配會員頁中的圖示進行參

考，如果能再搭配小酒，便非常符合晚宴的型態，而上述的推測可從大都會美

術館提供的冬季活動表中獲得證實，不過大都會在實際的活動設計中而外提供

於周三休館日的特別導覽服務，以提供會員更完整的服務。 

而從會員費用的角度來分析，阿波羅等級每年需繳 1200 或 3500 美金的會員費

（約 3,6000 臺幣與 105,000 臺幣）這樣一筆高昂的休閒會員費並非多數人可以

輕易支付，此外會參觀美術館的族群多半是具備高文化資本的族群，而要具備

高文化資本大多也會反映在家庭的財力之上，因此阿波羅等級的會員費不僅可

以過濾掉大多數目的不以藝術交流為主的人群，也可以確保多數會員都具備一

定水平的文化資本，因此在活動的設計上也可以更貼近該族群，規劃最適切的

活動。這樣的金額限制是否會限制其他也希望進行藝術交流的群眾？此劃分界

線主要是在會員制中進行區分，同時為保持會員能擁有完整的福利與會員活動

品質，以金額做為劃分看來是一個正確的作法，其他階層的會員也會有提供相

對應的服務，很清楚的是阿波羅等級的制定是要讓該階層的會員進行「交流」，

順帶一提會員制度也鼓勵會員攜帶伙伴參加以增加會員數。 

阿波羅等級的設計 

課堂中曾經提出一個有趣的想法，因為大多數館舍少以年齡進行劃分，更詳細

的說是很少以 21 到 40 做為年齡階層的劃分，又結合文案的介紹，包含歡迎

會、藝文交流等活動，使人猜測該會員制度的劃分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是另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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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活動？會員制、財力要求、年齡限制、文化資本要求若從聯誼交友層面來

看的確也是有這些條件的限制，另外以相同會員會費的標準去對照其他同樣具

備會員制度的休閒活動，可能會有高爾夫球、俱樂部、無菜單餐廳等等，再以

這些休閒活動去進行比對，美術館的會員制是否其實是提供商業交流？無法否

定這樣的可能性，但年齡限制就稍微不那麼合理；又或是認識業界名流的聚

會？的確也具備這樣的可能性，畢竟這本就是交流會，又因為會費的限制所以

現場有名流參與的機率也是有可能的，但平常能常在螢幕上見到的名流可能會

選擇更高費用的會員制，因為這樣的慈善活動也是大眾對名流觀感的重要評斷

指標，會參與該階層的名流可能是屬於名氣稍微較低，但仍有一定知名度與財

力的群體；抑或是回歸本質，這就是一場純粹的藝術交流會？相信其他一樣具

備藝術背景知識甚至是以藝術為業但不具備相對應的財力或年紀不相符但對藝

術具備熱誠的知識分子也會有意願進行交流，最難以解釋的還是年齡這個劃分

界線，姑且就將此等級的分層設定為是以聯誼交流為目的，並以此目的為主要

目標去評估該策略能否在臺灣的美術館執行。 

臺灣具備會員制的藝文展館 

臺灣目前具備會員制的展館大多以收取年費為主，價格的差距範圍大，從一年

300 元新台幣到一年 2萬元的會員費皆有，另外也有單以捐贈金額（作品）做

為劃分的展館，依照會員單次捐贈金額分類成年度會員或終身會員，大多落在

300 至 2000 這個區間範圍內，300 元的會員卡又多是以兒童為主要客群，另外

臺灣近年也推出「愛臺灣博物館卡」由故宮博物院發行，可供民眾暢遊全臺 9

個展館，其餘展館也提供不等的折價，一年僅需 650 元，不過臺灣當前有長期

在關注或前往博物館的民眾仍屬於少數，除了文化背景也有地區歷史長短所產

生的差異性，也因為教育制度差異促使臺灣投注資本在藝術教育的時間與關注

度一直不如歐美地區，另外藝文展館為吸引觀眾前往多數票價長期維持在會造

成虧本的狀態，卻也不敢提高因為擔心金額提高反而成為民眾前往看展的障礙

因素，也因此許多展館雖有設計年費制度，但年費制度的價格僅與商業特展的

票價相似。 

臺灣具備會員制的展館目前多以金額為主要劃分方式，部分展館提供終身之友

的身分認證，但相對應的捐贈金額至少要達 100 萬元，另外提供終身之友的展

館也都具備自己的典藏，也因此兒童為主的館舍多數會員費都不高，因為該種

類展館大多不具備典藏品或不以收藏為主要目標。另外在年齡的限制上多數展

館都是以學生年齡作為主要劃分，因此上限最多到 27 歲，並未看見類似於大都

會美術館阿波羅等級的劃分方式。 

阿波羅等級制度複製到臺灣 

阿波羅等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年輕族群能增加藝文的交流，交流會便會是重要

的構成元素，也因此希望能複製阿波羅等級的展館必須要有特展，曾能讓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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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都針對不同的作品去交流，而展覽的內容能否促進交流也是一個要素，因

此兒童相關的題材先暫時不考慮，根據阿波羅等級的設計挑選幾個有可能可以

嘗試的展館，分別是順益美術館、臺南美術館、高雄美術館、金馬賓館當代美

術館，雖是無心之意，但在搜尋的結果上具備會員制的美術館相較於博物館的

確來的更多，而其中有依照會員年費區分不同等級的包含臺南美術館以及高雄

美術館兩間。 

從地域來看，臺南與高雄兩者都是臺灣重要都市，但整體經濟水平相較於臺北

平均薪資仍是偏低，因此若以高消費的會員制為設定目標，群眾的實際參與度

可能會不如預期。而從價格方面分析以現今最為知名的交友軟體會員費用作為

評斷，高級會員一年的年費約為新臺幣 4000 元，美術館假設是要為會員舉辦特

定對象的交流活動，搭配上活動所提供的相關服務並與市場價格進行比較，勢

必要比交友軟體的年費更高。高美館的會員分級中，暢藝會員年費為 2000 元，

下一等級年費為一年 2萬元，並且是由館方提出邀請，該門檻的跨越難度高，

如果有意成立阿波羅等級制度或許可在兩個等級之間創立一個新的等級，另外

南美館的會員劃分方式是以一次贊助的金額為主，其中晶典之友為 1次 1萬

元，禮讚之友為 1次十萬元，但晶典之友的效期可長達兩年，禮讚之友達 5

年，平均後晶典之友 1年為一年 5000 元，禮讚之友為一年 20000 元，在這樣的

分層上，或許晶典之友可以另外設計限定年齡的「金典之友」會員。 

  

Platnium 會員僅於特定區域試營 

 

南美館會

員分級 

17



 

高美之友

會員分級 

  上述僅從現有會員制度與會員費用進行分析，若再考量現實薪資水平與藝

文參與度，目前要在臺灣執行阿波羅等級制度的難度還是較高，但在時代潮流

之下交友軟體盛行，若能發展該區塊將可以創造可觀的收益，然而尚需考量社

會整體觀感，南美館僅僅是場地做為婚禮場地出租就已引起民眾大量的反彈，

認為美術館不應做為營利機構甚至是有商業化的行為，若阿波羅等級制度要執

行勢必也將會面臨大量反對的聲浪，要將該制度複製到臺灣，經過上述簡要的

從會員費用、風俗民情以及文化參與度等方面來評估，難度都偏高，但也是一

個有趣的思路，或許美術館可以從這樣的概念下去發展出一個新的會員制度，

以增加自主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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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老師提供講義 

2. The MET Museum 

https://www.metmuseum.org/# 

3. 高雄市立美術館 

https://www.kmfa.gov.tw/AboutUs/AboutKmfa/planning/planning01.htm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位論文服務平台 

https://etds.lib.ntnu.edu.tw/thesis/detail/7e1fccb111df9aad138a8b

fb2b8ea649/ 

5. Medium - 博物館票價政策與觀眾意見 

https://medium.com/musesurvey/%E5%8D%9A%E7%89%A9%E9%A4%A8%E7%A5%A

8%E5%83%B9%E7%AD%96%E7%95%A5%E8%88%87%E8%A7%80%E7%9C%BE%E6%84%8F%

E8%A6%8B-922d21762eb3 

6. Tinder 會員制度 

https://tinder.com/zh-Hant/feature/subscription-tiers 

7. 台灣高爾夫俱樂部擊球收費明細 

https://www.tgccgolf.com/price/ 

8. 愛臺灣博物館卡介紹 

https://museumpass.welcometw.com/Introduction 

9.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年票卡 

https://www.nmmst.gov.tw/chhtml//newsdetail/29/3826 

10. 順益台灣美術館之友 

https://www.shungye-art.org/news_detail3.php 

11. 金馬當代美術館之友 

https://www.alien.com.tw/websev?lang=zh-tw&ref=pages&id=48 

12. 國立臺灣博物館會員卡 

https://member.moc.gov.tw/MOCMC/M0015/list?SYS_ID=MEMBER_NTM 

13. 故宮博物院 故宮之友 

https://www.npm.gov.tw/Articles.aspx?sno=04011689 

14.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恐龍卡申請 

https://www.nmns.edu.tw/visit/service/dino-card/ 

15. 臺南市美術館之友 

https://tnammuseum.welcometw.com/membership.html 

16. 台北當代藝術館會員 

https://www.mocataipei.org.tw/tw/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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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專題研究 
 
主題：《博物館文物演出的時間辯證：一個文化再生產的考察》心得─博物館衍

伸的民族、國族意識問題 
 
摘要： 

以博物館文物演出的時間辯證的期刊內容進行延伸，分析文物如何因為成

為博物館的收藏而失去時間性又因為展覽而再時間化，以及博物館建立背

後的國族問題並延伸到臺灣的民族意識討論。 

 

本研究主要成果： 
(1) 討論時間性與博物館的連結。 

(2) 以新博物館的角度討論博物館與文物間的關係。 

(3) 討論博物館的國族意識。 

(4) 討論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 

 

特色重點： 
以博物館背後潛藏的國族意識問題，討論臺灣歷史是否具備國族意識以及

人民是否有民族意識，再到民族意識將引發的後果的討論。 

 

參考文獻：詳見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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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文物演出的時間辯證：一個文化再生產的考察》 

─博物館衍伸的民族、國族意識問題 

時間性與博物館的連結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透過時間載體進行累積與見證，也因此時間成為一種品質、

價值認證的條件，更成為人類信賴的基礎，因此比起新創品牌，民眾更願意購

買已經使用過的可信任的老品牌，去吃標榜具有 70 年歷史的老店，因為在時間

的篩選、淘汰中能夠倖存的一定有其無法被取代的重要性，但人們購買這類產

品實際購買的是其長期累積下來的文化、歷史價值/品質，而非工業文化後對於

消耗性產品所追求的價值。 

作為全人類的收藏—博物館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博物館需要去決定哪些

文物是具備典藏的價值，如之前課堂中所提及的，博物館學的課程教導我一切

典藏標準都是依據博物館的使命宣言去進行規範，但規範時則由人類所制定，

會隨時間進行修正調整的規章，因此典藏的標準與價值並非一個具有普遍性依

據的規則，如同作者提及早期文建會對於日式宿舍的保存並不重視，雖具備時

間性但沒有時間轉換點的支持，我則更傾向是用文物缺乏珍稀性而被忽視其價

值，在後期日式宿舍因為大量被拆除，因為數量的銳減，臺北市文化局也才意

識到文物的稀有性，因此下令保存齊東街的一棟宿舍。在證實博物館的文物是

依照時間性的標準進行典藏後，作者希望說明文物本身雖有時間性，但在納入

博物館後便失去了物件的時間性，因此說明各種去時間性的做法，又為了講述

博物館作為政治認同的宣傳媒介，遺忘過去的意識或潛意識是去時間性中與博

物館最相關的手法。 

文物在進入博物館後因為失去原本在時間（歷史性）、空間（奇異性）的主體

性，又因為要配合博物館的展覽進行展出，所以博物館會創造一個故事線，造

就再時間化，同時製造人類新的集體記憶，又因為時代的距離感，產生所謂的

異文化感，進而形塑博物館的文化價值，因此展覽的展示是政治認同的宣傳手

法，博物館則是為該政權進行文化上的背書。而在文物進入博物館的過程中，

如同前面所提及的因為時空的不同再加上展示賦予文物的新時間線造就文物的

時間性再度消失，或是因為文物修復、展示需求進而凍結時間變化，致使再去

時間化的產生等，除了顯示博物館與時間性的關係變化也想要去凸顯政治力量

如何介入博物館這個機構。 

博物館作為政治認同的歷史討論 

最早期博物館只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展示型倉庫，除了有貿易產品，還有各種

奇珍異寶，初期多數是私人的收藏。但後來由貴族捐贈給國家後，其意識形態

開始進行轉變，而大英博物館是早期英國殖民政權為彰顯國家政權、軍權的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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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時增加民眾對於國家的敬畏感，透過展示殖民國家的文物，進而凸顯現

代工業的重要性，殖民國家則成為被觀賞的異文化。而對於法國人民而言，羅

浮宮是獨屬於皇室的個人收藏品，但在法國大革命後，新政權為了宣揚民主自

由的理念，因此將羅浮宮開放給民眾參觀，為的是傳遞法國現在是一個民主國

家，因此這些收藏品不再是皇室的收藏，而是屬於全民的財產，而俄羅斯的冬

宮也有相似的背景，博物館似乎都成為政治認同的空間，傳遞單一性的論述。 

但在時代的變遷之下，博物館學也不斷的在進行調整，希望能夠以更加公正、

公平的角度去詮釋歷史文物，正如同林崇熙老師 2016 年在《人文講堂-博物館

翻轉社會》節目中的闡述，博物館應該具備廣納性，當今的博物館在呈現任何

作品時都需要十分小心並要深入的了解背景後才可以做展示，尤其是展現民族

性的文物時，任何該民族忌諱的事項都要避免，例如美國原住民為驅散病魔而

繪製的沙畫是不能在儀式之後進行保存的，而為呈現該特色博物館人員在與巫

師協商過後決定在沙畫上稍做更動，又或是民族博物館的展示，為減少策展人

的干預，將展示物掛在牆的其中一面，而解釋則在牆的背面，讓觀眾能不帶有

偏見的去觀察展示物。在尊重多元文化的時代背景之下，博物館也相對的做出

相關的調整，無可避免的部分博物館，像是個人收藏博物館、民族意識較顯著

的國家或是戰爭相關的博物館會帶有較明顯主觀意識，但在近年來台灣的博物

館與美術館在設計展覽時已經達成許多《博物館翻轉社會》節目中希望能達到

的目標，在新博物館學的影響下，以政治認同為目的的博物館也會逐漸檢少。 

民族性、國族認同之於社會的影響 

在閱讀許多的理論時，都會去談到國族意識對於不同層面的影響，像是上述國

族甚至是博物館發展史的推手。然而在討論台灣歷史時，國族卻似乎不是一個

常被運用的主題，然而思考民族性或國族性的成因，大概是要建立在戰爭之

上，當群體產生邊界性就會產生排外、排斥的反應，進而增加群體對立，引發

衝突與戰爭，就類似於早期漳泉械鬥。既產生民族性，就會認定誰跟自己是同

一類人，進而產生認同感，而這也是群體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也因為

具有認同感，在溝通協調或是合作活動之中，意見的分歧就會減少，進而促進

社會和諧的發展。然而人類除了會想從群體中尋求認同同時也會想要建立區

別，因此族群之間又會在不斷的細分，也就是不斷的建立起邊界，在邊界被觸

犯時人會感到不適，進而去抵抗，又因此民族性的負面影響再度產生。 

對於台灣的現況，我曾以為如果台灣具有民族性或國族性，社會就會減少紛爭

或是面對國家議題時能夠一致對外，然而民族性似乎才是真正引發衝突的原因

之一，正如同之前課程討論過的概念，尊重與執行民族多元的共榮可能才是減

少問題的正確作法，民族性固然存在，但不是一條明確的界線，而只是讓人可

以獲取認同感的一個地方，人們也可以任意的進入到不同的民族劃分之中，只

要願意去認同該民族的想法意見，就如同博物館一樣，接納所有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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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林崇熙，2005，〈博物館文物演出的時間辯證：一個文化再生產的考察〉。《博物

館學季刊》19(3):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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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專題研究 
 
主題：《賦權及其極限？後女性主義、社群媒體與自拍》─社群媒體建立起的性

化攝影 
 
摘要： 

以賦權及其極限？後女性主義、社群媒體與自拍期刊內容進行討論，分析

女性拍攝性化影像的背景因素與社群媒體建立的性化社群，並說明當代社

群媒體的衝突現況。 

 

本研究主要成果： 
(1) 討論女性拍攝性化影像的原因。 

(2) 分析女性自主意識與群體意識的關係。 

(3) 分析當代社群媒體現況。 

 

特色重點： 
解釋文中未詳細說明的性化攝影形成的背景意識，並分析當代社群媒體衝

突的政策制訂，以及在使用社群媒體時應保有自主意識。 

 

參考文獻：詳見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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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權及其極限？後女性主義、社群媒體與自拍》 

─社群媒體建立起的性化攝影 

二元世界的分類 

  本篇中曾有一段是由 Duit & van Zoonen 對這種後現代女性主義的討論方

式提出了批評，認為穿戴頭紗是年輕世代服膺父權，缺乏性別平權精神；不穿

戴頭紗則象徵了西方女性主義殖民了年輕一代的穆斯林文化，而這便是以二元

對立為基礎進行的各式討論，也更突顯女性似乎永遠無法脫離男性視覺霸權的

控制。對於身體的展現與解釋應該回歸到主體的認知，在經歷社會化與教育的

過程中，我們進而建立道德框架與美學素養，然這些框架的設置大多都是社會

中的霸權所設計的規範，即便現代立法需要經過民眾的同意，但在已經社會化

下的人們不過只是在權力之下，看似有權利的決定自身或甚至是群體的未來。 

  再回歸到女性自主的議題，只要仍處在二元對立的思想下，無論如何作為

都會受到反面意見的抨擊，然而我們是否能真正跳脫社會框架，由女性自己定

義何謂美？或許應該再次跳脫議題的框架，為何會有美與醜的差異性存在？若

人們只是去達到自己最滿意的狀態，而不是以美學觀點的字詞去認定是不是能

稍微減少社會對於身體自主的控制？ 

  再者內文中討論的大多都是以外在為觀點進行的評價，不過文中受訪的女

性認為自己希望展現的大多都不是外在的「身體的物質性」而是內在的「身體

化的氣質性」，但根據本篇的結論，最終呈現出的樣態大多相同，進而作者認為

女性投入了西方文化霸權對於非西方文化的支配，也正是前文中所提出的二元

對立的陷阱當中，這些展現出自身氣質性的女性雖呈現出西方主流的樣態，但

不論是服裝或是妝容的流行都是不斷的在重複，這些文化有一定的範圍，無法

無限的發展下去，也就是說即便在現在的情況下這些看似是西方主流的文化，

並非一定是由西方文化所創造，這些女性也不是投入西方文化的霸權，僅僅是

喜愛自身呈現出的這個樣態。 

  這樣的觀點其實與課程中老師所提出的觀點是類似的，但我會更希望放大

這個議題到「應該由主體定義自身最滿意或舒適的狀態」，不論是男性或女性，

在生理性別的分類以及社會所賦予的框架之下，都被規範出一個理想的樣態，

更成為眾人所追逐的目標，但這便與後續想討論的自信的來源有關連。 

女性自主意識與群體意識的衝突 

  女人要能得到性愉悅，仍然必須先有一個十分符合主流審美標準的身體，

一個通常十分符合流行的異性戀男性凝視審美的身體，而這個身體必須要透過

各種消費來完成，因此落入性別與資本的雙重陷阱。上文中認為主體應該定義

25



出自我最滿意的狀態，但回歸到社會現實層面，人們獲得自信的來源大多都是

要從外界來獲取，因為人們學習的過程中受到批評或是稱讚，進而建立起一套

社會的規範，受到稱讚進而建立自信，而在發展的過程中有些人能夠轉而從自

身的肯定獲取自信，不過在這樣的一個群體社會的運作模式之下，大多人的成

就都是需要被其他人所檢視，因此自信的建立還是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而不能由

自己所定義。 

  這其中包含太多矛盾之處，社群媒體的成立是讓人們分享自己的生活、想

法等，但發文的主體卻又會受到觀眾、平台方的制約，批評的留言引導創作者

改變創作方向，或是藉由公眾的意見去打擊或製造負面的評論，而這些展現自

我的女性也面臨相同的問題，如果獲得的讚數下降，代表著觀眾或許不喜歡這

樣的姿態，而過往的貼文反響良好，因此要受到大眾的喜愛就應該創造更多相

似性的內容，到最後就會形成被視覺霸權所綁架的情況發生。 

社群媒體的現況 

  近年來因為社群媒體、影音平台演算法與觸及率上不斷的更新，更是間接

影響使用者的創作與發文內容，甚至引發一部份使用者開始教學如何評斷該週

或該月的演算機制並做為課程進行販售，讓商業行為不斷的擴大，也更加深人

們追逐外在世界所制定的標準。其中最荒唐的情況則是影音平台 YouTube 抵制

色情內容與色情圖像的產出，標準之高甚至連直播畫面中出現有觀眾惡意使用

色情頭像都有可能導致整個頻道被迫關閉，並且收益全數凍結，然而 YouTube

自行安插在影片前的廣告卻包含色情內容或詐騙資訊，完全就是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的範例。另外前述所說的創作者受到觀眾控制內容創作的情形也

與文中的內容相似，過往這類性化的影像是有酬的，然而在近代，自媒體的興

起讓更多人自發性地進行創作，雖然減少產業的界線，但更多的創作成為無酬

的付出，所獲得的是偏向無形的回饋，僅僅是滿足心靈層面，更是加深前述所

提及的自信的來源是來自外界而非自身。 

    針對這類影像的產出是否真的是賦權亦或只是變相的包裝起男性視覺的霸

權，這是一個兩難的情況，的確女性應該回歸到自身去打造自我的認同意識，

只要是個體都應該去建立起自我的意識，但只要我們仍身在二元對立的思想之

中，就會受到反面意見的制約，在面對其他個體的時候我們注定無法展現出最

完整的自我，只能在自我意識與社會價值之間取的一個平衡點，女性要賦權，

可是我們真的有對自身賦權的權利嗎？還是只是獲得了一個假象的權利？ 

參考資料： 

康庭瑜（2019）。〈賦權及其極限？後女性主義、社群媒體與自拍〉，《新聞學研

究》，141: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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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專題研究 
 
主題：《再現/去污名—精神疾病之展示研究》─精神科醫師與病患間的權力關

係探討 
 
摘要： 

以再現/去污名—精神疾病之展示研究期刊內容進行討論，針對文中提出

的精神病的展示可能產生的問題，結合醫者所提供的意見進行延伸與反

駁，並解釋醫者與病患間的權力關係。 

 

本研究主要成果： 
(1) 討論精神疾病的發展史。 

(2) 分析醫者與病患的服裝是否具備階級意識。 

(3) 討論醫者與病患的不對等權力關係。 

 

特色重點： 
結合醫者的觀點，提出與文章不同的意見進行討論，並說明醫者與病患的

權力關係。 

 

參考文獻：詳見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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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去污名—精神疾病之展示研究》─精神科醫師與病患間的權

力關係探討 

精神疾病的發展 

在醫療技術逐漸的進步中，人類對於人體有更深入的認識，並且不只是單純對

身體進行了解，更進一步的希望能夠掌握身體的控制權，醫療最初是為免除病

痛，漸而開始提出從日常生活中維持身體健康的辦法，就如同臺灣於 2000 年初

曾經風行一時的健康節目，到後來透過醫療的方式讓身體變成人類理想中的樣

態，近年來整形外科診所的大量增加、牙齒矯正成為每個家庭的必要投資，藉

此也可以從不同的面向去了解醫療史的發展。 

而談論到主題精神病也是如此，因為對於精神疾病的不了解，因此早期的治療

手段大多都是以物理方式進行治療，例如將病患放置於旋轉椅、電療椅之上，

又或是極度殘忍卻曾獲得諾貝爾獎的冰錐切除術，當時的醫療技術僅足以證明

精神疾病與腦部之間的關聯性，但不清楚實際引發的位置，因此認為只要針對

腦部進行治療就有可能使病患變回與「正常人」相同，也因此大多都是針對整

個腦部的治療手段，直到冰錐切除術的提出者弗里曼觀察到一名病患再傷害到

前額葉進而性情大變，因而提出只要以冰錐破壞前額葉就能使病患變回正常，

在當今的醫療知識的支持下，即便是普通民眾也能了解破壞腦部的嚴重性，當

時許多的患者在手術後直接變成植物人，然而因為病患不再有明顯影響他人的

行為，致使當時認為這是極其成功的手術，而病患也不具備表達能力又或是具

備表達能力，但不論其正常與否診斷的權力都掌握在醫生的手中，使醫生擁有

絕對的話語權，可悲的是即便是在現在的醫療機構中依舊是如此，只要住進精

神科病房，醫生仍掌握著病患是否具備回歸社會的決定權，而只有極少數能夠

離開醫療機構，但回歸社會後如果是回到原生活環境，勢必會面臨社會貼上的

標籤與排斥，這樣的情況也與犯罪者的社會回歸相似，也是因為這樣的社會現

象因此更需要博物館這樣一個能夠「說服大眾的場所」提供正確、具脈絡且能

詳細詮釋的機構來協助社會的教育。 

服裝展示權力階級？ 

文中曾以服裝的差異來談論醫病之間的不平等權力與階級關係，這部份可能稍

嫌過度解釋醫病之間的關係，病患衣服少呈現其尊嚴與個性，因為沒有實際圖

片展示，暫以大多數醫療院所的病患服做為參考，缺少尊嚴與個性的論點應是

因為病患服是易於穿脫而設計成寬鬆的款式，並且為減少穿脫上的困難而少有

繁複的裝飾性設計又或是貼合身軀的線條以及花紋大多簡單，病患服的統一性

應不是文中討論的重點，因為醫療人員的制服也都是統一制式的服裝，並不能

展現個人的個性，然而病患服的設計主要是以功能性為主要導向，因為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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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不方便自行更衣或是會在更衣過程中遇到困難，以精神疾病患者為例，部

分人可能已經失去自理的能力，需要他人協助更衣，上衣大多會是鈕釦設計，

因為在協助臥床者穿上後只要從前面扣起就好，套頭式的衣服反而困難，因為

要長時間撐起臥床者的身體，而褲子大多會選擇鬆緊帶式的褲子，免去如廁穿

脫的困難。而醫療人員為方便行動，大多也都是寬鬆、易於清洗的服裝，討論

醫病兩者服裝上的差異，醫療人員的服裝大多會有衣領，並且顏色大多以素色

為主，少有花紋，又女性醫療人員的服裝設計可能會設計腰線，也就是凸顯女

性身軀線條的裁切／縫線，但衣領與腰線的設計皆可以功能需求而解釋為非必

要設計，也有部分醫院的病患服是有設計衣領的，因此衣領並非能呈現出階級

差異的重要因素，女性醫療人員服裝的腰線也並非各家醫院皆採用的設計，因

此不是構成階級的必要因素，論衣服花色上，的確普遍醫療人員的設計都是單

色，不搭配其他花紋或線條設計，但就設計的繁複程度，具有花紋的服裝設計

是比素色服裝更為複雜的，並且也有醫療院所患者的服裝是素色設計，若要說

最大的區別大概是用色上的差異，「白色」是獨屬於醫療機構及其人員的專屬

色，這是否才是真正彰顯醫病服裝之間不平等的要素？相較於服裝，醫者具備

審判病患是否患有疾病的權力是絕對的權力階級展示，服裝或許是支持醫者展

現其威權的一種潛在警示。 

精神正常？ 

就如同前述強調醫者具備審判病患是否患有疾病的權力是絕對的權力階級展

示，文中也提及 Lutz 醫師提出正常人只是虛構的假設，「精神障礙者比許多愚

蠢的正常人的生活要來得多采多姿，且他們的與眾不同，能提醒我們真實的多

元面貌。」現代社會所定義的正常只是依照 80/20 法則所產生的結果，現代社

會可以稍微理解那些被稱之為天才的人類，但在過去的社會中他們可能也是被

視為精神病患者，而那些在現代社會中被認為談論無稽之談的天才們是否又會

在下一個時代之中被肯定為一世的奇才？那些說著其他人看不見的事物的患者

是真的有看見又或是因為腦波不穩定的放電而產生特殊的畫面？沒有人有辦法

確認，而因此，又有誰為什麼有權利去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精神疾病？ 

參考資料： 

陳佳利（2014）。〈再現/去污名—精神疾病之展示研究〉，《博物館學季刊》，

28(3): 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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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專題研究 
 
主題：《全球化下都市再生與名牌建築-庫哈斯與臺北藝術中心》─ 知名建築作

為名牌建築師的簽名檔 
 
摘要： 

以全球化下都市再生與名牌建築的期刊內容進行延伸，討論臺北藝術中心

在落成後與周遭建築間形成的關係，並以伊東豊雄為例，討論當代名牌建

築是否已淪為當代知名建築師的個人簽名檔。 

 

本研究主要成果： 
(1) 分析庫哈斯的建築是否與地方連結。 

(2) 簡述伊東豊雄的作品─台大社科院的歷史。 

(3) 分析名牌建築師與其作品的關係。 

 

特色重點： 
藉由庫哈斯設計的臺北藝術中心延伸分析其他在臺灣建設知名建築的建築

師與其作品的關係。 

 

參考文獻：詳見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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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都市再生與名牌建築-庫哈斯與臺北藝術中心》 

─ 知名建築作為名牌建築師的簽名檔 

全球化普同性 

西方知名建築師進軍亞洲城市，建設各式極具個人表現主義的建築物，因此建

築評論家擔心會形成文化帝國主義，並批判現代主義造成全球普同性的現象產

生，後繼的亞洲地區建築師雖也創造享譽國際的名聲，但大多建築設計手法都

是受西方建築設計的影響，設計上或多或少會有相似性，然而這樣的影響也並

非 20 世紀才產生的現象，若因此批判建築師將會造成建築文化同質性似乎有些

過度解讀，但都市在長期發展之下的確有全球普同性的現象產生，在觀光客的

凝視一書中就曾提及當代都市之間的差異性並不大，雖會因為語言、文化而感

到差異性，但城市整體構成的元素與性質都是相似的，充滿摩天大廈、壅擠的

人潮、快速流動的時間、繁榮的商業街道，若單以空間進行比較，城市與鄉村

之間會有明顯的差異性，但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差異性就小很多，也因此網路上

有許多旅遊介紹都推薦如果要自由行，可以選擇從城市旅遊開始，而深度旅遊

則大多推薦前往鄉村，才能真正感受到地方文化的特色。 

庫哈斯與臺北藝術中心 

庫哈斯在全球化普同性的理論之下，又衍伸出個人的一套新理論，他不認為建

築師才是造成城市產生高度相似的角色，而認為城市的發展才是都市化真正的

影響因素，建築只是城市發展中的配角，城市應該要更加重視建築的角色，也

間接提出建築師的重要性，應該讓城市在高度發展之下，仍能呈現出各自的差

異，這才是城市真正具備發展可能性的重點。在這樣的理念之下，庫哈城建造

了臺北藝術中心，運用方形、圓形、圓柱等幾何建構出一個可以讓空間之間進

行溝通的建築，同時展現庫哈斯如何在混亂的城市之中，建構各種可能性，確

實臺北藝術中心因為其獨特的設計成為該地突出的新指標，在周圍各種制式的

直立大樓之中，臺北藝術中心是最具建築設計理念的建築，並且庫哈斯說明他

個人的設計理念是為了結合場地的使用用途而去做結合，也是為與當地士林夜

市呼應因此建構一個明顯的球形弧面，似乎並非如文中的批評，未與地方文化

做結合，且庫哈斯的建築理念似乎都有其重要的存在意義，但為何仍遭受各種

批評？其中最受人詬病的就是因為建築的體積龐大，造成視覺上的壓迫感，雖

然有意與周圍環境形成呼應，但設計無法讓一般民眾一目瞭然，因此產生設計

師與民眾間的隔閡，若建築的設計上能增加退縮空地，增加視覺上的開闊感，

或許就能減少壓迫感，但考量到場地座位數需求，建構這樣一個龐大的建築或

許是必然的結果。因為庫哈斯的設計理念並未受到普遍民眾的支持，臺北藝術

中心最終的成果似乎就成了庫哈斯個人的簽名，是庫哈斯個人成就的一環，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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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產生一種印象是，「這棟大樓是庫哈斯設計的」，而不「這棟大樓是臺北藝術

中心」，而這便是普遍當代知名建築師最為人詬病的地方。 

建築作為建築師的個人簽名檔 

夏鑄九老師的《異質地方之營造˙公共空間、校園以及社區營造》一書中的篇

章〈歷史中的台大校園：台大校園營造與空間的文化表現〉從歷史時代的演進

討論建築設計上的變化以及幾個紀念建築的歷史背景意義，在篇章的最後夏鑄

九老師介紹當初由伊東豊雄操刀設計的台大社科院，也是目前被譽為台大校園

最具設計美感的大樓，然而文章中的論點則是持反面意見，認為社科院指示伊

東在臺灣蓋下的其中一個簽名檔，是忽略文化背景意義的設計。 

台大社科院當初是由校友捐贈的大樓，並邀請伊東豊雄進行設計，雖然建築實

際上是建在台大校園之中，但因為真正的業主其實是校友，在溝通的過程中，

難免會有所隔閡與顧慮存在，這是第一個問題所在。再者，伊東豊雄的建築理

念是「於建築中，溝通自然」企圖建築與大自然進行溝通，也就是說在建築設

計中結合自然的生態系統，例如建築的設計是取自植物樹葉的生長脈絡，並用

電腦計算出整體外觀樣貌，有點接近於「仿生」的概念，這也正是近年來備受

推崇與重視的，認為仿生的概念或許是永續環境的一個有效手段。 

在伊東第一次的設計提案時，便提出要拆除社科院前的馬路，因為伊東團隊以

電腦計算建構的「自然建築」體積龐大，所以需要利用到整個馬路的空間，然

而社科院前方的道路是通行台大的一條交通要道，若拆除師生的反彈程度可想

而知，並且這樣龐大的建築並非考量實際教學需求而設置，僅是因為計算後自

然的建築就會是這樣巨大；圖書館頂樓的初版設計看似棋盤被轉向，變成一堆

巨型的叉叉，而台大早有一棟被稱為洞洞館的農業陳列館，校方與伊東團隊花

費長時間的溝通後，伊東團隊才接受保留主要幹道、縮小建築體積、重新設計

頂樓花園。 

而後提出的台大社科院圖書館內部設計，伊東使用到的概念是植物維管束吸收

水分的概念，在館內設計許多管束，頂樓則種植一片片的綠植，下方連結地板

冷調(冷氣裝設在地底下的方式)，讓上方植物行光合作用吸收地下水分，並達

到空間冷卻的效果，然而因為冷空氣下沉的自然原理，以及台北氣候的因素，

頂樓植栽並無法完全達到這樣的效果，並且地板冷調會增加整體電費，為讓空

間能保持在適當的溫度，則會需要 24 小時讓冷氣運作，電費將會十分可觀，伊

東團隊對於台大方所提出的修改意見大多都會強調會這樣設計是建構在與自然

溝通的條件之上，但落於現實面卻會顯得有些不切實際，雖最後雙方妥協決定

仍採用地板冷調，不過冷氣只有在開館時才開啟，並成為如今的模樣。 

從上面兩個案例可以觀察到建築師大多在設計時是希望展現強烈的個人建築風

格，因為建築的設計在現代已成為評價一個建築師是否有能力的指標，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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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改設計方案時雖然會因為實際面有所修正，但在外觀上絕對不能失去建築

師的特色，因為那攸關建築師的個人名聲，而建築師的名聲是整個建築事務所

的招牌，也因此不能被隨意挑戰，更是致使建築成為建築師簽名檔的原因。 

參考資料： 

殷寶寧（2014）。〈全球化下都市再生與名牌建築-庫哈斯與臺北藝術中心〉，《全

球化與多元文化學報》，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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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專題研究 
 
主題：宇宙中是否存在著無法定義的空間討論 
 
摘要： 

以無法定義的空間為題，分析各種可能產生的空間情況，並說明是否有辦

法成為無法定義的空間，最後定義要成為無法定義的空間的要素為何。 

 

本研究主要成果： 
(1) 分析空間的各種樣態。 

(2) 定義無法被定義的空間。 

 

特色重點： 
定義出要成為無法被定義的空間須具備的要素。 

 

參考文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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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是否存在著無法定義的空間？ 討論 

 

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我決定從「空間」的定義開始探討，甚麼樣的狀態下我們

會定義這是一個空間，既定為空間，似乎不論大小都應該是一個可以設定框架

與範圍的狀態，以及是否一定需要內部擺設才能定義為空間？或是以異材質建

構的空間？如果今天世界七大奇蹟出現在我面前我真的能夠定義嗎？在迸出許

多想法後我決定從兩個角度來進行歸類與劃分，以下將以空間大小與空間擺設

作為分析。 

空間大小在大到無法界定或是小到無法探索的情況下人們就無法依照原有的經

驗來做判斷，進而也會無法定義。空間大到無法界定我又再一步分析如果是一

個扁平化的空間可能會被猜測是密道、下水道或通風管等，但如果使用非常見

的材質打造，就可以達到混淆視聽的效果，進而無法定義。如果是垂直化的空

間可能會被認為是井或是電梯這類的空間，但在沒有可輔助向上探索的工具的

情況下，人們應該是無法明確指出該空間的名稱的。再討論水平與垂直都大到

無法界定以目前人類的認知之中，類似的空間大概就是宇宙了吧？但包含前述

的兩種空間分類，只要空間中有可以辨識的物品就會讓人可以進行猜測或辨

識，所以空間內最好是沒有任何物品的才會無法定義，宇宙中只要有行星的存

在，在不考慮能不能呼吸的情況下，人們大概還是會猜測這是宇宙。而小到無

法探索的空間，我所聯想到的是一部電影，故事是在說一名男子發現自己被關

在一個一直有沙子湧進的棺材之中，因為空間過小所以他的手腳都無法任意伸

展，也就無法探索這個空間，或是另一部以七宗罪為題材的犯罪電影，曾經有

一人被放置在一個縫合起的牛皮，並且因為太陽照射而不斷被壓縮。但這類的

情況下主角還是可以猜出這是一個棺材，或是依照觸覺猜測這是一個動物皮，

如果這是一個特殊形狀的棺材，或許就能造成認知錯誤進而讓空間無法定義？

再說到如果空間當初的設計就是非常見或不太合理的建造方式所建造出的建

築，像是以前內湖的伍角船板餐廳，從外觀完全無法猜測這個空間的用途，如

果能打造這樣的空間，或許就無法定義了。 

 

（圖一）內湖伍角船板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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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依照空間的擺設來進行分析，分為完全沒有物件、包含過多物件以及只

有一個物件這三類。 

 

（圖二）完全沒有物件的情況 

以一個方型的空間作為討論，在空間中完全沒有物件的情況下，一個有完整六

面牆的空間可能會被定義是一個房子或是相形的空間，再失去任何一面的情況

下，人們大概會自動補足原本有牆面的情況，因此還是一個箱型的空間，失去

兩面的情況下，我腦中立即聯想到的是古蹟或遺跡，原本應該是完整的但現在

是缺失的哭間，再繼續減少一面牆，可能可以聯想到一個長廊式的空間，但其

實已經有些難以辨認，只有地面與牆的情況，可能會式紀念牆或是遺跡，最後

是只有一片地板的情況，相信人們應該是可以辨認出這是地板但無法得知其用

途，所以仍是可定義的情況。 

如果是一個具備過多元素的空間，可能會是類似博物館的空間，而且是早期如

同多寶盒般百科全書式的博物館（有秩序的情況），或是倉庫（可能有或沒有秩

序）。 

最終是只有一個物件的情況，那整個空間應該要是單一色，才能營造出無法辨

識的狀態，再置入一個唐突的物件，人們就會陷入認知混亂的狀態，而且會不

斷嘗試從這單一物件去猜測空間的用途。 

而總結是，要成為不能定義的空間，這樣的空間就不應該有一個可以叫出的名

稱，此外這樣的空間也要建立在超過人體的大小，人類才能夠探索，大多分析

的都是地球上有可能「建造」的空間，如果該空間是由大自然所創造，大概就

會是無法界定的空間，像是地心，還有就是這些空間都要建立在不常見或不合

理的情況之下，人們既定的知識無法判別就會是個無法定義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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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專題研究 
 
主題：《節慶之島的現代奇觀：台灣新興節慶活動的現象淺描與理論初探》心得 

─節慶文化發展歷史與文化解釋權探討 
 
摘要： 

以節慶之島的現代奇觀的期刊內容進行梳理，說明臺灣節慶文化的發展歷

程，以及分析作者使用的研究方法，並延伸討論文化解釋權對於教育與文

化發展的重要影響。 

 

本研究主要成果： 
(1) 梳理臺灣節慶與文化政策的發展歷史。 

(2) 分析宏觀微視的研究方法。 

(3) 討論文化解釋權的重要性。 

 

特色重點： 
以臺灣文化發展歷程為題，結合博物館學與個人經驗，說明文化解釋權的

重要性。 

 

參考文獻：詳見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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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之島的現代奇觀：台灣新興節慶活動的現象淺描與理論初

探》─節慶文化發展歷史與文化解釋權探討 

文章摘要 

從 1990 年代臺灣出現一股新興節慶的風潮，新興節慶是相較於過往傳統的歲時

節慶或是政治節慶的反義，並非全數是建立在文化背景之下產生的節慶活動，

而是一種由國家與資本家攜手合作的生產行為，藉以行銷地方、提振產業、營

造社區與推廣文化的節慶文化技術，而臺灣一年到底有多少節慶文化活動以至

於成為節慶之島呢？根據本篇的統計從 2005-2006 年（共計 12 個月）全台各地

約有 434 個活動，平均每天都有至少一個活動，不過其中也有許多的「節慶分

身」例如元宵節就分別有臺北燈會、臺北燈節、平溪天燈節、大溪火把節、鹽

水蜂炮、屏東炸寒單等各種類型，並且活動大多集中在後半年 7-12 月，因為橫

跨暑假以及天氣因素考量，前半年活動則多以重要傳統節慶為主，例如除夕、

春節、元宵、清明、端午等，另外舉辦的節慶活動數排名則是以臺北市居冠、

再來是新北市、高雄市（未改制的高雄縣與高雄市進行加總）、臺南市，節慶活

動主要集中在南北的都會區。 

作者為重新進行節慶文化活動的分類，進一步透過電子新聞資料庫進行篩選，

先以關鍵字進行搜索，再以列出 4-7 個關鍵標籤，並將活動進行群組分類，最

終歸納出 5種類型的臺灣現代節慶類型：地方產業創新節、藝文統理節、傳統

再現節、結合消費紀念日與購物狂歡節的商業節慶、小眾嘉年華等。地方產業

創新節又分為地方產業文化化，例如鶯歌陶瓷藝術季；地方文化與環境資源產

業化，囊括地方文化特色再現與表演、導覽等旅遊服務的節慶，例如：高雄內

門宋江陣嘉年華、苗栗桐花祭等；新創節慶形塑地方文化與產業特色，例如：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或臺北牛肉麵節。藝文統理節是以藝術展演和文化活動作

為主軸的現代節慶，像是臺北電影節、貢寮海洋音樂祭以及其他音樂會歌劇表

演等。傳統再現節會稱為再現因為在現代節慶的結合下形成一種新型態的慶祝

模式，例如中秋節的烤肉習俗或是會結合觀光和嘉年華的元素變成超越傳統意

義的節慶活動例如基隆的鬼節嘉年華會（中元祭）。結合消費紀念日與購物狂歡

節的商業節慶則有以西方節慶像是聖誕節、情人節或是百貨公司周年慶、母親

節等因從俗壓力而不得不購物的節日。最後是小眾嘉年華多為同好間群聚形

成，大多規模不大，例如汐止夢想社區的「夢想嘉年華」、CWT、野台開場等

（近年來部分已發展成大規模節慶活動）。 

作者接著引用 Lefevbre 的《日常生活批判》表示現代節慶是一種勞動異化、商

品拜物和空虛不滿的狀態，以及《現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一書中描述消費受

到官僚控制的恐怖狀態，進而提出以節慶這種非日常性的活動來消弭現代社會

的生活異化，也就是說節慶是一種革命，是政治的嘉年華，但 Lefevbre 沒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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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到節慶文化在現代變的如此的猖狂，而且淪為政治與資本主義進行行銷地

方、推廣產業與文化的手段。也利用《迪士尼樂園化》與 Hannigan 的「夢幻都

市」說明資本主義形塑出與日常生活差異化的消費環境，來刺激消費需求並整

合觀光、運動、文化、娛樂、商品變成一種複合式的消費，最終匯聚成 Debord

所說的「奇觀社會」是一種脫離真實生活但又大量複製並穿插於日常生活的時

空脈絡之間的景象。 

臺灣現代節慶文化發展的時空背景是從最初的政治節慶開始，是 1994 年陳水扁

舉辦的市民之夜跨年晚會，後來轉為競選期間的「造勢晚會」，而文化治理的手

段則予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將文化建設納入十二項國家建設有所關係，初期

為建造圖書館、文化中心等硬體建設，後來建立文化建設委員會發展方向轉為

軟體，再更後來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以及各縣市成立文化局，由中央轉

向地方發展後，蛻變成「一鄉一特色，一鄉一特產」的地方產業創新節，並且

因為經濟的發展帶動整體消費能力，各式各樣的消費紀念日與購物狂歡節出

現，也因為群體分化越來越細，進而誕生小眾嘉年華，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抗爭

與社會動員是作者認為最能反思或突破現代節慶的關鍵。並於文章最終提出回

歸生活，貼近地方這樣的反思行動，以避免現代節慶大量興起並被政治與消費

社會所控制。 

宏觀微視 

這篇期刊作者用了一種很有趣的研究方法，是過去接觸的文章中較少提及的分

類方式，不以過往已有的研究或書籍作為分類方式而是另外依照臺灣新聞資料

的資訊去進行蒐集，再透過人工分析進行分類，若連結到現代的技術，大概就

是關鍵字雲的分析系統，只是當時的科技技術尚未支援所以必須以人工方式來

進行分類，這樣的分析方式跟過往的研究差異在於它並非適用於全世界的節慶

文化活動，而是以臺灣去分析出的結果，具備一定的區隔性以及特殊性，再來

這樣的分類沒有一條完整的歷史脈絡規則，卻能含括到所有的節慶活動，並減

少過多而繁複的分類內容，卻又可以表達出整個社會的節慶文化現象，就如同

作者所說，這樣的觀察是「略退一步，微瞇起眼睛」的一種觀察，可以減少視

覺上對於細節過度探究而導致失焦的研究方法，但相對的也只能描繪出一個物

件的外廓，不過這樣的研究卻提供未來節慶文化的研究一種新的觀察方式，也

可以想像那些年因為節慶活動大量的增加，致使許多人投身進文化活動的研究

當中，卻無法細緻的進行分析，也因此作者將這篇塵封已久的文稿進行更新並

投稿，期望能給予這條研究脈絡的研究者一些指引。 

文化政策與部門的設置 

在文中有提到是因為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院長時提出了十二項國家建設，文化才

進入以國家為主體的發展，並且從基本的硬體建設，再逐漸疊加上軟體建設，

也從文建會發展到的地方的文化局，從藝文展覽到文化保存在演進到藝文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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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吸收外界能量，到挖掘本土內在文化再到向外推廣的發展歷程，並且最先

由首都─臺北，於 1999 年建立地方文化局。曾經某堂課程中導師邀請島內散

步，一個注重深度文化導覽希望達到永續旅行的團隊的創辦人來演講，島內散

步最初的導覽是從大稻埕開始，由從小在大稻埕街道中長大的創辦人連繫再的

居民，提供一個不同視角的文化導覽，正是之前觀光客的凝視的文章中，談論

到的反思方式，然而當時演講者講述關於文化遺產的方式，使我感到錯愕，講

者說：「大家猜猜看全臺灣哪個縣市的有形文化遺產最多？」大多數同學猜測的

答案都是臺南再來則是臺北，「答案是臺北喔！臺北才是有最多文化遺產的，再

來是金門，第三才是臺南，臺南沒有臺北多啦！」或許講者是無心，但這樣的

說法聽起來卻有些貶低臺南的意圖，而島內散步的活動重心也確實是在臺北，

但我進而思考為什麼臺南作為古都，有長久的發展歷史之下，文化資產卻會比

臺北或金門更少呢？更因此了解到文化發展的背景，臺南縣直至 2010 年才正式

建立文化局，甚至尚未升格為直轄市，相差 10 年的過程中，有多少應該被保存

但未被列進保存計畫的文化遺產消失，而且沒有資金援助的情況之下，文化保

存又該如何推進？在這樣的契機之下除了使我對於臺灣文化發展史有了更深的

興趣與研究，同時也更使我思考作為文化傳遞與輸出的專業人士，應該對於文

化背景進行深入的了解與研究，相較於來聽導覽的觀光客，導覽員就是那個進

行文化再生產的主體，也因為他們具備文化上的霸權，更應該小心謹慎地去解

釋文化，而不應以自我的習癖去闡述文化，不然就會產生偏頗的現象，也是之

前《誰的福爾摩沙？》展覽之中曾經出現過的問題，儘管新博物館學已經努力

去減少這類的紛爭，但在文化解釋的發展上，仍是有許多需要被改善的現況。 

參考資料： 

吳鄭重、王伯仁（2011）。〈節慶之島的現代奇觀：台灣新興節慶活動的現象淺

描與理論初探〉，《地理研究》，54: 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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