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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再次創立系刊？」當面對這問題時，
我沉思許久又或者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但，
翻騰腦海中，尋尋覓覓最初的抉擇，我想應該
是想透過這本只屬於系上的刊物，來聯繫整體
系上的情感。

透過一些時事整合，以及「系上活動」剪影、「系上演講」、
活動預告等，讓系上的各位能夠知道最近係上發生什麼事，以
及我們正在籌備什麼。

本刊作為今年度第一本刊物，有些地方上需多方人士予以斧正，
也請不吝賜教，讓往後的系刊能夠越做越好。若有缺漏之處，
請多加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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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 13 屆社會學系系學會，秉持著「讓系學會更
好！」而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期望透過各式學術、娛樂等類
型活動，連結本系學生的感情，打開對議題的思考。且在這學
期，我們每個月都會有一場讀書會，讓大家能夠聚在一起好好
討論一本書，並將大家的想法會聚在一起。

	 今年進入第十三年的時間，已有前幾屆學會的努力，但
我們不會以此自滿。目前系學會中各部發展都漸漸的步上軌
道，我們仍希望依循著前幾屆建立起來的基礎繼續走下去，同
時，除了傳統之外也加入新的想法和新的作法，希望大家記住
我們	—	我們是 108 社學系系學會！

另外，除了原本的臉書粉絲團外，我們同時創立了 Instagram
的帳號唷！

撰寫 ｜陳韋仲

《秋 ˙ 殤》

秋天凋零的萎黃，散亂地撲躺在紅褐的泥土上

是終將歸根？是墮入凡世？

抑或者，是甘心低如塵埃、、、

貪婪地想記下每片葉子，卻始終在得與不得之間，
而唯一能做的，卻只是盡可能不忘卻。

秋瑟瑟的景緻，在人們忙於生活的繁瑣，
悄悄地逝去，
轉而蛻變成一幅畫棟雕梁的冰冷，寂寞而幽謐。

設計 ｜黃珊珊



<Capital Arena
>

撰寫 ｜徐子翔

	 接著迎新餐會之後，緊接著而來的活動就是社學桌遊
日啦！之所以舉辦桌遊日，當然就是為了凝聚系上同學們
的情感，而桌遊戲能夠以互動、對話的方式達到娛樂效果
的遊樂方式，對於凝聚情感是再適合不過了，這正是我們
舉辦桌遊日最重要的初衷。
	 為了有別於以往單純地活動包裝方式，在負責人「寓
教於樂」主軸之下，就決定以 Capital	Arena 做為這一次
桌遊日的包裝主軸，而這個名稱翻譯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資
本競技場」，顧名思義就是角逐各種資本的一場競爭，總
副召們認為，既然整體社會體制主流就是資本主義盛行的
情形之下，藉由桌遊的競爭去模擬社會上競逐資本的競逐
過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方式，而活動當中的計分方式也
是以各式各樣的資本（經濟、社會及文化）做為代表，而
各種資本相對應計分的桌遊也是針對該桌遊的遊戲特性去
做對應，總而言之，整個桌遊日的目的除了遊戲之外，更
是要讓大家體驗資本的競逐，甚至連獎品的設計也是以該
資本的特徵做設計的喔！

設計 ｜蔡季蓁

拍攝 ｜王禕祺



《加泰隆尼亞帶來的啟示》
圖片來源 ｜風傳媒、BBC 中文網

撰寫 ｜李伊得



一、加泰近期抗爭行動
	 加泰隆尼亞抗爭已持續多日，其狀態
愈發緊張。自 10 月 14 日法院對公投的判
決出爐後，對結果不滿的群眾於巴塞隆納
發起示威遊行，18 日
的和平遊行「為自由而
行」為大規模抗議，超
過五十萬人走上街頭表
達訴求，是五天以來人
數最多的一場示威，使
著名景點聖家堂暫時關
閉，機場取消數十個航
班；入夜後行動升級，
街頭出現火光煙霧，午
夜時警方動用水砲以澆
熄被燒的路障；19 日凌晨，部分群眾架起
障礙物朝警方丟石塊；警方則用橡膠子彈
和催淚瓦斯驅散人群，警民對峙多時。五
天下來，超過五百人受傷、二百多人被捕。
為遏止抗議擴大，西班牙政府祭出嚴刑峻
法，內政部將增派警力至當地支援，並警
告抗議者將面臨最高六年有期徒刑。

二、回顧加泰公投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2017年10月1日舉行獨立公投，
在當地投票率約 42%的情況下，有超過 90%選民支持脫離西
班牙。同月 27日，加泰隆尼亞議會宣布獨立、加泰隆尼亞共和
國成立，西班牙中央政府隨後強行接管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政府，
依憲法將加泰區政府領袖解職、解散區議會。同年年底，加泰
隆尼亞選出新的議會並組成新的區政府，中央政府至去年解除
接管。獨立運動領袖紛流亡或被捕。此獨立運動受全球關注，
當時造成西班牙數十年來最大的政治危機。

圖片來源 ｜風傳媒、BBC 中文網

 判決後，加泰隆尼亞將會前往何方？
    
	 西班牙最高法院於 10/14 上午對此案作出刑事判決。
前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容克拉斯（Oriol	Junqueras）等 9名
被告被定罪「煽動罪」、「非法挪用公款罪」，刑期為9-13
年不等；而「叛亂罪」並不成立。其中容克拉斯的刑期最
重為 13 年。判決傳出後，數萬名加泰隆尼亞民眾就在巴
塞隆納發起大規模示威，強力癱瘓國際機場和AVE 高鐵和
主要幹道，且不排除升高抗爭規模，將行動延續至 11/10
的西班牙國會重新選舉。

	 然西國政府認為，當初的公投不具備效力。其中一個
原因是西班牙公投程序須經中央政府核可，地方自治政府

不能自行啟動公投；另一個原因則是
憲法明文指出「領土主權的完整性」
因此公投於政治實務或法律制度於實
際上皆不具備可行性。

	 加泰隆尼亞為了擁有屬於自己的家
園，爭取獨立已不下數載；與臺灣相
比，追求獨立的背景脈絡、路線發展，
和所遇之困境雖不盡相同；但與此同
時，西班牙政府對於加泰隆尼亞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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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 ｜許惠婷
	 其實，網路言語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鍵盤手總是躲在電
腦、手機後不負責任、毫無忌諱的發出帶有攻擊性的言論，或
許在你眼中看似無傷大雅的發言，但其實在無形之中已經一點
一滴的在對當事人造成無法泯滅的傷口。的確，公眾人物的行
為會對社會造成影響，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所有的一舉一動都得
要被放大來加以檢視，更何況還有那些非自願性的公眾人物，
他們也都是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不應該用既定的理
想印象來強加在他們身上，只要他們一不符合我們的期待，就
開始惡意的重傷謾罵。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沒有人是為
了取悅你而存在，如果不喜歡就不要去看、去聽，又有人會說
我們想發什麼言是我們的言論自由，但在你享有這項權利的前
提是尊重別人、不惡意批評，這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可是，
相對地，倘若沒有管控好言論自由的範圍，亦會產生眾說紛紜
的窘境。因此，我們可以透過理性的建議來代替酸言酸語、帶
有攻擊性的字句，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那無心的批評會不會是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都要學會將心比心，若你不希
望他人這樣對你，那你又憑甚麼不負責任的對他人評頭論足。
發表任何言論前都應該先想想這對當事人真的有幫助嗎？還是
只是一些情緒性的言詞、、、
	 近期，網路紅人鍾明軒除了表示遺憾，更呼籲受害者看到
那些評論，應汲取能使自己更精進的建言後，並非無視那些謾
罵，而是要極力為自己發聲，否則諸如此類的網路暴力事件只
會永無止盡的蔓延。
「雪崩發生的時候，每一片雪花都不是無辜的」，不要等到每
一次發生令人心痛的事，才開始跟風關注，甚至更駭人的是有
些原本是加害者因為悲劇的發生才轉而同情那個受害者。每一
個人都應該從自己開始做點改變，來減少那些遺憾的事發生！

	 2019 年 10 月 14 日，韓國女藝人雪莉在家自縊身亡，
不但引起社會喧然大波，更再次掀起網路言語暴力的議題。過
去，雪莉打破經紀公司原先塑造的清純甜美人物設定，像是支
持無胸罩運動、酒醉直播等，使網友議論紛紛，更在直播中意
外露點而屢遭網友惡意攻擊。雪莉曾在節目中坦白自己有社交
恐懼並深受憂鬱症所苦，而那些種種的惡意批評也讓他備感壓
力。「很多人對我戴著有色眼鏡。記者請更疼愛我一些吧！觀
眾朋友也請更疼愛我一些吧！」，雪莉只是做真實的自己，卻
因為他的行為不符合眾人的期待而遭受到四面八方無謂的批
評。

	 除此之外，回推到過去在 2015 年，也曾發生使社會悲慟
不已的——楊又穎事件。楊又穎是位清秀的網拍模特兒，憑藉
著亮麗外表和內在，不但成為知名電視節目的固定班底，更從
網路世界踏足電影圈，人氣因而大噪，粉絲更
直破 20 萬！然而，楊又穎正要邁入人生巔峰
之際，卻開始有網友眼紅，造謠各種不實謠言。
甚至變本加厲，進而引起各式人生攻擊、、、
久而久之，累積許久的委屈和痛苦無從發洩，
沒有人能夠為他平反，沒有人肯相信事實，環
繞周遭的只有那些，認為打打鍵盤無妨，且將
自己的快樂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極端網友言
論。最後，楊又穎不禁龐然的輿論，選擇帶著真相和事實，孤
身前往另外一個世界。



  讓我想到曾經引起廣大討論的戲
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貓的孩
子》，阿衍的母親為了成績無情冷漠的
情緒	勒索自己的孩子，當教養的目的在
親子間出現失衡，讓他備感壓力、心理
狀況產生變化而出現殺貓洩憤的情形，
而後母親崩潰正視自己的教育出了甚麼
問題時，開始調整對於給予孩子過多

升學壓力的氛圍，並改善親子之間的關係，才有後續看似和平的結
局。舉這個例子並非說藍領階級的父母就會有失敗的教育，而是在
社會和結構的不平等下，本來因為資源的落差就會產生許多不同的
局面，書中透過訪談帶我們看到不同階級下的父母如何教養兒女，
關於兒女的教養，書中沒有提供明確的答案，然而明確的答案也確
實不存在。當家庭和社會制度脈絡出現斷裂和衝突時，台灣的教養
出現問題的原因也不僅僅在於家庭，讓我反思在台灣社會快速變動
下，也許翻轉社會對於教養的目的以及成功的定義，所帶給每一個
父母的教養壓力才有機會被消除。

 讀了藍佩嘉老師所著的拼教養後，藍佩嘉老師透過質性訪談深入探討
每一個家庭個案，讓我們看見在不同階層的家長，如何影響孩子並家長是如
何看待教育方式，在這本書中讓我們看到在全球化和台灣社會脈絡之下教養
焦慮的存在，不同的階級形塑不同的教養方式，中產階級的父母花費心思只
為讓孩子在同輩中更具競爭力，一方面又希望孩子適性發展，回想起自己失
落的童年，而盼望讓孩子有個快樂的童年，在教養方針上出現矛盾與分歧，
在拼教養這本書中，看到了幾個鮮明的例子，例如 : 小米的父母親花費大量
時間及心力規劃孩子的休閒娛樂、選擇島內移民的田園家長 ...，而藍領階級
的父母則一心藉由提升孩子的教育，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以改變家中或未來
的經濟狀況，在父母那一輩最常聽到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像自己一
樣，小的時候要把書讀好，長大才會成功賺大錢過好日子，避免階級複製。

撰寫 ｜吳旻如

圖片來源 ｜公共電視



你們還有空間嗎？
	 	 			 －論小黨在選舉中的議題困境

	 2020 總統及立委選舉目前正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而除
了在傳統藍綠兩大黨之外，今年也出現了許多新興小黨，例
如台北市長柯文哲所創立的台灣民眾黨；或是由前總統陳水
扁所支持的一邊一國行動聯盟，加上在 2016 年所出現的新
興小黨，如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等，而且這些小黨民調數
字上，經常是穩定居於 5％支持度的，也讓人對於 2020 年台
灣政壇出現多黨不過半的情況「有了極大的想像」，但真的
是這樣嗎？
	 在單一選區中，候選人為了極大化自己的選票，勢必會
去爭取所謂中間選民的支持，而選民則是會選取與自己議題
立場在光譜上距離最近的候選人，綜合上述兩個因素，會使
候選人的政策立場開始趨中，而這就是所謂的中間選民定理。

					照這樣來說，小黨只要與兩大黨一樣，爭
取到足夠與自身立場距離相近的選民，一樣
可以當選！聽起來很美好，不過想像一個情
境，假設現在某國有 11 個選民，而有三個
候選人，其中兩個是主要陣營所推出的，另
外一個則是政壇燃起的超新星，大家都看好
那顆超新星能當選，但他最終仍然落選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兩陣營從原本趨中的策略各
往自己立場端三分之一（參考左圖），那顆
超新星，自然而然地就會輸給兩大陣營的候
選人了！
	 			當然，小黨也可以換一個角度思考，就
是不要跟兩大陣營在同一個議題空間做競
爭，而是創造另外一個維度的議題空間並盡

可能吃下其中所有的距離，這或許是一個方式，但這樣同時
也會讓整場選舉變得詭譎而難以預測，因此兩大黨是不可能
這種事情發生的，所以加大力道的加強原本維度議題的討論，
試圖讓選民忘掉新維度的議題，再者，如果這個新議題真的
能創造出選票，以原本兩大黨的能力而言，會不去進占這個
議題嗎？
	 另外根據過去的研究，選民對於政治的關心以及興趣是
有限的，通常一個議題維度就是最大限制，因此要在兩大黨
建設已久的議題位度上在另闢新議題維度，對於爭取選民支
持，效果其實是有限的。
	 因此在兩大黨夾殺中間區塊，以及已經占據主要議題維
度空間的情形之下，小黨要能在單一選區之度下生存可以說
是已經毫無空間了，縱使民調呈現的數字讓小黨看似能與大
黨一搏，不過要呈現出多黨不過半的政治生態，恐怕只是一
場美好的粉紅泡泡了。

撰寫 ｜徐子翔
圖片來源 ｜Voice Tank



同婚元年
    同志好厝邊

圖片來源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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