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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與不平等，是社會科學的核心關懷，社

會科學家致力於探索藏身於日常生活中各種思想

與機制，試圖找出影響人們思考與決策的關鍵，

致力於破除錯誤迷思與虛假意識，相信唯有當錯

誤思想被揭發，人們導入正確的觀點，行動經過

修正，社會與個人的生存光景可以因此改善。

本次將要來介紹幾本深入探討壓迫與不平等

的傑出作品，希望這些書能幫助我們看清楚生活

現狀，認清造成生存壓迫與不平等的體制結構，

找出擺脫壓迫的存活之路。

《被壓榨的一代》

說起來可能難以置信，不過卻是在美國真實

上演中的故事。

如今的中產階級，即便家戶年收入達 10 萬

美金，只要人生的道路一時出現差錯，也可能淪

為支出大於收入的貧困狀態。

這裡所說的差錯，並不是奢侈揮霍造成的現

金流短缺，而是好比說生病卻沒有醫療保險支付

龐大開銷，轉職或失業後回不去原本的薪資階層

而被沉重的房貸壓垮，雖然高收入但卻也居住在

高開銷的環境（例如紐約、矽谷等區），過早開

始且越來越貴的高等教育支出與學貸，離婚或喪

偶但得一個人扶養未成年子女等等。

《被壓榨的一代》作者艾科莎．奎特，花了

不少時間跑遍全美各地，採訪那些過往被我們視

在壓迫與不平等的世界，奮力求生
王乾任　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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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衣食無缺甚至準人生勝利組的富裕中產階級，

深入剖析其生活中的花費結構以及可能遭遇的問

題，寫出了讓人不得不認真以對的一部作品。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如今的美國，如果你

不是出身前 1% 的超級富豪家庭，而只是一個努

力學習，爭取到好大學或研究所，並且應徵到一

份尚算體面的中產階級工作（律師或大學教授之

類），都不再是人生衣食無缺的保證。

甚至，更加嚴峻的現實是，你可能收入很不

錯且都沒有犯前述提到的人生差錯，卻還是入不

敷出。只因為這個國家，提供給人民用以支撐生

活的基礎建設嚴重不足。好比說子女照顧，美國

社會提供的公托服務遠不足社會需要，為人父母

者要不其中有一人離職在家照顧孩子，要不就得

把孩子送到昂貴的私人托育服務，如此的花費佔

去了開銷中的一大部分。如果是單親家庭，扶養

子女的成本更加昂貴。

當然，問題不全在體制對人民的缺乏照顧與

剝削，作者說，人們自己也得承擔部分責任，好

比說，相對剝奪感的來源之一，是媒體給我們大

量的頂層富豪的生活樣貌觀賞，然而，我們不該

輕信網路或大眾媒體成天放送給我們看的百分之

一頂層富豪的生活，誤以為這些生活乃是日常生

活中的常態（可得性捷思偏誤，抓取最容易獲得

的資訊作為自己想法的論證），電視或媒體中出

現的名流都是極少數的幸運兒，都不該被當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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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學術呈現嶄新的發展，韓愈具有關鍵性地

位，如何看見此間精彩？本書嘗試以韓愈為焦

點，文道觀為視角，透過回歸原典的梳理，憑藉

文學、思想、雕版文化等各領域的思維整合，剖

析宋學的發展與演變。不僅重新審視了韓愈學術

對宋代學術具體影響的層面，並明晰了其間蘊含

的思維脈絡與內在意義。（元華文創）

元華文創 /10808/496 面 /23 公分 /66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7110961/820

張瑞麟 著

理解宋學
從韓愈看起

生的典範，因為我們絕大多數人都只是其他那為

了生活勞苦的 99%。

在我看來，體制不利於富裕中產階級以降

的人們生活已經是既定事實，新自由主義社會刻

意拆除各種來自國家的照顧資源，將人丟到市場

上，讓人所需的一切服務都盡量由市場上花錢購

買，減少對社群的依賴，好創造出高額（但卻未

必健康的）GDP，營造經濟榮景的假象。

作者在最後，提出了一些試圖改變現狀的

解方，解方並非來自想像，而是實際上已經在發

生的事情，例如為了對付過高的房價而出現的共

同承租，為了對抗孩童照顧資源不足而出現的共

同照護與共學社群等等，雖然不能說全都完美無

缺，但的確有越來越多人看見，因為人手不足而

造成的開銷飆升問題，是可以透過重新建構社群

連帶，擴增人手彼此幫助的方式來緩解經濟上的

壓力。

語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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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許多大文學家，同時長於政治、經濟、軍

事、藝術、戲曲、音樂，也親近佛教，鑽研教

義。此書描述蘇東坡、王安石、王維、柳宗元、

黃庭堅等十位文學家的生平事蹟、仕途起落、歷

史貢獻，以及和僧人往來、佛法體悟種種。從中

也讓人看到他們在人生毀譽榮枯之際，如何透過

佛法得到身心的安頓、解脫。在佛法求真、文學

求美交錯之下，文學家一生的神采風華，躍然紙

上，別具風格。(佛光文化 )  

佛光文化 /10808/271 面 /23 公分 /36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4575145/821

依空法師 著

不只中國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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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是由社群與市場組合而成，當市場的力

量過大壓制了社群的連結，且國家不打算介入抑

制市場力量的擴增時，公民必須自行聯合起來，

擴大社群連結的力量，壓制市場的強橫，唯有如

此，方能讓收入不及前 1% 的人們也有機會在社

會上生存，且過得相對容易而幸福一些，不再被

圖利富裕階層的不平等體制剝削與壓榨。

 

《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

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

美國夢的神話之一，就是只要願意努力，每

個人都有機會在美國大陸這塊土地上過上富足而

美滿的生活。

這一個神話，前述的《被壓榨的一代》已經

明白揭示，那真的只是神話，如今的美洲大陸已

經不是努力就能有所成就的時代，努力卻窮忙的

情況，隨處可見。

美國夢的另外一個人造神話是，在美國，人

生而平等，沒有階級存在。

第二個神話不難破解，黑奴在美國的命運，

就是明擺著「人生而不平等」，是會被剝削且不

平等對待，即便在金恩博士等人權鬥士的努力奔

走下，種族隔離制度已經廢除，甚至有黑人總統

誕生，但是我們都知道，黑人的生存困境並沒有

因此而緩解。

或許你會說，黑人的命運與地位的改善固然

緩慢，但長期來說，的確改善了，不是嗎？否則

歐巴馬也不會選上總統？

《全員在逃》的作者，社會學家愛麗絲•高

夫曼（附帶一說，愛麗絲•高夫曼是美國知名社

會學家厄文•高夫曼的孫女）會告訴你，從他在

美國黑人群聚的社區的觀察，並非如此。

《全員在逃》雖然以統計數字點出了黑人成

年男性被逮捕與下獄的比例遠高於其他族群（特

別是白人）的事實，但是，他也深知統計數字對

許多人來說是無感而冰冷的，因此，這本書中，

將更多心力放在個人微觀層次的日常生活思考與

行為決策的紀錄，關於那些他所觀察到的經濟地

位狀況低於社會平均值的黑人男子。

書名之所以叫做《全員在逃》，是愛麗絲

在進行田野調查時，逐漸看出的一個端倪，那就

是出身貧困社區的黑人，在成長過程中，必學的

一項核心技能是「躲避警察」，盡可能不和警察

打交道，幫忙身上有案底的黑人夥伴掩護，在躲

避警察乃至各種機構的情況下，設法讓自己活下

來，長大成人，肩負起養家活口的任務。

新聞中不時可見的白人警察過度濫用權力，

開槍或暴力毆打無辜黑人致死的消息，不明白此

書所講解的脈絡者，肯定會覺得這些過度使用暴

力的警察只是少數特例，然而，讀過此書後，讀

者會發現，警察在對付出身貧困社區的黑人時的

確經常性的違法值勤，雖說背後的原因也是令人

唏噓，因為上頭要求績效，為了達成績效目標，

只好以各種脅迫的方式讓黑人就範。

愛麗絲觀察發現，最悲哀的是，許多黑人

男子人生的第一件案底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很可能開車超速違規之類，但因為繳不起罰單，

積欠罰單金額而被通緝，從此走上不斷躲避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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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在場證明。是曾經信誓旦旦，相信自己

不需要成為更好的人，以為自己夠好了，終於可

以成為英雄，卻在怪物出現時因為太害怕而錯失

斬殺怪物的時機，手裡的劍化成泡沫，周遭同行

的伴侶們都被怪物咬斷倒在地上—這個傢伙，發

現自己根本不是英雄，無法拯救任何人，無法移

動地留在案發現場，看著滿是血跡的地板，終於

意識到自己搞砸了所有事情。這是一本作者這個

角色，面對自己錯誤的詩集。（潘柏霖）

潘柏霖 /10805/144 面 /21 公分 /50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4364787/851

潘柏霖 著

1993之路，因為即便是微罪的罰金如若不能如期繳納

也可能會被管收入獄服刑，從此踏上惡性循環之

路。

另外一個造成黑人出現案底的情況是吸毒或

持有微量毒品，但卻因為族群本身的污名標籤而

被警察過度放大檢視或以過於嚴苛的刑罰對待，

並將之推入更深的深淵。

愛麗絲之所以敢判定是特別針對黑人，是

因為許多次當警察臨檢時，他也在場卻沒有被盤

查，警察鎖定的對象就是黑人。

雖然愛麗絲也觀察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即便

貧窮黑人社區的生活很不容易，但還是有少數乾

淨的黑人沒有案底且有好工作，即便讀完其紀錄

後我們可能發現，這些人是做了格外多的努力才

換到了跟普通白人一樣甚至略差一點的對待，但

以其貧困黑人出身來說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

 

語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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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劇始於教仿的伶人、樂工，至文人如關漢卿、

馬致遠等加入創作行列後，臻於成熟。本書由國

學大師楊家駱先生主編，收錄雜劇中最具代表性

的作品，如〈竇娥冤〉、〈救風塵〉、〈梧桐

雨〉、〈漢宮秋〉等並加入注釋。至此編注釋，

除以今語釋元代之方言俗語外，於劇中人地名

物、故事傳說，凡可有助於劇情劇文之了解者，

亦無不注明，以便研讀。（世界）  

世界 /10807/548 面 /21 公分 /6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0605785/853

（元）關漢卿 等撰

元人雜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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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全員在逃》，實在很難說，美國是個

種族平等的社會，黑人在美國社會的生存權是已

經隨著種族隔離政策的廢除或有黑人總統當選而

改善。

《白垃圾：美國四百年來被隱藏的

階級真相》

不過，黑人的困境至少是明擺在許多影視作

品與學術文獻中，也有許多人權鬥士積極為之奔

走與關心。《白垃圾》一書的作者伊森伯格，想

告訴世人的是，在美國，有一群人甚至比黑人還

慘且長年以來乏人關懷，也幾乎沒什麼人致力於

協助改善其生存困境，那就是同樣是白皮膚但是

經濟地位卻落入底層的白人，俗稱「白垃圾」。

白垃圾的存在，由來已久。伊森伯格考察文

獻後發現，早在歐洲人前往美洲大陸之初，白垃

圾就已經隨之前來，只是這些人長期被美洲大陸

的偉大歷史所掩蓋。

我們熟悉的美洲大陸開墾歷史，是一堆有開

拓精神的白人，特別是擁有清教徒禁慾並且勤懇

工作的白人，辛勤努力的結果（雖然此一努力過

程是傷害了不少美洲原住民的權利）。

然而，伊森柏格說，當年移民到美國的歐洲

白人裡面，其實有很多是歐洲當地的貧困階層，

且歐洲社會的主政者是以丟棄負擔的心態將這些

人送往美洲大陸，這些人在黑人開始往美洲大陸

送之前，是美洲大陸開墾的主要勞動力，是被剝

削的最底層，沒有分配到任何土地，努力成果全

都屬於主人，且沒有任何可以翻身的機會，因為

這些人一開始就被貼上白垃圾的標籤，被其他富

裕階層的白人視為另外一種族群。

作者說，白垃圾在美洲大陸的命運實在悲

慘，特別是後來歐洲白人開始從非洲引進黑人奴

隸到美洲大陸，這些白垃圾並沒有因為有一整批

的奴隸階層前來取代其工作而往上墊高社會地

位，而是更加往下，因為美洲的白人富裕階層寧

可使用便宜且有生產力又好管訓的黑人奴隸，也

不要同為自由民的白垃圾，白垃圾由於連當奴隸

的資格都沒有，於是淪為社會更底層。

美國的黑人奴隸，曾經有幾次機會協助其

擺脫身分汙名，像是參與南北戰爭與兩次世界大

戰乃至日後的廢除種族隔離，然而，白垃圾一直

都是白垃圾，因為一開始本就沒有任何來自體制

的壓迫，因此，要洗刷其標籤汙名就變得更加困

難。

到如今，白垃圾的問題依舊存在，甚至某種

程度上可以說，川普就是利用白垃圾長年被拋棄

的憤怒心情，成功取得了上位的機會，因為傳統

菁英政治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是拋棄白垃

圾，甚至連黑人總統上位後白垃圾的命運都不曾

有機會被翻轉時，終於有人抓住了白垃圾的集體

憤怒，化為己用。

美國夢的另一個神話叫做人生而平等，美國

社會沒有階級，只要願意努力就可以創造成就，

如今看來，無論是白垃圾還是黑人都被排除在外

不說，連傳統富裕中產階級都日漸被排除在外，

難怪 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由華爾街為中心而

向全美開展的對抗 1% 的社會運動會快速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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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傳統世代紛紛大聲說出「我不喜歡媽媽」，新

世代的孩子為何還依然「一切都是我的錯」？母

親這個位置，不需領執照，小孩出生也未附說明

書，母愛、親子關係都並非天生，一味歌頌、推

崇其神聖性，只會讓人窒息。愛，需要學習，無

論孩子，無論母親。精神學家說，身為女兒，

「否定母親」也是一種自我傷害，對臨終的母親

說：「不管你以前做了什麼，我都原諒你了，你

安心的走吧。」面具下的厭世姬，是否仍帶著悲

傷，還是懂得了的表情？（大塊文化）

大塊文化 /10806/211 面 /20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2139776/855

厭世姬 文圖

厭世女兒
你難道會不愛媽媽？

難怪川普可以利用白人失敗組的悲憤情緒取得總

統大位，因為美國夢已經崩解，甚至越來越多人

發現那從來就只是個虛構神話而非客觀真實，是

靠著少數特殊的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如貓王之

類）的故事渲染開來的神話。

 

 

《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

政治思想上的左右對立，是非常有名的一個

大問題。

左派追求徹底改變現狀的革命，右派則相信

漸進式的改革而拒絕破壞式的革命。上述的左右

派思想日後在國家體制的設計的差異，都是由這

個思想的源頭衍伸開來。好比說，左派召喚共產

主義與社會主義，以社會型態的徹底推翻與重建

作為最終使命，右派則相信持續改革的動能，鼓

勵改革勢力的抬頭但壓制革命的可能性。

然而，較不為人知的是，如今我們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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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澤謠》由袁郊於唐懿宗咸通九年所撰，共 1

卷，原書 9 篇，現僅存 8 篇。文筆華美，設想超

奇，多具傳奇色彩的怪異故事。《河東記》唐薛

漁思撰，共 3 卷，34 篇。所記多為怪譎之事，更

以神異故事反映唐代現實社會的問題，書中大膽

諷刺晚唐政治的腐敗荒誕，以及皇帝臣民的昏聵

愚昧。本書為罕見收錄完整的《甘澤謠》、《河

東記》，詳加註釋難解詞句，帶你真正讀懂唐代

傳奇！（秀威經典）  

秀威經典 /10805/180 面 /21 公分 /2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705356/857

劉瑛 著

教你讀唐代傳奇
甘澤謠、河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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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學的逆襲：「無路用」學

門畢業生的職場出頭術》

這幾年，歐美乃至日本和臺灣都傳出要砍高

等教育中的人文社會科學科系的消息。

消息傳出，可能被砍的學門的老師或學生自

然大力反對，並針對刪減人文社會科學學門的常

見理由做出反駁。

大體上來說，主事者決定刪減人文社科學門

的名額，是就業考量，人文社科領域畢業生求職

狀況不佳，薪資待遇偏低，而學貸又居高不下，

因此，決定汰除一些名額。

可能被砍員額的科系的反對理由，則無外

乎高等教育不是職業訓練所，教育不能只看實用

性，人文素養的培育也很重要。

說穿了，兩派人馬根本各說各話，因為人文

素養那套說法根本無法說服務實派。

人文社會科學學門是否真的需要開那麼多

缺，的確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過去的人

類社會，並不若今天有那麼多人文社科學門的入

學名額，也不曾培育出如此多具備人文素養的學

生，加上過往社會能夠攻讀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

多半是富裕階層出身的有閒階級，不需擔心日後

的就業問題，不若今天，許多人是背著高額學貸

入高等教育，攻讀的卻是出社會後難找到高薪工

作繳納生活開銷的人文社科，即便讀了很喜歡，

也很難不面對現實就業問題？

的左派與右派分野，源頭來自兩個啟蒙時代的思

想家，分別是愛德蒙柏克與潘恩，兩人思想的開

展，源自對法國大革命的理解的差異。

李文的《大辯論》透過爬梳柏克與潘恩的思

想，整理出兩大陣營的核心思想的根源，支持美

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的潘恩，日後成了支持徹底

革命的左派的思想源頭；不認同法國大革命的齊

頭式平等做法，支持英國君主立憲制的柏克，毋

寧是支持漸進改革的保守派。

說起來兩派各有其道理，只因為兩派各自的

社會型態與發展方式的預設不同，自然推論出不

同的結果。無論您的政治立場比較貼近左派或右

派，都不妨讀讀看李文這本左右派思想的摘錄整

理介紹，再想想看，是否兩派的想法真的如此截

然對立而不可調和？

或許您有可能找出兩邊人士都能接受的第三

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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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個短篇故事，分別來自作者三個階段的小說

成就：開首五篇〈母親〉、〈內陸河〉、〈匍匐

之秋〉等描繪主人翁忽明忽滅的心理狀態，是最

純粹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中段〈大山〉、〈到

梵林墩去的人〉到〈艾玲達！艾玲達！〉諸篇則

是個人風格代表作系列，在表面看似「虛無、蒼

白、病態」的美學意境之下，實則跳動著對「生

命、愛情、自由」勇於探索的年輕心靈。見證當

年文學運動風潮歷變後，一代知識分子們對自身

理念與任務的反省。(聯合文學 )

聯合文學 /10805/310 面 /21 公分 /3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233039/857

尉天驄 著

到梵林墩去的人基本上我也反對刪減人文社科名額，但理由

卻不是人文素養的養成，毋寧說更貼近《人文學

科的逆襲》一書的說法，在 AI 崛起之後，愈來

越多的中高階白領工作需要懂得人性的人文社科

訓練出身者擔任，本書中羅列的大量的案例，告

訴讀者，兼顧人文素養與薪資所得的未來即將發

生，人文社科學們並非沒有經濟產值的不賺錢學

科，只是要懂得使用。擺脫不平等的剝削壓榨也

有賴這些領域的知識在社會生活的普及，無論從

經濟還是文化層面看，都是人類邁向更平等而有

愛的未來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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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存在著許多平行世界，人們會不自覺地

移動到其他的平行世界已成為一種日常，稱為

「平行跳躍」。高崎曆遇到自稱來自第 85 號平行

世界的「女友」和音，但不同世界的自己，都能

夠愛上每個世界的和音嗎？日高曆與小栞互誓終

生，但曆的爸爸卻打算與小栞的媽媽再婚，不想成

為兄妹的兩人於是決定逃到一個彼此能夠結婚的

平行世界去……。（平裝本）  

平裝本 /10807/255 面 /21 公分 /2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790611/861

乙野四方字 著；涂紋凰 譯

致我深愛的每

個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