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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釋

祖進香的個體與集體辯證學、廟宇競爭間的地方

係。利用台灣民間信仰田野中的豐富田野材料，
作者有系統的分析了漢人社會與文化場域多層次
間各種具有內在衝突與協商性格的社會行動（媽

歷史書寫、國家與地方關於靈驗象徵的共同操
作、神話與性別主體的塑造等）；而由神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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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漢人家庭生活中性別主體的複雜型塑過程，和

義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異化、意識型態、生產等）
新的用法，並以新的概念銜接方式（使用了超越
性、慾望主體、錯誤認知、文化語辭、情感結構、
謝神證言等相關概念）來討論漢人社會中的儀式
與神話歷程。全書基本宗旨在於對漢人社會同時
產生的統合性與分離性背後的社會文化機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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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的討論與理解，並對既有漢人民間信仰研
究提出全面的整理與批判。全書積極與當代各種
學術潮流，如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等進行對
話，並試圖重建人類學研究的當代意義與價值，
是能同時站在人文思潮最前沿、台灣民間信仰當
代熱潮、與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發展等交會點之
間，而能提出具有歷史文化深度之反省與分析的
當代有關漢人研究的重要學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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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出版有
專著《社會脈絡中的助人行為》、《社會分化與
宗教制度變遷》、《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等。
譯有 David K. Jordan 的《神．鬼．祖先》。研究
領域以宗教社會學為主，包括傳統與當代慈善活
動、新興宗教、宗教組織與宗教運動、漢人民間
信仰、農村社會變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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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理論著手，處理集體與個體間的辯證性關

母子等）的情感特質。本書中作者給予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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