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屆發展研究年會議程表�
11 月 18 日（五）13:45-17:00�
時間� 說明�

12:50-13:40� 大會接駁（12:50 花蓮火車站前站發車-需事先報名登記）�
臺北-花蓮火車建議搭乘自強 170 班次�10:00-12:33�或普悠瑪 218�班次 10:24-12:39�

13:00-13:50� 報到（人社三館|�正門）�
13:50-15:10� 第一場論文發表（人社三館）�
場次� 1A� 1B� 1C� 1D�
場地� B125� B130� C108� C112�

主題� 政大國發所 X國合會�
「政府開發援助」01�

原⺠性的多重視野與想像：�
花東經驗�01�

香港與東南亞的華人社會組織：�
在地發展與臺灣連結� USR與教育現場�

� 主持人：張鑫隆�
發表人：�
• 洪士軒|� 政府開發援助計畫之碳盤查分析-以我國
於海地執行之稻作計畫為例�

• 曾晴婉|改善農業價値鏈對於促進經濟活動之影
響：以印尼茂物農企業經營計畫（2011-2014）
為例�

• 汪宗澔、曾建堯|淺談我國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之實
踐-以我國援外機構國合會之公私夥伴關係為例�

主持人：潘繼道�
發表人：�
• 李宜澤|� 從「傳統領域」到「基礎建設」：南勢阿美族
人都市化祭儀地景的空間轉換�

• 賴淑娟|� 我們織不同的故事：臺灣泛文面族群編織
文化復返的揉雜與解殖反思�

• 林素珍|� 高雄市都市阿美族新世代文化實踐的歧異
性之探究�
�

主持人：藍逸之�
發表人：�
• 寇氏美源|� 異域求生-越南政權的轉變對華人社會
的影響�

• 黃新洋|� 馬來⻄亞霹靂南海會館的風俗儀式傳承與
發展:以耆英會、七夕節為例�

• 鍾嘉晉|� 冷戰時期親臺香港僑務團體發展研究：以
「救總」及「港九救委會」為例�

• 崔鳳堯|�香港道教聯合會的發展及其社會功能�

主持人：陳新豐��
發表人：�
• 吳炘如|�USR 計畫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研究
初探�

• 張力亞、朱俊彥|� 大學協力鄉村小學教育的行動
設計：社群治理分析觀點�
�

15:10-15:30� 茶敘交流�
15:30-17:10� 第二場論文發表（人社三館）�
場次� 2A� 2B� 2C� 2D� 2E�
場地� B125� B130� C108� C112� C116�

主題� USR，然後呢：�
USR計畫的成效評估和政策倡議� 從 USR到 USSR� ⺠族誌研究與�

全球南方跨領域探索� USR與地方連結� 社會與區域發展�
� 主持人：王信實�

發表人：�
• 江書宇、鄭力軒|�在管理主義與住⺠賦
權之間：興隆公宅的治理與日常生活�

• 蘇昱璇、王信實|� 高中生參與服務學習
成效之個人背景、服務動機與核心素養�

• 翁曼婷|� 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九
款訪視評估之研究—以臺北市社工人員
為例�

• 洪怡如|�USR計畫的中⻑期成效評估�

主持人：�陳啓東�
發表人：�
• 陳新豐|�大學社會責任深化評估實踐與
反思的歷程—以朱雀先驅屏東偏鄉三師
共學模式為例�

• 黃玉枝、張茹茵、陳姝希、陳楷翔 |�����
心智障礙成人健康賦能跨域專業整合行
動方案之成效--以彈力 i 健康為例�

• 黃露鋒|�屏東前堆客庄經濟服務藍圖暨
商業模式之研究�

• 劉育忠|�如何親近陌生的自我與他性：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參與學習者的置身學
習與反身性思考—ㄧ個 USR 種子型計
畫實踐的行動研究�

• 葉晉嘉、黃芃尋|�制度興業家推動地方
創生過程之研究�

主持人：何浩慈�
發表人：�
• 費司樑|�在臺離散藏人生命經驗初探�
• 匡佑倫|�網路⺠族誌—虛擬社群中草根
文化之探討�

• 洪嘉音|� 臺灣公辦⺠營學校的實踐與理想
−以南部某國小為例�

• 何浩慈|�創傷與療癒：再思跨族群互動
之挑戰與整合�

• 林 汝 羽 |�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erspective� on� post-conflict� borderland�
development:� The� Monpas� in� Eastern�
Himalayas�

主持人：李建霖�
發表人：�
• 宋世祥|�USR 課程成果節慶化策略的效益
與挑戰〜以鹽夏不夜埕與街頭玩童為例�

• 林芳慈、許祐蓁、張力亞|� 建構地方學
習型社群組織的行動模式初探：以暨大
的行動個案為例�

• 陳仲沂|�教育部 USR計畫之大學定位與
社區連結之關係：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USR為例�

• 劉麗娟|�陪彼此一段：大學生與社區組織
⻑期協力合作的行動研究�

主持人：王佳煌�
發表人：�
• 林玟妤|�論地方文化館政策發展二十年
及政策轉型與展望�

• 王佳煌、詹傑勝|� 臺灣文化消費階層化
之研究：以參觀博物館為例�

• 王昱翔、紀宗利|� BTC、NFT、DeFi 指
數、VIX 指數與黃金指數之關聯性研究�

• 吳冠頡、鄭祖睿|� 以多層次觀點探討自
行車通勤政策轉型過程利害關係人參與
情形-以高雄市為例�
�

11 月 18 日（五）17:30-19:30��第四屆東暨論壇|�USR 的異想之夜�-需事先報名登記�



11 月 19 日（六）09:15-17:45�
時間� 說明�

08:30-09:00� 報到（人社三館|�正門）�
09:00-09:10� 開幕式、貴賓致詞�
09:10-09:15� 與會來賓合影�

09:15-10:45� 主題講座：全球與在地交織的臺灣研究（人社三館|�B113 元瑾講堂）�
�

主持人：湯京平�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暨國際合作⻑）�
主講人：陳東升�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10:55-12:15� 第三場論文發表（人社三館）�
場次� 3A� 3B� 3C� 3D�
場地� B125� B130� C108� C112�

主題� 政大國發所 X國合會�
「政府開發援助」02�

原⺠性的多重視野與想像：�
花東經驗�02� 做花東:地方發展與韌性� 地方與韌性 02�

�

主持人：吳奕辰�
發表人：�
• 林義鈞、羅頌⺠|�⺠國初期的環境治理�
• Asma� Amina� Belem|� Reflecting� on� Hans�
Morgenthau’s� Thoughts� on� Aid� Effectiveness�
in� his�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60�
Years�Later�

• 劉曉鵬|�中非合作論壇的緣起與變遷�

主持人：宋郁玲�
發表人：�
• 陳毅峰|� 文化資產、認同政治與自然資源：太

魯閣地區原住⺠生態旅遊的變遷�
• 林俊偉|� 從疫情中的 Podcast 聲媒教學談分散

式原⺠在地發聲：CDIO 觀點�
• 黃盈豪|� 從「部落照顧」到「部落發展」的距離：

部落文化健康站的觀察與反思�

主持人：李宜澤�
發表人：�
• 張鑫隆|� GAYA 才是法律的原點：亞洲水泥公司新
城山礦場租用原住⺠族土地眞相調查過程中的發
現�

• 翁士恆|� 轉化地緣為接應空間的療癒行動：以花蓮
地區罕見疾病家庭服務計畫為例�

• 郭俊麟|�數位時代下的地方志撰修與大學社會實踐
-吉安鄉案例研究�

• 林子新|�通貨膨脹物價不上漲：臺灣戰後幣制改革
的前因後果(1945-1960)�

主持人：王素芬�
發表人：�
• 吳蘇庭|屋頂光電與地方文化的裝配：以淡水忠寮
社區公⺠電廠發展為例�

• 賴子儀|� 從水利襲產保存到社區動態維護：屏東檳
榔聚落的個案研究�

• 謝玉玲、李明安、蘇琬雅|環境敘事與區域文化變
遷初探—以雲林口湖為例�

• 黃仁志|�國家的數位轉型：丹麥的數位化發展歷程�
�

12:15-13:00� 午餐時間（人社三館|各發表教室）�/�發展研究學會會員大會（人社三館|�B111）�

13:00-14:30� 主題講座：整合人文社會學科與自然科學：談永續發展的跨領域研究典範（人社三館|�B113 元瑾講堂）�
�

主持人：李明安�教授（國立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特聘教授暨副校⻑）��
主講人：戴興盛�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14:30-14:40� 茶敘交流�

14:40-16:20� 第四場論文發表（人社三館）�
場次� 4A� 4B� 4C� 4D� 4E�
場地� B125� B130� C108� C112� C116�

主題� ⻑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之�
建立與永續發展� 氣候變遷因應與永續能源發展� 產業發展與空間 01� 能源與治理� 性別,�and�beyond�

�

主持人：戴興盛�
發表人：�
• 王素芬|�⻑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_彰化
（LTSER_Changhua）介紹�

• 藍逸之、王素芬、林惠眞、宋郁玲|�⻑
期社會生態研究平臺概念回顧與在臺展

主持人：曾聖文�
發表人：�
• 郭雅婷、周桂田|�Manufacturing�
sector�based�on�TCFD�
recommendations�in�Taiwan�

• 黃慧慈、施怡君|�離岸風電與漁業之衝

主持人：遲恒昌�
發表人：�
• 林介士|�四川⻄北羌族地區旅遊開發政
策之研究�

• 徐胤承|�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之思考�
• 劉佳蓉、賴思廷|� 以情感氛圍之角度探

主持人：林子新�
發表人：�
• 周禮邦|� Gogoro� Network 換電站佈建
的公私協力模式：� 從能源轉型治理理
論的多層次視角途徑檢視�

• 陳 興 芝 、 李 俊 鴻 |� Incorporating�

主持人：孫嘉穗�
發表人：�
• Manasse�Elusma|�Climate�change�
through�a�gender�lens:�Examining�
farmers'�perceptions�and�coping�
strategies�in�Haiti�



望：跨域治理之觀點�
• 宋郁玲|�⻑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之社
會面向資料建置與議題整合�

• 陳毅靑|�自然環境和人為活動對彰化海
岸潮埔地形變遷之研究�

• 盧沛文|� 以海線為名：臺灣離岸風電開
發與其空間影響�

突與調和：日本和韓國的利益共享與
協調機制之案例分析�

• 黃偉任、王奕陽、王涵、林木興、許志
義、周桂田|� 建構數位轉型下的臺灣永
續能源生態系統新經濟�

• 林木興、劉華美、周桂田|氣候調適治
理及其法律整備：歐盟、英國對台灣組
織法與作用法之啟示�

討大型旗艦建築物對周邊土地使用之影
響—以花博公園圓山園區為例�

• 陳季呈、祝家蔚、李俊鴻|�Integrating�
communities’�importance-
performance�aspects�of�community�
resilience�towards�sustainable�
indigenous�tourism�

• 陳偉恩|��Institutions,�collective�
action,�and�adaptive�co-
management:�Analyzing�the�
problem�of�social�fit�in�marine�
protected�area�governance�

citizens’� importance-performance�
perspectives�of�social�acceptance�of�
renewable� energy� management� in�
Taiwan�

• 李崇睿|�離岸風電能不能-臺灣離岸風電
產業的創建、落地與著根�

• 麥傑米|台灣的利害關係人問題：切入
離岸風力發電產業�

• 鄭以萱|�永續發展管理人才培育之探究�
�

• 張哲源|� 我在花蓮做同志：逃離臺北的
性別實踐�

• 魏玫娟|�Masculine�development�and�
gender�equality:�The�case�of�Taiwan�

14:40-16:25� 圓桌論壇（人社三館|B104）�
� 論壇主題：XPlorer 探索者計畫−走入大學的疫後新課綱世代：文化世代衝擊與再適應�

主持人：彭心儀�
發表人：�

● 許書銘、李佩玲|��大學入門課程支持系統之建立-以東海大學�Alpha�Leader�為例�
● 許輝煌、包正豪、蔡宗儒、黃瑞茂、李⻑潔|�「探索」作為行動方法：以「探索永續」、「素養導向」課程為例�
● 陳柏宇、陳佳慧、王皖佳、張舒斐、詹雪蘭|�高素養的接力賽-以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新生轉銜課程為例�
● 杜瑞澤、朱谷熹、蔡旺晉、李傳房|�後疫砌兵—色彩學基礎素養課程的創新教學模式研究�
● 周德嬚、曾明怡、劉紀雯|�外語人才科技賦能與永續議題初探�-�以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為例�

與談人：焦傳金、林崇熙、吳明錡�
16:20-16:30� 茶敘交流�
16:30-18:10� 第五場論文發表（人社三館）�
場次� 5A� 5B� 5C� 5D�
場地� B125� B130� C108� C112�
主題� 中國（綠色）科技治理與發展� 解析遷移：流動/無法流動� 產業發展與空間 02� 公⺠與行動�

�

主持人：陳虹穎�
發表人：�
• 劉秋婉|� 以代碼化拼裝體概念初探中國綠色金融科
技在一帶一路與數位絲路的發展�

• 林竣達|�中國科技企業與跨國治理：以綠色金融科
技分類架構的成形為例�

• 黃彥誠|��一帶一路下的孔子學院-以東南亞為例�
• 黃兆年|�中國數位威權主義的規範擴散與極限：一
個世界體系論的觀點�
�

主持人：盧沛文�
發表人：�
• 宋郁玲|�留不住，走不了—臺灣人才回流的多重空
間經驗與資本積累�

• 許嘉文|�學術資本主義下臺灣學生跨國留學流動性
的建構�

• 遲恒昌|��移居花蓮的農業實踐�
• 黃紫翎|� 我能在鄉村找到身心平衡嗎?返土歸農女
性在另類農⻝網絡裡的自我關照與健康福祉�

• 林姿萱|�回鄉？創生？宜蘭靑年返鄉與地方藝術季
發展�

主持人：林政逸�
發表人：�
• 高甫承|� 都市多樣化產業群聚—以內湖科技園區資
訊系統整合產業為例�

• 曾聖文|�能源轉型中的技術學習：臺灣風能產業的
快速跟隨與產業聚落�

• 鄭安廷|��從空間經濟之視角分析產業韌性�
• 施柏榮|� 美國關鍵供應鏈政策對臺灣產業的影響：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
• �

主持人：魏玫娟�
發表人：�
• 李天健、邱星崴、錢克瑋|�當代臺灣地方型公⺠社
群的形成--璞玉田的抗爭、韌性與創生�

• 李俊鴻、陳興芝|� Integrating� citizen’s�multiple�
preferences� on�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in�Taiwan�

• 向明珠|�吃貨萬歲？：在⺠主社會追求美⻝的正當
性�

• 王梅、黃錦山|�餐桌上的社會運動：從「慢⻝」拿回
原住⺠族「⻝物主權」-花蓮縣「原住⺠族野菜學校」
實例探討�

• 曾子睿|�靑年群體的社會參與-以花蓮 193 縣道拓
寬爭議為例�

�



11 月 20 日（日）09:00-12:20� 
時間� 說明�

08:30-09:00� 報到（人社三館|�正門）�
09:00-10:30� 主題講座：流域，作為區域想像與研究的單位（人社三館|�B113 元瑾講堂）�

�
主持人：簡旭伸�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教授暨臺灣發展研究學會理事⻑）��
主講人：黃宣衛�教授（中央研究院⺠族學研究所研究員暨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合聘教授）�

10:40-12:20� 第六場論文發表（人社三館）�
場次� 6A� 6B� 6C� 6D� 6E�
場地� B125� B130� C108� C112� C116�
主題� 人與非人� 認同、文化與關係� 新冠疫情下的社會與區域發展� 國際發展與合作� 邊緣與危殆�

�

主持人：翁士恆�
發表人：�
• 應尙樺|� 「照顧人，照顧土地」：園藝治
療下的多元照顧經驗�

• 林潤華|�旅行的拼裝體：同伴動物、旅
行與治理�

• 陳品嘉|� 「雞」本代謝：新竹市都市養雞
的物質分解與社會重組�
�

主持人：黃盈豪�
發表人：�
• Betty�Betharia�S.�Naibaho|�Agency�
and�Culture�in�the�Traditional�Land�
Development�Process�of�the�Lake�
Toba�Area,�North�Sumatera,�
Indonesia�

• Pakorn�Phalapong|�Milk�Tea�
Alliance:�The�construction�of�
transnational�identity�through�the�
consumption�of�milk�tea�in�the�Asian�
context�

• 吳柏毅、賴淑娟|� 店舖、人與地方：���
以「關係性」論述探究雜貨店的地方意義�

• 林冠妤|��A�World�Project：國立東華大
學外籍生的跨文化組織參與�

主持人：賴昀辰�
發表人：�
• 戴瑜慧 |� Another� Man-made� Virus�
Besides� Covid-19?� Discourse� and�
Sentiment�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edia’s�
Statements� on� Taiwan� During� the�
COVID-19�Period�

• 許源派|�後疫情與戰爭下國家發展的重
新審視�

• 柯雨瑞、� 鐘太宏 |� � 新型冠狀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下之相關應變
體系規劃及執法作為之問題與對策�

主持人：張瓊文�
發表人：�
• 曾建元、詹佳宜|�中國劇變與臺灣對策�
• 林仲慶、楊名豪|�WTO漁業補貼談判：
當前成果與待解決課題�

• 葉思妤|�以跨國倡議網絡探究香港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之成效及臺灣扮演之角色�

主持人：蔡侑霖�
發表人：�
• 裴浩哲|� 助人的方式與原因？從社工和
實業家們的個人觀點出發，了解「後復
仇之都」的臺北市無家者服務，如何在
後新冠肺炎時代的三尺度空間動態中，
不斷的產生與再造。�

• 林秉賢 |� 跳島效應：脆弱家庭兒童的���
社會空間習得經驗�

• 林嘉男|� 從豐腴之島到邊陲離島−近代
蘭嶼發展歷程的政治經濟分析�

• 蔡侑霖 |� 是轉變還是消逝：工業化及���
都會區擴張下的當代都市客庄�

12:50-13:40� 大會接駁（12:50 東華大學人社三館門口發車-需事先報名登記）�
花蓮-臺北火車建議搭乘自強 223 班次 14:07-16:36�或新自強 421�班次 14:40-16:52�

13:30-16:30� 溝仔尾散策（名額有限需事先報名）�
參與者-花蓮-臺北火車建議搭乘普悠瑪 233 班次 17:23-19:36�或新自強 431�班次 17:27-19:4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