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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程 

 

102 年 11 月 09 日(六) 議程表 
08：30～09：00 大 會  報 到（綜合院館 5 樓國際會議廳） 

09：00～09：20 
會 議  開 幕 （綜合院館 5 樓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王振寰講座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貴 賓：吳思華校長 國立政治大學 / 莊奕琦院長 國立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09：20～10：20 

大會主題論壇「農業與永續發展」 （綜合院館 5 樓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童振源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與談人：王振寰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大陸研究中心 / 徐源泰院長 國立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顏愛靜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 蔡培慧教授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共四位(依筆劃排序) 

10：20～10：30 報    到 （綜合院館 1 樓中庭）/ 茶    敘（綜合院館 1 樓中庭） 

場次 1 發表地點 270103 教室 270104 教室 270105 教室 270106 教室 270107 教室 

10：30～12：00 

A-1 發展理論 
主持人：李玉瑛教授 
世代論與發展研究初探 
發表人：邵軒磊教授 
評論人：王佳煌教授 
永續消費與性別平等：關於媒體如

何再現環保實踐的性別質問 
發表人：王淑美教授 
評論人：李玉瑛教授 
從正義原則談族群主流化 
發表人：官大偉教授 
評論人：施正鋒教授 
 

B-1 國際發展 
主持人：魏百谷教授 
India's Development Aid to Sri Lanka 
after the Civil War 
發表人：Kaustav Padmapati 研究員

評論人：Raviprasad Narayanan 研究

員 

HIV/AIDS as a Transnational Issu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SEAN Challenge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發表人：Luc Chasseriaud 研究生 
評論人：趙甦成研究員 

Rethinking Foreign Aid Paradigm,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發表人：Milan Chen 研究生 
評論人：向駿主任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in the Philippines
發表人：Therese Chua 研究生 
評論人：林義鈞研究員 

C-1 區域經濟發展 
主持人：莊奕琦教授 
從二元經濟發展理論探究中國大陸金

融體系的發展 
發表人：許瑛璇博士候選人 
評論人：蔡孟佳教授 
人民幣業務開放對台灣銀行業的衝擊

與影響 
發表人：郭曜禎研究生 
評論人：朱浩民教授 
以安倍經濟學來檢視日本經濟之發展

發表人：張淵鈞研究生 
評論人：李世暉教授 

D-1 民主化與政治轉型 
主持人：何振盛教授 
語言使用與臺灣認同：一項隨機

實驗調查的研究 
發表人：張佑宗教授 
評論人：何振盛教授 
台灣民眾的機構信任、民主滿意

度和政治參與 
發表人：林瓊珠教授 
評論人：吳重禮研究員 
九七後香港的政治制度轉變 
發表人：林啟驊博士候選人 
評論人：張佑宗教授  
中國的民主辯論 
發表人：魏玫娟教授 
評論人：蔡文軒研究員 

E-1 中國基層治理 
主持人：童振源教授 
2013 年中國大陸《南方周末》

新年獻詞事件網路政治之研

究 
發表人：劉嘉薇教授 
評論人：蔡中民教授 
中國農民組織的發展與村落

社區的認同：內陸 2 村落組

織發展的比較分析 
發表人：王瑞琦研究員 
評論人：湯京平教授 
非營利部門的發展與災難管

理：大陸雅安地震後的契機

發表人：湯京平教授/涂萍蘭

研究生 
評論人：洪啟東教授 

12：00～14：40 大會報告、發展學會成立大會、及相關事宜 （綜合院館 5 樓國際會議廳） 
14：30～14：50 下 午  報 到 （綜合院館 1 樓中庭） 
場次 2 發表地點 270103 教室 270104 教室 270105 教室 270106 教室 

14：50～16：20 

A-2 永續發展 (1) 
主持人：李碧涵教授 
中國水務市場化中的國家與企業 
發表人：吳德美教授/廖修武研究生 
評論人：林義鈞研究員 
可再生能源產業突圍——制度、政策與產

業鏈的視角 
發表人：林凱源研究生 
評論人：林義鈞研究員 
 

B-2 永續發展 (2) 
主持人：湯京平教授 

Policy Consideration for Energy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in a Carbon- 
Constrained World: a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Energy Utility 
發表人：黃信勳研究員/徐世榮教授 
評論人：湯京平教授  
我國碳交易市場之可行性分析 
發表人：黃靜吟研究生 
評論人：李堅明教授 

C-2 城鄉發展 
主持人：黃麗玲教授 
檢視中國大陸城鄉結合部的社區治理實踐：

新公共服務理論 
發表人：張淳翔教授/賴榮偉博士 
評論人：邵軒磊教授 
自由貿易 vs 農民生計—南韓的農業政治角力 
發表人：王綺年教授 
評論人：劉德海教授 
用城市包圍農村：中國的國族革命與臺灣的

城鄉逆轉(1945-1953) 
發表人：林子新研究員 
評論人：鐘延麟教授 
 

D-2 族群發展與正義 
主持人：高德義教授 
台灣百年來的族群關係發展圖像 
發表人：黃智慧研究員 
評論人：施正鋒教授 
新移民的涵化機制：社會資本與社區觀點

下的新移民心理適應 
發表人：李俊豪教授 
評論人：楊婉瑩教授 

16：20～16：30 茶    敘 （綜合院館 1 樓中庭） 
場次 3 發表地點 270103 教室 270104 教室 270105 教室 270106 教室 

16：30～18：00 

A-3 性別與發展 
主持人：蘇淑娟教授 
性別統計指標建構之策略意涵：以苗栗為

例 
發表人：李威霆教授 
評論人：蘇淑娟教授 
全球公民教育下的女孩性別認同與文化實

踐 
發表人：陳安琪博士生 
評論人：陳皎眉委員 
新興社會運動之研究－以白玫瑰運動為例 
發表人：陳貴琳研究生 
評論人：陳皎眉委員 

B-3 氣候變遷與治理 
主持人：杜文苓教授 
從美國法院判決看環境正義的自我指涉機

制 
發表人：黃之棟教授 
評論人：杜文苓教授 
民主的環境主義：民主政治與氣候治理的連

結 
發表人：施奕任研究員 
評論人：魏玫娟教授 
 

C-3 經濟發展與移工 
主持人：劉梅君教授 
中國大陸經濟轉型與勞動體制的發展 
發表人：吳德美教授/黃志豪研究生 
評論人：劉梅君教授 

The Making of Working Class Masculinities in 
Factory Life: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發表人：鄧韻雪博士生 
評論人：林宗弘研究員 
中國大陸農民工職業病維權的行動策略選擇與

影響：以 2009-2012 年湖南塵肺病工人維權抗爭

為例 
發表人：范璐璐博士候選人/吳子峰博士生 
評論人：林宗弘研究員 

D-3 原住民族發展 
主持人：賀大衛教授 
澳洲與聯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的爭

端 
發表人：施正鋒教授 
評論人：賀大衛教授 
拉丁美洲農民與原住民運動發展分析: 巴

西無土地鄉村勞動者運動(MST)與墨西哥

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 
發表人：石雅如教授 
評論人：王秀琦教授 
以 2012 年印尼華人鍾萬學當選雅加達副

省長看印尼華人參政與外部社會認同之

初探 
發表人：林東余研究生 
評論人：王遠嘉教授 

 

「發展研究」工作坊 發表地點   270114 教室 

「發展研究」工作坊 1 ～社會與公民權～ 
主持人：王振寰教授 

 
 

13：40～14：40 健康與安適狀態：從公共衛生的角度討論發展與人權 / 黃嵩立教授  
環境與生態：生態破壞、保存，與新型綠色產業 / 周桂田教授 
新移民：全球化下人口跨界社會流動 / 夏曉鵑教授 

土地與住宅：住宅，商品？或種社會人權？ / 黃麗玲教授 
原住民：思索原住民族百年危機與轉機 / 施正鋒教授 
 

「發展研究」工作坊 2 ～經濟與產業～ 
主持人：王振寰教授 

 
 

14：50～16：20 
區域整合：經濟全球化與自由相關貿易協定 / 童振源教授 
勞動參與：發展變遷中勞動者角色 / 黃德北教授 
文化產業：歷史、文化重構與後現代經濟 / 李玉瑛教授 

技術變遷：技術跨界流動、發展，與地方經濟成長轉型 / 陳良治教授 
農業與農村：全球化下農業、農村與農民變遷 / 徐世榮教授 
 

「發展研究」工作坊 3～不同空間尺度下的發展研究～ 
主持人：王振寰教授 

 
 

16：30～18：00 國際尺度：政府、非政府國際組織與國際發展援助 / 簡旭伸教授 
區域尺度：次國家區域（subnational regional）發展差異 / 夏黎明召集人 
身體尺度：從個體/性別/勞動者角度思考人類發展 / 李碧涵教授 

國家尺度：國家角色、脫離貧窮到發展 / 陳俊宏教授 
都市尺度：著重討論刻正發生在都市上的各種發展議題 / 周志龍教授 
社區尺度：社區發展、協作、互助與社會創新 / 湯京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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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程 

 

102 年 11 月 10 日(日) 議程表 
08：30～09：00 大 會  報 到（綜合院館 1 樓中庭） 
場次 4 發表地點 270103 教室 270104 教室 270105 教室 270106 教室 270107 教室 

09：00～10：30 

A-4 土地正義與空間治理(1) 
主持人：金家禾教授 
加速推動都市更新方法之探討 
發表人：黃淑惠教授/林元興教授 
評論人：周志龍教授 
臺灣戰後空間治理危機的歷史根源：重

探市地改革(1953~1954) 
發表人：廖彥豪研究生 
評論人：黃信勳研究員 
從審議式民主論我國土地徵收之參與程

序問題：以台南鐵路地下化東移案為反

思 
發表人：林宜均研究生 
評論人：林子新研究員 
 

B-4 發展與災害治理 
主持人：宋筱元教授 
災害治理的實踐哲學與方法：以復

原重建中社會福利角色為例 
發表人：李宗勳教授/郭銘峰研究

員 
評論人：宋筱元教授 
社會網絡對災後重建與社區發展

的作用：以莫拉克風災為例 
發表人：易婉容研究生 
評論人：陳文玲教授 
 

C-4 中國農村治理 
主持人：簡旭伸教授 
無奈之舉？經營之略？中國地方政府

土地徵收機制與違法行為：兼論河南

龍子湖大學城與江蘇鐵本事件 
發表人：柳金財教授 
評論人：王嘉州教授 
中國大陸經濟發展與貧困線互動探

析 
發表人：許源派教授/呂侑倫研究生

評論人：劉致賢教授 
 

D-4 社會發展 
主持人：王增勇教授 
佛教新生活運動：台灣入世佛教

的日本化 -以慈濟功德會的社會

歷史透視為例 
發表人：姚玉霜教授 
評論人：王韻研究員 
台灣人口結構老化下國民黨與民

進黨老年福利政策比較分析

(2004-2012 年) 
發表人：曾俞瑜研究生 
評論人：王增勇教授 
全球化下台灣的老人照顧趨勢-
以日間照護為例 
發表人：朱英嘉博士候選人/袁鈺

鈞研究生 
評論人：王增勇教授 

E-4 發展與人權 
主持人：劉宜君教授 
甘比亞的產婦死亡風險：健康權

與財產權之關係 
發表人：黃嵩立教授 
評論人：劉宜君教授  
門外：環評審查拒絕公民參與失

去些什麼？ 
發表人：陳俊宏教授/蔡雅瀅研究

生 
評論人：徐世榮教授 
Incentives for Human Rights 
Improvements: Foreign aid in 
Southeast Asia 
發表人：顏永銘教授 
評論人：陳牧民教授  

10：30～10：40 茶    敘 （綜合院館 1 樓中庭） 
場次 5 發表地點 270103 教室 270104 教室 270105 教室 270106 教室 270107 教室 

10：40～12：10 

A-5 土地正義與空間治理(2) 
主持人：徐世榮教授 
大埔毀稻事件-區段徵收制度史上的傷

痕與血淚 
發表人：鍾麗娜教授/徐世榮教授 
評論人：陳良治教授 
避免公地悲劇，邁向公民社會：社區組

織如何塑造生態城市？ 
發表人：曾聖文教授/張睿昇教授 
評論人：陳良治教授 
綠色縉紳化？台北都會區水岸住宅的發

展 
發表人：王志弘教授/李涵茹助理 
評論人：林政逸教授 

B-5 科技與社會發展 
主持人：謝政諭教授 
國家轉型與大科技系統的共構 ：

台灣發展脈絡下建構捷運木柵線

發表人：張國暉教授 
評論人：董建宏教授 
核能科技官僚對公眾溝通及公民

參與之態度分析與科技民主化策

略 
發表人：黃郁芩研究生 
評論人：單文婷教授 
通往「現代」的曲折軌道：台北捷

運誕生史與捷運科技生活形式 
發表人：黃令名研究生 
評論人：董建宏教授 

C-5 科技創新與發展 
主持人：劉致賢教授 
從「以市場換技術」到「以市場換

支持中國標準」：大陸政府對中國

4G 標準走出去的政策調適 
發表人：蔡青蓉研究員 
評論人：劉致賢教授 
中國山寨機產業的運作機制及其制

度基礎 
發表人：范淑敏研究員 
評論人：李傳楷教授 

D-5 制度設計與發展(1) 
主持人：廖達琪教授 
審議式文官制度可行性之初探 
發表人：魯俊孟教授 
評論人：葉浩教授 
從馬來西亞第 13 屆國會大選評

析馬國政治轉型的瓶頸 
發表人：孫采薇研究員 
評論人：廖達琪教授 
由 Jürgen Habermas「論辯倫理學」

探究反思網路公民素養課程 
發表人：李珮瑜教授 
評論人：王素芸教授 
 

E-5 南亞民主化 
主持人：吳得源研究員 
左派政治組織對印度民主之影

響：以共產黨與 Naxalite 毛派游

擊隊為例 
發表人：陳牧民教授 
評論人：吳得源研究員 
印度民主發展歷程及評價 
發表人：方天賜教授 
評論人：陳牧民教授 
緬甸民主化歷程：第三波民主化

再檢視 
發表人：張棋炘研究員 
評論人：吳得源研究員 
邁往何處？巴基斯坦伊斯蘭式民

主建構之路 
發表人：陳偉華博士候選人 
評論人：方天賜教授 

12：10～13：30 午     餐 （各場次教室） 
13：00～13：30 下 午 報 到 （綜合院館 1 樓中庭） 
場次 6 發表地點 270103 教室 270104 教室 270114 教室 270106 教室 270107 教室 

13：30～14：40 

A-6 城市治理 
主持人：周志龍教授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on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Haiti 
發表人：SheloveSimeo 研究生/張榮農教

授 
評論人：黃國宬教授 
公共財的悲劇？礁溪溫泉的困境與轉機 
發表人：呂孟芩研究生 
評論人：林政逸教授 

B-6 永續發展與動物福利(1) 
主持人：蔡良文委員 
「道德」可被評鑑嗎？道德政策執

行績效評鑑機制之思考-以我國地

方政府動物保護行政績效評鑑機

制之設計為例 
發表人：吳宗憲教授 
評論人：劉湘瑤教授 
人與動物之權利關係：以娛樂動物

為例 
發表人：楊書瑋研究生 
評論人：鄭麗榕博士 
動保公益訴訟在我國法律體系中

實踐之可能性與政策意涵 
發表人：王毓正教授 
評論人：林明鏘教授 

C-6 新書發表 
主持人：楊昊研究員 
《臺灣東南亞研究新論：圖象與路

向》 
 

致辭貴賓 
蕭新煌所長 
王振寰講座教授 
 
 

與談作者 
梁志輝研究員 
邱炫元教授 
陳琮淵博士 
 

D-6 網路治理 
主持人：黃國俊博士 
網路空間治理的權力轉移－網軍

崛起 
發表人：趙申博士候選人 
評論人：黃國俊博士 
中國對台輿論戰：以台港媒介股

權移轉為例 
發表人：簡余晏博士生 
評論人：蔡韻竹教授 
全球化下中國政府與中國新聞媒

體在中國形象之建構與傳播上之

博弈 
發表人：李羿蓁研究生 
評論人：劉昌德教授 

E-6 發展與未來 
主持人：鄧建邦教授  
中國基層政權議題之多層次因果

分析 
發表人：紀舜傑教授 
評論人：徐斯儉教授 
造反有理？網路世代的反威權運

動分析：以馬來西亞、香港與台

灣學生運動為例 
發表人：陳建甫教授 
評論人：鄧建邦教授 
動員能量、抗爭策略與未來想

像：台灣、香港環保團體在環境

保護運動的個案研究 
發表人：陳建甫教授/蘇志濤研究

生 
評論人：戴興盛教授 

14：40～14：50 茶     敘 （綜合院館 1 樓中庭） 
場次 7 發表地點 270103 教室 270104 教室 270105 教室 270106 教室 270107 教室 

14：50～16：38 

A-7 中國社會衛生安全 
主持人：陳美霞教授 
國際援助退潮下的中國愛滋病民間組織

發展 
發表人：趙甦成研究員 
評論人：江弘基博士 
全球化下之健康衛生風險管理—以海峽

兩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為例 
發表人：江素慧研究學者 
評論人：江弘基博士 
 

B-7 永續發展與動物福利(2) 
主持人：錢永祥研究員 
永續發展下之動物利用以及自由

民主下之動物權 
發表人：盧倩儀研究員 
評論人：錢永祥研究員 
再思 Rawls：原初狀態中還有動物

的位置嗎？ 
發表人：呂明哲教授 
評論人：吳豐維教授 
我國動物保護二十年運動史 
發表人：汪盈利研究生 
評論人：周平教授 

C-7 糧食安全與食品 
主持人：陳明通教授 

Weighing up Market Mechanism and 
Regulated Distribution: China’s Food 
Security under Spatially-imbalanced 
Development 
發表人：林義鈞研究員/李慧琳教授

評論人：施正屏教授 
有機農業多功能性之初探－以宜蘭

縣三星鄉行健村為例 
發表人：顏愛靜教授/吳宜庭研究生

評論人：黃秋蓮教授 
新世紀的神農夢─中國的糧食安全

與轉基因作物發展 
發表人：林彥榕博士生 
評論人：施正屏教授 
農業食物的品質建構與文化經濟─
以二林地區葡萄酒為例 
發表人：林孟璇研究生/賴守誠教授

評論人：黃秋蓮教授 

D-7 科技創新與發展(2) 
主持人：陳明祺教授 
在地鑲嵌化：初探出口型台商在

中國生產網絡的轉變與影響 
發表人：鄭志鵬教授 
評論人：陳明祺教授 
台灣生技新藥產業發展：國家政

策與法律規範 
發表人：孫家偉研究生 
評論人：房思宏研究員 

E-7 民主治理與發展 
主持人：彭立忠教授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Wiser 
Futures: Sino-Africa Relations and 
Futures of African Development 
發表人：Tim Kumpe 博士生/ 陳

國華教授 
評論人：劉曉鵬教授 
全球化對青年就業的影響與衝擊

發表人：鄧玉英講師 
評論人：馬財專教授   
「創齡」：探討高齡志工經驗與未

來圖像之初探 
發表人：林凱鈞研究生 
評論人：馬財專教授 
現代塔羅牌中的未來意象—以萊

德偉特塔羅牌為例 
發表人：傅浧瑄研究生 
評論人：陳瑞貴教授  

16：38～17：00 
大 會 閉 幕  /  交接、授印  （綜合院館 5 樓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童振源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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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承續 2009 年首屆發展研究年會以來傳統，在在全球化

的影響下，積極探討各種發展相關議題。發展研究年會建立起臺灣，乃至亞太地

區，關注「發展研究」學者、學子交流之平台，奠定發展研究多元層次與跨領域

之利基。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盛況空前，由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主持承辦，

其他國內主、合辦單位共有 15 個相關系所與 2 個研究中心。 

主辦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協辦單位 

（依筆畫順序排列）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本次研討會共計 1 場主題論壇、3 場研究工作坊、1 場新書發表座談與 32 場

次論文發表，論文發表人 96 人，論文篇數 91 篇，主持、與談及評論達 148 人，

創下發展年會的紀錄；參與人數也是五屆之最，會議前二日報名與會人員 184

人。兩日與會人次超過 600 人次。如此多的參與人數顯示出發展研究已成為熱門

而眾所注目的學術群。而籌備的各個老師委員也是來自各個系所的翹楚，顯示發

展研究的重要。 

召集人 王振寰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總幹事 童振源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籌備委員 

（依姓氏筆

畫排序） 

王振寰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何振盛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李玉瑛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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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田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周繼祥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林義鈞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邵軒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施世駿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施正鋒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洪泉湖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夏黎明  國立台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 

夏曉鵑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徐世榮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張國暉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陳良治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陳俊宏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童振源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黃奎博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發展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黃德北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黃麗玲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劉阿榮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鄧玉英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鄧建邦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簡旭伸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魏百谷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學系 

魏玫娟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蘇淑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在本質上，發展研究融合了社會科學的各個重要學科，橫跨經濟、政治、社

會等面向。首先，發展的最早的概念來自於經濟成長。自西方啟蒙運動以來，推

崇人定勝天，以科學的力量、理性的思考達成國富民安的目標，工業社會帶來自

由與線性前進的價值觀。然而，過度的工業化造成環境的破壞，知識份子進一步

省思，是否存在，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能夠維持地球環境永續生存的發展模

式？另一方面，過度追求富裕的環境衝擊著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整體的價值觀

遭到極大的扭曲，使整個社會的發展走向不平衡，台灣社會目前面臨了貧富差

距、外籍移民、城鄉差距、青年薪資等議題。這些都是我們亟欲去思考並改善的。 

政治發展的概念則相當廣泛，除了從傳統的政治體制、政治模式向現代政治

體制、政治模式的發展和演變過程，進而去探尋未來可能的形勢演變之外，更涉

及了政治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政治合法性基礎的擴大、政治制度化水準的提高、

政治參與機會的增加、政治民主的擴展、政治文化的改造以及公民自由權利內容

的豐富，都包含在政治發展這綜合性的概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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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無論從台灣或是國際的角度出發，中國崛起都一個不容忽視的議題，

兩岸之間的特殊關係與走向更是在台灣未來政治發展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

色。經濟、社會、政治發展三者間的相互交織和衝擊讓發展研究的視角更為寬廣，

關係到人類與永續生存的問題。因此，發展研究這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研究，是當

前每一個國家面臨重要的議題，也是身處於國際社會中不可欠缺的概念。 

而就實際上應用於人類生活層面而言，發展是人類永恆的主題。近年來，全

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與環境災難、恐怖主義持續橫行、國際能源價格波動

和供需矛盾、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發展瓶頸、農業與糧食糧安全、病毒變異和疫

病傳染、土地開發爭議、食品安全問題、霸權政治和不平等的外交、恐怖主義持

續橫行等危機和不安全，將每個個人、社會與國家裹挾其中。既有典範無法應對

不斷湧現新危機，無處不在的不確定加强了人類對於安全的訴求；與此同時，對

於既有典範的衝擊，也為新視野、新思想、新行動創造出空間，通過危機帶來的

契機，在批判和揚棄中獲得新的可能性，找尋新的安全所在。 

故本次的發展研究年會除了探討傳統社會科學的三門學科以及人類的永續

發展，更透過跨域的結合探討人類各個層面所帶來的影響，這也是發展研究的核

心而其他學科所無法觸及而唯獨發展研究可以面對的。 

所以，本次研討會所橫跨的領域相當的廣泛，在大會的主題論壇上，討論了

農業與永續發展的各個面向，在糧食危機、食安危機逐漸擴大，我們該如何自處？

而政府在此時該用怎麼樣的角色、怎麼樣的方法去面對；論文的主題包含發展理

論與另類發展理論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Alternative Development)、土地

正義與空間治理 (Land-Related Justice and Spatial Governance)、健康、環境、氣

候變遷與風險治理 (Health,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and Risk Governance)、

金融危機與全球治理 (Financial Crisis and Economic Governance)、民主化與政治

轉 型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 社 會 創 新  (Social 

Innovation)、全球化與區域化研究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勞工與移

民 (Labor and Migration)、城鄉與社區研究 (Urban/Rural/Community Studies)、性

別與發展 (Gender and Development)、族群與原住民研究 (Ethnic and Aboriginal 

Studies)、國際合作與發展援助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nd Aid)、

虛擬世界與網路治理  (Cyber Space and Internet Governance)、發展與人權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科技與社會研究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Studies)、人口與發展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而雖然討論的

領域相當的廣泛，但是在問題上的研究是相當的深入的才是本次研討會最為難能

可貴的地方；而在工作坊的討論又更加精闢，囊括了所有發展領域的面向，在各

領域中皆有豐富的成果，而更計畫在明年出版第一版台灣發展研究的教科書。 

而除了學者間的互相切磋、碰撞激盪出更多火花使發展研究成長茁壯，參與

報名的聽眾也是功不可沒。在各個場次中，都可以聽眾深思熟慮且專心聽講，把

握住每個 Q&A 的時間與台上的學者對話，用生活中的各種經驗面向與理論對話

進一步檢驗理論架構的全面性，在眾人的腦力激盪下，提升整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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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以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兼學務長柳金財教授的文章為例

子即可看出討論的狀況的熱烈程度。 

柳教授的文章為〈無奈之舉？經營之略？中國地方政府土地徵收機制與違法

行為：兼論河南龍子湖大學城與江蘇鐵本事件〉，探討近年來中國社會土地違法

案件數量呈現上升態勢，主要原因在於部分地方政府違法用地量大幅增加，幾乎

嚴重的土地違法行為皆涉及地方政府，擔負監管責任的地方政府卻變成土地違法

的主體。現行土地徵用制度下，地方政府在土地徵收過程中扮演著執行者、中介

者與監督者角色，農民並無權利把土地私下販售或交易給開發商或他人，農地轉

化為國有土地出讓唯一且合法管道即是透過政府徵收。地方政府具多重的施政目

標，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增長與財政收入，此皆需要農地轉用的支持，通過農地

轉用獲取增值收益以增加財政收入。因而地方官員基於地方競爭關係、財政需求

及政績升遷之需要，往往選擇違法徵地，其策略包括設置土地儲備中心，並依收

購、儲備、出讓三個階段實現土地財政目標；同時地方政府更以化整為零方式審

批土地徵用，侵佔、截留、挪用土地補償費。尤甚者，有些地方政府對待農民維

權抗爭活動，不僅運用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傾向及法律手段威逼；更是輔以交叉

運用政府合法暴力與黑惡勢力加以處置。本文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官員敢扭曲司

法及採暴力方式解決土地徵用問題，除源自財政需求、地方競爭、政績驅力及尋

租等因素外，土地違法案件所需負擔責任成本過低及違法受懲率太低亦為其主

因。有鑑於此，若能改變地方政府作為建設用地的「地主」及土地經營者的傳統

角色，轉化「投資性政府」為「服務性政府」，有效扮演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角色，

始可抑制地方政府徵地衝動，從而消弭由此衍生相關違法行為及農民維權抗爭。

而這種理論層次分析著中國低方政府土地財政的行為對照台灣最近不論在苗栗

大埔事件、台南鐵道地下化都引起聽眾的熱烈興趣，雖然就題目而言再探討中國

政府的土地作為，但是發展研究所提供的理論架構更講求有一體適用的外推性，

故實際理論層次分析著政府作為對於土地實際用的利弊得失、就實際面探討失地

民眾狀況，進一步得出豐碩的結果。 

而其他 90 篇論文在各個方面也有如此之效，在全球化下帶來更多便利，也

帶來更多問題需要更多的學問與腦力去面對，單靠過去單一的學問是很難去解決

目前複雜的問題，而發展研究的理論層次正視解決這問題的良方。 

因此，本次的發展研究年會是相當成功，而所帶來的效益更是超乎預期。 

在本屆年會中不只讓所有的學者宣示發展研究的重要，更透過跨領域的討論

與視野整合，以更宏觀的角度解答當代重要的研究問題。在全球化趨勢時代之

中，藉由議題的探討與研究檢視時事之潛在和發生中的危機，同時鞏固國際社會

的安全與和平之發展。在理論與現實中提供借鑒與具落實性之參考策略。透過議

題的探討和深入的研究，引發在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科技等，所產生現階

段所產生的危機，提高對危機的應對能力及反應速度，降低因危機所帶來的損

失。同時加強危機的預測、預防之措施，並加以重視危機之管理。提倡民主與民

主化為現今主政治制度的主要潮流，並致力於追求公民社會之建立與發展，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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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優質之民主。且維持國際與區域內之和平與安全，同時奠定自由、人權之精神

內涵與發展。作為指標性和指導性的意義與典範。透過理論與政治、經濟、社會

及產業等各方面對話，促進國內對於整體國家發展之宏觀至微觀面之討論，以期

取得檢討當前政策之不足甚至進一步激發出政策上建議之成效。 

而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建立傳承了「發展研究」學者之常態性對話平台，奠

定多元層次與跨領域整合利基的方式。透過年會之論文發表與討論、修正，使發

表學者的論文更臻完整精闢，以利發表人日後投稿國內外重要期刊、而對於從事

發展研究之研究生更提供一個完整而概要的認識與引導，鼓勵其從事相關研究。

今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建立了台灣發展研究學會，建立了發展研究學術社群，

奠定日後台灣發展研究的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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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報到留影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報到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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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會場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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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開幕式會場佈置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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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吳思華校長開幕致詞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莊奕琦院長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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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主題論壇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大會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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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會場一景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會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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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工作坊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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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新書發表座談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會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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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會場一景 

 

 

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會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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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發展研究學會成立大會 

 

 

臺灣發展研究學會選舉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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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優秀論文獎 

 

 

臺灣發展研究學會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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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發展研究年會閉幕式 

 

 

第六屆發展研究年會承辦單位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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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討會與會名單 

1. Derlin Jinq eco-ESCO Managementinstructor 

2. Luc Chasseriaud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NCCU 

3. Milan Chen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NCCU 

4. Pi WAN CHUN 輔仁大學碩士生 

5. Roberto Sung SOHOMGR. 

6. Shelove Simeon 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研究生 

7. Therese Chua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NCCU 

8. Tim Kumpe 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9. 上田龍平 日本交流協會研究員 

10. 尹台生 交通部桃園國際機場處長 

11. 方天賜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2. 方紫嫣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學生 

13. 方韻喬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學生 

14. 王尹辰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5. 王玉雯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學生 

16. 王克殷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7. 王志弘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18. 王秀琦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副教授 

19. 王佳煌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20. 王林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21. 王振寰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授 

22. 王素芸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23. 王偉鴻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24. 王淳美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25. 王淑美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26. 王皓宇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生 

27. 王毓正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28. 王瑞琦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29. 王嘉州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30. 王槐仁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1. 王綺年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32. 王遠嘉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33. 王增勇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34. 王霞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5. 王藝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2



36. 王韻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37. 王顥融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學生 

38. 古明章 中國文化大學研究生 

39. 司徒宇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40. 白中琫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師 

41. 石雅如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42. 向駿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副教授 

43. 朴炳培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44. 朱亭亭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 

45. 朱英嘉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所博士候選人 

46. 朱浩民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系教授 

47. 朱駿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48. 朱韻珊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49. 江文雄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生 

50. 江弘基 台北市財團法人生命線協會辦公室主任 

51. 江素慧 國家衛生研究院/衛生福利政策研究學者 

52. 江翠如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53. 艾約銘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54. 何振盛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副教授 

55. 吳子峰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博士研究生 

56. 吳仁舜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57. 吳季璇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58. 吳宗憲 國立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59. 吳宜庭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生  

60. 吳俊德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61. 吳重禮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62. 吳家坤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63. 吳國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64. 吳得源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65. 吳清風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66. 吳鈞裕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67. 吳銘崧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研究生 

68. 吳翰有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69. 吳豐維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70. 呂文玲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71. 呂侑倫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 

72. 呂孟芩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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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呂明哲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暨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74. 呂明哲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75. 呂芷柔 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學生 

76. 呂建良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77. 呂紫維 關懷生命協會專員 

78. 宋思緯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79. 宋筱元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教授 

80. 李上泰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81. 李世暉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教授 

82. 李玉瑛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副教授 

83. 李酉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84. 李孟儒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生 

85. 李宗勳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 

86. 李宗憲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87. 李宜卿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研究助理 

88. 李俊豪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副教授  

89. 李冠晨 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所學生 

90. 李威霆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所助理教授 

91. 李建陵 三重社區大學助理 

92. 李若寧 國立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93. 李韋廷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94. 李珮瑜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95. 李堅明 國立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所長 

96. 李涵茹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專任助理 

97. 李森永 國立編譯館副編審 

98. 李傳楷 新竹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99. 李楚喻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00. 李碧涵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101. 李慧琳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102. 李懷仁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03. 杜川東 世新大學學生 

104. 杜文苓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105. 杜映磊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06. 汪盈利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107. 阮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交換生 

108. 卓忠宏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 

109. 周平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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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周正履 東海大學學生 

111. 周志龍 國立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教授 

112. 周怡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13. 周桂田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114. 周淑娟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生 

115. 周鼎昌 私人機構 

116. 周瑾珊 翰煦行動創意工作室執行長 

117. 周麗芳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118. 官大偉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119. 房思宏 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120. 易婉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21. 林子倫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122. 林子揚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123. 林子超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學生 

124. 林子新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125. 林元興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教授

126. 林佑龍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127. 林孟璇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所研究生 

128.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29. 林宜均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生 

130. 林宜賢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31. 林明鏘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32. 林東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生 

133. 林冠年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博士生 

134. 林冠穎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135. 林奐君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 

136. 林彥甫 國立台北大學學生 

137. 林彥榕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138. 林政逸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139. 林政榮 國立國防大學博士生 

140. 林昭任 兩棵樹創意行動工作室專案秘書 

141. 林昱辰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助理 

142. 林浩博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43. 林益賢 國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所研究生 

144. 林高名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45. 林凱鈞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碩士生  

146. 林凱源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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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林雅鈴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148. 林義鈞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149. 林詩兒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150. 林靖芝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行系學生 

151. 林德棻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52. 林憶珊 臺灣動物平權促進會理事長 

153. 林穎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54. 林靜芬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155. 林靜虹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156. 林瓊珠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57. 邵軒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158. 邱明斌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159. 邱昭菁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160. 邱炫元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161. 邱寶琳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 

162. 金家禾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教授

163. 侯怡如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生 

164. 哈龍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65. 姚玉霜 佛光大學生命與宗教學系所副教授 

166. 施正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67. 施正鋒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及社工學系教授  

168. 施奕任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169. 施雅絨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70. 柯猷瑞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171. 柳金財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兼學務長 

172. 洪國展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173. 洪啟東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教授 

174. 洪瑀儂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75. 洪儷珊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76.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177. 胡天瑞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生 

178. 胡佳宜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79. 胡素清 故宮博物院退休職員 

180. 范庭欣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助理 

181. 范淑敏 國立成功大學國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182. 范璐璐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183. 唐玉禮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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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夏黎明 台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 

185. 夏曉鵑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 

186. 孫采薇 國立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第二所助理研究員  

187. 孫家偉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所碩士生 

188. 徐世榮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

189. 徐玉齡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190. 徐吳艾倫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生 

191. 徐禹錚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92. 徐哲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93. 徐健堯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研究生 

194. 徐健銘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生 

195. 徐斯儉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196. 徐湘淳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學生 

197. 徐源泰 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教授 

198. 徐鼎翔 新店太僕動物醫院獸醫師 

199. 徐鍾玥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系專任助理 

200. 晏嵐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學生 

201. 殷瑞宏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02. 翁栢萱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科長 

203. 袁鈺鈞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所碩士研究生 

204. 馬財專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研究所教授 

205. 馬蓮貞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行政秘書 

206. 高德義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207. 涂靖昀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學生 

208. 康庭瑜 國立政治大學教播學院助理教授 

209. 康議文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210. 張人傑 淡江大學講師 

211. 張佑宗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212. 張佩琦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資深專員 

213. 張孟瑄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生 

214. 張芳華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15. 張金源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在職專班 

216. 張家茂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 

217. 張家瑜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18. 張國暉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219. 張常昌 士林社區大學幹事 

220. 張淳翔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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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張淑絹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222. 張淵鈞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生 

223. 張棋炘 國立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助理研究員  

224. 張鈞富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25. 張榆清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26. 張榮農 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227. 張睿昇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228. 張鴻邦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學生 

229. 張馨方 輔仁大學學生 

230. 張騰亞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31. 梁志輝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232. 莊宗翰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約用職代 

233. 莊奕琦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234. 許富翔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35. 許智傑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236. 許源派 德明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237. 許瑛璇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38. 許巍瀚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生 

239. 郭中蒨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240. 郭銘峰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博士後研究員 

241. 郭曜禎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42. 陳文玲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243. 陳巧筠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生 

244. 陳宇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系學生 

245. 陳安琪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246. 陳育琳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247. 陳良治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助理教授 

248. 陳宜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249. 陳明通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 

250. 陳明祺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251. 陳泓儒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52. 陳牧民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253. 陳俊宏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254. 陳冠儒 關懷生命協會專員 

255. 陳品旻 關懷生命協會專員 

256. 陳建甫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257. 陳美霞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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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陳胤祖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59. 陳郁婷 宜蘭縣政府科員 

260. 陳韋辰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生 

261. 陳姵妏 國立陽明大學學生 

262. 陳偉華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63. 陳國華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副教授 

264. 陳淑姿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265. 陳皎眉 考試院考試委員 

266. 陳堯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生 

267. 陳舜仁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268. 陳貴琳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69. 陳琮淵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270. 陳瑞貴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副教授 

271. 陳靖婷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法律學系學生 

272. 陳碧蘭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273. 陳慶隆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274. 陳樞燡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75. 陳蘇泳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276. 陸珊珊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77. 傅浧瑄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研究生 

278. 單文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279. 彭立忠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280. 彭湘媛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學生 

281. 曾俞瑜 佛光大學未來學系碩士研究生 

282. 曾家俊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83. 曾聖文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284. 游梓峰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85. 游淨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 

286. 游鎮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87. 湯京平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88. 湯宗岳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89. 湯凱欣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90. 童振源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 

291. 華鋼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學生 

292. 賀大衛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 

293. 賀永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94. 辜廉甯 亞太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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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馮灝 國立政治大學公行系學生 

296. 黃之棟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297. 黃令名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 

298. 黃正全 國立政治大學志工 

299. 黃宇松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 

300. 黃志豪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301. 黃明強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02. 黃信勳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303. 黃奕鳴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304. 黃建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05. 黃彥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生 

306. 黃思凌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07. 黃盈達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308. 黃秋蓮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309. 黃郁芩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310. 黃國俊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專家 

311. 黃國宬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312. 黃淑惠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財稅學系教授 

313. 黃斐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生 

314. 黃智慧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人員 

315. 黃嵩立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學科暨研究所教授 

316. 黃葆華 東吳大學學生 

317. 黃詩涵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18. 黃筱倫 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志工 

319. 黃鈺婷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學生 

320. 黃銘廷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21. 黃鳳珍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322. 黃德北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323. 黃德源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研究員 

324. 黃靜吟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所碩士生 

325. 黃麗玲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 

326. 楊于昕 國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327. 楊日嘉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328. 楊佳琪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學生 

329. 楊昊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330. 楊凌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31. 楊書瑋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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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楊婉瑩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主任 

333. 楊婷安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34. 楊雅筑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335. 楊燕琪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36. 楊錦青 立法院法制局研究員 

337. 萬宸禎 臺灣動物平權促進會秘書長 

338. 葉子瑋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學生 

339. 葉正甫 中山社區大學學員 

340. 葉浩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341. 葉敏慧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研究員 

342. 葉智斌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343. 董冠麟 國立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系學生 

344. 董建宏 國立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345. 董致麟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博士生 

346. 鄒敏惠 環境資訊協會執行編輯 

347. 雷穎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學生 

348. 廖彥豪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  

349. 廖修武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生 

350. 廖達琪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351. 廖樹宏 台灣神農科技發展協會理事長 

352. 趙文志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353. 趙玉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354. 趙申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355. 趙甦成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所副研究員 

356. 劉宜君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主任 

357. 劉怡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生 

358. 劉昌德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359. 劉松福 時英出版社編輯 

360. 劉芸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 

361. 劉致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 

362. 劉娟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63. 劉偉辰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64. 劉梅君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365. 劉湘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366. 劉嘉薇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367. 劉德海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368. 劉曉鵬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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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增田行俊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70. 樓千舟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371. 歐連昇 淡江大學學生 

372. 蔣佳勳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學生 

373. 蔡中民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374. 蔡文軒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375. 蔡文雅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376. 蔡名曜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生 

377. 蔡良文 考試院考試委員 

378. 蔡佳樺 輔仁大學碩士生 

379. 蔡孟佳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副教授 

380. 蔡金誥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381. 蔡青蓉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382. 蔡培元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助理教授 

383. 蔡培慧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384. 蔡雅瀅 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 

385. 蔡馥宇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386. 蔡韻竹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387. 鄭志鵬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與社會所合聘助理教授 

388. 鄭芸佩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學生 

389. 鄭金謀 輔英科技大學教授 

390. 鄭麗榕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391. 鄧玉英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講師  

392. 鄧建邦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393. 鄧紫云 私人機構 

394. 鄧韻雪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395. 魯俊孟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396. 魯家怡 學校教師 

397. 盧柏廷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學生 

398. 盧倩儀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399. 盧純真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400. 盧逸洋 朝陽科技大學動物保護志工社指導老師 

401. 蕭郁蓁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402. 蕭景元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學生 

403.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404. 賴文慶 卡內基鑽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405. 賴守誠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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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賴兩陽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407. 賴榮偉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408. 錢永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409. 龍俊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410. 戴興盛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 

411. 薛承翔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412. 謝任翔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413. 謝忠瑋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學生 

414. 謝忠福 國立政治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兼任助理 

415. 謝政諭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416. 謝博剛 中央研究院兼任助理 

417. 謝榕庭 新北市海山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418. 謝鳳瑛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419. 謝瀛隆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420. 鍾延麟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 

421. 鍾富國 中華經濟研究院分析師 

422. 鍾麗娜 長榮大學土地開發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423. 簡旭伸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424. 簡余晏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所博士生  

425. 簡君芳 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立研究所學生 

426. 藍元鴻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生 

427. 顏永銘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428. 顏君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429. 顏辰州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430. 顏敏雯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431. 顏愛靜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特聘教授  

432. 魏百谷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程主任 

433. 魏玫娟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434. 羅郁瑛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435. 羅棋駿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生 

436. 蘇志祥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437. 蘇志濤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研究生 

438. 蘇厚有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439. 蘇修民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440. 蘇淑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441. 蘇瑞福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442. 蘇穩中 輔仁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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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權純成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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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立足台灣、聚焦中國與亞太

　　　　　　　　  整合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

　　　　　　　　  培養國家與永續發展的菁英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合辦單位：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