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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當中，發展是一個被持續關注的議題。為了實現

發展的持續性，在借鑑過去的經驗，結合現在的資源並分配未來的福

祉為主要目標的同時，我們期許能夠找到一條可以實現目標並且維持

世代間正義的永續發展道路。根據 1987 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

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永續發展應該是一種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

需求，且不損害子孫後代並能滿足其需求的發展模式，所以對於跨世

代間的衝突問題，包括資源、人口、環境、土地、貧窮、經濟、種族、

區域、科技和社會發展等，應當衡量在不損害後世福祉為最低原則之

下，做出符合現代發展和未來社會共同利益的相關決策和發展憧憬。 

 

發展研究是全球化浪潮影響之重要議題，而作為「發展研究」學者

交流管道的發展年會至今已進入第七屆，本屆將會以「世代正義」為

主軸，就理論、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性別、族群、區域、能源、

網路與人口等綜合性領域的角度，探討世代正義的原則和實現，詳細

的主題可參閱如下，也歡迎學者自組與發展研究相關議題。本年會期

許能為台灣發展研究的知識社群厚植學術質量，提供交流討論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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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與預期效益 
 

（二）目的 

    本年會旨在建立一個平台，提供國內學者針對「發展研究」相關議題發表最

新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同時凝聚各地學者，共同在全球脈絡之下，配合時

事的探討與研究來提昇對於現階段國際社會所發生的事件，做為國內外學術相互

研究的主要課題，充實我國對於發展研究之內涵與成果。並冀望透過「發展研究」

帶動社會對發展研究相關之議題加以重視與討論。 

 

（三）預期效益 

1. 宣示發展研究之重要性，引發我國發展研究潮流。本年會預計將有百

餘位來自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與人文學等各領域的專家

學人，針對發展研究議題提出學術研究成果，並且透過跨領域的討論

與視野整合，以更宏觀的角度解答當代重要的研究問題。透過年會中

對於政治、經濟、社會及產業等各方面之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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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年會期望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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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之公私部門與產學合作做出貢

獻。除了在學科上強調科際整合研究，在空間範疇上也不只以台灣作

為討論焦點，強調全球、區域、超國家、國家、次國家等多重視角。

秉持跨領域整合的目標，持續孕育我國發展研究能量並提升成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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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透過議題的探討和深入的研究，引導在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科

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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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提倡民主與民主化為現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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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推動跨領域與跨校「發展研究」學術合作平台，透過每一年發展研究

年會的舉行，促進各校跨領域學者交流，奠定長期學術合作之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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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透過年會之論文發表與討論、修正，使發表論文更臻完整精闢，以利

發表人日後投稿國內外重要期刊。 

8. 透過年會之舉辦，提供有志從事發展研究之研究生對於「發展研究」

一個完整而概要的認識與引導，鼓勵其從事相關研究。 

9. 建立發展研究學術社群，奠定日後籌組發展研究年會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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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會背景狀況 
 

發展研究顧名思義，關心的就是「發展」，但是對於發展的定義，過去的看

法是認為發展就是經濟成長，著重於國家經濟政策；不過現今對於發展的看法，

則愈來愈著重社會發展與平等的議題，也就是從經濟面向移動到社區、以及非政

府組織共同參與，帶動共享平等的發展模式。臺灣發展研究學會作為「發展研究」

學者交流管道，自 2009 年第一屆發展年會順利於政治大學舉辦以來，時至今日

已堂堂邁入第七屆，在臺灣各相關學界人士的積極努力下，「臺灣發展研究學會」

（Taiwanese Association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TADS）於 2013 年正式成立，成

為全臺灣第一個發展研究的全國性學術社團，並由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

教授王振寰擔任首任理事長。 

發展研究年會現已歷時七年，累積眾多國內發展研究成果，每年均有數百位

國內外傑出學者蒞會交流，形成極具規模的新興學術群體。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

由政治大學國發所主辦，之後分別由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與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

學院籌辦發展研究年會，今年再度由政大國發所主辦；在發展研究社群的支持

下，明年的會議主辦預計交由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後年會議則將由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主辦。非常感謝各系所的熱烈支援，才使得學會不斷茁

壯。發展研究年會提供跨學科、跨領域的學術交流平台，激發國內學界探索國際

間亟需關注的發展議題，分享研究成果，並提出解決的方案。期望各界的持續熱

情參與，促使發展研究社群日益壯大，也能夠在理論和實務上對社會發展有所貢

獻。 

由台灣發展研究學會主辦的第七屆發展研究年會「世代不正義」國際學術研

討會承續發展研究年會多年以來傳統，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為了實現發展的持

續性，因此凝聚各地學者共同在全球脈絡之下，配合時事的探討與研究來提昇對

於現階段國際社會所發生的事件，做為國內外學術相互研究的主要課題，充實我

國對於發展研究之內涵與成果。 

第七屆發展研究年會「世代不正義」國際學術研討會是由台灣發展研究學會

與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一起主辦，國立國父紀念館擔任共同主辦單位，

並且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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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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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研究所、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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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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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等學術單位一起協

辦，另外補助單位為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科技部人文社會中心、原住民族

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發展處、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相關單位表列如下： 

主辦單位 
台灣發展研究學會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共同主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國立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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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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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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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發展處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第 7 屆發展研究年會 

主辦單位：臺灣發展研究學會、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5

本次研討會共計：2 場主題演講、1 場新書發表座談會、1 場發展研究專書

編輯座談與 26 場次論文發表，論文發表人 98 人，論文篇數 74 篇，主持、與談

及評論人 91 人次；會議前報名與會人員 484 人。兩日與會人次超過 800 餘人次。

如此多的參與人數顯示出今年的大會主題是符合當今時空環境的需求，對於了解

世界脈動是有幫助的。而籌備會各位委員涵蓋國內關於經濟、社會、經濟等各領

域在發展研究上貢獻良多的學者專家，顯示台灣發展研究學會對於社會發展現況

及前景的研究之重視。 

 

王振寰（台灣發展研究學會理事長、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召集人 

童振源（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 

總幹事 蘇昱璇（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籌備委員 何振盛（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主任） 

（依姓氏筆 李玉瑛（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副教授） 

 畫排序） 李酉潭（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周桂田（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林義鈞（國立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 

 邵軒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施正鋒（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洪泉湖（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徐世榮（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張國暉（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良治（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湯京平（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 

 童振源（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特聘教授） 

 黃德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黃麗玲（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劉宜君（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主任） 

 鄧建邦（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所長） 

 簡旭伸（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魏百谷（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發展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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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玫娟（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蘇昱璇（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為了延續人類在發展上的持續性，本次年會的主題以世代不正義作為整個研

討會的徵稿主軸，廣泛對涉及世代之間發展衝突的相關議題徵收各領域的文章，

希望能夠透過各領域學者的討論與思辯來理清人類未來發展的道路，於是在兼顧

經濟、社會、環境、政治、能源、土地等各面向之下，本次大會的徵稿主題如下

表所示： 

1. 發展理論與另類發展理論 

2. 土地正義與空間治理 

3. 環境、能源、氣候變遷與風險治理 

4. 金融危機與全球治理 

5. 民主化與政治轉型 

6. 社會創新 

7. 全球化與區域化研究 

8. 勞工與移民 

9. 城鄉與社區研究 

10. 性別、家庭與發展 

11. 族群與原住民研究 

12. 虛擬世界與網路治理 

13. 發展與人權 

14. 科技與社會研究 

15. 人口、健康、教育與發展 

16. 社會安全與福利 

論文徵稿主題 

17. 特別主題：台灣加工出口區 50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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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狀況 

 

第七屆發展研究年會「世代不正義」國際學術研討會橫跨的領域相當的廣

泛，從個人、民族、國家、全球、生態乃至整個環境的層面，層層地就經濟、社

會、政治、永續等面向來討論目前社會中所面臨的世代問題，並且將問題的核心

直指世代間的正義分配失衡所帶來的衍生現象及發展趨勢，面對舊世代與新世代

之間的交替和適應，個人、團體和政府在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成為我們好奇且亟

欲追尋的重要目標，因此在大會的主題演講當中，特別請來了薛承泰、林宗弘、

熊瑞梅三位學者來跟現場與會的觀眾分享對於世代正義與不正義的看法。 

在大會的主題論壇，薛承泰教授特別提到關於世代之間正義的問題，應該以

三個面向的著眼點去切入思考，分別為福祉、自由及美德，這也是 Michael J. 

Sandely 所著的《正義，一場思辯之旅》書中所關注應該以這三個指標來衡量在

這一片土地上誰具有較多的正義而又是誰缺乏正義的關愛。並且薛承泰教授也提

到正義不應該要有主受詞之分，一旦有人創造了正義那必然表示有人從這個正義

中獲益也有人從這個正義中受害，不論是哪一種均沒有辦法稱做為真正的正義實

現。 

本次年會論文的主題包含國際政治經濟、土地正義與空間治理、環境永續與

氣候變遷、民主化與政治轉型、全球化與區域化、產業發展與轉型、中國發展與

地方治理、科技與社會創新及產業史、能源治理及流域治理、族群與原住民、勞

工與移民、城鄉與社區研究、文化再生與微型永續發展等，儘管議題領域廣泛，

但每一位發表人都提出了深相當入研究成果，而在主持人引言與評論人點評的過

程中，透過理論辯論、實務解析、政策建言，每一項議題都有更清晰、更多面向

的意見交流，不僅對發表人收益良多，對於與會的觀眾而言，更是能享受在學術

的沐浴之中。 

此外，本次年會與研討會與往年規劃不同之處，在於本次年會另外安排了一

個圓桌論壇，為了讓與會的觀眾能夠更貼近時事的就當下發展的世代正義問題討

論與思考，特別邀請了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的陳秀蓮小姐、生態綠公平貿易咖啡徐

文彥創辦人及宜蘭縣薛呈懿議員來一起座談。透過這些與談人針對自己經驗的分

享，台下的觀眾對於當下時事的認識也有更深一層的想法和理解，也透過與談人

和台下觀眾之間對談的方式和氣氛，激盪出更多新鮮的想法以及更深層次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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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這不僅是主辦單位想要達成的成效，也是與會的各位觀眾所希望透過圓桌

論壇而達到的自我提升。 

透過本次年會的廣泛徵稿，除了宣揚發展研究在人類持續性發展中的重要性

之外，也能夠藉由與會人士熱烈的討論與互相指教，來促進發展研究領域的研究

品質提升，給予發展研究領域更多政策面及實務面上的建議。在本次發展研究年

會中所頒出的兩位碩士生論文獎獲獎人，其中一篇是試圖討論國家在經歷大規模

衝突暴力後，為什麼能促成或有助於波士尼亞在司法體系面向上的轉型正義實

踐。並且使用 Goodman 在 2013 年所提出的三種社會影響機制作為分析途徑，以

此切入討論當「促進轉型正義」成為一項國際社會中的人權規範時，國際層次如

何透過這些機制將轉型正義的實踐導入波黑，使之能順從國際社會中的規範，最

後文章聚焦如何藉由案件下放的策略轉向，以助波士尼亞完成轉型正義中司法體

系改革的面向，進而為未來完成其他轉型正義面向的可能性鋪路；另一篇文章則

是談論從涵化理論來分析東北亞環境建制的形成與挑戰，都是在發展研究領域內

相當出色的文章，本年會給予鼓勵並期待能夠繼續投入在發展領域的相關研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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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他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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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個政策

面、執行面和法理面的探討來尋求其中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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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瞭解發展研究在人類發展持續性當中的重要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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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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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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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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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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人員、文章發表數據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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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討會活動照片 

 

 

大會會場外圍布

置 

年會報到處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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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開幕式會場 

開幕式與會嘉賓

簽名留念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館長蒞臨與政

治大學國家發展

所李所長合影 



 
 
「世代 正義」 

共同主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4

王理事長與開幕

式貴賓及論壇與

談人於貴賓室休

憩 

國立政治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所李

酉潭所長致詞 

 

國立國父紀念館

林國章館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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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王

振寰副校長代表

周行一校長致詞 

 

台灣發展研究學

會王振寰理事長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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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題演講 
「世代不正義」 

大會主題演講一

覽 

開幕式會場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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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題論壇交

流 

大會圓桌論壇，生

態綠創辦人徐文

彥先生演講 

大會圓桌論壇，宜

蘭縣薛呈懿議員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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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獎獲獎

人與王振寰理事

長及國立政治大

學中國大陸研究

中心湯京平主任

合影 

研討會會場 

研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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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會場 

研討會會場 

發展研究專書編

輯座談會 



 
 
「世代 正義」 

共同主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

研討會會場 

研討會會場 

 

發展研究年會總

幹事蘇昱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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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研究年會全

體工作人員於宣

傳海報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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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討會與會名單 
 

（一）會議主持、發表、評論人士（依姓氏筆畫排序）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與現職 

1 
Alexey 

Semenov 
Taiwan Fellowship Visiting scholar,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RAS 

2 
Angelica Sarah 

C. Riofrio 

國立政治大學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PIS)Graduate Student 

3 
Dharndhanate 

Hansuksakul 

國立政治大學 International Doctoral Program in Asia-Pacific Studies 

(IDAS)PhD. Candidate  

4 王小樨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碩士生 

5 王志弘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6 王信實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所助理教授 

7 王柏偉 台北市立美術館副研究員  

8 王振寰 國立政治大學副校長 

9 王國臣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10 王章凱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生 

11 王瑞庚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所博士生 

12 王瑞盈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處長 

13 王瑞琦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14 王輝煌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15 丘昌泰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16 平思寧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17 石原忠浩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18 石朝安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碩士生 

19 石雅如 國立政治大學歐文系助理教授 

20 印永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管學士學位學程教授 

21 安麗儒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 

22 朱凌毅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研究助理 

23 江明修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教授兼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24 江欣樺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 

25 江淳芳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26 何之行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 

27 何振盛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系主任 

28 何景榮 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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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余小云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30 余炳松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碩士生 

31 冷則剛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32 吳奕辰 台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專員 

33 李玉瑛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副教授 

34 李有容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35 李酉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36 李宛儒 英國 Lancaster 大學社會學博士 

37 李承嘉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38 李明勳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所碩士生 

39 李河清 國立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教授 

40 李栢浡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基金會副秘書長 

41 李碧涵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所教授 

42 周力行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43 周志龍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教授 

44 周桂田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45 周秝宸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所博士 

46 林子倫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47 林子超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48 林木興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49 林玉茹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50 林育民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所研究所碩士生 

51 林育槿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碩士生 

52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53 林怡潔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54 林欣萍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公法組碩士生 

55 林姝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所碩士生 

56 林昭吟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57 林國章 國立國父紀念館館長 

58 林義鈞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59 邱柏宏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60 邱炫元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61 邵軒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62 施正鋒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63 施佳良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64 柯得祥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65 柳金財 佛光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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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洪泉湖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67 洪紹洋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68 唐玉禮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69 夏曉鵑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70 徐文彥 生態綠公平貿易咖啡創辦人 

71 徐世榮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72 徐健銘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73 徐榮崇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教授 

74 桑達卓瑪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 

75 殷瑞宏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76 秦先玉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兼助理教授 

77 翁芷雲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碩士生 

78 翁嘉禧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暨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79 袁鶴齡 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 

80 馬瑞亨 東吳大學政治系碩士生 

81 高郁婷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 

82 崔琳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 

83 張文揚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84 張佳慈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所碩士生 

85 張昌吉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兼副校長 

86 張家春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87 張家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所碩士生 

88 張容瑛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助理教授 

89 張峻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90 張國暉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91 張廖年仲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92 許甘霖 東海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93 許家馨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94 許凱棻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 

95 許源派 台北市立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96 郭文華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97 郭楨廷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碩士生 

98 陳秀蓮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政策部研究員 

99 陳良治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100 陳良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所博士生 

101 陳建甫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102 陳彥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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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陳思遐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暨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04 陳恆文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 

105 陳紀安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所碩士生 

106 陳偉華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候選人 

107 陳聖智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數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108 陳樞燡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09 陳鴻瑜 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 

110 傅健豪 國立臺北大學財政學系助理教授 

111 彭立忠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12 曾友嶸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13 曾玟學 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中心助理 

114 曾淑芬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115 曾意辰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116 曾聖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17 湯京平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 

118 湯智貿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119 陽政育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 

120 黃宣衛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科學院院長 

121 黃淑芬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所碩士生 

122 黃嵩立 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 

123 黃德北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124 黃麗玲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125 葉家興 香港中文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 

126 葉崇揚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127 廖坤榮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教授 

128 廖蕙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所碩士生 

129 熊瑞梅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 

130 趙文志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131 趙恭岳 氣象學會國際事務處處長 

132 劉宜君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兼主任 

133 劉秋婉 國立政治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研究助理 

134 劉曉鵬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35 劉蕭翔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際談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136 蔡中民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137 蔡友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38 蔡宏明 中華民國工業總會副秘書長 

139 鄧建邦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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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鄭伊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所碩士生 

141 鄭杏茹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碩士 

142 蕭力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候選人 

143 閻永祺 國立成功大學國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144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45 戴秀雄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助理教授 

146 戴興盛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 

147 薛呈懿 宜蘭縣議員 

148 薛承泰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149 簡旭伸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150 簡妤儒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151 簡良益 研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152 魏百谷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153 魏玫娟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154 羅至美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155 羅皓群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 

156 譚鴻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157 蘇昱璇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158 蘇淑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所教授 

159 鐘麗娜 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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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與會人士（依姓氏筆畫排序）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與現職 

1 于有慧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2 于依柒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3 王尹辰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4 王全偉 安達產物保險公司專案顧問 

5 王克殷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6 王志弘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教授 

7 王邦瑜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學生 

8 王亭蓉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學生 

9 王茂丞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10 王家琳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生 

11 王婉臻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2 王淳芳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研究生 

13 王章凱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學生 

14 王鼎和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5 王藝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6 甘岱右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學生 

17 甘宸鍏 學生 

18 田耕銘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學生 

19 田麗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20 白中琫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師 

21 石媛 東海大學學生 

22 任宸瑩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23 安怡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學生 

24 曲家琪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25 朱音豪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6 朱宸郁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27 朱駿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28 朱韻珊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9 朱韻雯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30 朱麗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31 朴成林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32 江委螗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學生 

33 江欣樺 台大城鄉所碩士生 

34 何昀臻 東海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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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余孟哲 政國立政治大學治系學生 

36 余宴慧 華凌光電員工 

37 吳仁舜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38 吳文和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39 吳季璇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40 吳承陽 銀行專員 

41 吳承憲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42 吳承穎 國立政治大學國傳碩學程學生 

43 吳俊成 東海大學學生 

44 吳俊德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45 吳家坤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46 吳清風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47 吳雅樂 媒體 

48 吳讚軒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49 呂文玲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50 呂明哲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51 李世暉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教授 

52 李求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53 李佩軒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生 

54 李受珍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55 李宜軒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研究生 

56 李欣穎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學程研究生 

57 李威明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58 李建南 空中大學學生 

59 李建陵 龍峸有限公司助理 

60 李思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61 李思慧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62 李星月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63 李羿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64 李勝楷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65 李綉華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副主任 

66 李嘉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 

67 李輯 國立臺北大學碩士生 

68 李懷仁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69 杜建坤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70 汪女靖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護理師 

71 沈庭如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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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周怡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73 周芷羽 社會人士 

74 周奕安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研究生 

75 周鼎昌 私人機構退職無 

76 周德富 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博士生 

77 林子揚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78 林子超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79 林木興 臺灣大學研究生 

80 林佑龍 中國人壽業物主任 

81 林廷築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生 

82 林育任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83 林佳欣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學生 

84 林孟翰 金融服務員 

85 林宗尚 元宇實業有限公司經理 

86 林宜庭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學生 

87 林宜賢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88 林明智 國立政治大學戰略碩學生 

89 林品青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90 林政誠 龍船窩文史社主任 

91 林政榮 國防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92 林浩博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93 林高名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94 林凱源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95 林雯玲 國立政治大學主計室組長 

96 林義鈞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97 林裕翔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98 林靖諺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99 林睿倫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100 林劍秋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101 林德棻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02 林穎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03 邱心怡 台北市觀光局組員 

104 邱柏宏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105 俞德承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助理 

106 哈利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07 姚祺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108 姜庚旼 社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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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施雅絨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10 柯柏瑜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學生 

111 洪世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12 洪以潔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113 洪淑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114 洪敬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15 洪瑀儂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16 胡佳宜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17 胡雅萍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組員 

118 范譽警 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學生 

119 倪顥芸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120 孫家偉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21 徐正龍 大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經理 

122 徐立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123 徐聿靖 國立政治大學國營碩學生 

124 徐禹錚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25 徐哲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26 徐健銘 台大國發所研究生 

127 徐國傑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128 殷瑞宏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129 涂志揚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130 涂萍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131 翁立紘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132 翁栢萱 國家發展委員會科長 

133 馬蓮貞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組員 

134 高岸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35 高國鼎 外交部專員 

136 康逸琪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37 張文柔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博士班 

138 張可盈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139 張佩琦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行政專員 

140 張佳慈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學生 

141 張昊文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142 張芳瑜 學務處住宿組一級行政組員 

143 張金源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在職專班 

144 張家愷 國防部組員 

145 張家瑜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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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張家麟 真理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147 張書瑋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148 張書銘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149 張耘禎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生 

150 張茨涵 華文碩程學生 

151 張常昌 士林社區大學幹事 

152 張淑絹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153 張淳翔 中國科技大學副教授 

154 張添甜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55 張傑 淡江大學教官 

156 張智凱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157 張鈞富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58 張雅堂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博士生 

159 張榆清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60 張瑄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161 張韶恩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學生 

162 張馨勻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63 曹羽嫻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學生 

164 梁又文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長 

165 莊佩瑩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166 莊明哲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主任 

167 莊明惠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68 莊莉雯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大二生 

169 莊翔宇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70 許文英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研發處處長 

171 許曉文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172 郭存信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173 郭佳雯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174 郭美嬬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研究生 

175 郭婷玉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176 郭榮輝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177 郭儀風 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博士生 

178 陳玉娟 社會人士 

179 陳宇彬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生 

180 陳宏哲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181 陳秀英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182 陳育琳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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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陳坤寧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184 陳宛儒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85 陳宜君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186 陳治宇 環宇國際旅行社經裡 

187 陳泓儒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88 陳冠吾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 

189 陳冠霖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190 陳建宇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創造力研究中心計畫專任助理 

191 陳建希 合作金庫行員 

192 陳彥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93 陳思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94 陳思遐 國立中山大學博士生 

195 陳政宜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196 陳昱涵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學生 

197 陳胤祖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98 陳致綱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199 陳韋翰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200 陳凱文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學生 

201 陳朝榮 台灣競爭力研究中心研究員 

202 陳湧霖 青平台基金會研究專員 

203 陳琦萍 永泉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課長 

204 陳琮瑜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05 陳貴琳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06 陳雅翔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07 陳聖智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208 陳慶隆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209 陳觀佑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10 陸珊珊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211 陸慧萱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研究生 

212 彭志平 中央廣播電台副總台長 

213 曾郁婷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生 

214 曾琤 行政院主計處人事處專員 

215 曾雅芬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216 曾鴻燻 審計部基隆市審計室審計兼課長 

217 湯宗岳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18 湯芸瑋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學生 

219 黃尹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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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黃正全 國立政治大學退休教職員 

221 黃正全 政大退休教職員志工 

222 黃佳模 東南科技大學副教授 

223 黃怡婷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學生 

224 黃治平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專員 

225 黃俊傑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226 黃奕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227 黃奕鳴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228 黃奕鳴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學生 

229 黃彥琳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230 黃思凌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31 黃柏勳 東海大學學生 

232 黃梓釗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學系學生 

233 黃意植 社會人士 

234 黃詩涵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235 黃銘廷 原住民族委員會秘書 

236 黃德源 大陸事務委員會研究員 

237 楊于萱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38 楊以彬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239 楊尚軒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40 楊怡玟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41 楊政華 台大國發所學生 

242 楊凌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243 楊凱琪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44 楊博智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245 楊婷安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46 楊閔茹 東海大學碩士生 

247 楊雁斐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學生 

248 楊雅筑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249 楊雲安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50 楊燕枝 社會人士 

251 楊燕琪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52 葉智斌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253 葉懿慧 逸卉商行店長 

254 鄒怡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255 鄒雅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256 雷晶晶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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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廖士鋒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258 廖彥凱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259 廖修武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60 翟青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261 趙泓霖 行政機關職員 

262 趙芳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63 趙祥亨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生 

264 劉玉清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護士 

265 劉育珊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66 劉宜鈞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267 劉怡君 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生 

268 劉松福 時英出版社編輯 

269 劉冠熲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70 劉宥伶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學生 

271 劉家欽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272 劉家德 真理大學學生 

273 劉淑芬 空中大學北二中心學生 

274 劉銘揚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75 樂毅駿 海軍官校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276 樓千舟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77 歐陽城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278 潘心儀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279 潘超凡 國立政治大學總務處環保組技士 

280 蔡文潔 實踐大學博士生 

281 蔡昀津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 

282 蔡明翰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83 蔡政翰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 

284 蔡勛智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學生 

285 蔡婷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86 蔡霆妤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87 蔡馥宇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288 衛瑋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學生 

289 鄭乃甄 國立政治大學歐文學系學生 

290 鄭子麾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學生 

291 鄭宜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92 鄭紹興 社會人士 

293 鄭惠丹 學務處住宿組行政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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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鄭榮欣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所研究生 

295 鄭綺云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296 盧微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297 蕭力偉 交通部高鐵局幫工程司 

298 蕭主安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系學生 

299 蕭佩瑋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學生 

300 蕭郁蓁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301 諶升涵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 

302 賴文慶 卡內基鑽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303 賴至暉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學生 

304 賴銘洲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305 龍俊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306 戴海波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 

307 戴薇 傳播碩士學程學生 

308 薛宜茹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309 謝任翔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310 謝佳珣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研究生 

311 謝宗憲 國小教師 

312 謝美雅 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研究生 

313 韓大德 國立政治大學亞太博學生 

314 韓靖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學生 

315 簡余晏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316 簡宜楓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學生 

317 簡詩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318 藍逸丞 社會人士 

319 顏君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320 魏國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生 

321 羅怡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生 

322 羅皓群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 

323 嚴柏顯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研究生 

324 蘇志祥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325 蘇瑞福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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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發展研究學會 

（TADS） 

電話：02-2938-7068 

傳真：02-2939-7202 

會址：11605 臺北市文山區 

   指南路 2 段 64 號 

郵件：tads.tw@gmail.com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HSS） 

電話：02-2351-1099 

傳真：02- 2351-1090 

地址：11093 台北市中正區 

   羅斯福路1段97號9樓 

   http://www.hss.nt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GIDS） 

電話：02-2938-7068 

傳真：02-2939-7202 

地址：11605 臺北市文山區 

   指南路 2 段 64 號 

郵件：gids@n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