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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發展研究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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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台灣發展研究年會 



一、會議議程 

105 年 10 月 15 日（六） 
08:30～09:00 報到（一樓） 
09:00～10:50 

(10+100 分
鐘) 

開幕式、大會主題論壇：環境與永續發展（305 講廳） 
主持人：湯京平教授（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與談人：周素卿教授（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周桂田教授（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張文貞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10:50～11:10 茶敘 
發表地點 地理一 地理二 202 305 405 

11:10～12:50 
(100 分鐘) 
第一場次 

4 篇文章發表 

A1 新能源在中國與臺灣 B1 原住民與永續發展 1 C1 偏鄉農村治理與永續發展 D1 國土生態與永續發展 E1 勞動與永續發展 
主持人：冷則剛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
所研究員 

主持人：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
暨發展系教授 

主持人：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系
教授 

主持人：戴興盛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
與環境系副教授 

主持人：黃德北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
究所教授 

一區兩制：內蒙古綠色能源治理模式的歧
異性 

加拿大的原住民族真相和解委員會 新社花海的地景創造與空間演化 擾動下大農大富社會生態系統韌性
之動態變化 

臺灣空間再結構中的自主工運 

發表人：曾聖文 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
中心博雅教育組助理教授 

發表人：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
暨發展系教授 

發表人：連怡惠 臺灣師範大學地
理教學碩士生 

發表人：戴興盛、楊懿如、李俊鴻、張
世杰、蘇銘千、夏禹九、吳海音 東華大
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系老師、陳俊堯 慈濟

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郭耀中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冷則剛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
所研究員 

評論人：Pasuya 'e Poiconʉ（浦忠成） 
考試委員 

評論人：譚鴻仁 臺灣師範大學地
理系副教授 

評論人：林益仁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
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黃德北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
究所教授 

內蒙古風電研究：環境保護還是經濟發
展？ 

原住民族權利、原住民族主義與轉型
正義 

我國農村發展之在地實踐初探 面對氣候變遷下臺灣珊瑚礁生態之
永續發展 

歐洲產業遺址再造下的勞動文化資產
保存： 以芬蘭坦佩雷市為例 

發表人：王振寰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教授、王婉臻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碩士生 

發表人：Tunkan Tansikian（陳張培
倫）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系副
教授 

發表人：季美珍 政治大學地政系
博士生 

發表人：陳昭倫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
所教授 

發表人：鄭怡雯 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助理教授 

評論人：冷則剛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
所研究員 

評論人：陳瑤華 東吳大學哲學系教
授 

評論人：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系
教授 

評論人：溫國彰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
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邱毓斌 屏東大學社會發展系
助理教授 

環保或是高汙染? 中國山東省光伏產業
的發展矛盾 

由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特性與調查
成果評原基法第 21 條 

臺灣農業與鄉村的困境及其出路 Understanding Innovative Resilience 
and Conservative Sustainability in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Taiwan 

Why do South Korea and Taiwan diverge in 
family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omen’s employment, gender role, and 
policy formation 

發表人：賴俊魁 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
學位學程博士生、王振寰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

研究所教授、曾聖文 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
中心助理教授 

發表人：Daya Dakasi（官大偉） 政
治大學民族系副教授、戴秀雄 政治
大學地政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
授、李展其 政治大學地政系碩士、廖

麗敏 中國科技大學會計系副教授 

發表人：吳宗瓊 東華大學觀光暨休
閒遊憩系教授 

發表人：鄭顯旭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博士生、施世駿 臺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蔡中民 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評論人：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
暨發展系教授 

評論人：顏愛靜 政治大學地政系
教授 

評論人：陳昭倫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
所教授 

評論人：陳芬苓 臺北大學社會工作系
教授 

電糧爭光：農業與太陽能的合作與衝突  參與和改變：成立校園儲蓄互助社
的行動與反思 

探討國家公園與社區夥伴關係發展
之途徑 ─以社頂部落生態旅遊為例 

中國新生代農民工之支出型態分析 

發表人：周正履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碩士生 

發表人：裴浩哲 東華大學臺灣文
化系研究生、張瓊文 東華大學臺
灣文化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張聿蓁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
暨資源系碩士生 

發表人：柯得祥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生、蘇昱璇 政治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蔡中民 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評論人：王道一 臺灣大學經濟系
教授 

評論人：倪進誠 新竹教育大學環境
與文化資源系教授 

評論人：楊志海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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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14:00 
(70 分鐘) 

午餐（地理一室） 
《發展研究與臺灣社會》新書發表會、優秀論文頒獎、台灣發展研究學會會員大會、宣布下屆主辦 

14:00～15:20 
(80 分鐘) 

永續發展 NGO 實務工作者圓桌論壇（305 講廳） 
主持人：張國暉（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與談組織：臺灣青年氣候聯盟（許菀庭執行長、李建歡 COP22 團員、陳怡心 行動部成員）、臺灣環境資訊協會（陳瑞賓秘書長） 

15:20～15:40 茶敘 
發表地點 地理一 地理二 202 305 405 

15:40～17:40 
(120 分鐘) 
第二場次 

5 篇文章發表 

A2 在臺灣

之當代中國/
大陸研究與教

學─議題與方

法工作坊 
 
主持人： 
 
湯京平  政

治大學中國

大陸研究中

心主任 
 
與談人： 
 
陳明祺  清

華大學社會

學研究所副

教授 
 
徐斯勤  臺

灣大學政治

系教授 
 
冷則剛  中

央研究院政

治學研究所

研究員 
 
寇健文  政

治大學政治

系、東亞研究

所教授 

B2 原住民與永續發展 2 C2 臺灣的國家發展進程 D2 永續發展下的風險治理 E2 性別與永續發展 
主持人：蔡博文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
系教授 

主持人：張國暉 臺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副教授 

主持人：周桂田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 

主持人：李碧涵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
授 

聆聽另一種聲音-從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談部落環境資源的治理 

物物相連的自主性：物聯網技術本
體論初探 

執行永續發展卻規範不足的政策分析類型？臺灣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體系分工與實證研究 

探討雙元勞動市場之性別平等工作權:以文化
創意產業為例 

發表人：陳怡安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
源系碩士 盧道杰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
暨資源系副教授 

發表人：陳宗文 政治大學社會系
副教授 

發表人：林木興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發表人：王世明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
生、田畠真弓 東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評論人：Daya Dakasi（官大偉） 政治
大學民族系副教授 

評論人：張國暉 臺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王鴻濬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評論人：鄭陸霖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
副教授 

誰來共管-談幾個進行中的共管諮詢機制
中的參與議題 

戰爭、市場與國家- 1950 年代臺灣
現代經濟體系的形成 

永續發展目標第七項在臺灣之具體化：電業法修正
草案之政策分析 

性別霸權的再製與抵抗： 男同志個人身體/服
裝展演與自我認同之觀察 

發表人：李沛英、吳昀蓉 臺灣大學森林
環境暨資源系研究生、盧道杰 臺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系副教授 

發表人：洪紹洋 陽明大學人文與
社會教育中心副教授 

發表人：林木興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
心博士生暨助理研究員、周桂田 臺灣大學風險社
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發表人：龐駿安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
士生、李碧涵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Daya Dakasi（官大偉） 政治
大學民族系副教授 

評論人：李為楨 政治大學臺灣史
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劉書彬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評論人：田畠真弓 東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應用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凝聚社區意
識之研究 

Struggles with the Inner Lands: 
Engineers for the Repatriated Taiwan, 
1945-1950 

缺陋的空污資訊與環境治理的挑戰 臺灣新移民成年子女族群認同之研究 

發表人：丁志堅 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
化資源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張國暉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副教授、Gary Lee Downey 維吉尼
亞理工學院科學與科技研究學教授、施
博仁 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科學與科技研
究學博士生 

發表人：杜文苓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施佳
良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博士後研究員 

發表人：柯凱瀛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
士生 

評論人：盧道杰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
源系副教授 

評論人：郭文華 陽明大學科技與
社會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周桂田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 

評論人：田畠真弓 東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原住民土地治理制度對原住民土地治理
權力之影響：以蘭嶼東清七號地事件為例 

高等教育擴張後-以 2000-2014 年為
例，臺灣教育報酬率的變化 

台灣能源轉型與地方型能源倡議-以太陽光電為例 臺灣社會新移民女性政治賦權 

發表人：林嘉男 臺灣大學地理學研究所
博士生 

發表人：楊雲安 政治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碩士生 

發表人：黃筱倪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系四年級
生、陳潁峰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
高淑芬 佛光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康逸琪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
士生 

評論人：戴秀雄 政治大學地政系助理教
授 

評論人：盧科位 政治大學社會系
博士生 

評論人：杜文苓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評論人：李碧涵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
授 

轉變中的地方依附：從蘭嶼涼台到現代消
費空間 

一個太陽能板，兩種不同策略：檢
視臺緬發展合作現況 

政治風險、衝突與企業，泰國企業的觀察  

發表人：方維璽 彰化師範大學地理所碩
士生 

發表人：蔡霆妤 政治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碩士生 

發表人：陳政宜 政治大學政治系碩士生、張文揚 
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評論人：黃旭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展示
組研究員 

評論人：張國暉 臺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邱奕宏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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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0 月 16 (日) 
09:00～09:30 報到（一樓） 
發表地點 地理一 地理二 202 305 405 

09:30～10:50 
(80 分鐘) 
第三場次 

3 篇文章發表 

A3 中國政治與經濟發展 B3 原住民與永續發展 3 C3 空間資料與永續發展 D3 國土保育與社區永續發展 E3 永續思維下的社會經濟 
主持人：蔡中民 政治大學政

治系副教授 
主持人：蔡博文 臺灣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系教授 
主持人：溫在弘 臺灣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系副教授 
主持人：蘇淑娟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 主持人：李酉潭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教授 
Text Mining, Network 
Analysis, and Urban 
Governance of Disaster 
Resilience 

應用社區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

方式辨識生態系統服務 
台北公共運輸地圖的介接架構與

應用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政策對台南北門區域

發展影響分析 
Funding Basic Income: Finance and 
the Countermovement 

發表人：陳世榮 中國文化大

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發表人：趙芝良 新竹教育大學環

境與文化資源系副教授、洪貝旬 

靜宜大學觀光系講師 

發表人：許晉瑋 臺灣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生 
發表人：楊懿玲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

生、蘇淑娟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 
發表人：Julio Linares 政治大學企業

管理系碩士生 

評論人：廖坤榮 中正大學政

治系教授 
評論人：蔡博文 臺灣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系教授 
評論人：謝吉隆 臺灣大學新聞學

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王文誠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副教

授 
評論人：謝銘逢 東海大學經濟系助理

教授 
永續農業政治的實踐論述 回歸那瑪夏，回到達卡努瓦溪：傾

聽 Kanakanavu 人的人河關係 
分析街道拓樸結構於探討城市交

通擁塞問題 
臺灣地質公園的社區參與－以燕巢泥岩惡地

地質公園為例 
信任與迦納微型企業利潤之關聯──

比較現金補貼與實物補貼 
發表人：王綺年 中國文化大

學政治系副教授 
發表人：孔建福 靜宜大學觀光事

業研究所碩士生 
發表人：陳威全 臺灣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學研究所博士生 
發表人：鄭伊婷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

生 
發表人：蔡婷茹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陳潁峰 中國文化大

學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黃季平 政治大學民族系

副教授 
評論人：黃崇源 長庚大學資訊工

程系教授 
評論人：王文誠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副教

授 
評論人：謝銘逢 東海大學經濟系助理

教授 
專家會議與公民共識會議能

為環評找出路？以廢棄物填

海造島政策環評為例 

台灣世界展望會在部落的事─以

花蓮社區產業為例 
空間微觀模擬--微資料的分析觀

點 
無尾港水鳥保護區與社區共管的可行性評估

及構想 
永續發展實踐的策略選擇：以點帶面或

齊頭並進？ 

發表人：陳潁峰 中國文化大

學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蕭文榮 臺灣世界展望會

主任、楊麗寰 屏東大學社會發展

系碩士生、潘欣榮 臺灣世界展望

會督導、巫正梅 臺灣世界展望會

社工、鍾詠政 臺灣世界展望會社

工、張義東 屏東大學社會發展系

助理教授 

發表人：馮維義 臺灣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生 
發表人：呂冠燁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

系碩士生、盧道杰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

源系副教授、游紫晴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

資源系碩士生、賴欣欣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

暨資源系碩士生、呂郁玟 花蓮林區管理處

技士、婁安琪 臺東縣政府技士/研究助理、

羅暐菱 臺東縣政府技士/研究助理 

發表人：殷瑞宏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博士生、李酉潭 政治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王綺年 中國文化大

學政治系副教授 
評論人：萬育維 慈濟大學社會工

作系副教授 
評論人：余清祥 政治大學統計系

教授 
評論人：廖學誠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 評論人：林義鈞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理教授 
10:50～11:1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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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地點 地理一 地理二 202 305 405 
11:10～12:50 

(100 分鐘) 
第四場次 

4 篇文章發表 

A4 東亞政治與經濟 B4 農村與社區的永續發展 C4 環境與疾病的永續治理 D4 都市空間永續治理 E4 權利與永續發展 

主持人：蔡中民 政治大學政治系

副教授 
主持人：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主持人：溫在弘 臺灣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系副教授 
主持人：王志弘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陳建甫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

研究所助理教授 
日本對中國政府開發援助結構變

化之政經分析(1979-2005) 
從正義永續性觀點檢視臺灣空間計畫

體系：以中部科學園區二林基地開發案

為例 

區辨傳染病疫情發展過程的時空

擴散樣態：考量時空特性的

DBSCAN 演算法 

淺談工業化公共租賃住宅設計 鍵盤革命?從城市中產階級的轉變看

中國環境維權事件 

發表人：龔祥生 政治大學東亞研

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發表人：黃信勳 法鼓文理學院環境與

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發表人：郭飛鷹 臺灣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生 
發表人：黃小殊 北京市建築設計研

究院有限公司建築師 
發表人：陳建甫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

研究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李世暉 政治大學日本研

究學位學程副教授 
評論人：顏愛靜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評論人：黃崇源 長庚大學資訊工

程系教授 
評論人：吳金鏞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 
評論人：周志杰 成功大學政治系教

授 
中國大陸核能政策的變遷 鄉村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之研

究 
登革熱疫情波動的脆弱性因素：多

層次成長模型的分析 
京杭大運河遺產化下的城市空間生產 沒有能力還是沒有意願？ 從東協國

家的人權實踐分析人權脫鉤的成因與

挑戰 
發表人：蔡中民 政治大學政治系

副教授 
發表人：孫振義 政治大學地政系副教

授、陳彥安、曹妤 政治大學地政系學

生 

發表人：陳慈忻 臺灣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生 
發表人：蔡書瑋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地理學博士生 
發表人：李明勳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

究所碩士生（陳紀安 代發表） 

評論人：王綺年 中國文化大學政

治系副教授 
評論人：李永展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

員 
評論人：許景舜 臺灣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學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古明君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周志杰 成功大學政治系教

授 
中國基督教的「產業升級」─以基
督教「禮儀化」運動為例 

創新社區支持型有機農業操作模式建

立之研究─以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為

例 

建立適地性傳染病傳播的個人暴

露風險評估架構 
淨化之旅？台北都會區供水治理體制

的形成與轉變 
Human Rights as a method out of 
Unsustainable Indebtedness: 
Heterogeneous Assessment of 
Nicaragua’s Debt Sustainability 
Policy 

發表人：姚祺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
研究所博士生 

發表人：陳國祥 政治大學地政系碩士 
顏愛靜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發表人：許景舜 臺灣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學研究所博士生 
發表人：王志弘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教授、黃若慈 臺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究所專任助理 

發表人：Oscar-René Vargas Delgado 
政治大學亞太研究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候選人 
評論人：王韻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
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評論人：黃崇源 長庚大學資訊工

程系教授 
評論人：黎德星 東華大學財經法律

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吳得源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

系副教授 
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對
我國健康公衛領域之影響初探 

 綠能導向屋頂違建治理之都市政治生
態學:以高雄市為例 

 

發表人：江素慧 淡江大學未來學

研究所助理教授 
發表人：邱啟新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
系副教授 

評論人：吳全峰 中央研究院法律

研究所副研究員 
評論人：楊弘任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
會研究所副教授 

12:50～14: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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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地點 地理一 地理二 202 305 405 

14:00～15:40 
(100 分鐘) 
第五場次 

4 篇文章發表 

A5 中國政治與經濟發展 2 B5 邊界與跨域行動 C5 都市產業發展與轉型 D5 永續思維下的環境經濟 E5 新科技與永續資源管理 

主持人：李玉瑛 元智大學社會暨

政策科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洪伯邑 臺灣大學地理

環境資源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陳良治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副教授 
主持人：林子倫 臺灣大學政治系副

教授 
主持人：簡妤儒 臺灣大學社會系助理

教授 
經濟政策下中國影視置入性行銷與

冠名贊助之發展 
從異域到茶鄉：泰國北部山林的

茶葉生產與臺泰農業計畫的領

域效應 

數位經濟下的新創企業的空間決策及

影響 
邁向永續低碳社會、綠色成長及就

業：國際趨勢與臺灣觀點 
當科技遇上農業--新興農業科技生產型

態與經濟發展探微 

發表人：陳定槤 政治大學東亞研

究所博士生 
發表人：洪伯邑 臺灣大學地理

環境資源系助理教授、許純鎰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碩士 

發表人：林宏駿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發表人：范建得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教授、施奕任 清華大學生物

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發表人：陳舒玲 政治大學數位內容碩

士學程碩士生、陳聖智 政治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劉致賢 政治大學東亞研

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楊弘任 陽明大學科技

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金家禾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

城鄉環境系教授 
評論人：林子倫 臺灣大學政治系副

教授 
評論人：彭立忠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副教授 
區域主義奏效？中國對東協直接投

資之探索—以中國對越南投資為例 
從貢糖的純正性競逐探討金門

邊界島嶼的多重想像與矛盾 
新媒體產業之知識創造動力：臺北手

機遊戲開發商之個案研究 
Framing Green Economy: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oward a 
Green Economy in Taiwan’ 

抗生素的用與禁：以養豬產業的用藥邏

輯為例 

發表人：張華維 政治大學東亞研

究所博士生 
發表人：盧怡文 臺灣大學地理

環境資源系碩士生 
發表人：林政逸 臺北教育大學社會

與區域發展系副教授 
發表人：賴慧玲 荷蘭鹿特丹伊拉斯

姆斯大學國際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生 
發表人：簡妤儒 臺灣大學社會系助理

教授、賴彣華 臺灣大學社會所碩士 
評論人：廖小娟 淡江大學中國大

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朱凌毅 臺灣大學建築

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陳良治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林子倫 臺灣大學政治系副

教授 
評論人：李宜澤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

文化系助理教授 
治理古董市場 鹹海流域水資源治理爭端的博

弈分析 
街頭藝人政策流轉與質變之探究：以

台北市為例 
中小企業社會責任知與行 艱難的摸索：「走出去」的中國非政府

組織援助——以全球環境研究所為例 
發表人：李玉瑛 元智大學社會暨

政策科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徐蘢芊 政治大學俄羅

斯研究所碩士生 
發表人：呂宛芯 臺北大學都市計畫

研究所碩士生 
發表人：林品青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

研究所碩士生 
發表人：陳雅翔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劉致賢 政治大學東亞研

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魏百谷 政治大學俄羅

斯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王志弘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張文菁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

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林義鈞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理教授 
Rethinking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從組織決策模式看我國對外援

助--以臺灣與馬其頓建交案為例 
去工業化城市空間的形塑與價值─以

高雄鹽埕區為例 
食物浪費：從供應到需求的完美共犯

結構 
俄羅斯太陽能產業發展之挑戰與展望 

發表人：林雅緻 兒童福利聯盟文

教基金會研究員 
發表人：李冠霆 臺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碩士生 
發表人：林秀芬 彰化師範大學地理

系碩士生 
發表人：宋淑琪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

研究所碩士生 
發表人：王麗銘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

所碩士生 
評論人：左正東 臺灣大學政治系

教授 
評論人：李栢浡 臺灣大學農業

經濟系副教授／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會副秘書長 

評論人：林潤華 東華大學臺灣文化

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文揚 政治大學外交系副

教授 
評論人：吳春光 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
企業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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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6:00 茶敘 
發表地點 地理一 地理二 202 305 405 

16:00～17:20 
(80 分鐘) 
第六場次 

3 篇文章發表 

A6 中國對外關係 B6 族群跨界互動 C6 都市水資源治理 D6 氣候變遷治理 

 

主持人：盧倩儀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

副研究員 
主持人：劉曉鵬 政治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主持人：王志弘 臺灣大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副研究員 
The Conflictual Behavior of China, 
Taiwan, Japan, and the U.S.: Take 
the East China Sea Disputes for 
Example 

有顏色的國民黨：《匹茲堡信使
報》的〈中國觀點〉專欄，1942
－1945 

臺灣的都市計畫與水源管理危機：
以南勢溪流域的烏來為例 

氣候變遷殺人事件：來自全球 138 國
的證據(1980-2010) 

發表人：廖小娟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
研究所助理教授 

發表人：劉曉鵬 政治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甯方璽 政治大學地政系
副教授、林子新 政治大學政治系
博士後研究員 

發表人：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副研究員 

評論人：徐筱琦 臺灣師範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盧令北 東吳大學歷史
系副教授 

評論人：王志弘 臺灣大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林子倫 臺灣大學政治系副
教授 

中亞國家的能源輸出政策：多元還是
取巧？ 

新媒體、新世代族群與族群意象 「水質」的商品化-高雄都市加水站
網絡的形成 

氣候變遷影響下臺灣民眾風險知覺與
環境行為之分析 

發表人：平思寧 成功大學政治系助
理教授、郭祐成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
學院 

發表人：劉宜君 元智大學社會
暨政策科學系教授 

發表人：黃若慈 臺灣大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專任助理、王志弘 臺
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許耿銘 臺南大學行政管理
系副教授、蔡雅琄 臺南大學行政管
理系碩士生 

評論人：盧倩儀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
副研究員 

評論人：陳定銘 中央大學客家
語文暨社會科學系教授 

評論人：黃書緯 臺灣大學無邊界
大學計畫辦公室專案助理教授 

評論人：范玫芳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
會研究所教授 

中俄核能合作的現況與挑戰 國際法下文化權的一般性與集

體性維度分析 
戰線缺口、系統動量與網絡轉型：
台北都會區的污水治理體制 

國際環境的合作困境：大氣治理的成
敗探析 

發表人：白煜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
所碩士生 

發表人：黃之棟 空中大學公共

行政系副教授 
發表人：何函育 臺灣大學建築與
城鄉研究所博士生、王志弘 臺灣
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郭映庭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
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魏百谷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
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胡慶山 淡江大學亞洲

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黃書緯 臺灣大學無邊界
大學計畫辦公室專案助理教授 

評論人：葉欣誠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
教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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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 

1. 場次與主持：28 場發表、24 人主持 
2. 論文與評論：102 篇發表、82 人評論 
3. 學生論文獎頒發：得獎 3 名、從缺 1 名 
4. 大型論壇：三場，共 8 位與談人 
5. 流動人次：兩天共約 500 人次參與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1. K1：大會主題論壇：環境與永續發展 

討論主題： 
a. 全球各地經驗：達成 SDG 的各種途徑與工具 
（公民知識監督風險決策、智慧生活科技、參與式環評） 
b. 給台灣的啟示：邁向永續發展的現狀與可能  
（高耗能產業轉型、都市治理、氣候變遷永續發展法律形塑） 

 
2. K2：永續發展 NGO 實務工作者圓桌論壇 

討論主題： 
a. SDG 對台灣 NGO 的啟示 
（大眾對 SDG 的認知、自身組織對 SDG 的理解） 
b. 自身組織與 SDG 相關之行動 
（既有之經驗與成果、當前面對的困境與挑戰）  
c. 台灣邁向永續發展的藍圖  
（對當今國家、社會、市場的觀察；自身組織的定位） 

 
3. 論文發表 A1~E1、A2~E2、A3~E3、A4~E4、A5~E5、A6~D6 

主題包含：中國政治經濟、原住民發展、族群與邊界、偏鄉與農

村、台灣國家發展、空間資訊、都市產業治理、都市水資源、國

土保育、公衛與疾病、氣候變遷、高科技、勞動、性別、權利等 
 
4. 學生優秀論文獎 
博士生區域研究獎：蔡書瑋（京杭大運河遺產化下的城市空間生產） 
碩士生區域研究獎：李明勳（沒有能力還是沒有意願？從東協國家的

人權實踐分析人權脫鉤的成因與挑戰） 
博士生永續研究獎：賴慧玲（Framing Green Economy: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oward a Green Economy in Taiwan’） 
 
5. ＜發展研究與當代臺灣社會＞新書發表 
 
6. 其他：會場空景、報到台、宣布下屆主辦、茶敘等 
 



K1：大會主題論壇：環境與永續發展 
主持人：湯京平 與談人：周素卿 

  
與談人：周桂田 與談人：張文貞 

  

 



K2：永續發展 NGO 實務工作者圓桌論壇 

主持人 張國暉 與談組織 
臺灣青年氣候聯盟 

許菀庭 
(代蔡素芬執行長) 

  

與談組織 
臺灣青年氣候聯盟 
李建歡 COP22 團員 

與談組織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陳瑞賓秘書長 

 

 
 



A1：新能源在中國與臺灣 
主持人 冷則剛 

 

發表人 曾聖文 評論人 冷則剛 

  

發表人 王婉臻 評論人 冷則剛 

  



發表人 賴俊魁 評論人 蔡中民 

  

發表人 周正履 評論人 蔡中民 

  

 



A2：在臺灣之當代中國／大陸研究與教學─議題與方法工作坊 
主持人 湯京平 

 
發表人 陳明祺 評論人 徐斯勤 

  
發表人 冷則剛 評論人 寇健文 

 

  



A3：中國政治與經濟發展 
主持人 蔡中民 

 

發表人 陳世榮 評論人 廖坤榮 

  



發表人 王綺年 評論人 陳潁峰 

 

 

發表人 陳潁峰 評論人 王綺年 

  
 



A4：東亞政治與經濟 
主持人 蔡中民 

 

發表人 龔祥生 評論人 李世暉 

 

 



發表人 蔡中民 評論人 王綺年 

  
發表人 姚祺 評論人 王韻 

 

 

發表人 江素慧 評論人 吳全峰 

   



A5：中國政治與經濟發展 2 
主持人 李玉瑛 

 

發表人 陳定槤 評論人 劉致賢 

  



發表人 張華維 評論人 廖小娟 

  

發表人 李玉瑛 評論人 劉致賢 

  

發表人 林雅緻 評論人 左正東 

  

 



A6：中國對外關係 
主持人 盧倩儀 

 

發表人 廖小娟 評論人 徐筱琦 

  



發表人 平思寧 評論人 盧倩儀 

 

 

發表人 白煜 評論人 魏百谷 

  
 



B1：原住民與永續發展 1 
主持人 施正鋒 

 

發表人 施正鋒 評論人 Pasuya 'e Poiconʉ（浦忠成）  

 

 



發表人 
Tunkan Tansikian 
（陳張培倫） 

評論人 陳瑤華 

  
發表人 戴秀雄 評論人 施正鋒 

 

 

 



B2：原住民與永續發展 2 
主持人 蔡博文 

 

發表人 盧道杰 評論人 Daya Dakasi（官大偉） 

 
 

發表人 李沛英 發表人 盧道杰 

  
評論人 Daya Dakasi（官大偉） 

 



發表人 丁志堅 評論人 盧道杰 

 

 
發表人 林嘉男 評論人 戴秀雄 

  

發表人 方維璽 評論人 黃旭 

   



B3：原住民與永續發展 3 
主持人 蔡博文 

 

發表人 趙芝良 評論人 蔡博文 

  

發表人 孔建福 評論人 黃季平 

 

 



發表人 蕭文榮 發表人 楊麗寰 

 

 

發表人 潘欣榮 發表人 巫正梅 

 

 

發表人 鍾詠政 評論人 萬育維 

  

 



B4：農村與社區的永續發展 
主持人 徐世榮 

 

發表人 黃信勳 評論人 顏愛靜 

  



發表人 
溫靖儒 

(代孫振義等三人) 
評論人 李永展 

 

 

發表人 顏愛靜 評論人 徐世榮 

 

 
 



B5：邊界與跨域行動 
主持人 洪伯邑 

 
發表人 洪伯邑 發表人 許純鎰 

 

 

評論人 楊弘任 

 



發表人 盧怡文 評論人 朱凌毅 

  

發表人 徐蘢芊 評論人 魏百谷 

 

 
發表人 李冠霆 評論人 李栢浡 

 

  



B6：族群跨界互動 
主持人 劉曉鵬 

 

發表人 劉曉鵬 評論人 盧令北 

 

 



發表人 劉宜君 評論人 陳定銘 

 

 

發表人 黃之棟 評論人 胡慶山 

 

 
 



C1：偏鄉農村治理與永續發展 
主持人 徐世榮 

 
發表人 連怡惠 評論人 譚鴻仁 

 

 

發表人 季美珍 評論人 徐世榮 

  



發表人 徐世榮 評論人 顏愛靜 

  
發表人 裴浩哲 發表人 張瓊文 

 

 

評論人 王道一 

 
 



C2：臺灣的國家發展進程 
主持人 張國暉 

 

發表人 陳宗文 評論人 張國暉 

  

發表人 洪紹洋 評論人 李為楨 

 

 



發表人 張國暉 評論人 郭文華 

  

發表人 楊雲安 評論人 盧科位 

  

發表人 蔡霆妤 評論人 張國暉 

 

 

 



C3：空間資料與永續發展 
主持人 溫在弘 

 

發表人 許晉瑋 評論人 謝吉隆 

 
 



發表人 陳威全 評論人 黃崇源 

  

發表人 馮維義 評論人 余清祥 

 

 
 



C4：環境與疾病的永續治理 
主持人 溫在弘 

 

發表人 郭飛鷹 評論人 黃崇源 

 

 



發表人 陳慈忻 評論人 許景舜 

 

 

發表人 許景舜 評論人 黃崇源 

 

 

 



C5：都市產業發展與轉型 
主持人 陳良治 

 

發表人 林宏駿 評論人 金家禾 

  



發表人 林政逸 評論人 陳良治 

 

 
發表人 呂宛芯 評論人 王志弘 

 

 
發表人 林秀芬 評論人 林潤華 

   



C6：都市水資源治理 
主持人 王志弘 

 

發表人 甯方璽 評論人 王志弘 

  



發表人 黃若慈 發表人 王志弘 

  
評論人 黃書緯 

 
發表人 何函育 評論人 黃書緯 

   



D1：國土生態與永續發展 
主持人 戴興盛 

 
發表人 戴興盛 評論人 林益仁 

 

 
發表人 陳昭倫 評論人 溫國彰 

  



發表人 吳宗瓊 評論人 陳昭倫 

  

發表人 張聿蓁 評論人 倪進誠 

 

 

 



D2：永續發展下的風險治理 
主持人 周桂田 

  

發表人 林木興 評論人 王鴻濬 

 
 

發表人 林木興 發表人 周桂田 

 
 

評論人 劉書彬 

 



發表人 杜文苓 發表人 施佳良 

  
評論人 周桂田 

 
發表人 黃筱倪 發表人 陳潁峰 

  
評論人 杜文苓 

 
發表人 陳政宜 評論人 邱奕宏 

   



D3：國土保育與社區永續發展 
主持人 蘇淑娟 

 

發表人 楊懿玲 發表人 蘇淑娟 

  

評論人 王文誠 

 



發表人 鄭伊婷 評論人 王文誠 

 

 

發表人 呂冠燁 評論人 廖學誠 

 

 
 



D4：都市空間永續治理 
主持人 王志弘 

 

發表人 黃小殊 評論人 吳金鏞 

 

 



發表人 蔡書瑋 評論人 古明君 

 

 
發表人 王志弘 評論人 黎德星 

 

 
發表人 邱啟新 評論人 楊弘任 

 

  



D5：永續思維下的環境經濟 
主持人 林子倫 

 

發表人 施奕任 評論人 林子倫 

 

 



發表人 賴慧玲 評論人 林子倫 

 

 
發表人 林品青 評論人 張文菁 

  

發表人 宋淑琪 評論人 張文揚 

  

 



D6：氣候變遷治理 
主持人 林宗弘 

 

發表人 林宗弘 評論人 林子倫 

  



發表人 許耿銘 發表人 蔡雅琄 

 
 

 

評論人 范玫芳 

 
發表人 郭映庭 評論人 葉欣誠 

 

 

 



E1：勞動與永續發展 
主持人 黃德北 

 

發表人 郭耀中 評論人 黃德北 

 
 

發表人 鄭怡雯 評論人 邱毓斌 

  



發表人 鄭顯旭 發表人 施世駿 

  
評論人 陳芬苓 

 
發表人 柯得祥 發表人 蘇昱璇 

  
評論人 楊志海 

 
 



E2：性別與永續發展 
主持人 李碧涵 

 

發表人 王世明 發表人 田畠真弓 

   

評論人 鄭陸霖 

 



發表人 龐駿安 發表人 李碧涵 

  

評論人 田畠真弓 

 
發表人 柯凱瀛 評論人 田畠真弓 

  

發表人 康逸琪 評論人 李碧涵 

  
 



E3：永續思維下的社會經濟 
主持人 李酉潭 

 

發表人 Julio Linares 評論人 謝銘逢 

 

 



發表人 蔡婷茹 評論人 謝銘逢 

  

發表人 殷瑞宏 發表人 李酉潭 

 
 

評論人 林義鈞 

 
 



E4：權利與永續發展 
主持人 陳建甫 

 

發表人 陳建甫 評論人 周志杰 

  



發表人 李明勳 評論人 周志杰 

  

發表人 
Oscar-René 

Vargas Delgado 
評論人 吳得源 

  

 



E5：新科技與永續資源管理 
主持人 簡妤儒 

 

發表人 陳舒玲 發表人 陳聖智 

  

評論人 彭立忠 

 



發表人 簡妤儒 評論人 李宜澤 

  

發表人 陳雅翔 評論人 林義鈞 

  

發表人 王麗銘 評論人 吳春光 

  

 



論文獎頒獎 
頒獎人 王振寰 得獎者 李明勳 

  

得獎者 賴慧玲 得獎者 蔡書瑋 

  

 



《發展研究與臺灣社會》新書發表會 

 

 
 



其他：會場空景、報到台、宣布下屆主辦、茶敘 
會場空景 

 

報到台 

 

宣布下屆主辦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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