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舉辦日期、舉辦時間】110年 10 月 30 日 08：30－17：50、110年 10 月 31 日 08：30－16：20
【舉辦地點】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至善樓

【主辦單位】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台灣發展研究學會

08：30~09：00
09：00~09：15
09：15~09：20

主持人 湯京平(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講者 孫同文(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地點：國際會議廳

10：50~11：00

地點 G101 G102 G402 G403 G404

主題 疫情下的觀光休閒發展 發展研究理論 太陽光電與公民電廠發展 教育與發展
在地發展導向之大學社會

創新實踐

蘇淑娟 宋鎮照 劉仲恩 曾慧佳 曾梓峰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教授

國立高雄大學建築學系/教
授

題目一

2020年疫情下的地方產業

與觀光行銷：以「臺南國

際芒果節」為例

後疫情世界的發展理論芻

議

介於社會運動與市場之

間：台灣公民電廠的初探

論我國「軟實力」之建置

與延續-從僑生來台接受

教育的誘因談起

串起地方需求與大學社會

責任-以社會實踐課程的行

動學習歷程為例

邱麗娟 張義東 丁允中 呂嘉穎 顧瑜君

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

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國立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

系/副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系/博
士後研究

國立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

/兼任助理教授

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

環境學系/教授兼社會參與

中心主任
何明修 徐正戎 黃筱瑩

國立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

區域研究所/教授

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

環境學系/社會參與中心執

行秘書/通識教育中心兼任

講師
蘇淑娟 宋鎮照 劉仲恩 蘇昱璇 曾梓峰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理教授

國立高雄大學建築學系/教
授

題目二
臺灣旅遊包車駕駛面對疫

情之因應策略及調適行為

COVID-19下的合作失靈

與發展困境：以國際公衛

合作為例

建構綠能正義：臺灣太陽

光電城鄉佈局轉型之理論

化

循環經濟概念遇上人類的

拖延症?
教育領域如何再創新？

蘇愛媜 宋鎮照 邱啟新 陳奕涵 林意雪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教授

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

鄉環境學系/副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

系/碩士生

國立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

開發學系/副教授
譚偉恩

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

究所/副教授

邱麗娟 李佳怡 劉仲恩 蘇昱璇 吳明錡

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

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

院/副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理教授

臺北醫學大學跨領域學院/
執行長

題目三

後疫情時代的影展生存之

道：以2020-2021年高雄

電影節及台北電影節為例

制度及場域的不對稱邏

輯：我國離岸風場環評與

漁業補償關聯的發展與變

遷

對比東北亞社會主義國家

現行教育制度之特質

在地陪伴與療癒的跨界教

學與整合：罕見疾病家庭

為主體所相映的陪、伴、

學

楊孟穎 張睿寧 周田力 翁士恆

高雄市電影館/館長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生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

系/碩士生

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臨床

心理學系/助理教授

邱麗娟 邱啟新 曾慧佳 吳明錡

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

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

鄉環境學系/副教授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教授

臺北醫學大學跨領域學院/
執行長

主持人 許甘霖(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講者 陳琮淵(淡江大學歷史學系/助理教授) 地點：G406

14：30~14：50

地點 G101 G102 G402 G403 G404

主題 國際合作發展 公共治理政策 東亞、發展與性別 政府開發援助

USR計畫場域現象與相關

實踐：弱勢族群扶助與賦

權
林義鈞 游尚儒 劉秋婉 魏玫娟 王信實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國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理研究所/助理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理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副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經濟系/副教

授

題目一

Foreign Aid, the
Philippines, and Women in
Agriculture

變動中的公共空間本質與

治理策略：氛圍生產與情

感治理

生育率全球墊底還歧視媽

媽?南韓「媽蟲」現象初

探

性別主流化在發展援助機

構之推動與實踐—以財團

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為例

連結、培力與賦權：一個

USR計畫團隊在場域的迂

迴策略與實踐

Jessica Penn 游尚儒 李柏翰 王逸歆 王信實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IMPIS

國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理研究所/助理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公衛學院全

球衛生學程/助理教授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金會 研究發展考核處/副
管理師

國立政治大學經濟系/副教

授

劉秋婉 鄭晏宗 邱智輝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理教授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金會 研究發展考核處/組
長

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計畫

專任助理

袁嘉儀

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計畫

兼任助理

何浩慈 吳偉寧 黃佳媛 魏玫娟 孫嘉宏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理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理研究所/副教授兼任亞

太EMBA主任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副教授
長庚大學機械系/助理教授

題目二

永續農業的發展如何解決

非洲饑荒地區的糧食安全

問題——以中國雜交水稻

技術在非洲的應用為例

地方政府企業防災之推

動： 以美國加州地方政

府例

數位支付普及對於中國農

村性別與世代權力關係的

衝擊：以「淘寶村」為例

糧食安全類型援外計畫之

影響：以尼加拉瓜及海地

糧食安全計畫為例

經濟弱勢背景高風險家庭

的賦權歷程：以大學社會

責任計畫與社區合作的

ACT親職方案為例

王優揚 吳偉寧 劉秋婉 洪士軒 傅如馨

發表人

評論人

發展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致敬王振寰教授榮退儀式）

與會來賓合影留念

09：20~10：50

午餐&休息

會員大會及最佳論文頒獎

11：00~12：20

12：20~13：30

主持人

大會主題論壇：正在社會實踐的大學

茶敘休息

第一場次論文發表（80分鐘）

發表人

評論人

評論人

110年10月30日（六）議程

開幕報到

開幕式、貴賓致詞（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校長陳慶和教授、台灣發展研究學會理事長簡旭伸教授）

2021年 第十三屆發展研究年會

「後疫情時代的區域發展轉型與大學社會實踐」學術研討會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育部標竿計畫「策論亞太安全治理」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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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經濟學系、國立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國立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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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發表人

評論人

午茶休息

第二場次論文發表（90分鐘）

主持人

13：30~14：30

發表人



【舉辦日期、舉辦時間】110年 10 月 30 日 08：30－17：50、110年 10 月 31 日 08：30－16：20
【舉辦地點】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至善樓

【主辦單位】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台灣發展研究學會

2021年 第十三屆發展研究年會

「後疫情時代的區域發展轉型與大學社會實踐」學術研討會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育部標竿計畫「策論亞太安全治理」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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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經濟學系、國立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國立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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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生

國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理研究所/副教授兼任亞

太EMBA主任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理教授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金會 研究發展考核處/助
理管理師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副
教授

鄭晏宗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金會 研究發展考核處/組
長

林義鈞 游尚儒 陳宇翔 楊文山 孫嘉宏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國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理研究所/助理教授

國立臺北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
長庚大學機械系/助理教授

題目三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n Educational Program：
An Example from TFCF in
Kyrgyzstan and Mongolia

永續都市物流與土地使用

政策之研究

The Birth of the Gay
Clinic： Gay Taiwanese
Men's Biomedical Travel to
Thailand

一鄉一特產之援外類型計

畫對當地發展之影響：以

印尼蘆筍一鄉一特產計畫

為例(2011-2014)

飄洋過海‧落地生根：新

住民創業因素及相關培力

廖為謙 曾琮新 黃柏堯 曾晴婉 鍾甜因

國立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

所/碩士生

國立成功大學交通管理科

學系/碩士生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金會 研究發展考核處/助
理管理師

國立政治大學經濟系/研究

生

鄭祖睿 王信實

國立成功大學交通管理科

學系/助理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經濟系/副教

授

何浩慈 吳偉寧 劉秋婉 魏玫娟 孫嘉宏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理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理研究所/副教授兼任亞

太EMBA主任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理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副教授
長庚大學機械系/助理教授

題目四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Filipino
Indigenous Return Migrants
through Social Enterprises

行動支付繳稅服務：影響

政策執行者推廣意圖之因

素

人力循環流動是否能促進

發展？從中國返回臺灣的

專業人才為例

柑橘黃龍病防治類型計畫

事後評核
貧窮與犯罪

Anna Joceline D. Ituriaga 楊甯鈞 黃佳媛 蘇昱璇 陳志輝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IDAS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稅務

員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理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

授
吳偉寧 曾筠凊

國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理研究所/副教授兼任亞

太EMBA主任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金會 研究發展考核處/處
長

林義鈞 游尚儒 黃柏堯 楊文山 孫嘉宏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國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理研究所/助理教授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
長庚大學機械系/助理教授

16：20~16：30

地點 G101 G102 G402 G403 G404

主題 區域發展理論 區域與空間規劃 數位平台與社會經濟 USR裡的人類學實踐
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倫理

與方法

王文誠 王安民 王佳煌 高雅寧 薛曉華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教授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

學系/教授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

授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領導

研究所/助理教授

題目一

區域發展研究的認識論與

方法論：制度轉向、文化

轉向、關係轉向

地理差異對公立幼兒園教

師工作壓力、工作滿足與

職業倦怠之影響： 中介

與干擾效果之實證

平台資本主義與零工經

濟：以餐飲外送員為例

COVID-19疫情期間的

「鹽夏不夜埕」創意街區

活動的線上轉型

USR計畫中知識論與實踐

倫理課題的批判性分析

黃仁志 王安民 王佳煌 宋世祥 楊智穎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博士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

學系/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

跨領域學士學位學程/助
理教授

屏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王文誠 黃國慶 陳聖智 呂欣怡 薛曉華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教授

臺北市立大學城市發展學

系/助理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數

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副
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人類學系/
副教授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領導

研究所/助理教授

題目二
跨時空的建設部署：苗栗

市環市道路的基礎設施化

應用農產業風險評估架構

於農地空間規劃之研究

群眾募資平台作為創新生

態圈發展研究取徑對經濟

發展之影響

疫情前後合作民族誌的實

踐與挑戰：以政大「興隆

安康共好文山」USR計畫

為例

為什麼「一起做布衛生

棉」不成功？一個關於

「我」與「她們」的身份

互動的研究反省

楊有騰 黃國慶 陳聖智 高雅寧 林潤華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碩士生

臺北市立大學城市發展學

系/助理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數

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副
教授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

授

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

系/副教授

黃麗玲 盧伯豪 王佳煌 呂欣怡 戴守谷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副教授

國立臺北大學都市計劃研

究所/博士

元智大學社會暨智策科學

學系/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人類學系/
副教授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

技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題目三 新經濟地理回顧

科技治理與公共運輸的應

用及發展：以鐵、公路行

車安全與司機員勞動權為

例

當國際學生遇上USR：語

言與文化的轉譯難題

參與、協力與行動：大學

社會責任的「異質親和路

徑」

盧伯豪 郭嘉呈 歐子綺 張瓊文

國立臺北大學都市計劃研

究所/博士

台灣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工程師；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國立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

院/助理教授

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

系/助理教授

蔡智發 孫博萮 黃筱瑩

國立臺北大學都市計劃研

究所/特聘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生

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

環境學系/通識教育中心兼

任講師/社會參與中心執行

秘書
賴榮偉

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助
理研究員；中國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兼任助理

教授；政治大學東亞研究

所/法學博士

發表人

評論人

評論人

發表人

發表人

主持人

發表人

第三場次論文發表（80分鐘）

發表人

評論人

發表人

評論人

評論人

休息

14：50~16：20

16：30~17：50



【舉辦日期、舉辦時間】110年 10 月 30 日 08：30－17：50、110年 10 月 31 日 08：30－16：20
【舉辦地點】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至善樓

【主辦單位】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台灣發展研究學會

2021年 第十三屆發展研究年會

「後疫情時代的區域發展轉型與大學社會實踐」學術研討會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育部標竿計畫「策論亞太安全治理」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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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經濟學系、國立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國立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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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王安民 陳聖智 呂欣怡 戴守谷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傳播學院數

位內容碩士學位學程/副
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人類學系/
副教授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

技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7:50

08：30~09：00

主持人 簡旭伸(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與談人 鄭安廷(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副教授)
林潤華(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遲恆昌(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副教授)
游尚儒(國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助理教授)
林政逸(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教授) 地點：國際會議廳

10：30~10：40

地點 G101 G102 G402 G403 G404 G406

主題 環境永續與公民參與 大學社會實踐 地方與文化產業 族群關係與文化發展 地方創生策略 國際合作發展與發展比較

簡旭伸 曾聖文 王淑芬 施正鋒 遲恒昌 施世駿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

源學系/教授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

育中心博雅教育組/副教

授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副教授兼

系主任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

學系/教授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副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教授兼所長

題目一

環境主義之外：台北市樹

木保護行動與都市自然的

政治化

透過合作學習設計島嶼主

題旅遊：大學博雅課程在

馬祖的社會實踐歷程

文化政策與地方文化產業

發展之個案研究

西新幾內亞是如何被出賣

的

地方創生或消滅-地方品牌

故事行銷之真實性探討

疫情時代下區域整合的概

念重塑-歐盟與東協的比

較分析
劉睿 曾聖文 王渝禎 施正鋒 彭瑋平 李佩蓉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 / 博士候選人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

育中心博雅教育組/副教

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區域

與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

國立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

發展學系/教授

國立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

休閒產業學系/研究生

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 /
博士生

王志弘 王俊傑 張雪君 鄭玉環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教授

鴻宇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區域

與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東南科技大學觀光系/學生

吳怡彥

東南科技大學觀光系/副教

授兼系主任

簡旭伸 沈立 王淑芬 林政逸 遲恒昌 施世駿

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

源學系/教授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副教授兼

系主任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教授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副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教授兼所長

題目二

參與行動下的「綠」：公

民在新竹市綠園道食物森

林中的建構與互動

銀閃閃的後青春：從老年

書寫論高齡社會的文化調

適與策略因應

疫情時代下傳統市場的媒

體再現與空間解構

轉型正義的機制與脈絡因

素之比較研究—以西班牙

與臺灣為例

地方創生作為都市再生的

可能?探討台南市正興街

觀光發展與縉紳化

後疫情時代的對非援助網

絡輿情分析

陳品嘉 謝玉玲 謝懷瑩 李依庭 賴郁升 陳姸如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系/碩士

生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

育中心語文教育組/教授

兼共同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碩士

生

國立臺灣大學法律系/碩
士生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學士生

國立政治大學外交所/碩
士生

遲恒昌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副教授

王志弘 洪士峰 林潤華 施正鋒 吳怡彥 湯智貿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教授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

系/副教授

國立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

發展學系/教授

東南科技大學觀光系/副教

授兼系主任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理

教授

題目三

城市就是我的實驗室：從

iTrash 探討智慧城市協力

經驗

以海洋永續為基礎之跨域

教學設計與實踐-以八斗

子潮間帶為例

形續魂猶存：台灣寺廟營

造的發展與轉變

「紐」轉困境：全球治理

與外籍漁工人權之進展-
以紐西蘭經驗為例

台灣地方創生策略之研究-
以產業六級化為例

徐瑜涓 周維萱 楊竣宇 涂文廷 蔡富湞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

系/碩士生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

育中心博雅教育組/副教

授

國立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碩士生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生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文

化產業與文化政策博士學

程/研究生
王志弘 沈立 林潤華 張國暉 吳怡彥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教授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

系/副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副教授

東南科技大學觀光系/副教

授兼系主任

12：00~13：00

地點 G101 G102 G402 G403 G404 G406
主題 環境與永續發展 經濟發展與都市議題 高齡社會議題 土地變遷與族裔文化 景觀與休閒 永續發展

徐世榮 鄭安廷 劉宜君 顏亮一 蘇愛媜 洪鴻智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
授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副教授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

學系/教授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

鄉環境學系/特聘教授

題目一

臺灣北部民眾對能源轉型

與課徵碳稅的重要表現認

知分析

預售抵費地、非正式土地

金融網絡與地政體系懸浮

化：臺中自辦重劃單元的

案例分析

運動作為高齡者照顧的社

會處方之可行性研究

臺東都蘭聚落的地方意義

競逐與再尺度化

景觀政治：台中綠柳川治

理下的地景建構與綠色美

學化

以綠色區域主義和永續棕

櫚油認證來解決發展與環

保的衝突——以馬來西亞

森達美集團（SIME
DARBY）為例

唐偉傑 顏誌君 劉宜君 林于婷 賴彥安 張瑾薇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生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

學系/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碩士生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碩士生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生

陳興芝 楊友仁 王志弘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

鄉研究所/教授

李俊鴻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王安民 鄭安廷 張國慶 顏亮一 郭怡君 游雅雯

評論人

發表人

茶敘休息

第四場次論文發表（80分鐘）

主持人

第五場次論文發表（90分鐘）

午餐&休息

圓桌論壇：區域發展、低度發展與不均發展

第二天報到

110年10月31日（日）議程

評論人

發表人

評論人

主持人

評論人

發表人

第一天結束

09：00~10：30

10：40~12：00

發表人



【舉辦日期、舉辦時間】110年 10 月 30 日 08：30－17：50、110年 10 月 31 日 08：30－16：20
【舉辦地點】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至善樓

【主辦單位】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台灣發展研究學會

2021年 第十三屆發展研究年會

「後疫情時代的區域發展轉型與大學社會實踐」學術研討會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育部標竿計畫「策論亞太安全治理」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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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經濟學系、國立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國立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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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副教授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國立臺灣大學園藝學系/博
士生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

係學系/助理教授

題目二

台灣民眾對可再生能源的

多重偏好和社會接受度探

討

拚一個家：青年購屋實踐

與住宅自有的生活規劃

另一種生活方式：機構高

齡者的日常生活觀察

空間意義轉變與協商：吉

隆坡舊街區地方感的形塑

評鑑方式對休閒產業發展

之影響─以休閒農業區為

例

建立以社區能力基礎評估

框架基於重要性-績效分

析(IPA)方法發展社區地

震災害管理(CEDM)
陳興芝 楊宜靜 洪士峰 顏聖錝 張豐盛 林碧絹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生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博士生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國立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

系/博士班

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

環境所/博士生

李俊鴻 巫麗雪 李俊鴻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理

教授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兼系主任

王安民 鄭安廷 劉宜君 譚鴻仁 蘇愛媜 洪鴻智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副教授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

學系/教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副教授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

鄉環境學系/特聘教授

題目三

臺灣民眾對政府水資源管

理策略的重要表現認知探

討

都市計畫的治理縫隙：大

彎北段違規商業住宅「不

定租隙」之尋租

社工勞力市場之薪資酬賞

與工作滿意度之分析

異域：龍岡地區土地使用

變遷下的族裔化空間

探討情境差異中沉浸式虛

擬體驗對自然賞景意願之

影響

離岸風電於環評之社會強

健性知識分析－以彰化縣

福海離岸風力發電計畫為

例

李梓葳 高甫承 林大森 莊詠竹 陳璿卉 林雲翔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生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碩士生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碩士生

國立臺灣大學園藝學系/碩
士生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當代台灣組/碩士生

郭玟秀 陳皓揚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生

國立臺灣大學園藝學系/碩
士生

郭品佑 鄭佳昆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生

國立臺灣大學園藝學系/副
教授

張博鈞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生

宋喬瑄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生

陳興芝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生

李俊鴻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徐世榮 張容瑛 張國慶 譚鴻仁 郭怡君 張國暉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
授

國立臺北大學都市計劃研

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

系/副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園藝學系/博
士生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副教授

題目四
農村中的工業地景—農村

示範工業區發展之回顧

收入的提高會促進老年人

的健康嗎？——基於中國

CLHLS（1998-2018年）

資料的分析

探討紀念空間在都市中扮

演的綠地角色

漳玨賢 袁嘉奇 陳致廷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碩士生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生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士生

鄭安廷 陳俞安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副教授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士生

李亞醍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學士生

沈立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助理教

授

張容瑛 劉宜君 顏亮一 蘇愛媜

國立臺北大學都市計劃研

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

學系/教授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教
授兼系主任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助理教授

14：30~14：50

地點 G101 G402 G403 G404

主題 法律與國家發展
後進國家之產業發展與升

級
跨界的政治經濟

社會企業、社區與地方發

展

劉華美 陳良治 何振盛 李玉瑛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

理所/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佛光大學未來與樂活產業

學系/教授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

學系/教授

題目一
中國大陸電子商務產業與

競爭法

後進國家廠商如何抓到新

興科技的機會之窗？ 以
台灣工具機廠商透過發展

智慧機上盒邁向工業4.0
為例

中國威權擴散與海外媒體

審查：臺灣、新加坡、馬

來西亞的比較研究

減塑設計為企業實踐永續

設計的隱含義—芻論里仁

社會企業的綠色行銷

蕭綮駿 鄭又銓 黃兆年 邱文櫻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

理所/碩士生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碩士生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理教授

台中市西區忠信國民小學

/事務組長

劉華美 陳良治 連德仁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

理所/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

計系/教授

發表人

發表人

午茶休息

發表人

評論人

主持人

第六場次論文發表（90分鐘）

13：00~14：30

評論人

評論人

發表人

評論人



【舉辦日期、舉辦時間】110年 10 月 30 日 08：30－17：50、110年 10 月 31 日 08：30－16：20
【舉辦地點】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至善樓

【主辦單位】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台灣發展研究學會

2021年 第十三屆發展研究年會

「後疫情時代的區域發展轉型與大學社會實踐」學術研討會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育部標竿計畫「策論亞太安全治理」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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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經濟學系、國立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國立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國立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國立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地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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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林木興 曾聖文 何振盛 吳宗昇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博士候選人、風險社

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助理研

究員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

育中心博雅教育組/副教

授

佛光大學未來與樂活產業

學系/教授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

授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及

NOP管理碩士學位學程主

任

題目二

化學安全與科技防災：資

訊行政法作為治理網絡邏

輯

數位技術、工作慣例與產

業升級：初探台灣模塑產

業的數位轉型

天涯何處是我家？香港政

治發展近況與港人移民潮

以社會生態學模式檢視參

與式藝術共融的學習經

驗-臺北市大安區為例
林木興 黃俊豪 劉洋 張翊辰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博士候選人、風險社

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助理研

究員

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候

選人

國立政治大學國發所/碩
士生

元智大學文化產業與文化

政策博士學位學程/研究

生

劉華美 陳良治 何振盛 李玉瑛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

理所/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佛光大學未來與樂活產業

學系教授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

學系/教授

題目三

COVID-19 下的高齡健康

照護：美國遠距醫療之挑

戰與法律回應

後進國家的產業轉型-以
台灣伺服器產業為例

根扎何處：在臺第二代藏

人的身分認同

社區支持系統下的非營利

組織募款研究_以新北市

三峽小草書屋為例

王嬿善 曾琮淇 費司樑 陳德瑄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生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碩士生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生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

研究所/碩士生

林木興 曾聖文 黃兆年 吳宗昇

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博士候選人、風險社

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助理研

究員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

育中心博雅教育組/副教

授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助理教授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

授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及

NOP管理碩士學位學程主

任

題目四

如何精進台灣的P2P信貸

監管—以中國的風險防範

監管機制為參考

基地台介面的標準化趨

勢：論台灣小型基地台廠

商的後進追趕

李皓倫 趙政諺

台灣大學國家展研究所/碩
士生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碩士生

劉華美 曾聖文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

理所/教授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

育中心博雅教育組/副教

授

16:20

14：50~16：20

評論人

發表人

發表人

評論人

評論人

發表人

評論人

大會圓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