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議程 

2012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場次 議程內容 

8:50~9:20 

報到 

（8：50～10：00 請至圖書館良鑑廳，10：00 分以後請至社會科學院大樓各會場辦理報到、

並領取名牌和會議手冊/自行報名者請至三樓會場報到）） 

9:20~10:20 

開幕式:葉芳柏 校長致開幕詞 (會場：圖書館良鑑廳) 

專題演講：社會學家如何看待和引領「社會創新」？ 

蕭新煌教授 (會場：圖書館良鑑廳) 

 

10:30~12:00 

第一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525 

災難社會學 

第二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1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 水政治 

主持人：楊文山 主持人：王振寰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葉高華 
天災死亡與社會脆弱性的空間

關連，2001-2009 
容邵武  

王振寰   

曾聖文 

中國的水電矛盾：西南地區的水

政治 
林益仁   

吳嘉苓 
中繼屋、石板屋、永久屋：災後

家屋重建的在地參與 
容邵武  黃書緯 

從水庫到引水：台灣水資源分配

模式的轉變與困境 
邱花妹 

李宗義                 

林宗弘             

謝志誠 

重建信任網絡：九二一地震後集

合住宅的重建成敗 
容邵武  

范玫芳    

張簡妙琳 

科學知識與治水政治：旗山溪治

水爭議之研究 
杜文苓 

      

林宗弘 

Governing Disaster: Political 

Institution, Social Inequalityand 

Human Vulnerability 

何明修 
   

第三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3 

社會創新：理論的探索 

第四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2 

創新：路線與反思 

主持人：朱元鴻 主持人：陳東升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呂建德 

社會投資策略與社會民主的更

新：金融危機後社會民主策略的

考慮 
林國明 

廖儀娟  

王宏仁 

企業社會責任作為解決性傾向就業

歧視的社會創新：以台灣高科技產

業為例 

楊友仁 

黃崇憲 
「新社會」動議：一個知識邀約 

(與談人：朱元鴻) 
吳介民 

中國珠三角發展模式變遷：

1989-2009 
陳志柔 

吳泉源 
社會創新與轉理論 

(與談人：鄭陸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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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00 

第五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4 

社會學的理論前沿與創新 

第六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12-2 

戰後台灣的政治軌跡 

主持人：湯志傑 主持人：蕭阿勤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劉名峰 
(後)現代的正當性理念型：兩種

建構模式及一個共同的未來 ? 
鄭志成 魏龍達 

The Consolidations and Breaks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1950s 

倪炎元   

阮曉眉 

現實的、太現實的︰從超現實主義

畫家林鴻銘的《自畫像》論現代人

類的存有狀態」 

萬毓澤  蘇慶軒 

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中的反抗與

鎮壓：國家能力消長與國民黨國

家政治秩序的建立（1947-1954） 

蕭阿勤  

李威霆 
由非線性觀點論「經驗社會理

論」的經驗效力與認知條件 
湯志傑 林邑軒 

權力及其不滿：後二二八台灣社

會的國家與抵抗（1947.7-1950.6） 
許維德 

劉育成 

曹家榮 

從「道地」到「對道地的想像」：

媒介社會中一種社會自我觀察

的可能起點 

蔡錦昌  林傳凱 

黑暗中的認知、風險、與共同體

想像─省工委（1946-1953）地下

抗爭的動員模式與意義生產 

柯朝欽 

第七會場：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大樓 SS423 

透過評鑑來建立自律自主的專業規範 

(圓桌會議)                                            

  主持人：蘇國賢 

與談人：章英華、劉雅靈、劉 正、蔡明璋 

12:00~12:40 午餐(請至社會科學院三樓報到處領取午餐)  

12:40~14:20 台灣社會學會年會（請至圖書館良鑑廳開會） 

14:20~15:50 
第一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525 

農藝復興 

第二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1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 新興社會運動與全球

在地性                       

主持人：徐世榮 主持人：何明修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莊雅仲   

陳淑容 

「從山上來的」：在地農產市集

的形成與中型城市發展 
李丁讚 張恆豪 

權利論述的全球在地化：以障礙

者權利運動的構框為例 
林文源 

陳瑞樺 
以農之名：台灣戰後農運的歷史

考察 
李丁讚 官曉薇 

全球反菸運動下的在地挑戰:以

菸品加徵稅捐為例 
張恆豪 

林秀幸 台灣新近農業運動的文化位置 李丁讚 蔡依倫 
障礙者社運團體的認同轉變：從

街頭抗議到事業經營 
邱大昕  



蔡晏霖 書寫台灣當代新農鄉運動 李丁讚 
   

14:20~15:50 

第三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3 

城市化與地方社會 

第四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2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 社會福利與正義                              

主持人：章英華 主持人：王德睦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董建宏  

郭統譽 

舊典範與新社會：全球城市發展策

略與農商經濟結構之傳統鄉鎮的環

境衝突–以台中市豐原區為例 

郭奇正 

王增勇 

蔡昇倍 

廖貽得 

鄭君萍 

居家服務政策離部落的現實有

多遠−論長期照顧如何複製原漢

的不平等？ 

紀金山   

張峰碩 

Exploring the value of chang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ocation in 

Chinese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migrant workers’ intentions in 

Dongguan, China. 

黃克先 王舒芸 台灣兒童照顧體系的回顧 許雅惠 

洪馨蘭 
臺灣高雄美濃的「替代全球化」

路徑 
黃世明 

呂建德 

葉秀珍 

張國偉 

台灣民眾對於福利國家與重分

配政策的取向分析-從微觀角度

出發 

李易駿 

胡美芳 
夜市不是我們的人生－以框架

理論探究師大社區反夜市運動 
張立本 林國明 全民健保改革的回顧 劉宜君 

第五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4 

全球化下的當代中國地方社會：企業、勞動、

與文化產業 

第六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12-2 

企業文化與社會關係 

主持人：高承恕 主持人：吳宗昇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鄭志鵬 

協會作為一位制度企業家的發

展與限制：以東莞台商協會成立

大麥客商場為例 

張瓊文 
Chien-ju 

Lin 

Revisiting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aiwan’s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田畠真弓 

曾瑋琳    

林宗弘 

解構世界工廠：台商富士康集團

的全球碎裂化專制生產體制 
何彩滿 安勤之 

靈芝的奇蹟：台灣保健食品巿場

與直銷活動初探 
許甘霖 

古明君 

媽祖信仰如何成為人類遺

產？：中國遺產化過程中的在地

行動 

李明璁 林金博 
臺灣中小型家族企業的經營與

傳承：文獻回顧與問題探索 
吳宗昇 

第七會場：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大樓 SS423 

東亞社會學發展(圓桌會議) 

 

主持人：蕭新煌 

與談人：熊瑞梅、張茂桂、王宏仁、 

SHUJIRO YAZAWA、HASEGAWA KOICHI、

EUN-JIN LEE、WONHO JANG 



15:50~16:10 茶敘 

16:10~17:40 

第一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525 

管制科學與專家政治 

第二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1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 醫藥產業發展                        

主持人：傅大為 主持人：張苙雲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邱文聰 
勾勒科學與政治統合的正當法

律程序 
陳政亮  

吳翰有  

王振寰 

貌合神離：台灣醫藥產業的發展

與轉型 
郭文華 

杜文苓   

何俊頤 

壟斷的環境資訊：解析高科技環

境知識生產之制度困境 
林宜平 陳宗文 

從生命到生意 – 疫苗技術與產

業的後進想像 
陳嘉新 

陳信行  

因果與感知：兩個關於全球化高

科技電子工業的社會爭議動態

之比較 

林崇熙 
王今暐    

許甘霖 

發展契機或健康隱憂：從後進發

展觀點看台灣的醫學美容產業 
成令方 

周桂田 
全球化風險挑戰下發展型國家之治

理創新 
蔡明璋       

第三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3 

公民農業 

第四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2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 庶民生活與文化 

主持人：蔡培慧 主持人：許嘉猷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王福裕 
「小農，小村，好生活」：看見

CSA 的力量 
彭明輝 石計生 

「歌仔本」裡的台灣歌謠乾坤：

「二王一后」時代粉絲行動探究 
何東洪 

陳孟凱 社區貨幣與部落經營 彭明輝 楊凱成   日治初期臺灣鹽業技術初探 許宏彬 

金惠雯 
在山上的市集─從苗栗部落市

集看原住民產業發展 
彭明輝 李玉瑛 

拍賣：一個從社會建構觀點的研

究 
蘇碩斌 

   
蘇碩斌 

進香觀光：神聖與世俗交界的歷

史變遷與理論意涵 
古明君 

  



16:10~17:40 

第五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4 

青少年研究 I 

第六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12-2 

產業與技術 

主持人：劉正 主持人：鄭力軒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劉千嘉    

章英華 

原漢雙裔子代從母親族群認

定：從通婚夫妻的權力位階談起 
王維邦 

陳怡君   

田畠真

弓 

國際零售業之技術轉移與社會

資本：以台灣便利商店為例 
林亦之 

謝志龍 
家長參與對國中學生教育成就

的影響 
董旭英 林淳華 

跨時空的高接梨社群創新之比

較 
鄭力軒 

張宜君 
不能停的競賽：暑期活動對中學

生學業成就的影響 
王麗雲 陳惠萍 

綠能科技的在地使用：「屏東養

水種電計畫」的案例分析 
翁裕峰 

   

李懿潔     

萬毓澤 

共有資源的民主治理：以東港櫻

花蝦產銷班為例 
林寶安 

第七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14 

誰殺了社會學理論(圓桌會議)                                           

  

主持人：李威霆 

與談人：魯貴顯、魏書娥、黃敏原、裴元領、

鄭祖邦 

18:30~21:00 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