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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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星期日) 

時間/場次 議程內容 

8:50~9:10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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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10:40 

第一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525 

性別與階序 

第二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1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組織與階層 

主持人：吳嘉苓 主持人：蔡明璋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胡郁盈 

Shifted Identification: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The 

Reordering of Female Queer 

Categories in Taiwan 

洪凌 

林亦之 

熊瑞梅 

官逸人 

洪珮華 

台灣半導體產業組織中國投

資集體行動邏輯之制度與網

絡分析 

范淑敏 

王實之 

台灣反失業抗爭中的女性領導

的崛起：性別機會結構、構框與

情緒，及組織變遷中的交織性

1995-2000 

康世昊 
詹淑婷 

鍾喜梅 

家族集團中的基金會：資源依

賴觀點之觀察 
陳介玄 

莊大輝  

「我的生命敘說，你的意識

覺醒」：反恐同教育的寧靜

革命 

胡郁盈   李宗榮 

制度轉型、親屬網絡與集團企業

的擴張：以九０年代台灣集團企

業進入管制產業的分析為例 

柯志哲 

張瑋容 

作為愉悅建構的｢BL 妄想｣

――以台灣腐女在｢執事喫

茶｣的實踐為例 

江斐琪       

第三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3 

概念與理論建構 I 

第四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2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性別與親密關係 

主持人：王甫昌 主持人：王宏仁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鄭作彧 
從生態學觀點論社會時間

的概念 
裴元領 成令方  

更年期婦女與醫療、健康與性

別的關係 
曾凡慈  

許維德 

「社會建構論」的基本結構分析：以「被建

構物」、「建構力來源」、和「(作為動詞的)建

構」來思考「族群是社會建構的」這一陳述 

王甫昌 楊幸真 
親密無界限？連結科技與新

性別關係之探究 
鄭斐文 

劉名峰 

情緒資本：一個在研究關

係對經濟社會之發展時的

中介變項 

陳介英 王翊涵 

媒合婚姻，媒合資本？跨國

（境）婚姻媒合協會影響新移

民女性在台建構社會資本之

論析 

王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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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4 

跨界的理論思辯 

第六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12-2 

勞動過程研究 

主持人：張家銘 主持人：黃德北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林 錚 

做代工，還是要建立自有

品牌？胡適禪宗史研究的

再撿討 

周平 楊士範 

戰後台灣營造業阿美族模板

師傅的養成及其工作團隊勞

動過程之考察 

黃俊豪 

張君玫 

「新」的喻說與發

生  —— 一個跨界的多

重觀點 

高國魁 謝嘉心 
黑手師傅的社會流動：以港都

拖車師傅為例 
莊致嘉 

吳彥明 

壁壘分明、征戰不斷的「雙

胞胎」：論文化研究與社

會學的論辯 

王志弘 涂曉蝶 

扭曲的學生，變調的勞工：  

以美容美髮為例理解建教合

作制度 

侯念祖 

第七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423 

社會學會的數位化：與高中老師談社會學交

流平台(圓桌會議) 

  

主持人：張茂桂 

與談人：吳齊殷、曾淑芬、洪慧瑩、楊素芳、

聶松齡、蘇碩斌 

10:40~11:00 茶敘 

11:00~12:30 

第一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525 

青少年研究 II 

第二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1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新興社會運動與二次政

黨輪替 

主持人：關秉寅 主持人：瞿海源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翁志遠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Adolescent Health in 

Taiwan 

吳齊殷 林麗雲 

二次政黨輪替前後電視公共

化運動之攻與防 :政治過程論

的分析 

管中祥 

關秉寅 

國中能力分班對學習成就

的影響─結合傾向分數及

多層次之分析 

鄭勝耀 
王金壽 

宋昱嫻 

 法律作為社會運動抗爭資

源：以台南永揚垃圾掩埋場為

例 

邱毓斌 

范綱華 

父母教育期望對青少年憂

鬱症狀影響機制的社會階

層差異 

王雅倩 
何明修 

黃俊豪 

第二次政黨輪替後的社會運

動復甦：政治機會結構的觀點 
張茂桂 



11:00~12:30 

第三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3 

族群與認同 

第四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2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市場化下的高等教育 

主持人：林文蘭 主持人：黃金麟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黃昱珽 

台灣民族主義與民主鞏固

的衝突：民主化「悖論」

的延續與消解 

倪世傑 紀金山 
教育組織的存活分析：以師資

培育中心的創設和退場為例 
林彩岫 

唐儀庭 
從眷村第二代女性看族群

身分認同之傳承與轉變 
巫麗雪 林昱瑄 

大學教師所為何事？—臺灣

高等教育結構重組下的「學術

工作」 

陳尚志  

阮俊達 
從都市到部落：家園政治

下的台灣原住民族運動 
施聖文 林大森 

台灣大學教師的工作負擔與

角色定位 
林敏聰 

第五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4 

工作所得與家庭 

第六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12-2 

台灣與中歐的經驗 

主持人：伊慶春 主持人：官有垣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張怡婷 

李瑞中 

張怡娟 

人口變遷對家戶收入不平

等的影響 
楊靜利 

張家銘 

李承鴻 

公民參與及社會資本----以台南

市 NGOs 為例 
官有垣 

張榮富 

莊景雅 

張政賢 

所得增加對擇偶所得偏

好的影響及其性別差異： 

以大陸擇偶網站資料檢

驗演化論與社會結構論 

李大正 
鄭得興 

張家銘 

中東歐地方的社會資本與公

民參與—捷克Oloumoc及斯洛

伐克 Presov 的實證研究 

楊三億  

洪士峰 

蔡瑞明 

工作如何影響生活？台灣

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滿意之

關連 

張峰彬 
張家銘 

施富盛 

世界遺產的想像與現實—九份、

金瓜石與班鎮(Banska Stiavnica)

的個案比較 

葉秀燕 

      

鄭得興 

蘇冠華 

陳書豪  

地方觀光發展與集體記憶的疏

離—以九份金瓜石為例 
陳惠敏 

第七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423 

高等教育發展現況與反省(圓桌會議) 

 

主持人：周平 

與談人：黃厚銘、蘇碩斌、鄒川雄 

  



12:30~14:00 午餐時間 

14:00~15:30 

第一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525 

跨科際的理論對話 

第二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1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國家與產業發展 

主持人：魯貴顯 主持人：熊瑞梅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高國魁 
激情與恐怖的共謀︰西

方理性主義的隱藏議程 
鄭志成 

張國慶 

林大森 

北宜高通車後 ― 宜蘭地區

民眾對於產業發展的社會想

像 

楊友仁 

林文凱 

社會學本土化進展的一

個考察：從社會學界對於

台灣歷史的研究與認識

談起 

黃敏原 
蔡宏政 

楊淑珊 

彈性工時：從國家領導到自由

主義體制的轉向 
張晉芬 

鄭志成 
社會學的租界地還是違建戶？－「XX

的社會學考察」的再考察 
田畠真弓 

台日高科技產業金融資本主

義的比較分析：台灣電子產業

資金籌措與用途機制對於日

本企業帶來的危機 

蕭志同 

蘇碩斌 
符號與真實：文學藝術之於社會理論

的力量    

第三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3 

公共生活與社會民主 

第四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2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性別、婚姻與家庭 

主持人：張茂桂 主持人：呂玉瑕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謝世民 
Basic Income and 

Exploitation 
黃崇憲 

巫麗雪 

蔡瑞明 

穿梭於父母與自我之間：家庭

背景、擇偶方式與教育婚配模

式 

石易平 

吳啟禎 

在國家與市場神話破滅

之後：以「在地經濟」做

為台灣社會民主的經濟

戰略 

許甘霖 張峰彬 
工作表現與職位晉升之性別

差異：事件史之動態分析 
周瑛琪    

陳政亮  

林敏聰 

市場化、公共化與分配正

義：關於高等教育資源分

配的八個提綱 

黃金麟 孔祥明 
外籍媳婦進門前、進門後 ── 

與台灣婆婆距離的拉近？ 
呂玉瑕 

第五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4 

藝術與社區營造 

第六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12-2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流動的政治經濟與市場 

主持人：侯錦雄 主持人：曾嬿芬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曾旭正 

當藝術走向社區：藝術與

「社會／社區」互動的啟

發 

林平 趙彥寧 

與道德經濟交構的金錢幻術

治理：以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

為研究案例 

潘美玲 

洪儀真 

翻新的農/藝—台南土溝

村再造經驗中藝術與社

會的互惠性 

黃孫權 潘美玲 
國家、市場與文化：尼泊爾西

藏地毯業 
鄭斐文 

14:00~15:30 

第七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423 

社會學基礎課程&課程創新(圓桌會議) 

  

主持人：陳宗文 

與談人：張家銘、何明修、陳惠敏、紀金山、

盧玫璇 

15:30~15:50 茶敘 

15:50~17:20 

第一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1 

概念與理論建構 II 

第二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525 

(國科會研究成果發表)性別與身體政治 

主持人：黃厚銘 主持人：陳美華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蕭煒馨 
溝通概念做為社會學研

究的創新視角 
阮曉眉 吳嘉苓 

Gender Benders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Assisted 

Conception in Taiwan 

王秀雲 

高譜鎮 

是誰毀了「鄉校」？論華

人公民社會被隱匿的抗

爭政治傳統 

黃宏昭 王秀雲 

我們的身體如何變成妳的身

體？How Did Our Bodies 

Become Your Body? Our 

Bodies Ourselves in Taiwan 

謝小芩 

   
沈秀華 

Marriage, Housing, and Gender 

among the post 80s generation 

of Urban Chinese men 

宋郁玲 

      陳美華 

Seeking the Feeling of ‘Falling 

in Love’:Practices of Intimacies 

of Taiwanese Sex Tourists in 

Dongguan 

鄧建邦 

      

陳伯偉 

唐文慧 

王宏仁 

情緒管理「不/良」:性別化的

階級凝視與家暴男性的諮商

經驗 

吳秀照 

  



15:50~17:20 

第三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3 

正義的難題：個案研究 

第四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02 

宗教與社會生活 

主持人：鄭斐文 主持人：趙星光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王嘉瑩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

社會創新：國際醫療服務

作為台灣全民健保存續

的出路 

韓幸紋 

Ke-hsien 

Huang (黃克

先) 

New Sociality and Transformed 

Discrimination in an Urban 

“Paradise”: Rural-Migrant 

Christians’ Communal living in 

Urban Churches and their 

Alternative Lifestyle in 

Contemporary China 

趙星光 

簡惠茹 
幼有所托？論台灣私有

托育機構的盛行及後果 
趙蕙鈴 廖珮如 

宗教媒介研究中不可見的亞

洲佛教婦女 
陳家倫 

   
薛珍華 

Wisdom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the Old 

Testament – Taking Mayer A. 

Rothschild as an Example 

鄒川雄 

第五會場：社會科學院大樓 SS312-2 

經典論壇 (圓桌會議) 

  

主持人：鄭志成 

與談人：李威霆、黃敏原、鄭祖邦、萬毓澤、

鄭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