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台灣社會學會年會
【暫定議程】

第一天  11月30日（週六）

時間 場次地點及內容

09:40-10:10 報 到

11/30 (六) 
10:10 - 11:50 

第一會議廳
主持人

第二會議廳
主持人

高中生場次(1) 新書論壇（10:10-11:00）
林國明 社會學是什麼？

社會學學完之後可以做什麼？
108新課綱上路與社會學
學習歷程怎麼準備？致勝招數是什麼？

葉欣怡

王宏仁 全球生產壓力鍊：越南台商、工人與國家

陳婉琪 吳介民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石易平

范綱華

遠距會議廳 主持／評論人 802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臺灣年輕世代的勞動與能動性：
罷工、斜槓以及跨國流動

宋郁玲 遷移與國家 王翊涵

田畠真弓
(Tabata 
Mayumi)

Global Talent Mobility and Knowledge 
Diffusion: The Role of Staffing Agencies in the 
Growth of East Asian High-tec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宋郁玲 林君諭
不被質疑的跨國婚姻?!在台婚姻移民的管理初
探

王翊涵

莊字釩 台灣科技業的挑戰：科技人才流失現象探討 宋郁玲 潘幸玫
國家發展、差異管制與移民家庭角色的教育治
理：2003―2019年 王翊涵

王世明
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適用要件之探討
─以航空業為例 Mayumi 李　淇 牛皮經濟吹起︖惠台政策下的兩岸交流代理⼈網

絡
廖　美

田輝皇
臺灣青年就業之結構限制與機會：「小確幸」
世代的能動性施展機制

Mayumi 沈秀華
鄭志鵬

台灣青年的「中國夢」？初探近期台灣年輕人到
中國求學與就業的想像及經驗 廖　美

820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901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親密關係 陳伯偉 政治與社會 馬藹萱

黃　軒
愛情也要轉大人？──轉大人時期伴侶間的性
別角色

陳伯偉 Eunju Chi Globalization,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 New Generation in Taiwan 馬藹萱

王綺薇
陳宜瑩
陳思樺
郭乙安
黃婉蓁
趙昕柔
葉郁琪

不獨佔的愛如何可能？開放式關係的轉入與
維繫

陳伯偉
Shigeto 
Sonoda

Asian Students’ Perception toward Neighboring 
Countries 馬藹萱

蔡博藝 台北與上海BDSM 實踐空間的情慾異托邦 白爾雅 何明修
From Patriotism to Universal Values: The 
Mnemonic Change of the Tiananmen Incident in 
Taiwan (1989-2019)

鄭祖邦

張皓雯
It's All Because of "The Other One": Theorizing 
"Cheating"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白爾雅

馮志強
葉瀚璋
李峻嶸

徘徊在家門之外：「反送中」運動的政治經濟基礎 鄭祖邦

904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1009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金融與不平等 林寶安 Contemporary Korea in View 待定

黃崇祐 黨產改革的社會倡議與政策實施 陶逸駿
Ae-Seong 
Son

A Typology of Smart Cities: At the Crossroad of 
Corporate-Driven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Driven Engagement with two Chinese Case Studies

彭松嶽

徐以軒 中國的金融化及其對收入不平等之影響 陶逸駿

Sei-Hoon 
Chun 
Won-Sub 
Kim

The Policy Transfer of Workfare Policies: the Case 
of the EITC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in South 
Korea

待定

許淑翔 沒有經濟沒有關係？論世代差異如何建構臺
灣婚禮中的金錢意義

林寶安
Jae-Mahn 
Shim
SaeMi Park

Multivocal Religious Action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姜以琳

林士豪
陳玟亘
高紹芳

爭取產業公民權：學生勞動者的困境與出路 林寶安

Heejoo 
Cheon
Myoung-Jin 
Lee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Sharing Economy 
in South Korea 姜以琳

1027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宗教與社會 齊偉先

蔡博方
晚清民初宗教爭議中的文化與法律：以晚清
教案、廟產興學、孔教會為對象的韋伯式比較
社會學

齊偉先

邱偉誠
從「在地知識空間」到「個人身體默會知識」：
宗教療癒知識合法性的生成 齊偉先

張劭瑋
教會外的信徒：台灣教會後基督徒之形成原
因與身分維持 陳杏枝

董芸安
Recycling the Past: A Case Study of Tzu-chi 
Recycling in Taiwan 陳杏枝

11/30 (六) 
12:00 - 13:20

第一會議廳

午餐時間台灣社會學會 陳志柔理事長卸任演講

會員大會暨碩博士論文獎頒獎典禮

11/30 (六) 
13:30 - 14:20

第一會議廳 第二會議廳

主題演講 主持人 新書發表 主持人

町村敬志
Is public space still“public”?
Common conditions of Asian urban future for 
equality and fairness

陳志柔
張晉芬、
陳美華編

工作的身體性：服務與文化產業的性別與勞動展
演

張晉芬

遠距會議廳 802會議室

新書發表 主持人 新書發表 主持人

湯志傑編 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
省

待定 何明修 挑戰北京天命：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的雨傘
運動

待定



2019台灣社會學會年會
【暫定議程】

第一天  11月30日（週六）

時間 場次地點及內容

11/30 (六) 
14:30 - 16:10

第一會議廳 第二會議廳 主持／評論人

主題演講 (14:30-15:40) 主持人 異性戀父權的延伸與鬆綁？家庭、工作及遷移 陳美華

李靜君 時代革命: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社會學反思 謝國雄
白爾雅 父權結構與台灣女同志家庭生活 陳美華

姜貞吟 性別、同婚與宗族：父權婚家體制轉變的開始 陳美華

主題演講 (15:40-17:30) 待定 徐　婕 高技術女性配偶移民的婚姻依賴關係－窺探父
權思想的跨國歧異實踐

沈秀華

鄭　煒
李立峯
袁瑋熙
鄧鍵一

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動態發展
葉健民

（回應人）
潘美玲

難民的性別與勞動：印度尼泊爾流亡藏人女性的
事業 沈秀華

遠距會議廳 主持／評論人 802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勞動力市場與健康 張晉芬 重探台灣發展經驗的過去與未來 鍾喜梅

關秉寅
彭思錦

路遙知馬力？再探高教擴張對於台灣年輕世
代職業及薪資流動之影響

張晉芬 洪紹洋
組裝性產業的摸索與發展：1950-1960年代臺灣
自行車產業的興起與困境

鍾喜梅

邱羽凡
簡欣柔
蘇珊霈

對抗隱形性別工資歧視—法律介入工資性別
平等保障之分析與檢討

張晉芬 林凱衡 高職輪調式建教合作的興衰：一個技能形成觀點
的解釋

鍾喜梅

張榮富
謝美琴
王國維
黃詩云

身高與身材的美麗津貼：個人身高與BMI對所
得的影響

郭貞蘭 黃俊豪
當黑手師傅經驗遇上數位化轉型：模具製造與塑
膠射出產業的考察

洪紹洋

劉至謙
林宗弘

愛滋、性別培力與社會資本 郭貞蘭 劉清耿 組國家隊打世界盃：台灣自駕車的產業競賽 洪紹洋

820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901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醫療與社會 郭文華 Southeast Asian Social Studies and Taiwan 謝斐宇

林文源 慢性病的政治性：台灣當代高血壓防治為例 郭文華

Hermin 
Indah 
Wahyuni  
Nunung 
Prajarto 

Exploring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donesia's Response to Disasters 邱炫元

洪意凌
Curing Leprosy: DDS and The Modern History 
of Leprosy 郭文華

Agus 
Suwignyo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 Problems of 
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sunami-related 
Life History: The Cases of Banda Aceh, Indonesia 
and Sendai, Japan

邱炫元

呂學穎 瘋生酮：生酮飲食的知識打造與多元實作 曾柏嘉
Hakimul 
Ikhwan

The Making of Digital Solidarity:
How Digital Crowdfunding Transforms Mode of 
Social Solidarity in the Digital Era

邱炫元

林亮穎
運動科學與教練技藝的專業衝突與劃界：高
中職體育班的排球訓練實作 曾柏嘉

Andi 
Awaluddin 
Fitrah
Hermin 
Indah 
Wahyuni
Jian Bang 
Deng 

Indonesia-Taiwan Relations: The Coverage of 
Taiwan in Indonesia Online News Media 謝斐宇

Jianbang 
Deng

Skilled Migrants Go South: Taiwanese Expatriates 
in Indonesia and Vietnam 謝斐宇

904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1009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 廖培珊 貧窮社會學：教育是貧窮陷阱或流動機會 林文蘭

江彥生
日常生活中接觸人數與社會網絡的認知反應
能力相關之研究

廖培珊 郭旆君 製造中輟生：問題學生的建構與治理風險家庭 待定

林昌逸
熊瑞梅

年輕勞動力市場的職業同質性與動員社會資
本機制：以 2010 TEPS B 為例 李宣緯 徐連毅

升學列車啟動、階級流動在即？頂大中的低收
入戶考察

林文蘭

盧科位
熊瑞梅

地區貧窮、社會資本與個人失業 李宣緯
黃彥凱
王紹孺

在向上流動的成本之前：淺談前段班大學自負學
費學生之日常生活與憂慮 林文蘭

1027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族群與移民 伊慶春

劉千嘉
章英華

社會變遷下的原住民族族語能力：婚配與移
徙模式的影響

伊慶春

高郁惠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Regional Resources on Internal Migration in 
Taiwan 

伊慶春

田悅承 地區劣勢下的代間封閉性對原住民國中生學
業表現之影響

張宜君

彭士芬 東亞社會接納移民態度的比較研究 張宜君

11/30 (六) 
16:00-16:20 休息時間

11/30 (六) 
16:30 - 18:10

第一會議廳 第二會議廳 主持／評論人

主題演講 (15:40-17:30) 待定 當前台灣社會審議民主發展的社會學分析 杜文苓

鄭　煒
李立峯
袁瑋熙
鄧鍵一

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動態發展 葉健民

林國明 制度與審議：台北市的參與式預算 杜文苓

張婉慈 當倡議遇上審議：以廢死聯盟辦理之「全民做伙
參詳」審議會議為例

杜文苓

葉欣怡
陳東升

「弄假成真」的公民審議普遍化？參與式預算的
桃園經驗

待定

香港研究學會Reception (17:40~18:30)
（地點待定）

陳奐羽
THE IMPORTANCE OF DELIBERATION 
HOSTING: A Discussion of Dilemmas, 
Facilitators’ Counterstrategies, and Public

待定



2019台灣社會學會年會
【暫定議程】

第一天  11月30日（週六）

時間 場次地點及內容

11/30 (六) 
16:30 - 18:10

遠距會議廳 主持／評論人 802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People on the Move, Skills Transfer and Knowledge 
Circulation 曾嬿芬 農村社會創新 謝雨生

宋郁玲
跨域暫留的人才流失：在中國的台灣年輕專
業人才的流動分析 曾嬿芬

鍾怡婷
謝國雄

農村中的社會創新：斗南、美濃與池上的比較 吳宗昇

黃佳媛
Exploring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Young 
Taiwanese Migrant Workers in Singapore’s 
Service Industry Sector 

曾嬿芬 夏傳位 發展體制、侍從主義與在地實踐：來自瑪家鄉的
個案 吳宗昇

吳幸玲
教育全球化、留學夢與資本積累策略：台生資
本積累策略

鄭得興 余貞誼 臉書打卡與國家打造：臺三線浪漫大道的多重意
象

謝雨生

Yu-chin 
Tseng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student mobilities and 
knowledge circul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鄭得興
郭蕙如
鍾怡婷

台灣農村社區參與「農村再生計畫」之分析：參與
現狀、地理分布、與農村特質

謝雨生

820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901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市場、國家與社會 王宏仁 編排風險，組裝照護 吳嘉苓

彭皓昀
潘美玲

從難民營到難民城： Majnu-ka-tilla的流亡社
群

王宏仁 曾凡慈 異常的正常孩子：ADHD風險與親職照護 吳嘉苓

鄭志鵬
發展型國家技能體制？重訪台灣工業職業教
育制度的歷史形成與轉變 (1949-1986) 王宏仁 吳嘉苓 計算成功率：科技期望、風險溝通與良好照護 曾凡慈

李玉瑛 成為收藏家：經濟與社會資本 李宗榮 張弘潔 制度與邏輯: 台灣與英國臍帶血庫治理之比較 曾凡慈

鄭力軒 重探發展型國家的農業起源：1945-1979 李宗榮

黃仲玄
信用市場與投資市場之間：台灣社會的證券
化失敗經驗 李宗榮

904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1009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認同與文化 黃敏原 情感與不確定性 汪宏倫

陳瑞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僑博物館 蘇碩斌 黃俊銘 國族、中介與情感結構：「小清新」中國歌迷如何
感受台灣流行音樂

汪宏倫

姚明俐
物質論述中的國族想像：府城日治時期文化
資產詮釋

蘇碩斌
Yao-Tai Li
Celine 
Song

Formosa or the Ghost Island? The Loser Aesthetics 
and Conflicting Emotions toward Taiwan’s Status 
Quo and Future

汪宏倫

陳靜玉
後大屠殺時代倫理與國族政治：台灣高中歷
史課綱變遷與爭議 黃敏原

陳彥汝
丁芸安
楊先懿
楊孟璇

「我可能不夠台大」──升學菁英自認失格之情緒
文化研究

林祐聖

陳克瀚 虛實之間：留學中介產業如何將海外留學「不確
定性」作為商品

林祐聖

1027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走入校園的社會學研究 黃敏雄

吳東懋
教育不均等的另一種探討：台灣偏遠地區學
生非認知能力與其背景之關聯 黃敏雄

Jui-Chung 
Allen Li
張宜君

Free Rider in the Classroom: Exploring the 
Sense of Justice about Grades in Group Projects 黃敏雄

馬國勳 學校類型、電腦與數位科技的使用、與學生的
學業表現

劉　正

陳婉琪
陳易甫

偏鄉短期教育調查的初步結果 劉　正

11/30 (六) 
18:30- 晚宴（中研院交誼廳）



2019台灣社會學會年會
【暫定議程】

第二天  12月1日（週日）

時間 場次地點及內容

08:30-09:00 報 到

12/1 (日) 09:
00 - 10:40

第一會議廳 第二會議廳 主持／評論人

高中生場次(2) 主持人 障礙社會模式的全球化與在地實踐 張恆豪

陳美華

社會學學些什麼？怎麼學？
社會學系怎麼申請？社會學系要什麼樣的學
生？
社會學的在地連結
社會學與社會參與

葉欣怡

張恆豪 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的轉譯與公民團體的影響 周怡君

古明君 陳美智
服務學習融入身心障礙課程之學習成果與教學
實踐省思 周怡君

關秉寅 周怡君
當東亞福利體制遇上國際人權公約：台日韓障礙
者庇護工場政策比較分析 張恆豪

呂傑華 鄭揚宜
障礙研究的在地挑戰：如何理解達悟族原住民障
礙觀點 張恆豪

遠距會議廳 主持／評論人 802會議室

法律與社會 王曉丹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歷史資料之蒐集與運用 主持人

白初冉 韓國瑜的偶像崇拜與政治拜物教 王曉丹 蕭阿勤 電子資料庫時代的質性研究史料的蒐集運用

邱大昕

蔡宜家
吳永達
張羽婷
王希聖

殺人案件頻傳？ 析論 2018 年 4 月至 6 月殺
人案件網路新聞與死刑聲量

王曉丹
李俊豪
楊文山
莊英章

臺灣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資料庫的前世與今生

林慈偉 刑罰民粹主義與死刑判決 蕭育和 邱大昕 英國歷史檔案與來臺宣教士之家族史研究

張玲瑜 民粹主義與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之初探 蕭育和

820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901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貧窮社會學：新貧面貌 戴伯芬 拼教養 范代希

黃克先 底層女性的「家」與無家之後 戴伯芬 謝孟庭 只是交換沒有愛？代間交換與孝道觀念之探討 馬國勳

許家湉
甘願受迫？還是專業認同？：基層方案社工
對於階層化專業的回應 戴伯芬

謝昆廷
楊書菡
楊侞蓉
吳宗錡
林婷舒
林鈺書

實驗教育異質性對教養之影響 范代希

林劭遠
汪穎瑩
陳泓瑋
馬湘淩

準教師的貧窮真實 方孝鼎 謝宇修
親子間的階級隔閡：第一代大學生的焦慮及親子
關係協商 馬國勳

蔡曜宇
賀云蓁
吳睿恩
蘇劉迪生

毒癮更生人的貧窮治理 方孝鼎

904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1009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文化、消費與認同 黃信洋 邊緣者 戴翠莪

陳亞筠 我穿即真我—lolita 的社會認同和劃界工作 黃信洋 林子新、莊
致嘉

臺灣獨居老人之性別、收入與族群分析：五種獨
老化模式初探

戴翠莪

陳哲森 擺盪中的身份真姿：社會設計的正體確立過
程與三種基本的普遍類型

黃信洋 江欣怡 人權回復的漫漫長路：漢生病患者人權何處來？ 顧玉玲

王錦心
初探不景氣社會中的時尚消費  ──鐘表拜物
在台灣

高子壹 王修梧
虛假的毒品犯罪，真實的反毒戰爭—從2016年
內湖無差別殺人案談起

顧玉玲

陳　洋 消解中的浪漫想像：「拉漂」和「拉薩攤主」 高子壹

1027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生命政治研究的新議題 柯朝欽

黃華彥
死亡的否認和承認：從Arthur Frank和 Kathlyn 
Conway的癌症回憶錄談起

柯朝欽

蕭旭智
熱帶、神經衰弱、低下、不注意的治理技術：
戰間期日治臺灣能率增進論的知識傳播與實
踐

柯朝欽

呂　竟
帝國的皮膚病及其治理——1898年台灣「土
匪強盜人名簿」的歷史形成 黃華彥

梁秋虹 殖民地的臉：初探日治臺灣人身檔案與人臉
辨識的監視史 黃華彥

12/1 (日) 10:
40-11:00 休 息

12/1 (日) 11:
00 - 12:40

第一會議廳 第二會議廳

主題演講（11:00-12:00） 主持人 西漂、東移與南向：迷航的臺灣高教前景 主持人

鄭紀瑩 新加坡「驚輸主義（Kiasuism）」之心理與行為 林國明

林宗弘
鄭志鵬
沈秀華

對台政策有利於人才西進嗎？

戴伯芬

尤榮輝 外籍人或外勞？變調的新南進政策

主題演講（12:40-13:40） Chair & Discussant: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周　平 進口或臺灣製造?臺灣的科技人才策略

Jan-Werner 
MUELLER Populism and the Crisis of Intermediary Powers

陳秋瑩 高教為何無法生根？教師法與勞動權之爭

Opening Remarks: 
Paul JOBIN 戴伯芬 向左走或向右走？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三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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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日) 11:
00 - 12:40

遠距會議廳 主持／評論人 802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台灣移民 李盈慧 誰來照顧？性別、階級與社會政策的交織分析 周月清

劉名峰
新加坡的台灣移民、台藉金門移民與戰前金
門移民的台灣印象：人本主義典範的初探 張翰璧 王舒芸

「誰生？如何養？怎麼活？」: 0-3 歲育兒父母的
性別與階級分析

唐文慧

林　平
Comparing Taiwanese Migrants in Dongguan 
and Jakarta 王宏仁 陳韻如

育兒專家與保母的距離：從媒體論述看托育照顧
工作的專業化與再性別化 王舒芸

鄭得興
台灣移民中東歐的推拉與選擇要素—以捷克
為例

何明修 唐文慧 臺灣當代父職的轉變：世代、階級與性別的差異
分析

陳韻如

周月清 照顧與雙老在地老化：老年父母及其中高齡智障
子女照顧及居住轉銜計畫

周怡君

820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901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社會調查能力認證制度規劃成果發表 王維邦 教育與社會 黃庭康

翁志遠
社會科學研究與數據分析師(Social Science 
Research & Data Analyst: SSRDA)之能力認
證：學生態度與意向調查

王維邦 林文蘭 優惠的「重量」：原住民升學加分制度的虛與實 黃庭康

陳易甫 社會調查士之職場需求：業界訪談的發現 王維邦 李逸群 大考與典範學生：臺灣社會集體記憶考察 黃庭康

石易平 「質性社會調查士」? 證照制度規劃初探 莊致嘉
李森永
劉榮盼

中小教師從知識共享到共學如何可能?：以瑩光
教育協會的演繹路徑為例

楊弘任

范綱華 簡介「社會調查能力認證實施辦法」 莊致嘉 羅筑今
邱炫元

用教育打造社群：華德福教育在宜蘭冬山的社區
營造實踐之路

楊弘任

904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1009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麥寮與六輕 林宜平 Post-Bourdieusian approaches and reflections in East Asian

李　俊 水、濁水溪與麥寮人 林宜平
Kim, Hong-
Jung

Theory of Negative Capital: The Social and the 
Symbolic

陳震遠
網絡建構與意義協商：台塑農漁業輔導計畫
中的知識轉譯 林宜平

Chen, Yi-
chun

On "symbolic violence" of Pierre Bourdieu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aiwan

江偉豪 工業汙染為何不會危害麥寮人的親職實作？ 房思宏 陳宗文 社會條件的可能性：科學實作的主觀推理

廖子萱 煙囪下的文化麥寮：麥寮在地文化行動團體
的行動邏輯

房思宏

1027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東亞福利體制發展與服務模式比較 葉崇揚

黃全慶 東亞五國食物銀行比較：社會福利觀點 葉崇揚

莊秀美
周怡君

台灣、日本與南韓的長期照顧與障礙者照顧
制度比較分析

葉崇揚

林倖如
全球化下跨境勞動者之社會保障課題與展
望―談日本社會保障協定對於台灣法制動向
之啟發

黃全慶

施世駿
葉崇揚 
葉羽曼

台灣與韓國年金體系的制度變遷—關鍵轉折
點、路徑依賴與分離

黃全慶

12:40-14:00 午 餐

12/1 (日) 14:
00 - 15:40

第一會議廳 主持人 第二會議廳 主持／評論人

「把歷史帶回來︰從交互比較與相互連結出發」圓桌論壇

湯志傑

自然資源產業的社會學分析 簡妤儒

謝斐宇
國外歷史-比較社會學的發展，反觀台灣的情
況

王驥懋
宗教的市場展演：東亞有機農業市場形構與社會
技術裝配 簡妤儒

湯志傑 如何用交互比較與相互連結克服現代性論述
的雙重歷史誤認

黃書緯 來去蚵仔寮買現撈：魚種、漁法，與魚市場再拼
裝

簡妤儒

林文凱 台灣史研究的進展可如何幫助我們修正過時
的歷史認識

錢克綱 養殖漁業經濟化：石斑魚養殖的市場、家戶與活
體變異

陳宇翔

王梅香
以文化冷戰為例，談台港新馬與英美互相糾
結的歷史 吳映青

台灣海洋資源管理的利害關係人：以鯖鰺漁業管
理條例修訂為例 陳宇翔

鄭力軒 以日本及台灣的比較為例，談引入比較及歷
史觀點的獲益

遠距會議廳 主持／評論人 802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跨國宗教傳播：網絡? 中介? 在地理解? 林本炫 POPULISM 何明修

楊弘任
移動、節點與組裝：從臺灣 、馬來西亞到英國
的一貫道軌跡

黃克先
Paul 
KENNY

Populism and Patronage Across Asia: Lessons 
from India

何明修

Nathan BATTO

林敬智

華人宗教教義、神靈、儀式、象徵、器物的轉
譯重組與綜攝融合：一個行動者網絡理論的
解析───以一貫道安東道場維也納宏航佛堂
為例

黃克先
Ronald 
HOLMES

Killing Democracy: From Criminal Populism to 
Blatant Autocracy in the Philippines?

林育生
道德與秩序：當代泰國一貫道傳道活動的張
力緩解與規律構築

林本炫 林宗弘 Social Origins of Populists’ Supporters in Taiwan

邱炫元 移動的講道：印尼穆斯林移工的手機讀經會 林本炫
彭保羅
殷志偉

Populism and Trendy Topics: The 2018 Local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 in Taiwan

12/1 (日) 14:
00 - 15:40

820會議室 901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新書發表 主持人 健康與調查 楊澤全

蕭新煌、
Diokno & 
Yang主編

China’s Footprints in Southeast Asia

葉崇揚
林芷瑄

台灣健康政策的合法性基礎：
經濟人、社會人還是制度回饋？

楊澤全

陳鴻嘉
面訪調查的個案無反應與加權調整：以台灣社會
變遷基本調查為例

楊澤全

蔡友月、潘
美玲、陳宗
文編

台灣的後基因體時代：新科技的典範轉移與
挑戰

田慧玲 專業分工之必要？ 助產師的三位一體 吳易澄

徐孟鈺 疾病復元的迴圈：復健機構的社會鑲嵌與病人的
機構間流動 吳易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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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日) 14:
00 - 15:40

904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1009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組織與社會網絡 柯志哲 貧窮 、高齡與社工職場—— 社工議題的社會學研究 呂建德

李柏毅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Employees 
Training in Taiwanes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柯志哲 林大森

專業化？市場化？台灣社工教育擴張的組織分
析 呂建德

尹　康 社會網路視角下對法院的信任研究 柯志哲 陳建州
陳武宗

劃分社會工作職場區隔部門的組織特徵 林大森

李令儀 科層與數字管理的擴散：台灣出版組織與場
域邏輯的變遷

鄭陸霖
莊致嘉
蔡侑霖

正常性混亂下的貧窮：金融海嘯過後的日本、韓
國和台灣的就業風險轉移

林大森

鄭翔仁 文化創意產業中微型創業者的創業行為網絡
與社會制約

鄭陸霖

1027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生命的重量 魏書娥

盧敬文
安寧緩和的崎嶇之路：安寧共照的醫療實作

與臨終經驗
魏書娥

王安琪 協調「善終」：生命末期敘事與安寧照護實作 魏書娥

鄭芮欣 不合身的翅膀：照顧專業化如何影響家庭照
顧者的身體實作和身分認同

李韶芬

許英城 專業化的打造與挑戰：台灣在宅醫療的實踐
分析

李韶芬

12/1 (日) 15:
40-16:00 休 息

12/1 (日) 16:
00-17:40

第一會議廳 主持／評論人 遠距會議廳 主持／評論人

「正常 VS.不正常？」：精神醫療、社會與文化 蔡友月 理論與社會 蘇峰山

蔡友月
陳懷萱

酒上了癮？烏來泰雅族飲酒敘事與國家健康
政策的差異政治

陳嘉新 劉林謙 人如何在世行動？漢娜鄂蘭論社會領域走向他
人在場的公共領域

蘇峰山

吳易澄
Passage to Rites/Rights: Indigenous people’s 
drinking practices in Taiwan 
當代原住民的飲酒實作

蔡友月 孫宇凡 四種時間性：邁向另一種事件社會理論 蘇峰山

陳嘉新 說得越多、越模糊：自律神經失調的臨床與社
會意義

宋玟靜 周冠良
國產鮮乳的創造與利益矛盾國家治理與產業困
境(1950-2000) 徐健銘

游詠馨 常與異之間的跳動人生：論亞斯的自我認同 宋玟靜 曾瑞彬
飛越子宮太空梭：初探台灣素食倫理空間的全球
隱喻

徐健銘

柯廷諭 為什麼人們願意住進精神病院？ 陳嘉新

802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820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Symposium: POPULISM

Jan-Werner MUELLER

性別與家庭 吳齊殷

Paul KENNY Situation Normal: Populism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Age of Trump 張峰彬 早戀行為與結婚時機 吳齊殷

吳介民
Populism, Globalization, and Geopolitics: 
Taiwan in the Shadow of U.S.-China Rivalry 楊天盾 同性別友誼與戀愛關係：青少年至成人階段 吳齊殷

葉念祖 教育分流與性別角色態度對初婚的預測 鄭雁馨

黃珮甄
用溫柔的教學開啟革命的對話——多元性傾向
教學爭議如何解套？

鄭雁馨

901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904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科技與政治 劉仲恩 抗爭與治理 王驥懋

董娟娟
科技不再賦權民主了嗎？一個從Surveillance 
Society Studies的觀察

劉仲恩 傅偉哲
「爭取」徵收？ 台灣徵地抗爭資料庫的初探
（2005-2015） 王驥懋

許旭緯 數據分析技術政策發展之關聯規則分析：台
灣新創圈觀點

劉仲恩 宋承翰
集中與去中心化之外 ─國家對區塊鏈技術在法
制上的新想像

楊智元

高紹芳
校園中的數位民主實驗：以臺大學生會電子
投票為例 曹家榮 林珈羽 臺北都會區公車路線治理機制的轉變：跳蛙公車 楊智元

鍾覺辰 中文維基百科的個人情緒書寫與公共知識製
造

曹家榮

1009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1027會議室 主持／評論人

東南亞美援文藝體制 蕭阿勤 城市與發展 張正衡

王梅香
馬來亞美新處譯書計畫與東南亞文化宣傳
（1950-1964） 蕭阿勤 戴伯芬

Shrinking city or society? Comparing Japan and 
Taiwan 張正衡

翁智琦
四海之內皆兄弟？談 1960 年前後，美國與台
灣的文化角力

張毓芬 張雅晴 都市商業空間中外國人與商店街的「共生」：以東
京都池袋為例

張正衡

顏誌君
美援文藝體制的轉化與非預期後果—《愛荷
華國際寫作計畫》(1967-1988)下台灣文學家的
集體經驗

張毓芬
王志弘
高郁婷

可利用性的政治：台中車站暨周邊公共空間的場

景構作與身體繫留
錢克瑄

何俊頤 開發下的監測：戰後初期的台灣地下水調查 錢克瑄

12/1 (日) 17:
40 賦 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