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臺灣社會學會年會 
「Diversity Thinking: Transdisciplinarity and Sociology 多樣性思考：跨學科與社會學」 

公告版議程（2021.11.18版） 

【第一天】2021年 11月 27日（週六） 
時間 內容 

08:00 - 08:30 報到（B棟綜合大樓地下一樓、望星廣場） 

08:30 – 08:45 
國際會議廳 

1. 【開幕】 

08:45－10:25 
第二教研大樓 

D0307 

2. 【圓桌論壇】「AI、醫療與社會」台俄雙邊合作計畫成果論壇 
主持人：劉育成 
發表人 題目 
余貞誼、曹家榮 你的智慧，我的健康？智慧穿戴裝置作為健康的中介 

劉育成 
The Development of Databank as a Strategy to Introducing AI into the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ystem in Taiw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 
Transition to a New Provider-User Relationships 

阮曉眉、劉育成 台灣 AI發展與醫療應用的發展與影響 
08:45－10:25 
第二教研大樓 

D0308 

3. 高中生論壇（一） 
主持人：黃克先 
與談人：潘美玲、巫麗雪、陳易甫、莊致嘉 

08:45－10:25 
第二教研大樓 

D0407 

4. 精神障礙、工作與性別 
主持人：郭文華 
發表人 題目 
施姍安 回歸社會？以工作為復健的精神復健中心 

廖映彤 
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還是受害者？—當代台灣男性憂鬱症患者的
敘事社會學分析 

陳秀靜 臺灣地區安寧緩和醫療期刊論文之中文語料分析 

08:45－10:25 
第二教研大樓 

D0309 

5. 照顧管理、變遷與文化 
主持人：洪惠芬 
發表人 題目 
鄭芮欣 「家庭照顧者」形象與照顧倫理的轉變 

邱凱毓 
Informal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Performed by Older People in 
Germany and Taiwan: Changes from 1996 to 2011 

李秉純、陳彥汝、

梁彣瑄 
在一起生活：文化健康站的文化照護實踐 

08:45－10:25 
第二教研大樓 

D0316 

6. 環境、族群與科技 
主持人：吳嘉苓 
發表人 題目 
林津如 氣候變遷的多樣性思考：原住民族婦女的脆弱性與韌性 

徐蓓婕 
Embodying Japanese biopolitics: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practices and norms 



08:45－10:25 
第二教研大樓 

D0317 

7. 年金、健康與制度 
主持人：葉崇揚 
發表人 題目 
陳泓宇 當外籍漁工生病之時：台灣外籍漁工健康保障制度之研究 
賴定佾、吳文欽、

呂建德 
Personalization of Power and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under 
Dictatorships 

葉崇揚、劉侑學、

林宏陽、呂建德 
台灣勞保年金改革的一個可能性：比較挪威、瑞典、義大利和波蘭

的名目確定提撥制度 

08:45－10:25 
第二教研大樓 

D0318 

8. 刑法判決、精神疾病 
主持人：鄭揚宜 
發表人 題目 

林慈偉 
假防治傳染之名，行愛滋歧視之實？－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年
度訴字第 493號刑事判決及其歷審判決 

高珮瓊 製造冤案：刑事司法的誤判機制與偵錯防抑 
林若晴、藍璟恩、

黃朗文 
對精神疾病患者得減刑之態度—以臺灣大學生為例 

蔡宜家、陳建瑋、

張瓊文 
新制監獄處遇與社會復歸：以高齡、非本國籍受刑人為核心 

10:25－10:35 休息時間 

10:35－12:15 
國際會議廳 

9. 【專題演講】香港抗爭運動的轉型與困境 
主持人：林國明 
主講人：陳健民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D0419 

10. 教育、課綱與性別 
主持人：劉正 
發表人 題目 
陳之琳、林永沛、

姜以琳 
成為大學教授：女性 STEM領域教育菁英的實踐之路 

楊儒晟、劉正 誰是補習班教師？性別、學歷與工作歷程的差異 
陳斐卿 書商—新課綱—教科書網絡中的教師學習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D0307 

11. 性別、家長與教養 
主持人：黃芳誼 
發表人 題目 
許峰瑞 教養與教育：國中家長介入學業的階級不平等 
黃芳誼 Do Gender Gaps in Diseases Close in Taiwan for Home Health Care Patients? 
范綱華 台灣社會的宗教參與性別差異（1999-2018）：變遷趨勢與理論假設檢驗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D0308 

12. 勞動、數位與性別 
主持人：巫麗雪 
發表人 題目 
巫麗雪 變與不變：台灣女性的工作-家庭歷程類型的世代變化 

陳哲森 
平台演算法作為控制外送勞動過程之有效手段：以 Uber Eats於台
中市區之營運方式為例 



蔡璧竹 數位福利國之研究：以平台工作者社會保障權益為中心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D0407 

13. 教育（一） 
主持人：高郁惠 
發表人 題目 

*戴定皇、王啟仲 
Testing and beyond: The Transposition of Dispositions of Taiwanese 
Academically Elite Students 

林博謙 

反事實框架、驗證分析、與差異縮減值：重新檢視台灣高中生選組

對男女認知能力發展的不平等影響 
Estimating Post-Intervention Gap of Difference in Test Scores Between 
Sexes: Revisiting Chen (2013) 

張芸瑄 在星光之下：頂大繁星生的身分建構與展演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D0309 

14. 照顧實作與策略 
主持人：李韶芬 
發表人 題目 
陳韋宏 計劃工作：物理治療照護實作中的照護時間、目標制定與患者行動性 

顏嘉誼 長照科系大學生畢業後投入居家照服員工作之動機：以臺中市為例 

李韶芬 不 Care 就反抗？論長照機構的照顧政治 
王安琪 安寧居家療護中家庭照護者的連結工作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D0316 

15. 環境與生物多樣性 
主持人：郭昭蘭 
發表人 題目 

朱峯誼 
蓋婭與畜生道：談 2020台北雙年展與 2020台灣美術雙年展—反思
現代性發展的宗教精神結構差異 

劉有容 人與非人動物之二元對立—概念的解構或界限的消弭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D0317 

16. 教育（二） 
主持人：林文蘭 
發表人 題目 

錢克瑋 
高等教育為何難以負起社會責任？清大的社區鏈接、文化轉譯與入

世學術的實踐與侷限 
趙慧瑩 從菁英到普通人：非典型名校生的主體想像 
林文蘭 製造差異？臺灣高教特殊選才「拔尖/扶弱」的運作機制和畫界工作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D0318 

17. 都市社會學 I：社會運動與城市權 
主持人：楊友仁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Chantal Rietdijk、
*陳怡伶 

眾志成城：從阿姆斯特丹看台灣社會住宅發展 *徐進鈺 

廖庭輝 從無殼蝸牛到巢運：台灣住宅運動的倡議模式形構與轉化 何明修 
李容渝 反迫遷運動中事主、聲援者、組織者三種角色的互動探究 何明修 
陳信行 社會學觀點能否「拯救」社運參與者的「靈魂」？ 楊友仁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18. 去人類、物質轉：新物質主義的社會想像 
主持人：彭松嶽 



D0402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洪靖 從物做人到人作物：新物質轉向的最後一哩路 

甘偵蓉 
劉育成 

去具身性與再具身化的不連續性：被超越的人類中心主

義？——以培養肉為例 
曹家榮 重組社群媒體運作：新物質主義取徑初探 彭松嶽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D0418 

19. 永續發展與社會學習 
主持人：黃書緯 
主講人 題目 
甘庭宇、劉仲恩 高等教育環境永續與氣候變遷之課程實踐 
謝宜桓、鍾明光、

簡旭伸、林博雄 
跨學科教學的矛盾與改進經驗─以氣候變遷與人居議題實作課程

為例 
房思宏、黃書緯、

林孟慧、邱敬 
山上有座發電廠：綠能、部落與參與式課程 

趙家緯 臺灣淨零轉型社會學習模式之初探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D0408 

20. 【新書發表】 
戴伯芬，2021，《學術這條路：大學崩壞危機下，教師的危機與轉職之路》，台北：
大家。 
主持人：王宏仁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D0409 

21. 臺灣原住民族身心障礙跨領域研究 
主持人：許俊才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張恒豪、日宏煜、

陳美智 
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的交織身分與處境的社會學考察:一個
初步的文獻回顧 

許俊才 
周怡君 

障礙者社區服務在台灣原住民區域的建構與使用初探：以

宜蘭泰雅族為例 

劉千嘉 
身心障礙者社會處境的族群比較：根基於 2016 年身心障
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的探討 

邱大昕、鄭揚宜 臺灣原住民族身心障礙歷史記憶研究 

10:35－12:15 
第二教研大樓 

D0417 

22. 古典社會學理論 
主持人：張家銘 
發表人 題目 
黃敏原 論韋伯宗教社會學中社會心理面向之論旨：從「新教倫理」研究出發 
張敦為 塔德、涂爾幹和大眾民主社會的權威現象 

12:15-13:45 午餐時段 

12:30-14:10 
臺灣社會學會會員大會（戴蓀堂 G101） 

暨博碩士論文獎及碩士論文田野工作獎頒獎典禮 

14:10－15:50 
國際會議廳 

23. 【專題演講】兼用經權：以生番／熟番／漢人族群區隔為中心的常態部署搭配以
漳／泉／客社群分類為中心的權變部署 

主持人：林國明 
主講人：柯志明 
與談人：王甫昌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7 

24. 【圓桌論壇】「新社會學想像：疫後人生」論壇 
主持人：林素雯 

與談人 題目 
劉維公 後疫情時代的集體焦慮 
何撒娜 疫情中的飲食轉型 
黃朗文 疫情下的工作型態之改變 
吳明燁 後疫情時代的親職角色想像 
范綱華 疫情中與疫情後的宗教參與 
高郁惠 後疫情時代的科技監控 
劉育成 疫情下的新人際互動想像 
潘欣欣 疫情時代的國家安全想像 

14:10－15:50 
戴蓀堂 G101 

25. 博碩士論文獎及佳作獎發表 
主持人：曾嬿芬 
發表人 題目 
何俊頤 化暗為明：戰後臺灣地下水的觀測與治理 
李佳霖 台灣愛滋治理與「治療作為預防」之生命政治的考察 
卓芸萱 「跨性別」主體之情慾與認同政治探究 

田悅承 
戰爭中的臺灣市場發展：市場控制機制與軍需工業興起（1931-
1942）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7 

26. 疫情下的障礙者 
主持人：張恒豪 
發表人 題目 
周月清、陳伯偉、

王喬萱、張芯瑜 
COVID-19防疫第三級警戒對障礙者的影響：困境、焦慮與生活品質 

游以安、邱春瑜、

林予安、張恒豪 
身心障礙大學生在新冠肺炎（COVID-19）期間遠距教學經驗調查：
臺灣經驗 

陳彥穎、李奇哲、

楊承翰、潘岩、

郭嘉宇、林盈攸、

羅鈞瀚 

Be Who？庇護性工場管理策略如何影響精神康復者的展演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9 

27. 「社會學無用？」論壇 
主持人：周怡君 
與談人：石易平、許甘霖、王鼎棫、陳伯彥、蕭靈璽、薛瑀儂、鄭羽芳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6 

28. 文化研究（一） 
主持人：曹家榮 
發表人 題目 
楊珽淯 流動的厭世代小確幸：當代迷因文本分析 
邱敬 鬧鬼空間的誕生——廢棄遊樂園的怪物性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29. 生活風格 
主持人：黃俊銘 



D0317 發表人 題目 
陳雨君 文化學習的多樣性：以舞蹈的訓練、排練與編創為例 
黃俊銘 一起玩音樂，關於合作的社會學：以拍謝少年、台灣絃樂團為例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8 

30. 都市社會學 II：國家與空間政策 
主持人：王志弘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林宗弘 
亞洲試誤型國家：台灣與香港發展策略的歷史比較研究，

1970-1990 
簡旭伸 

*傅偉哲 重訪戰後台灣大規模土地徵收：政治生存的觀點，1950－2018 
何彥陞 

彭思錦 城鄉平衡：1970年代限制農地他用法令政策起源 
高郁婷、王志弘 都市鄰里公園環保化的政績政治：新北市三重區個案分析 簡旭伸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2 

31. 【圓桌論壇】集結照顧多樣性：科研人員如何協商工作與家庭 
主持人：陳美華 
與談人：王維邦、戴伯芬、林昱瑄、楊佳羚、胡郁盈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18 

32. 氣候危機下的環境與社會 
主持人：劉仲恩 
發表人 題目 

劉仲恩 
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 Going Global: Two Moments on 
China’s Climate Outreach 

張弘潔 世代正義之實作分析：兒少氣候變遷訴訟 
彭保羅、殷志偉、

郭育安、賀道遠 
台塑、塑膠世和 2050 零排放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8 

33. 中國研究 
主持人：陳明祺 
發表人 題目 

沈秀華 
Mobilizing to Become a Middle Class in Urban China: Homeownership, 
Marriage, and Family 

李齊 
Exceptional Governance: Urban Land Lease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Early Period of China's Reform Era 

劉俊良 中國籍婚姻移民二代污名經驗敘事分析 
郭庭瑄 多元共治是否可能？中國社會組織承接購買服務的工作圖像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9 

34. 【新書發表】 
黃克先，2021，《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台北：春山。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17 

35. 香港與社會運動 
主持人：陳健民 

發表人 題目 
尹慧祺、潔息、

何明修 
激進化與創新：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抗爭活動與手法分析 

鄭祖邦、陳逸淳 讓想像力奪權：香港民主運動中抗爭美學的演變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19 

36. 經濟、網絡與組織社會學研究組 
主持人：鄭力軒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黃書緯 台灣啤酒精釀啤酒的社會創新網絡 
潘美玲、謝斐宇 
、鄭志鵬 

跨域創新：台灣防疫熔噴設備的國產化 陳嘉新 

鄭志鵬 
如何「協力合作」打造人力資本？以台灣中部地區技術型高中機械

科建教合作為例 
陳宇翔 高頻交易：台灣金融市場的社會性與物質性 
鄭力軒 股利與紅利：臺灣股票價值的社會建構 

15:50－16:10 茶敘時段 

16:10－17:50 
國際會議廳 

37. 疫情下的社會議題與社會政策 
主持人：周怡君 
主講人：吳琬瑜、楊惠君、張錦麗、吳挺鋒、洪敬舒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7 

38. 【新書發表】 
主持人：林文蘭 
張立祥，2021，《萬能店員：我的便利、你的過勞，超商的社會代價》，台北：游擊文化。 
涂曉蝶，2021，《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台北：游擊文化 
謝嘉心，2021，《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台北：游擊文化。 

16:10－17:50 
戴蓀堂 G101 

39. 碩士論文田野工作獎發表 
主持人：藍佩嘉 
發表人 題目 
洪崇仁 爪哇藥水科學化：假藥危機、國族主義與在地智慧的翻譯 
徐圓茹 希望：台灣小書店如何在困境中尋找可能性 
蔡宛芸 省時戰：數位中介食物配送勞動的移動政治 
江欣怡 未竟的人權之路：樂生社群生活的遺產化實踐 
施姍安 回歸社會？以工作為復健的精神復健中心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7 

40. 「怪咖」電影放映活動（https://www.backstagestudio.com.tw/） 
主持人：劉育成 
主講人：朱詩倩、朱詩鈺、楊御廷 
播放電影：動保蝙蝠俠、非法母親、真相地圖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9 

41. 解密福利改革的黑盒子 —— 長照、托育與年金的理念、制度與行動者 
主持人：王舒芸 
發表人 題目 與談人 
劉介修 長照保險行不行？台灣長照改革「照顧公共化」的理念與政治 

呂建德、

洪惠芬 
劉侑學 超越爭功諉過的福利改革邏輯：台灣年金緊縮經驗的政治分析 

王兆慶 準公共化的誕生：台灣托育政策走向規範性市場的推力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6 

42. 文化研究（二） 
主持人：汪宏倫 
發表人 題目 
余貞誼 從「趕上大未來」到「迷網低頭族」：新聞敘事中的手機意義結構之變遷 



陳于揚 
the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Antiquarian Books Industry in 
Taichung City 臺中市舊書業之發展研究 

高禎臨 「中介」與「越界」：作為一種文化轉譯的城市故事櫃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7 

43. 人口、健康與福祉 
主持人：郭貞蘭 
發表人 題目 
游蔓婕 遠距照顧的意義與互動內涵：以智慧型監視器照顧失智症長者為例 

王盈婷 
Living with parents and unmarried adult child's wellbeing: a panel data 
analysis 

王如汶、邱紀尊 
Educational and racial/ethnic differenc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mong older adults in the US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8 

44. 都市社會學 III：土地金融化與都市政治 
主持人：林宗弘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陳虹穎 向天空融資─都市空權作為雙北都市密集化與金融化取徑 楊友仁 

顏誌君、楊友仁 
預售抵費地、非正式土地金融網絡與地政治理懸浮化：臺

中自辦重劃的土地金融分析 
陳虹穎 

戴伯芬 城市道德的邊界——萬華性產業地景變遷的初探 王志弘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2 

45. 教育體制與青少年 
主持人：陳婉琪 
發表人 題目 
陳資涵 以反事實分析探討高中職學生參與社團對學業成績的影響 
蕭中瑜、李永順、

馮亦玄、黃寶萱 
「脫離體制？適應體制？」：青少年離開學校與進入八家將團之分

析 

管靚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and Class-level Academic Performance on 
Suicide Ideation: A National Multilevel Study of Taiw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陳嘉行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台灣兒童台哥哥姐姐的勞動過程初探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18 

46. 能源轉型中的環境與民主 
主持人：邱花妹 
發表人 題目 
丁允中、林宗弘 民主與獨裁的再生能源發展路徑：反身現代性抑或威權環境國家？ 
邱花妹 「漁電共生」行不行？探詢最小衝突的能源轉型路徑 

魏揚 
三個公投案下的轉型與挑戰：2018 年後台灣環境運動之能源轉型
與氣候行動論述分析 

杜文苓、羅凱凌 知識共構作為能源民主化的重要途徑：以核廢料處理和溝通為例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8 

47. 病毒政治與社會 
主持人：潘欣欣 
發表人 題目 
袁詠蓁、黃莉文、

陳凱倫 
台灣醫師對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政策態度之研究—以社會文化觀點分析 



劉名峰 在台灣的疫苗治理(術)：生命權力及其霸權競爭 
*林意仁 危機下的「流言」：概念脈絡與定義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19 

48. 學生質化作品海報 
主持人：鄭得興 
投稿者 題目 
王岑貝 聽、見無聲的情感：聽損社群的數位民族誌 
陳佩妤 追尋她們的蹤跡：探悉台灣性產業的東南亞籍工作者 
侯又豪 「異男忘」與男同志身分認同之關係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17 

49. 【圓桌論壇】時代革命 vs.極權淨化：香港民主運動的可能性 
主持人：鄭祖邦 
與談人：吳介民、吳仁華、何明修、邱毓斌 

18:30－21:30 晚宴（需事先報名或由大會邀請，地點位於故宮晶華） 

 

*線上參與 

  



【第二天】2021年 11月 28日（週日） 
時間 內容 

08:30－09:00 報到（B棟綜合大樓地下一樓、望星廣場） 

09:00－10:40 
國際會議廳 

50. 【專題演講】外送團結：中國平台經濟的建構與集體抗爭 
Delivering Solidarity: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ive Contention in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主持人：陳志柔 
主講人：*雷雅雯 

09:00－10:4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7 

51. 社會運動與環境 
主持人：沈秀華 
發表人 題目 
戴又銘 原民反動與能源外交：來尞「藻礁學運行動網絡」形塑之科學地景 
吳岱陵 急欲離根的大林蒲人？從常民視角解構遷村政策的環境正義與利益競逐 

09:00－10:4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8 

52. 高中生論壇（二） 
主持人：葉欣怡 
與談人：陳美華、林國明、陳婉琪 

09:00－10:4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7 

53. 【新書發表】 
林宗弘等人，2021，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China: State-Society Rela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Harvard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主持人：林宗弘 
發表人：*張鈞智、陶逸駿、王敬智、鄭志鵬、林宗弘、方琮嬿、古明君、黃克先 

09:00－10:4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9 

54. 轉型正義的未竟之路：真相、性別與身心障礙 
主持人：陳瑤華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林志鴻 
真相委員會是否為轉型正義中次好的選擇？—以瓜地馬
拉歷史澄清委員會為例 

陳瑤華 
林敬桐 從祕魯經驗看何謂具有性別敏感取徑的轉型正義 
吳佩儒 看不見的「奧許維茲」：白色恐怖與身心障礙 

09:00－10:4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6 

55. 女性勞動 
主持人：苗延威 
發表人 題目 
歐栩韶 月經中女性的「去」勞動經驗：以第三級產業從業女性的生理假經驗為例 
李巧于 螢幕上的約會：女性直播主的身體工作與情慾展演 
彭士芬、苗延威 從女礦工的生命經驗看日治時期的養女制度 
吳庭育 隱身的勞工階級——受僱女性勞工的工作與學齡前幼兒照顧間的圖像 

10:00－10:4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7 

56. 【新書發表】 
彭保羅、何明修、蕭新煌編著，2021，《Environmental Movements and Politics of the 
Asian Anthropocene》（亞洲人類世的環境運動與政治），新加坡：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主持人：張君玫 

09:00－10:40 
第二教研大樓 

57. 音樂社會學：音樂祭、樂團、live house 
主持人：楊友仁 



D0402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蔡庭萱 
經濟的文化轉譯：從音樂錄製補助案探討台灣獨立音樂的

生產機制 
黃俊銘 

楊友仁 台灣獨立音樂的中介機制：中部地區的案例研究 黃俊銘 
廖緯宸 文化治理的轉型：以音樂祭的生產為例 何東洪 
歐侑勳 台中的現場音樂生態網絡研究：以迴響藝文展演空間為例 何東洪 

09:00－10:40 
第二教研大樓 

D0418 

58. 跨界的農業 I：世界經濟、商品鏈、農業環境 
主持人：王驥懋 
發表人 題目 
朱華瑄 市場鑲嵌中的商品化與環境制約：日本帝國米市中東南亞米與臺米之比較 
葉守禮 地方後勤網絡：山城多樣化園藝農業的社會基礎與交換網絡 
黃士玨 農特產的風土想像與品牌建構：以屏東檸檬為例 

10:40－11:00 茶敘時段 

11:00－13:00 
國際會議廳 

59. 介紹四大資料庫 
主持人：黃朗文 
發表人 講題 
吳齊殷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庫 
陳志柔 社會意向及中國效應電訪調查 
于若蓉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伊慶春 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 

11:00－12:4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7 

60. 【新書發表】 
蕭阿勤， 2021，Politics and Cultural Nativism in 1970s Taiwan Youth, Narrative, 
Nation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1:00－12:4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7 

61. AI、演算法與社會 
主持人：*江彥生 
發表人 題目 

呂修齊 
資訊時代下 AI 與人類間關係與行動的分析和反省──以 GPT3 及
其創作為例 

高郁惠 民眾對公共監控系統使用的態度：文化價值、制度性信任的影響 

11:00－12:4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9 

62. 政治經濟 
主持人：李宗榮 
發表人 題目 
李宗榮、蔡逸靜 
、李佳蓉 

台灣的親控集團構成的家族邏輯：以台南幫的資料分析為例 

黃富娟 轉向後新自由主義--「智利模式」的再修正(1990~2021) 
潘欣欣、 
Margaret Pearson 
、Scott Kastner 

Public Opinion on Gives and Takes in Cross-Strait Negotiations: 
Experimental Survey in Taiwan 

陳鈺偉 從社會金融到金融社會：戰後臺灣金融與社會的變遷 
11:00－12:40 
第二教研大樓 

63. 臺灣專業與技術人力的職涯流動與跨國流動 
主持人：黃令名 



D0316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高子壹 成為咖啡師：區隔化的勞動力市場與職涯不平等 

林宗弘、

鄭力軒 

黃俊豪 
臺灣後工業轉型的微觀過程與動力：以 1990 年代以降的
模塑產業為例 

黃令名 
臺北地下的「捷運美國夢」：臺北捷運工程中的跨國專業

流動 

黃佳媛 
暫時空間流動與資本積累：以在新加坡工作的臺灣幼教華

語教師為例 

11:00－12:4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7 

64. 另類社會性：病毒、野豬、創傷 
主持人：張君玫 
發表人 題目 
張君玫 病毒的社會性 
謝曉陽 自然/文化連體嬰：野豬與城市的演化、共生 
陳懷恩 反思社會性：動物、政治暴力創傷的社會工作實踐 

11:00－12:4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8 

65. 當代倫理考察：醫療、社會與非人 
主持人：林雅萍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陳昱勳 醫學倫理中自主原則與行善原則的衝突及解決之初探 林雅萍 
蔡承宏 國家治理與脆弱性主體：Foucault與 Butler 

劉育成 
柯韋丞 多物種政治：未知他者的倫理 

11:00－12:4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2 

66. 【新書發表】 
麥可‧奧立佛、柯林‧巴恩斯，2021，《障礙政治：邁向消弭歧視的包容社會》，台
北：群學。 
主持人：林聰吉 
主講人：紀大偉、張恒豪、邱大昕 

11:00－12:40 
第二教研大樓 

D0418 

67. 跨界的農業 II：勞動、組織、世代 
主持人：朱華瑄、葉守禮 
發表人 題目 
李箴 流離或扎根？高山農業失聯移工的在地關係 

曾瑞彬 
福利公民身份、照顧經濟與在地社會邏輯：以農村老年的代間家庭衝

突為研究案例 
許涵雅 做梨事：東勢高接梨的生產組織與勞動 

11:00－12:4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8 

68. 宗教與田野 
主持人：楊弘任 
發表人 題目 
朱悅嫺 神聖與世俗的再創造：論個人在信仰實踐中的自我同一性之探索 
劉怡寧 自我轉化的修行技藝：社會學如何探索禪修（Meditation）？ 
陳睿煖 網路化對清明祭祖儀式之影響——以天堂紀念網為例 

12:40－14:10 午餐時段 
14:10－15:50 
國際會議廳 

69. 【專題演講】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Way to Artificial Sociality: New Research 
Agenda for Social Analytics 



主持人：黃秀端 
主講人：*ANDREY V. REZAEV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7 

70. 「社會研究方法的教與學」圓桌論壇 
主持人：吳明燁 
與談人：孔祥明、翁志遠、胡力中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8 

71. 無家者與居住 
主持人：戴伯芬 
發表人 題目 
陳思樺 為無家者建立連帶：正向人際互動經驗的積累 
黃怡菁 如何能「重修舊好」？無家者的社會連帶形成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7 

72. 性/別（一） 
主持人：陳柏偉 
發表人 題目 

梁展章 
Sexting is Both Sexually Liberating and Objectifying: The Explanatory 
Role of Enjoyment of Sexualization 

王宏仁 台灣女同志的創業與親密關係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9 

73. 經濟網絡、半導體 
主持人：李宗榮 
發表人 題目 
劉清耿 打造護國山群：從半導體到無人車的產業技術軌跡 

林鈺紘、熊瑞梅 
台灣半導體公司專利發明人網絡結構變遷與專利創新：台積電、聯電

與聯發科（2007-2018） 
黃世竹、熊瑞梅 混合性和弔詭性：半導體企業間網絡的成因與效應（2010-2020） 

江韋築、熊瑞梅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技術創新與網絡機制：地位訊號和結構洞（1999-
2018）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6 

74. 階級、世代與遷移 
主持人：鄭雁馨 
發表人 題目 
謝志龍 初探社會排除的階級圖像：社會排除歷程與主觀階級認同 
張宜君、林宗弘 
、李俊穎 

再探台灣階級與世代的收入差異：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家庭收支調查

與人力運用調查的比較，1994-2019 
劉芷安、邵恪玄、

陳玉華、謝雨生 
臺灣鄉村居民的遷移意向：原鄉與非原鄉地區之比較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7 

75. 地方文化與信仰 
主持人：施富盛 
發表人 題目 
施富盛 成為「士林人」? 士林地區文化活動與地方認同 

黃名旖 
寄食關係所重構的傳統與文化——以艋舺青山宮的遶境活動之發展
過程為例 

陳泓元、賴建

宏、黃精豪、陳

彥廷 

地方發展的哀愁，信仰中心如何以社會方式影響地方發展：以苗栗海

線某知名媽祖信仰為例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8 

76. 歐洲與美國大學中的社會學與社會政策 
主持人：葉崇揚 
主講人：施世駿、黃芳誼、周怡君、葉崇揚、黃克先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2 

77. 高等教育與制度 
主持人：周平 
發表人 題目 
王聖夫、蘇國賢 大專院校科系的存活風險分析：組織生態學的視角 

陳克瀚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plicants and Authenticity Crafting by Education 
Agents 

凃峻清 「教改亡國」與「聯考最公平」──兩波反教改的反制運動分析 

王啟仲 
Toward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elite subculture: Forms of capital, social 
position and symbolic struggle within and beyond the subcultural field 

14:10－15: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18 

78. 跨界的農業 III：農業推廣、技術創新、地方社會 
主持人：鍾怡婷 
發表人 題目 
謝彤華 「農業社會學」學科發展的回顧與展望:以贈地大學為窗 
林淳華 小農創新和農業勞動：以高接梨社區為例 
任君翔 越南砍蔗隊、拼裝車與木瓜棚：當代多樣性的農業與埔里地方社會 

15:50－16:10 茶敘時段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7 

79. 以編織多重紋理的勞動價值作為社會實踐 
主持人：洪世謙 
發表人 題目 
吳亦昕 地方創生社群的構築與課題：以「前草踹共職人講堂」的實踐為例 
楊士奇 返身尋路：幾則故事的啟示 
洪筱婷 社群身份中間性的建構：以「前草」的地方敘事為例 
洪世謙 「翻/譯」勞動價值：多重層理的社會實踐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8 

80. 中國研究與民主 
主持人：王興中 
發表人 題目 

彭昉 
“Seeing Like a State” Revisited: The Chinese State, Grassroots NGOs and 
Social Improvement Schemes 

廖宇雯 民主如何「實作」？審議員的培訓與身體化過程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7 

81. 「怪咖」電影放映活動（https://www.backstagestudio.com.tw/） 
主持人：何撒娜 
發表人：蔡佳璇、陳晏瑋、楊御廷 
播放電影：尼泊爾布思議、多肉女子生存之道、在他的獎牌中迷惘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09 

82. 原住民 
主持人：翁志遠 
發表人 題目 
李俊豪 北臺灣原住民青少年的族群文化經驗、涵化策略與自我價值 
蕭宇君 當代原住民青年的身分認同內涵及形塑過程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6 

83. 民族與身分認同 
主持人：陳瑞樺 
發表人 題目 
韋晢 共識性 vs政治化的記憶：台灣人的集體記憶面貌初探 
陳瑞樺 「移建民族國家」的誕生—重探戰後台灣的政體與國體（1949-1987）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317 

84. 歷史社會學、STS 
主持人：蔡博方 
發表人 題目 
蕭旭智 一個帝國、兩種神經網絡：日治時期台灣、朝鮮通信史之比較研究 
蘇致亨 蔣經國時期的「雙面本土化」：重訪戰後「方言」電視節目管制 
韋岱思、Man-
Lin Chen 、

Hsuan-Wei Lee 

How do athletic labor markets become globalized? Agent-based 
simulations of club recruitment behavior in the worldwide market for 
football talent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2 

85. Covid-19 疫情下福利國家之挑戰與回應 
主持人：林倖如 
發表人 題目 
黃全慶 疫情與福利國家的交互影響：以奧地利為例 
林谷燕 Covid-19 疫情下之德國長照制度過渡期規範 

林倖如 
Covid-19 疫情下日本長照保險制度之過渡期規範—防疫管制與紓困
給付的交錯 

江敏 我國傳染病防治管制措施下資訊隱私權益之保護 
蔡源庭 疫情下我國跨境電傳勞動者權益保護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18 

86. 性/別（二） 
主持人：石易平 
發表人 題目 
戴時與 誰讓影像發生／發聲：台灣女性影展守門人分析 
李熠 國族主義下的中國線上「反女權（拳）」論述實踐與敵對策略 
張榮富、陳君

育、林秀瑩、周

璘 

男女自身所得對所得偏好與擇偶機會的影響：自己放寬還是異性放

寬擇偶所得偏好何者較能增加擇偶機會？ 

16:10-17:50 
第二教研大樓 

D0408 

87. 「家庭動態調查」的運用 
主持人：蔡明璋 
發表人 題目 
Ming-Chang Tsai 
、Chin-Han Chan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Support in China and Taiwan: Revisiting the 
Puzzle of Family Modernization from a Hybrid Panel Approach 

胡力中 臺灣男性婚姻薪資溢酬現象及機制之探討 
詹慶恩、于若蓉 
、洪琮瑋 

臺灣公私部門受僱者工作滿意度差異之分析：兼論年資的調節效應 

17:50-18:10 閉幕式 
 
*線上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