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議程（A-11/28）
A 教室 11 月 28 日（六）議程
08：00-8：30

報到

08：30-8：50

開幕致詞（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
發展研究論壇（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

08：50-10：30 與談人：王振寰（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授）、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成露茜
（世新大學／講座教授）、夏鑄九（國立臺灣大學城鄉與建築研究所／教授）、楊子葆（輔仁大學／客座教授）

10：30-10：50

茶敘休息
A 教室 （綜合院館一樓 270113 教室）
Panel A-1 經濟發展

主持人：林祖嘉（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

評論人

1. 蔡青龍（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蔡攀龍（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

黃登興（中央研究院經濟

10：50-12：20

“ ‘Attracting FDI’ versus ‘Facilitating ILM’ --- A Contrast of Vietnamese and

發表 15 分鐘

Filipino Development Approaches”

評論 7 分鐘

2. 翁嘉禧（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經貿組／副教授）
、朱毓涵（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

綜合提問 10 分鐘

術研究所／碩士）

綜合回應 10 分鐘

〈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果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係〉
林祖嘉（國立政治大學經
濟系／教授）

〈1950 年代台灣外來投資的再探〉

午餐／發展研究年會籌備處公開交流會議（270103 教室）
Panel A-2 國際合作發展相關專題

發表 15 分鐘

林德昌（國立中山大學中國

〈非洲發展援助的台灣經驗：馬拉威的故事〉

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2. 簡旭伸（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Ethran Wu（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

評論 7 分鐘

資源學系／研究生）
、Yenling Lin（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研究生）

綜合提問 10 分鐘

“Soft Power, Taiwanese Style-Taiwan Technical Mission in Kiribati, Tuvalu, and

綜合回應 10 分鐘

the Marshall Islands”
林俊全（國立台灣大學地
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小型島嶼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台灣角色〉

14：50-15：00

午茶休息
Panel A-3 區域發展

周素卿（國立台灣大學地

〈殖民主義、合法性與「國家」建立：殖民主義與合法性：東亞國家/城市生成的比較研究〉
2. 林佩霓（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生）
、顧長永（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

評論 7 分鐘

域研究所／教授）

綜合提問 10 分鐘

〈全球化之下的印尼與中國關係之發展〉

綜合回應 10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洪財隆（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副研究員）

1.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專任副教授）
發表 15 分鐘

李栢浡（財團法人國際發
展基金會／副秘書長）

3. 楊子葆（輔仁大學／客座教授）

15：00-16：30

評論人

主持 人：林德昌（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1. 劉曉鵬（南洋理工大學／助理教授）

13：20-14：50

黃智聰（國立政治大學財
政學系／教授）

3. 杜震華（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2：20-13：20

所／研究員）

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吳德美（國立政治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3. 張榮農（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楊義弘（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生） 洪財隆（財團法人台灣經
〈亞太區域整合策略之研究：以 APEC 和 ASEAN 為例〉

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副
研究員）

16：30-16：40

休息
Panel A-4 東南亞與華人發展 主持人：龔宜君（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16：40-18：10
發表 15 分鐘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1. 高麗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人文社會學科／副教授）

評論人
龔宜君（國立暨南國際大

〈「全球帝國主義」與十八世紀末檳榔嶼的發展初探〉

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2. 陳昌宏（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林開忠（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

〈華裔離群的華人性研究：以新加坡東亞所為例〉

授）

綜合回應 10 分鐘
3. 陳琮淵（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李宗榮（中央研究院社會

〈全球化時代的華人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制度與發展〉

18：30-

最後修訂日期：2009/10/7

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晚宴

議程若有異動將隨時於網站公告更新

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議程（A-11/29）
A 教室 11 月 29 日（日）議程
08：00-08：30

報到
A 教室 （綜合院館一樓 270113 教室）
Panel A-5 原住民族發展相關專題

1. 陳毅峰（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所／助理教授）、張瑋琦（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08：30-10：00
發表 15 分鐘
評論 7 分鐘

汪明輝（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由殖民的延續到發展的策略－原住民觀光的歷史剖析〉
2. 施正鋒（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教授兼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潘英海（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

〈由發展研究到原住民族發展〉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蔣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授）
3. 戴興盛（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
、莊武龍（國立東華大學／國科會專案
助理）
、林祥偉（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助理教授）

蔣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
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住民狩獵、地方生計與環境治理：台灣東部某太魯閣族區域之實證研究〉

10：00-10：20
10：20-11：50
發表 20 分鐘
評論 12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6 分鐘

茶敘休息
Panel A-6 文化與地方發展

評論人

主持人：夏黎明（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教授）

1. 陳英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博士候選人，萬能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講師）

施正鋒（國立東華大學民
族發展研究所／教授）

〈原鄉文化景觀與社會網絡─以台北縣烏來鄉為例〉
2. 陳菱霙（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蔡志偉（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助理

夏黎明（國立臺東大學區

教授）

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教

〈原住民文化教育在地方〉

授）

11：50-13：00

午餐
Panel A-7 人類發展 主持人：李瓊莉（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13：00-14：30
發表 15 分鐘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1. 林育任（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彭立忠（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
蔡東杰（國立中興大學國
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人類發展視角下的兩岸關係新思維〉
2. 梁文韜（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李酉潭（國立政治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發展作為全球民主治理中的倫理概念–大同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橋樑〉
3. 周志杰（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李瓊莉（國立政治大學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暨太

〈發展與人類安全的聯結：概念的建構與比較〉

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員）

14：30-14：40

休息
Panel A-8 發展模式與挑戰

14：40-16：10
發表 15 分鐘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童振源（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 戴東清（南華大學國際與大陸事務系／助理教授）

童振源（國立政治大學國

〈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模式選擇：北京共識 v.s.華盛頓共識〉

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2. 顏愛靜（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傅小芝（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生）、何欣芳

李承嘉（國立臺北大學不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生）

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

〈原住民社區永續農業發展之實踐－以新竹縣尖石鄉石磊部落為例〉

授）

3. 趙甦成（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楊子葆（輔仁大學／客座
教授）

〈貧窮與愛滋病防治：發展與國際援助的觀點〉

16：10-16：30

午茶休息
Panel A-9 社會發展 主持人：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評論人

16：30-18：00 1. 石雅如（西班牙 Salamanca 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

陳韻如（國立臺北大學社

發表 15 分鐘

會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全球化下拉丁美洲社會運動發展〉
2. Suwannarat Meesomboonpoonsuk（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Urban Bias and the Civil Unrests in Today Thailand”
3. 鍾秀梅（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鄭空空（劭族之友會發言人）

最後修訂日期：2009/10/7

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劭族另類發展運動與契機〉

18：00

吳德美（國立政治大學國

大會圓滿結束

議程若有異動將隨時於網站公告更新

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議程（B-11/28）
B 教室 11 月 28 日（六）議程
08：00-8：30

報到

08：30-8：50

開幕致詞

08：50-10：30

發展研究論壇（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
與談人：王振寰（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授）
、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成露茜
（世新大學／講座教授）、夏鑄九（國立臺灣大學城鄉與建築研究所／教授）、楊子葆（輔仁大學／客座教授）

10：30-10：50

茶敘休息
B 教室（綜合院館一樓 270114 教室）

10：50-12：20 Panel B-1 高科技發展
發表 15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王振寰（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授）

1. 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文嫮（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副教授）

李傳楷（國立清華大學科

評論 7 分鐘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and value chain governance:

技管理研究所／助理教

綜合提問 10 分鐘

The case of patent strategies in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授）

綜合回應 10 分鐘

2. 田畠(島)真弓 Tabata Mayumi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含碩士班／助理教授）
、鄭陸霖

王振寰（國立政治大學國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

〈台灣高科技產業與外國廠商間權力轉變過程：跨界產業場域理論的應用〉

授）

3. David G. R. Hann 韓德夫（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李傳楷（國立清華大學科

〈中國式的創新: 山寨機文化在中國（A Chinese Approach to Innovation: A look at the

技管理研究所／助理教

shan zhai cell phone culture in China）〉

授）

12：20-13：20

午餐／發展研究年會籌備處公開交流會議（270103 教室）

13：20-14：50

Panel B-2 半導體產業發展

發表 15 分鐘

1. 金家禾（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周志龍（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教授） 陳信宏（中華經濟研究院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陳信宏（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所／研究員）

第二所／研究員）

〈技術自主型之科技產業群聚發展模式：以中國無錫半導體產業群聚發展為例〉
2. 徐斯儉（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呂爾浩（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
備處／博士後研究員）

左正東（國立台灣大學政
治學系／助理教授）

〈半導體產業政策中的國家角色：台灣與中國的比較〉
3. 林博彥（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田島真弓（國立東華大學社

〈跨代的學習—台灣大型 TFT-LCD 產業網絡之研究〉

14：50-15：00

午茶休息

15：00-16：30 Panel B-3 農林業發展
發表 15 分鐘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主持人：吳介民（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1. 洪富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彭克仲（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

〈台灣咖啡產業的脫鏈現象〉

企業管理系暨研究所／教授）

2. 鄭怡雯（荷蘭萊頓大學區域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 (The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 , Leiden
University)）

吳介民（國立清華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從「公司加農戶」生產模式看國家與農民的關係: 以中國菸葉生產組織為例〉
3. 盧道杰（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助理教授）、闕河嘉（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
學系／助理教授）

杜文苓（世新大學行政管
理學系／副教授）

〈檢視台灣社區林業發展〉

16：30-16：40

休息

16：40-18：10

Panel B-4 發展型國家

發表 15 分鐘

1. 蔡青蓉（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博士生）

評論 7 分鐘

徐斯儉（中央研究院政治

〈「發展型國家」之制度變遷：以南韓生技製藥產業為例〉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徐斯儉（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學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
員）

2. 陳正揚（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呂爾浩（中央研究院政治

〈全球製藥價值鏈的重構－中國發展 CRO 的制度與國家角色探析〉

學研究所籌備處／博士後
研究員）

3. 鄭力軒（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左正東（國立台灣大學政
治學系／助理教授）

〈重探發展國家中的國家與市場—台日造船業的比較〉

18：30最後修訂日期：2009/10/7

晚宴
議程若有異動將隨時於網站公告更新

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議程（B-11/29）
B 教室 11 月 29 日（日）議程
08：00-08：30

報到
B 教室（綜合院館一樓 270114 教室）

08：30-10：00 Panel B-5 生態發展
發表 15 分鐘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黃瑞茂（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1. 劉正輝（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陳琮淵（國立政治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猴硐地方再發展－公私協力的觀點〉
2. 林倬立（澳洲昆士蘭大學發展實務／碩士班研究生 Master of Development Practice,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黃瑞茂（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副教授）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offshore islands.”
3. 靳菱菱（台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湯京平（國立政治大學政治
學系／教授）

〈生態觀光中的族群文化競爭:以台東富山漁場及蘭嶼禁漁區為例〉

10：00-10：20

茶敘休息

10：20-11：50

Panel B-6 移民研究

發表 15 分鐘

1. NG Chi Man, Michael（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評論人

主持人：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 7 分鐘

Kong, Hong Kong SAR, China／ Lecturer (Economics)）

綜合提問 10 分鐘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Chinese Immigrants

綜合回應 10 分鐘

Characteristics: Evidences in Hong Kong”

研究所／副教授）

2. 陳麗如（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林津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
研究所／助理教授）

〈跨國婚姻與跨國網絡之探討：以台印跨國婚姻為例〉
3. 鄧建邦（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魏明如（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碩士生）

11：50-13：00

午餐

13：00-14：30 Panel B-7 後社會主義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汪宏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
研究所／副研究員）

〈跨界流動、世代與家庭企業變遷：以珠三角地區台商為例〉

發表 15 分鐘

夏曉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

評論人

主持人：洪茂雄（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講座教授）

1. 洪美蘭（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

洪茂雄（南華大學歐洲研究
所／講座教授）

〈匈牙利經濟轉型發展期間所得不均之實證分析〉
2. Sakalauskaite Ruta（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潘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
學系／助理教授）

魏百谷（政治大學俄羅斯研
究所／助理教授）

“Protestant Ethics, External Linkages, Stat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Economies in the Baltic States”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Panel B-8 地方治理

發表 15 分鐘

1. 劉建忻（美國喬治城大學公共政策碩士）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高永光（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高永光（國立政治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教授）

〈從日本市町村合併經驗看台灣行政區劃的政策目標〉
2. 高慈敏（銘傳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林幸君（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林其昂（國立政治大學財政
學系／教授）

〈教育、人力資本與區域發展機制〉
3. 顏良恭（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謝俊義（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助理教授）、吳德美

李翠萍（國立中正大學政治
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Emerging Private Environmental
Authority in Taiwan’s ICT Industry”

16：10-16：30

午茶休息

16：30-18：00 Panel B-9 環境與另類發展
發表 15 分鐘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湯京平（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 蕭慧瑛（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趙家緯（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

〈廢物與禮物：比較台灣兩種資源回收廢棄物管理經營模式對社會貧窮底層之協助〉

程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 吳挺鋒（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博醫學院「醫學、科技與社會」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學系／教授）

〈發展的歷史之債：環境與健康〉
3. 施奕任（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林益仁（靜宜大學生態學系

〈性別、環境與發展研究：全球氣候變化議題中的性別化觀點〉

18：00
最後修訂日期：2009/10/7

湯京平（國立政治大學政治

暨研究所／副教授）

大會圓滿結束
議程若有異動將隨時於網站公告更新

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議程（C-11/28）
C 教室 11 月 28 日（六）議程
08：00-8：30

報到

08：30-8：50

開幕致詞

08：50-10：30

發展研究論壇（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
與談人：王振寰（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授）
、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成露茜
（世新大學／講座教授）、夏鑄九（國立臺灣大學城鄉與建築研究所／教授）、楊子葆（輔仁大學／客座教授）

10：30-10：50

茶敘休息
C 教室（綜合院館一樓 270104 教室）

10：50-12：20 Panel C-1 區域發展
發表 15 分鐘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邢幼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地理學系／副教授）

1. 劉雅靈（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邢幼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
萊校區地理學系／副教授）

〈市場調適的應對策略：溫州與無錫在發展上的制度分歧〉
2. 張弘遠（致理國貿系／副教授）、林雅鈴（政大東亞所／博士生）

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
研所籌備處／研究員）

〈從天津濱海新區談中國特區經濟發展誘因機制轉變的政治經濟意義〉

3. 周素卿（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江尚書（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研究助理）、 周志龍（國立臺北大學都市
王冠棋（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Hawaii）

計劃研究所／教授）

〈科技產業政策之空間化：林口新市鎮的活化與區域治理〉

12：20-13：20

午餐／發展研究年會籌備處公開交流會議（270103 教室）

13：20-14：50

Panel C-2 區域發展

發表 15 分鐘

1. 楊勝群（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王佳煌（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簡博秀（興國管理學院資產
管理科學系／助理教授）

〈國家空間戰略對全球城市區域發展的推動與衝突：以長三角與環渤海為例〉
2. 林松甫（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陳俊銘（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博士生）

王佳煌（元智大學社會暨政
策科學學系／教授）

〈中關村廠商創新行為的制度因素─發展與限制〉
3. 藍逸之（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博士生）
、陳小紅（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特聘
教授）

洪啟東（銘傳大學都市規劃
與防災學系／副教授）

〈不只是雙龍搶珠？在不對稱分權與區域分裂下分立的珠三角龍頭城市競爭及其治理失靈〉

14：50-15：00

午茶休息

15：00-16：30 Panel C-3 區域發展
發表 15 分鐘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綜合回應 10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曾怡仁（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1. 韓松沃（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葉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

“Financial Crisis as Opportunity: The Postmaterial Rebound Effect”

系／助理教授）

2. 許宏儀（輔仁大學社會所／碩士生）、謝宏仁（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張顯超（國立中山大學中國

〈後 TRIPS 時代的發展中國家〉

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
授）

3. 龐建國（中國文化大學中山暨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曾怡仁（國立中山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副教授）

〈現代化、低度發展、依賴發展與全球化：國家發展研究主導概念之演變與意涵〉

16：30-16：40

休息

16：40-18：10

Panel C-4 都市發展

發表 15 分鐘

1. 蔡敏真（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碩士生）

評論 7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施能傑（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蘇碩斌（國立陽明大學人文
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從都市貧窮空間談視覺治理：以台北市華光社區為例〉

綜合提問 10 分鐘

2. 周韻采（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綜合回應 10 分鐘

〈資訊建設之治理模組：北市無線寬頻之研究〉

施能傑（國立政治大學公共
行政學系／教授）

3. 廖彥豪（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藍逸之（國立臺北大學不動

〈在地制度的歷史轉向：殖民遺產與外援對戰後台灣都市治理之影響（1945~1971）〉

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博士
生）

18：30-

最後修訂日期：2009/10/7

晚宴

議程若有異動將隨時於網站公告更新

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議程（C-11/29）
C 教室 11 月 29 日（日）議程
08：00-08：30

報到
C 教室（綜合院館一樓 270104 教室）

08：30-10：00 Panel C-5 區域發展 主持人：江明修（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發表 15 分鐘

1. 胡愈寧（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所／專任副教授）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評論人
江明修（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
政學系／教授）

〈苗栗縣發展策略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研究〉

2. 鄧瑞兆（中華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鍾欣儒（中華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賴宗裕（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

綜合回應 10 分鐘

系／教授）

〈應用「區位商數法」探討新竹地區產業之發展〉
3. 蔡博文（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鍾明光（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

系／教授）

〈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與社區發展〉

10：00-10：20

茶敘休息

10：20-11：50

Panel C-6 區域發展與治理

發表 15 分鐘

1. 江素慧（衛生署國際合作處／國家衛生研究院衛生政策獎助學者）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徐世榮（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

評論人

主持人：謝宏昌（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王冠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糧食供給、食品安全與公衛危機：發展與挑戰〉

2. 吳德美（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馬海倫（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謝宏昌（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

綜合回應 10 分鐘

“Fundamental Infrastructure、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the Governance of

畫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the case of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
3. 孫瑞穗（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文創產業學程／兼任講師）

簡旭伸（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

〈全球年代「城市研究」範型轉移及發展歷程-- 從「全球城市」到「全球城市-區域群」空

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間論述之批判回顧〉

11：50-13：00

午餐

13：00-14：30 Panel C-7 鄉村發展
發表 15 分鐘

1. 金長驊（台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 7 分鐘
綜合提問 10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魏艾（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董建宏（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

〈從部落看農村再生條例與原住民部落發展之影響：以台東縣卑南鄉賓朗社區阿里擺部落為例〉 劃研究所／助理教授）

2. 黃德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綜合回應 10 分鐘

魏艾（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

〈國家與農村發展：中國大陸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發展與國家角色之研究〉

所／副教授）

3. 翁慶鐘（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

楊勝群（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

〈一個城市兩種城市化，中國農村集體的後社會主義轉型與發展—以珠江三角洲城中村為案例〉 展研究所／博士生）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Panel C-8 兩岸治理

發表 15 分鐘

1. 范淑敏（台北大學都市計劃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 7 分鐘

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長三角的技術學習：以 兩岸競合關係為例〉

綜合提問 10 分鐘

2. 黃清賢（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綜合回應 10 分鐘

〈多層次治理的兩岸關係辯證發展〉

周世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
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3. 黃靖麟（國家科學委員會博士後研究員；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16：10-16：30

顏建發（清雲科技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副教授）

〈以社會資本途徑分析國共三次合作－兩岸未來之競合關係〉

午茶休息

16：30-18：00 Panel C-9 區域發展
發表 15 分鐘

評論人

主持人：周世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1.

評論人

主持人：王春源（南亞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系／教授）

馮國豪（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副教授）

王春源（南亞技術學院企業管理

評論 7 分鐘

〈2004-2008 年宏觀調控對中國大陸省級區域經濟成長之影響—以資料包絡分析法（DEA）

系／教授）

綜合提問 10 分鐘

評估〉

綜合回應 10 分鐘

2.

陳怡伶（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助理教授）、黎德星（東華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陳良治（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

〈新自由主義、國家與住宅市場：台灣國宅政策的演變〉

鄉研究所／助理教授）

3. 紀金山（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副教授）
、劉承憲（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
少年福利學系／研究生）

李美玲（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台灣長期照顧服務政策與治理：以「居家服務」為例〉

18：00
最後修訂日期：2009/10/7

大會圓滿結束
議程若有異動將隨時於網站公告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