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 11月25日（週六） 

08:40-09:00 報 到 

09:00-09:15 

開幕式 

國璽樓2樓會議廳MD227 

輔仁大學學術副校長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 院長 

台灣社會學會 理事長 

09:15-10:15

主題演講 

國璽樓2樓會議廳MD227 

主持人： 

演講人： 

10:15-10:30 休 息 

10:30-12:10 

第一會場（MD203） 

高等教育的危機與轉機 

第二會場（MD204） 

社會運動與社會組織 

主持人：蘇國賢 主持人：范 雲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教育經歷、時期與早期職涯發展之世代比較：以1984和1988年

出生世代為例（張峰彬） 
范綱華 

七年級生與八十後：台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之前的青

年反叛、反抗論述與動員網絡（何明修）MOST 105-2420-H-

002-051-MY3 

何東洪 

高等教育轉型中的職涯轉換：性別差異與不平等（戴伯芬）

MOST104-2410-H-030-032-MY2 
蘇國賢 

學生運動組織網絡初探：以2011年至2015年校園異議性社團的

社會網絡為例（張仁瑋）MOST105-2815-C-110-064-H 
范 雲 

人才流失？還是跨國人才？──2000年後台灣留學生出國留學

動機與流動分析（葉書宏） 
馬靄萱 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

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王梅香）MOST105-

2410-H-110-088 

黃兆年 

少子化日本社會的外國留學生接收最新動態（王 杰） 闕百華 

第三會場（MD212） 

民主、法律與公民社會 

第四會場（MD213） 

健康、疾病與照顧經驗的治理及建構 

主持人：鄭祖邦 主持人：陳正芬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以法社會學角度論「公民不服從」所造成之影響（呂嘉穎） 鄭祖邦 
照顧之愛：機構內照顧服務員的勞動考察（洪士峰）

MOST106-2410-H-152-009-MY2 
陳正芬 

道德視域與情感型態的變遷作為民主鞏固的依據：以2014年的

金門縣長選舉中的BOT案爭議為例（劉名峰）MOST103/104-

2633-H-507-001 

王驥懋 
互惠性利他主義與健康治理：台灣民眾捐血動機的探索（黃品

雯） 
陳瑞樺 

司法框架下的婚姻、家庭想像：以近年通姦罪判決書之論述為

中心（林慈偉） 
何思瑩 

厝邊診所到健康生活圈：戰後彰化地方醫療部門的空間形構變

遷（高郁婷） 

歐陽 

鍾玲 

第五會場（MD214） 

蚵仔的地景：彰化潮間帶的土地政治、養殖技術和觀光文化 

第六會場（MD215） 

照亮前路的理論火光 

主持人：顏亮一 主持人：湯志傑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海陸前沿：彰化西南海岸的潮間帶與地方建構中的地景政治

（洪伯邑）MOST 106-2420-H-002-003 
楊弘任 

Civilizing the Network or De-Civilizing through the Network? 

Som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Sociofluenza（張義東） 
魯貴顯 

「雙向轉譯」的條件和限制：以養蚵人工附苗技轉為例（簡妤

儒）MOST 106-2420-H-002-005 
笑忘臉，臉望笑：幽默與Elias、法國理論、materiality（楊榮宗） 張君玫 

產地蚵業到觀光蚵村──王功蚵仔成為彰化文化象徵的歷程

（蘇碩斌）MOST 106-2420-H-002-004 
顏亮一 

社會運動── 一個系統理論與形式理論的觀點（蕭煒馨） 湯志傑 

問路作為台灣當代社會陌生人的互動形式（陳登翔） 魯貴顯 

12:10-13:00 午 餐 



 

 

第一天 11月25日（週六） 

13:00-14:10 

國璽樓2樓會議廳MD227 

會員大會、終生貢獻獎暨博碩士論文獎 

14:10-14:30 休 息 

14:30-16:10 

第一會場（MD203） 

科技介入下的醫療與社會 

第二會場（MD204） 

亞洲研究在台灣 

主持人：黃敏原 主持人：陳志柔  

發表人 評論人 與談人 

正視差異：以糖尿病衛教佈署為例（林文源）MOST 104-

2410-H-007-034-MY3 
曾凡慈 

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台大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主任） 

王宏仁（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前任社會學會會長） 

蘇碩斌（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 

郭文華（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EASTS主編） 

Regulations and Clinical Practices of gamete Donation in Taiwan

（黃于玲）MOST 106-2410-H-006-001-MY2 
雷文玫 

技術的實作美學：再生醫學專利圖式為例（陳宗文）MOST 

105-2410-H-004-094-MY2 
黃敏原 

消失的多元公眾：Taiwan Biobank的建置、爭議與科學治理

（李宛儒、蔡友月） 
陳宗文 

第三會場（MD212） 

媒介騷動 

第四會場（MD213） 

民生社會學：農糧、食品與水利的治理 

主持人：馬財專 主持人：陳玠廷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高雄氣爆重建新聞的意識形態：以《自由時報》、《中國時

報》、《聯合報》、《蘋果日報》四大報為分析（李淑君）MOST

 104-2410-H-037-003-MY2 

蔡如音 

看見看不見的豬：科學的清真驗證及伊斯蘭的科學化在印尼社

會的崛起（趙恩潔） 

MOST105-2410-H-110-038-MY2 

陳玠廷 

社福團體特性與勞基法的衝突與解套記者會後的網路動亂：逆

寫高雄社工工會的黃巾起義（郭志南、陳保穎） 
馬財專 農糧研究與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再思考（錢克綱） 陳宇翔 

廢死爭議與對立快感迴圈初探：以小燈泡事件的網路論述為例

（黃禹樵） 

鄭斐文 
水利作為「總體社會事實」：以金門作為個案研究的理論意涵

（劉名峰） 
黃書緯 

挺同 vs.反同──論析婚姻平權議題在社群媒體中的後真相政

治（賴麒元） 

第五會場（MD214） 

新書發表 

第六會場（MD215） 

消費社會中的文化與藝術（一） 

主持人：林宗弘 主持人：蕭旭智 

引言人 發表人 評論人 

蕭新煌、官有垣、王舒芸《台灣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效應：2000-2016年》 

周桂田《氣候變遷社會學：高碳社會及其轉型挑戰》 

李宗榮、林宗弘《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 

張弘遠《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路徑分歧》 

潘美玲、張隆志《跨界跨代的台灣研究：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ATSA)二

十年》 

微時代的消費生產機制與當代大眾影音文化（黃金盛） 蕭旭智 

影視文化產業對幫派男性再現之探討：以電影《艋舺》為例（張

雪君） 
陳馥瑋 

從「網絡美學」初探奇幻類型開展閱聽人交流之敘事策略：以

《哈利波特》故事網絡為例（賴玉釵）MOST106-2420-H-130-

031 

劉定綱 

作為公共領域的流行文化（何撒娜） 王梅香 

16:10-16:30 午茶時間 



 

 

第一天 11月25日（週六） 

16:30-18:10 

第一會場（MD203） 

玉山論劍──高教勞動體制的權力結構分析 

第二會場（MD204） 

工作、身體與性／別 

主持人：馮建三 主持人：陳美華 

與談人 發表人 評論人 

周  平（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黃厚銘（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陳竹上（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陳政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為何無法消除敵意工作環境？分析醫院內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權

力運作（張晉芬）NSC102-2410-H-001-048-SS2 
盧孳豔 

親密「劃/跨」界：男男按摩、身體工作與同志性消費中的照

顧倫理（陳伯偉）MOST103-2410-H-343-013-MY2 
石易平 

台灣私立小型長期照顧機構外籍看護工之勞動經驗探討（王潔

媛） 
陳伯偉 

台灣「商展小姐」，1950s-1960s（吳怡靜、王秀雲） 陳美華 

第三會場（MD212） 

科技物的社會能動性 

第四會場（MD213） 

醫療的教學與實作 

主持人：洪廣冀 主持人：林國明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觸控式螢幕的操作如何被設計： 「滑」手機的探問（王彛中） 曹家榮 醫療崩壞與病人安全：醫師的專業勞動制度分析（林昌宏） 林國明 

超商店員何以萬能？便利商店勞動形成與過程探究（張立祥） 鄭力軒 
看見社會文化脈絡的診間關係何以可能：以新北市金山區的醫

療實作為例（孫豪均） 
吳慧卿 

跨越實體/虛擬疆界：個人、媒界與「流動」空間的關係建構（江

建璁、龎袿方） 
劉榮樺 

習醫之道：初階臨床體驗課程對於基礎醫學之學習的影響初探

（巫蓓雯、唐功培、蔡博方） 
吳佳儀 

田野、工作、試驗站：山區地下水調查的遠距控制技術（何俊

頤） 
林子新 

原住民族部落健康與文化主權：磯崎復健站的自主性發展歷程

（張瀠之、鄧湘漪）MOST106-2420-H-259-001-HS2 
蔡友月 

誰需要社會學？來自拉圖爾啟發下的一則社會寓言（裴元領） 洪廣冀 

第五會場（MD214） 

傳統曲藝在當代都市的傳承與復振 

——竹塹北管藝術團的多面向探討 

第六會場（MD215） 

跨界流動與移民政治 

主持人：陳杏枝 主持人：鄧建邦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傳統民間曲藝復振中的廟宇頭人及其文化資助：新竹都城隍廟

個案分析（古明君） 
陳杏枝  

越南新住民女性按摩師自我職業認同（阮氏貞） 鄧建邦 

池袋華人飛地經濟中移民勞動者的資本積累與活用（張雅晴） 鄭德興 

北管的空間、儀式與身分認同──以竹塹北管藝術團為基礎的

考察（林育臣） 
黃俊銘 

在市場中實踐「西藏意識」：印度、尼泊爾流亡藏人的難民經濟

（潘美玲）MOST104-2420-H-009-002-2R 
林 平 

初探台灣北管戲曲的當代傳承與復振：以「竹塹北管藝術團」

為例（林昱君） 
簡秀珍 

Becoming an immigrant nation?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in Taiwan（張心潔、傅仰止） 
詹傑勝 

18:10- 晚 宴（國璽樓1樓大廳） 



 

 

第二天 11月26日（週日） 

08:40-09:00 報 到 

9:00-10:40 

第一會場（MD203） 

歷史、土地與國家（紀念黃樹仁老師） 

第二會場（MD204） 

從身心障礙者就業論法律與社會關係 

主持人：李丁讚 主持人：周怡君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從望見琉球到認識台灣：試論黃樹仁教授的台灣早期歷史研究

（張隆志） 
陳宗仁 

魔鬼的交易：從按摩法規演變看盲人職業變遷（邱大

昕）MOST 105-2410-H-037-002-MY2 
孫迺翊 

強制合作發展：臺灣日本殖民體制的米糖經濟（黃樹仁、陳宇

翔） 
林文凱 

On the Road to Equal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laws in Taiwan and their 

dialogue with the CRPD（孫迺翊）MOST 105-2420-H-004-009-

MY2 

周怡君 

以科學為志業：一個社會學家的跨界挑釁（黃樹仁教授的學思

考掘）（洪人傑） 
郭文般 

Comparis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Sheltered Workshop Policies in Swede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周怡君）MOST 105-2420-H-031-004-

MY3 

邱大昕 

第三會場（MD212） 

金融、經濟與社會不平等 

第四會場（MD213） 

風險社會與健康治理 

主持人：鄭力軒 主持人：彭保羅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不只是束脩：金錢在家教市場中的社會意義（高子壹） 鄭力軒 陸生納保爭議媒體論述初探（賴昱汝） 劉慧雯 

社會團結經濟與鑲嵌性營運模式：博蘭尼取徑的嘗試（許甘霖） 夏傳位 

蘭嶼核廢料健康風險研究的知識特性（吳奎彥） 彭保羅 
Financialization, Democracy and Income Inequality（胡伯維、林

宗弘） 
許甘霖 

第五會場（MD214） 

新書發表 

第六會場（MD215） 

社會人口學：族群與婚姻 

主持人：潘美玲 主持人：陳婉琪 

引言人 發表人 評論人 

戴伯芬《性別作為動詞：巷仔口社會學2：性別如何型塑，又如何在行動

中翻轉？》 

梁莉芳、石易平《做爸媽的一百種方式：尋找懷孕、生產、教養的更多

可能》 

白爾雅《Sexual Identity and Lesbian Family Life》 

黃淑玲《性別主流化：臺灣經驗與國際比較》 

原漢通婚類型與子女組成對雙裔子女族群從屬的影響（劉千

嘉、章英華）MOST 104-2410-H-037-009-MY2 
陳婉琪 

台灣與大陸城市人口的擇偶機會比較：年齡對擇偶機會的影響

（張榮富、賴秉彥、施秀霞、洪聖恩、許慧燕） 

巫麗雪 

中國大陸三大城市剩男剩女擇偶機會的研究（張榮富、毛淑芬、

羅台雄、錢純儀、張淑如） 

10:40-11:00 休 息 

 

 



 

 

第二天 11月26日（週日） 

11:00-12:40 

第一會場（MD203） 

產業發展與轉型 

第二會場（MD204） 

做爸媽的一百種方式：當代台灣親職實踐 

主持人：林宗弘 主持人：吳明燁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誰都想「打出名堂」-Nike的策略轉向以及勞動收編（吳東祐） 林宗弘 
台灣女性家庭-工作軌跡與邁向晚年之生活福祉（巫麗雪）

MOST 105-2811-H-029-002 

莊致嘉 
Bringing the Consumer Back In: NCAP與台灣汽車產業的轉型升

級？（劉清耿） 

田畠 

真弓 

國際化教養的密集實作與文化資本形成：台灣學齡兒童的英語

學習（石易平）MOST 105-2410-H-030-024 

中國佛教的產業史足跡（林 錚） 黃克先 
養育「無污染」的孩子：有機食品論述、風險管理與母職實作

（梁莉芳）MOST 105-2410-H-010-005-MY2 
胡郁盈 

第三會場（MD212） 

休閒與消費 

第四會場（MD213） 

消費社會中的文化與藝術（二） 

主持人：吳宗昇 主持人：賴嘉玲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永續消費的社會經濟過程：樹合苑個案（萬尹亮）MOST106-

2410-H-035-001-MY2 
吳宗昇 從電影院到美術館：蔡明亮的影像策展與映演之探討（王振愷） 蔡慶同 

挑戰或休閒？高山山屋與登山活動的社會建構（李昕甯） 

沈 立 

藝廊機制的機構策展實踐—以TKG+與青年策展人許峰瑞為例

（陳 晞） 
賴嘉玲 

休閒、技術與比賽：臺灣釣蝦客的休閒實作與釣蝦技研社的再

生產（陳瑞清） 
跨域的戲劇行動軌跡──《姊妹淘戲劇交流》為線索（李哲宇） 吳忻怡 

第五會場（MD214） 

社會網絡與宗教參與 

第六會場（MD215） 

教育的多元面貌 

主持人：謝雨生 主持人：劉 正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傅仰止、郭蕙如） 
謝雨生 

香港普及教育創新：從組織社會學視角考慮學校創新問題（李

越民） 
黃庭康 

社區社會資本與其效應（熊瑞梅、盧科位、楊天盾）MOST 

105-2410-H-004-092-MY3 
于若蓉 

師資培育生運用資訊科技教學之現況與態度─以某國立教育大

學為例（莊淯全、趙貞怡） 
謝曉慧 

宗教參與、社會網絡與主觀幸福感（盧科位） 

廖培珊 

劃界工作與正當性競逐：高中公民的「社會科學化」（謝易澄） 李令儀 

台灣人宗教參與的性別差異初探（范綱華） 非典型人生：另類學校畢業生流向調查（劉以正） 劉 正 

12:40-13:30 午 餐 

 



 

 

第二天 11月26日（週日） 

13:30-15:10 

第一會場（MD203） 

教育社會學：理論與經驗 

第二會場（MD204） 

超越生物醫學模型的醫療社會學 

主持人：戴伯芬 主持人：吳嘉苓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教育行動主義和展演能動力（張君玫） 戴伯芬 物理治療的兩波劃界工作（陳韋宏） 黃于玲 

單一性別學習環境對高中女生選組行為的影響：基於「台灣教

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的反事實分析（關秉寅、李尋菲） 
范綱華 

醫療與社會共舞？以「公醫時代」與個人就讀社會所的實踐為

例（盧敬文） 
洪意凌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作為文化資本對國中學生教育成就之影響

（謝志龍）NSC102-2410-H-143-002 
翁志遠 界定正常／異常？「性心理異常」診斷實作（張廷碩） 

陳嘉新 
Civilization, Education and Bildung. Towards an Approach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of Education（張義東） 
張君玫 陷入迷「網」？青少年網路成癮的醫療化（王安琪） 

第三會場（MD212） 

都市規畫與發展 

第四會場（MD213） 

性／別與階層化 

主持人：王志弘 主持人：趙彥寧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看不見的長城：中國的戶籍改革與公共服務困境（洪人傑） 宋郁玲 

軍閥政權與女體政略：以馮玉祥主政時期（1927-29）的河南

省放足處為中心的考察（苗延威）MOST 105-2410-H-004-093-

MY2 

趙彥寧 

參與式基礎設施化？台北市道路規劃與歷史保存爭議的物質政

治（王志弘） 
顏亮一 

Exploring identities and practices of men working in family day 

care: A tentative typology（陳韻如）MOST 105-2410-H-305-063 
孔祥明 

沒有地方的地方性？以台南北門的觀光發展為例（許月苓） 張正衡 
Gendered Flexicurity: The effects of Flexicurity on Gender Wage 

Gaps in 18 countries（何思瑩） 
郭蕙如 

第五會場（MD214） 

消費社會中的文化與藝術（三） 

第六會場（MD215） 

社區營造與農業治理 

主持人：蘇碩斌 主持人：林潤華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田野轉向：當代社群藝術中的空間轉導術（邱俊達） 鄭陸霖 文化治理與暗黑歷史的競合：西螺大承墓園保存爭議（賴子儀） 林潤華 

國族與市場論述下台灣棒球迷認同的考察（李侑謙） 潘美玲 
公私協力的制度障礙與機會：以貢寮區水梯田復育為例（蔡偉

銑、陳品涵） 
吳勁毅 

文化創意產業中消費文化的議題設定：以誠品的書店誌為例（楊

佳蓉） 
蘇碩斌 

大學的社會實踐實作初探：以新北市烏來地區的相關計畫為例

（蔡侑霖） 
王安民 

15:10-15:30 午茶時間 

 



 

 

第二天 11月26日（週日） 

15:30-17:10 

第一會場（MD203） 

重探戰前-戰後農業史：農民、國家、歷史的再現 

第二會場（MD204） 

性別反叛與革命 

主持人：蔡培慧 主持人：姜貞吟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人 評論人 

戰後初期的地下農運：順法減租與革命的辯證(1946-1955)（林

傳凱） 
廖彥豪 

同性婚姻權與性別平等教育之間的互動結構：新制度論的觀點

（林建君） 
姜貞吟 

日治時期阿美族的農業動員與母系繼承改革－以《台灣日日新

報》為中心（林駿騰） 
李宜澤 

開放還是忠誠？──初探男同志伴侶使用交友app的矛盾與協

商（陳品丞） 
曾凡慈 

真實的農村？想像的農民？──當代農民形象的建構過程（江

昺崙） 
蔡培慧 女同志交友軟體上的自我展演策略：以LesPark為例（蔡佳璇） 林承宇 

第三會場（MD212） 

青世代的文化與勞動 

 

主持人：吳齊殷 

發表人 評論人 

「在廟會跳 K-pop」？陣頭舞姬的勞動與身體（王薇舒） 徐瑋瑩 

學做菁英：以高中社團活動重探升學競爭與青少年文化（王啟

仲） 
吳齊殷 

邁向「富爸爸」的成功之路：保險產業吸收青年人才操作初探

（黃禹樵、吳東祐） 
古裕彥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制度變遷－瑞典與丹麥的比較（葉崇揚、

林宏陽、古允文） 
李健鴻 

17:10- 賦 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