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第十五屆南台灣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 

大會議程 

2019 年 11月 1-2日（週五-六）/ 地點：屏東大學民生校區五育樓 

 

時間 2019年 11月 01日(週五） 

09:00-09:30    報  到(地點：屏東大學民生校區五育樓 1F校門口穿堂) 

09:30- 

11:40 

開幕式（五育樓四樓國際會議廳） 

屏東大學劉英偉副校長致詞 

人文社會學院簡光明院長致詞、 

中研院社會所「南台灣區域社會」主題研究小組召集人吳齊殷致詞 

大會主題演講 

演講者：謝國雄(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主題：農村社會人文調查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11:40-13:00    午  餐 

13:00- 

14:40 

場次一(國際會議廳) 

主題：農村社會人文調查成

果發表 

主持人：章英華（中研院社

會所兼任研究員） 

屏東市歸來社區的空間地

景變遷：「城邊村」的概念

初探（林育諄/屏東大學社

發系副教授） 

評論：章英華（中研院社會

所兼任研究員） 

農電合營行不行？屏東縣

農業結合綠電模式調查（蔡

依倫/屏東大學社發系副教

授） 

評論：郭蕙如（中研院社會

所博士後） 

美濃農村的另類發展：從學

校與社區到人與自然的關

係（吳品賢/屏東大學社發

系助理教授） 

評論：鍾怡婷（中研院社會

所博士後） 

瑪家鄉原住民山村的發展

政治（夏傳位/屏東大學社

發系助理教授） 

評論：錢克綱（中研院社會

所博士後） 

適風土也視民情：屏東可可

產業崛起的驅動因素（陳馥

瑋/屏東大學 USR 計畫專案

助理教授） 

場次二 (第三會議室) 

「假新聞的前世今生」圓桌論

壇    

主持人：張義東（屏東大學社

發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 

鄧宗聖（屏東大學科普系副教

授） 

張耀仁（屏東大學科普系助理

教授） 

朱旭中（屏東大學文創系助理

教授） 

 

 

場次三 (第四會議室) 

「地方學的形塑與發展」圓桌

論壇    

主持人：李錦旭（屏東大學社

發系系主任/人文社會學院屏

東學計畫主持人） 

與談人： 

黃文車（屏東大學中文系副教

授/屏東學團隊教師） 

陳淑敏（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教授/社大地方學專家） 

吳茂成（台南社區大學台江分

校執行長/台江學推動者） 

洪如玉（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特

聘教授/專長地方教育學） 



評論：錢克綱（中研院社會

所博士後） 

14:40-14:50   茶   敘 

14:50- 

16:30 

場次四(國際會議廳) 

主題：農村社會人文調查成

果發表 

主持人：傅仰止（中研院社

會所特聘研究員） 

 

農村中的社會創新：斗南、

池上與美濃的比較 

（鍾怡婷/中研院社會所博

士後、謝國雄/中研院社會

所所長） 

評論：莊雅仲（交通大學人

文社會系教授） 

佳冬陸海交界地帶的產業、

社區與自然（錢克綱/中研

院社會所博後） 

評論：夏傳位（屏東大學社

發系助理教授）  

台灣農村社區參與「農村再

生計畫」之現況分析（郭蕙

如/中研院社會所博後） 

評論：蔡依倫（屏東大學社

發系副教授） 

臉書打卡與國家打造：臺三

線浪漫大道的異質凝視（余

貞誼/高雄醫學大學性別所

助理教授） 

評論：江彥生（中研院社會

所副研究員） 

場次五(第三會議室) 

主題：屏東學與地方文史 

主持人：葉高華（中山大學社會

學系副教授） 

 

 

六堆地區祭祀公業之性質與發

展初探：以「裕振祖祀典」為中

心的討論（曾令毅/中研院台史

所博士後） 

評論：曾光正（屏東大學社發系

副教授） 

1910-20 年代台灣地方信用組

合之發展與運作：以高雄地區

中洲、興業信組為例（郭婷玉/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

選人） 

評論：曾令毅（中研院台史所博

士後） 

從生活世界到場所性：作為地

方學的起點（劉澤佳/南華大學

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評論：賀瑞麟（屏東大學文創系

教授） 

蔡水林與南州美展研究（蔡士

瑋/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哲學博

士、水林藝術空間策畫暨策展

人） 

評論：賀瑞麟（屏東大學文創系

教授） 

 

場次六(第四會議室) 

主題：地方學的知識範疇 

主持人：謝雨生（台灣大學生物

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特聘教

授） 

 

談原住民地方知識建構與十二

年國教校訂課程之關係：以屏

東縣北葉民族實驗小學為例

（高至誠/屏東縣北葉民族實

驗小學校長） 

評論：陳淑敏（大同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教授/社大地方學專家） 

土地祠廟的建置與聚落發展的

關係：宗教地景於地方研究的

可能性探究（陳藝勻/中研院史

語所博士後） 

評論：謝雨生（台灣大學生物產

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特聘教授） 

淺談社區博物館對於地方再造

的影響：以阿緱地方文化館為

例（蕭登峰/屏東大學社發系碩

士生） 

評論：陳藝勻（中研院史語所博

士後） 

從倡議性團體、政府夥伴關係

到社會企業：以台灣濕盟為例

（謝宜臻/聯合國 UNISDR「韌性

城市」講師、台南大學兼任助理

教授、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執行

長） 

評論：彭保羅（中研院社會所副

研究員） 

 

16:30-16:40  休   息 



16:40- 

18:10 

場次七(國際會議廳) 

主題：USR論壇 從課堂到實作：師生對話 

主持人：吳品賢 社發系助理教授/屏大 USR「搖滾社會力」計畫協同主持人  

Part 1：學生暑期實作成果（每組八分鐘）  

魏廷仲/心輔系三年級 中華電信基金會「蹲點‧台灣」/台東縣卑南鄉達魯瑪克  

李詩媛、程曼華/社發系三年級 中華電信基金會「蹲點‧台灣」/花蓮縣玉里鎮鐵份部落  

許喬銨/中文系四年級、陳宜謙/教育系二年級 里山生態有限公司 2019恆春半島生態體

驗營/恆春鎮水蛙窟社區  

王慈誼/企管系四年級 教育部青發署青年暑期社區職場體驗計畫/恆春鎮(森色場所)  

洪笠新/社發系 108年畢 教育部青發署「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日本山形縣和東京都  

Part 2：教師之回饋與反思（每人八分鐘）  

邱毓斌 社發系副教授/屏大 USR「搖滾社會力」計畫主持人  

管中祥 中正傳播系教授/中正 USR「重構大學路」計畫主持人  

陳馥瑋 屏大 USR「搖滾社會力」計畫專案助理教授  

Part 3：現場討論 

 

時間 2019年 11月 02日(週六） 

08:40-09:00    報 到(地點：屏東大學民生校區五育樓 4F國際會議廳的電梯口) 

09:00-

10:40 

場次八(第三會議室) 

主題：地方知識與產業發展 

主持人：齊偉先（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

員） 

 

中美貿易戰爭對南台灣產業之影響（劉子

年/屏東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評論：夏傳位（屏東大學社發系助理教授） 

探究農民金融機構發展六級產業化的創業

歷程：台中霧峰的案例（林慧音/高雄科技

大學農業環境檢測中心、獨立博士後研究

學者） 

評論：蔡依倫（屏東大學社發系副教授） 

禮納里的文化斷層與實踐：移動、重構、尋

山裡的小米文化生活記憶（林子雯/長榮百

合國小計畫專員） 

評論：羅永清（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健康休閒

與文化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花蓮越南美甲產業發展與族群異質性（蔡

侑霖/東華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評論：邱毓斌（屏東大學社發系副教授） 

場次九(第四會議室) 

主題：地方發展模式的回顧與批判 

主持人：吳齊殷（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的允諾與謊言：抹除的產業

與犧牲的體系（王稟荃/屏東大學社發系碩士

生） 

評論：林育諄（屏東大學社發系副教授） 

地方政府組織變革研究：從高雄市文化三館到

「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個案分析（蔡宗哲/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政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評論：吳明孝（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以地換地，創造雙贏？1990 年後台灣農地徵

收的制度考察（傅偉哲/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

候選人） 

評論：吳齊殷（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有機公共：重返自然與在地（莊雅仲/交通大

學人文社會系教授） 

評論：彭保羅（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10:40-11:00    茶 敘 



11:00-

12:40 

場次十(第三會議室) 

主題：社會鑲嵌與社會資本 

主持人：吳品賢（屏東大學社發系助理教授） 

從社會資本視角看地方有機農業發展研究：

以宜蘭行健有機村為例（卓文穎/高雄師範

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生） 

評論：吳品賢（屏東大學社發系助理教授） 

社會團結經濟的多維綜合評價：批判實在論

取徑（許甘霖/東海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評論：萬毓澤（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美濃農業發展及宗教文化研究（沈琮勝/成

功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評論：鍾怡婷（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 

屏東縣獅子鄉的社會實踐：大龜文王國的復

現與新生（蔡宜靜/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

族文化發展中心） 

評論：周明傑（屏東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

授） 

 

 

12:40~ 賦 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