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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屆發展研究年會 
10th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Studies 

 
台灣經驗 2.0：全球與在地發展研究與實踐 

Taiwan Experience 2.0: Global and Local Development 
Studies & Practices 

 
徵稿啟事/ Call for Papers 

發展是人類社會永恆的主題、也是持續受到關注的議題。發展研究始

於二次戰後的 1950、60 年代，經歷 1970 年代的發展、1980 年代新自由主

義所致的危機，到 1990 年代重新受到重視、21 世紀全球化脈絡下持續發

揮影響力，作為一個強調跨領域的學科領域，發展研究不僅是國際學界之

重要學科，也在去年（2017）正式成為台灣教育部「中華民國學科標準分

類」之單獨細學類。 

2018 年發展研究學會將舉辦第 10 屆發展研究年會，特以「台灣經驗

2.0」為主題，以台灣分別於 1960、70 年代以及 1980、90 年代創造的快速

且均等經濟成長與相對平和的政治民主化為基礎跟背景，藉由此次年會的

舉辦提供學術界與實務界機會跟平台，針對全球與在地發展研究與實踐相

關議題進行討論。 

徵稿主題/ Topics 

1、發展研究理論及變遷：發展研究理論、另類發展理論、政治發展理論、

社會發展理論、經濟發展理論，與發展研究的跨

國比較等。 

2、發展研究與社會實踐：社會創新、社會責任、社會實踐等。 

3、政治轉型與民主治理：政黨政治、民主化、民主轉型、司法正義、制度

設計、制度改革、開放政府、數位民主等。 

4、經濟成長與管理治理：勞工、移民、貧富差距、青年創業、金融創新、

經濟治理、科技與社會、虛擬世界、網路治理、

與治理創新等。 

5、社會進步與公民參與：人權、貧窮、性別、教育、社會安全、社會福利、

退輔制度、公共衛生、世代正義、公民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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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糧食安全、永續農業、、食品安全、水資源治理、

氣候變遷、環境治理、災害防治與風險治理等。 

7、族群關係與區域發展：原住民研究、土地正義、空間治理、城鄉發展、

社區研究、國土規劃、跨域治理與地方治理等。 

8、全球夥伴與合作發展：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發展援助、國際合作、

國際政治經濟、區域經濟整合等。 

9、政策議題與政府治理：新南向政策、產業創新政策（智慧機械、亞洲·
矽谷、綠能科技、生醫產業、國防產業、新農業、

循環經濟）、長期照護、財稅改革、年金改革、

環境保育等。 

10、大陸研究與兩岸關係：大陸政治體制、大陸基層治理、大陸經濟發展

和區域經濟發展（一帶一路、RCEP 等）、大陸

社會發展與兩岸政經互動及社會、文化交流等。 

徵稿時程與審查程序/ Submission and Review 

a. 摘要截止/Submission of abstract – 2018/06/15 

投稿人請於本期限前將發表人基本資料暨論文大綱 email 至
acds@nccu.edu.tw，標題請註明「投稿第十屆發展研究年會論文

摘要」。年會籌備會收到摘要三日內回信確認，若未收到確認

信，請主動來電告知，以免疏漏。 

b. 錄取通知/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 2018/07/17： 

07/17 前公布通過名單、摘要審查結果通知。並請於 07/24 前回

函是否如期發表或撤稿，若確認發表請提供 0-3 名評論人名單。

07/31 公布暫訂議程。 

c. 全文交稿/ Submission of complete papers – 2018/10/5： 

經通知錄取者於本期限前，將論文全文暨中、英文（兩者皆需）

摘要，以 Word 及 pdf 附檔郵寄至 acds@nccu.edu.tw，以利作業。 

d. 研究生論文獎 Paper Awards Participant – 2018/10/05 

大會學生論文獎由會議論文中分別遴選博士生與碩士生優秀論

文各一篇，各頒與獎狀暨獎金。有意競獎之投稿者，請於基本

資料中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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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論文獎者另請於 2018/10/05 前將參賽全文寄至大會信箱，

未於本期限前提交者，將喪失受評資格。 

會議時間與地點 (Date & Venue of Conference) 

2018/10/27（六）~2018/10/28（日） 

訂於政治大學舉行，詳細議程將於收稿完畢後公告。 

主辦及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台灣發展研究學會、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會、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佛光

大學未來與樂活產業學系、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國立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系、國立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國立政治大

學中國大陸研究中心、國立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立政治

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國立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

中心、國立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系、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

境資源學系、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國立臺灣大學

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國立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淡江大學未來學研究所 

聯絡方式： 

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第 10 屆「發展研究年會」籌備工作小組 

總 幹 事：魏玫娟副教授 
執行總召：季宇琦 
執行副召：郭甄涵、葉姵君 
年會網址：http://conference.nccu.edu.tw/actnews/index.php?Sn=179 
聯絡郵件：acds@nccu.edu.tw 
聯絡地址：國立政治大學綜合院館 7 樓 270720 室（11605 台北市指南路 2 段 64 號） 
聯絡電話：+886-2-2938-7068 
聯絡傳真：+886-2-2939-7202 
 

台灣發展研究學會 
理 事 長：湯京平特聘教授 
秘 書 長：林義鈞副教授 
執行秘書：周正履 

聯絡地址：國立政治大學綜合院館 7 樓 270709 室（11605 台北市指南路 2 段 64 號） 
聯絡郵件：tads.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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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發展研究年會（10th ACDS） 
發表人基本資料*暨論文大綱 

Basic Information and Abstract 
姓名 Name  

服務單位/職稱 
Affiliation/Position 

 

通訊地址 Address  

電話 
Phone Number 

(辦公室)(Office) 

 
(行動電話)(Mobile) 

 

電子郵件 E-mail  

論文題目 Title  

關鍵字 Keywords 
(5 個為限/max: 5) 

 

投稿主題 Topics 
(請最多勾選 2 項) 

(max: 2) 

□發展研究理論及變遷     □發展研究與社會實踐 
□政治轉型與民主治理     □經濟成長與管理治理 
□社會進步與公民參與     □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族群關係與區域發展     □全球夥伴與合作發展 
□政策議題與政府治理     □大陸研究與兩岸關係 

博碩士論文獎 
(請勾選) 

Graduate Student 
Paper Award 

 
□參加(Participate)    □不參加(Will not participate) 

 
論文獎不限單一發表人，唯每 1 篇論文僅能有 1 位具博、碩士研究生資格的發表人申請。

論文大綱(以 500~800 字為度，頁數不足可自行加頁) 
Abstract (500-800 words) 

 

請填妥此表，以電子郵件附加檔案方式寄至大會聯絡信箱：acds@nccu.edu.tw 
Please fill out this form and e-mail it as an attachment to acds@nccu.edu.tw 

                                                 
* 論文為合著者，請每位發表人分別填寫一份基本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