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2018 年會 摘要錄取名單 

PANEL 錄取名單 

籌組人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PANEL 主題 

呂欣怡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環境變遷中的台灣漁村與漁業 

張育銓 臺東大學公事系副教授 靠荖葉吃飯：台東黑網下的產業發展與勞動抵抗 

吳天泰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超越文化回應的教育復返（一）：文化組 

吳天泰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超越文化回應的教育復返（二）：教育組 

傅可恩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Indexing Indigenous and Ethnic Minority Cultures on Film in Taiwan and 

Southwest China 

謝佩瑤、 洪伊君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國立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把社群「重新」找出來 

李威宜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副教授 想像人類學(I)：跨領域對話 

李威宜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副教授 想像人類學(II)：民族誌個案 

羅文君、錢乃瑜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國立清華大

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淺山製造：尖石鄉前山的民族誌對話 

張育銓 臺東大學公事系副教授 醫療照護的社會支持網絡及其能動性 

葉淑綾 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副教授 當代阿美族的多元樣貌(1) 

葉淑綾 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副教授 當代阿美族的多元樣貌(2) 

高雅寧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當田野不只是田野：USR 計畫的田野調查方法之應用與反思 

郭佩宜、林浩立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公共論述中的太平洋島嶼：比較與可能性 

Pisuy Silan（比恕依.西浪） 東華大學族文所博士生 人、靈、家族與儀式：臺灣原住民族傳統信仰與當代回應 



陳毅峰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與應用 

林孟瑢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流動的邊界，流動的慾望 

潘姵妏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

化研究碩士生 
身在其中：當代社會與傳統文化的對話與選擇 

潘顯羊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地方館專人 原住民族地方文化（物）館的超越與復返 

日宏煜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助理教

授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照顧的在地實踐與反思 

李宜澤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遊戲，設計，社群：參與觀點與敘事民族誌 

李橋河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生 舞台上下：表演藝術和文化議題的超越與復返 

葉劉鴻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博士生 幸福生活的想像與實踐 

王家辰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生 好生活？ 

陳如珍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講師 錯置與復返：從咖啡，核災，「癌症村」與海洋看日常性的追尋 

單篇論文錄取名單 

姓名 單位職稱 論文題目 

吳佳翰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所 Orang apa? 沙巴原住民的拉馬克型認同 

梁廷毓 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碩士生 番仔王爺信仰中的原漢互動關係： 以北投保德宮的凱達格蘭潘姓家族為例 

陳怡、何昭穎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央民族大

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去」抑或「留」？：中國東北地區朝鮮族與蒙古族邊民跨國流動比較 

洪麗娟 台東大學南島文化所碩生 西拉雅圖像拼湊之一角: 從李仁記生平看西拉雅尪姨之特質 

童元昭 台大人類學系副教授 在 samuyan 歇腳的家：探尋/重建佳平與萬金間的路 

蔡馨儀 臺大人類系 都會社區團購農產的人類學反思 

張宗建 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博士生 國家在場的效度與民間社會的反應——基於魯西南喪葬紙紮的考察研究 



卓浩右 Texas A&M University 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派遣工作為工廠間的遊牧民—反思聚落類型田野的當代挑戰 

陳雅珣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性別政治：哈尼村寨與中國現代性的遭逢 

Suliljaw Lusausatj PhD student 
Negotiating Indigeneity: A Field Study of Dynamic Tattooing Practice 

amongst Paiwan Villages, Taiwan 

WANG PENG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田園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的方法論 

賴志婷 故宮研究助理 母語、記憶、國族: 論卡塞爾文件展於「格林兄弟博物館」的當代民族學拓樸 

宋世祥 國立中山大學創新創業學院整合學程 
水晶風水物與當代台灣人對於「氣」的理解與操作：一個物質文化與現象人類

學的觀點與詮釋 

傅中慧 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從橄欖森林中的「土團屋」建築經驗為例，試論「樸門新移民」與環境共生的

勞動幸福感 

劉智英 天津大學博士生 回憶、地點與身份：清明節日記憶的闡釋 

劉垚瑤 天津大學建築學院博士生 由《金翼》黃村的發展反觀中國部分鄉村發展面臨的問題 

楊詠嵐 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崁頂百年展與布農人社區的凝聚之探討 

梁艷艷 中央民族大學 歷史記憶與族群景觀——以開封裡城大院為例 

陳穎雷 中央民族大學 貧困的空間向度——涼山彝區貧困問題的人類學考察 

Belinda Churchill NTU exchange student 現代西藏問題是民族矛盾嗎？ 

陳乙先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

化教育所博士生 
戒毒教育的民族誌反思：淺談超越受害者和加害者的邏輯與界線 

林育生 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是佛非佛？泰國曼谷拉差帕頌路口的四面佛與眾神 

溫昊陽 博士研究生 從「傳統」到「現代」兩種文化語境中的廟會發展研究 ——以天津天后宮為例 

陳叔倬、黃郁麟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日治時期臺灣人群的人口變遷：竹山、竹北、大內、瑪家、蘭嶼 

李峰銘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兼任助理教

授 
從「辦公事」到「國際公事」：論無極天道監修宮的歷史實踐之使命 



黃立元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生 從海豚到鬼輻魟：人類世的漁業人類學？ 

李舒恬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走出去、留下來：柳州螺螄粉和南寧老友粉之發展比較研究 

王崢騫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研究生 
空間分析視角看區域層次的組織模式與遺址分佈意義：K-means 集群分析方法

在山東地區晚商文化上的應用 

謝傳鎧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研究助

理 
貢寮水梯田的灌溉與公共性重構 

梁瑜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在朋友圈「發聲亮劍」：當代中國的國家建構 

許瀞文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城市修復：高雄哈瑪星的街區保存與市民生活想像 

王婷婷 國立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碩士生 神聖與禁忌：當代話語中卡瓦博格神山的多重想象 

潘顯羊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地方館專人 從原民館到原博館-淺談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的立場與想像 

黃郁茜 中研院民族所博士後研究 
Walking on the Village Paths: Kanaawoq in Yap (Wa’ab), and rarahan in 

Yami (Tao) 

胡克緯 台東大學原住民族課程協作中心專任 當代家族射耳祭的復返與創造：以台東縣延平鄉 Takishusungan 家族為例 

陳洋 輔仁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漂浪拉薩——「拉薩新住民」對西藏意象的觀光凝視和二次凝視 

蔡念儒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研究助理 未開發中的微型開發：知本濕地土地的開發生態史 

陳冠彰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

士生 
以 Trans-kidi（穿境）「向」記憶「折」返 

楊琇雯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社會生物組  當代蘭嶼：拼板舟體驗 漁團組織的經濟適應力和變遷 

林靖修 
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助理教

授 
聲音、空間與現代生活:建置當代台灣原住民聲音地景地圖與數位資料庫 

陳韋辰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生 倫理與策略：道德政治論下的台灣一貫道發展 

論壇錄取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論壇主題 

葉秀燕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認同、創新與復返：當代台灣原住民文化資產的部落實踐與做為在地經濟的可

能與挑戰 

馬田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地方館專人 原住民族地方文化（物）館輔導與評鑑的轉向 

劉堉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 重省「異己經驗」在當代的裂散、漂移與共構：田野經驗分享與對話 

簡美玲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人類學研究與研究計畫的書寫經驗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

人類學碩士班 (聯絡人: 陳曉

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碩士

班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作為一條超越與復返的道路：談困境與未來 

何撒娜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我們那麼近又那麼遠：台韓人類學界之間的(無)交流 

海報論文錄取名單 

姓名 單位職稱 論文主題 

林憶萱 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士班 
中國語言學對主觀感受和命運影響的調查研究 /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ese Onomastics on Subjective Perception and Fate 

黃昱雯 
東華大學藝術創藝產業學系民族藝術所碩

士生 
傳統工藝的身體感體察日誌 

張喬茵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企業組碩士生 田野調查作為部落營造基礎之可行性探究-以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為例 

高韻涵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生 原住民族藝術活動的影響：以阿米斯音樂節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