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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海峽兩岸

經濟地理學研討會
第一次會議通知

First call for paper

2012.7.1—7.3 台中

在 2009 年 6月於北京舉辦的第三屆海峽兩岸經濟地理學研討會，

來自兩岸三地及北美的學者(包括地理學、城市規劃以及社會學)發表

了 40 餘篇論文，並進行了熱烈、充分和坦率的討論與意見交換，達

到了實質性的學術交流目的。會後許多論文已在海內外專業期刊發

表，將會議成果進一步展現在國際學術社群中。而這樣的學術活動安

排更為海峽兩岸的青年地理學者起到示範作用，促進他們走向國際學

術舞臺。

延續 2003 年北京會議、2005 年臺北會議與 2009 年北京會議的豐

碩成果，第四屆海峽兩岸經濟地理學研討會將於 2012年 7月 1—3日，

在風光明媚的台中東海大學舉辦。本次會議將針對兩岸的經濟地理與

區域發展議題，進行深入的研討，交換經驗與心得，並邀請海外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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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參與，藉此帶動海峽兩岸經濟地理學的蓬勃發展。本次研討會也

計畫組織優秀論文發展成為研究專題(special issue)，在中英文學術刊

物乃至於專書進行投稿、出版。

1．會議主題

本次大會將以最近經濟地理學界熱烈討論的「全球生產網路(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為主題，作為與會者彼此對話與討論的基點，

希望通過兩岸學界相關研究，對此一取向進行細緻的引用、延伸以及

批判。整體而言，本會議強調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研究，重視嚴謹的案

例考察，而不僅僅是概括性的理論介紹；注重能在經驗研究的基礎

上，與當前經濟地理學的概念發展進行對話與反思，而非借用一般模

型加以套用。會議歡迎經濟地理相關之經驗研究、理論思想、方法論

與批判反思等等的研究論文投稿，特別鼓勵年輕學者與研究生參與。

本次會議推薦的議題包括：

 全球化與兩岸經濟地理(Globalization and cross-strait economic

geography)

 ECFA 與兩岸區域經濟(ECFA and cross-strait regional economy)

 全球化地方發展與其陰暗面(Globalizing local development and

its dark side)

 金融與經濟危機(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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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發展與治理(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跨界網路與制度嵌入(Cross-border networks and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兩岸中小企業(Cross-strait’s SMEs)

 中國大陸新富階級(China’s new rich)

 異質資本主義與國家商業體系(Variety of capitalism and national

business system)

 行動主義與激進地理學(Activism and radical geography)

 技術創新地理學(Geographi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全球標準與價值鏈治理 (Global standard and value-chain

governance)

 新自由主義與都市治理(Neo-liberalism and urban governance)

 都市規劃與都市政治(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politics)

 產業群聚與空間經濟(Industrial cluster and spatial economy)

 經濟特區規劃與發展(Special economic zones’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遷徙與人口(migration and de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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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與食物地理(agro-food geography)

 文化創意產業(Cultural-creative industry)

 消費地理學(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服務業經濟(Service economy)

 勞動地理學(Geographies of labor)

 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

 資源性產業研究(Resource industry study)

2．會議時間和地點

會議地點：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台中。

會議時間：2012 年 7 月 1-3 日(暫定)。

歡迎晚宴：2012 年 6 月 30 日晚上七點，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暫定)。

住宿地點：東海大學校友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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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考察(暫定)：

考察行程 1：2012年 7 月 4 日上午至中午(台中科學園區(新興光電/半

導體重鎮)、寶成集團(全球最大鞋業製造企業)、台中市七期重劃區(臺

灣豪宅代表)、午餐、結束)

考察行程 2：2012 年 7 月 4 日上午至 7 月 8 日中午(台中科學園區(新

興光電/半導體重鎮)、寶成集團(全球最大鞋業製造企業)、台中市七

期重劃區(臺灣豪宅代表)—南投日月潭—嘉義阿里山—台南府城歷史

建築—高雄港市—結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

行程 3：2012 年 7 月 4 至 7 月 12 日下午(台中科學園區(新興光電/半

導體重鎮)、寶成集團(全球最大鞋業製造企業)、台中市七期重劃區(臺

灣豪宅代表)—南投日月潭—嘉義阿里山—台南府城歷史建築—高雄

港市—墾丁國家公園—台東—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中橫合歡山景

點—台中—結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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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eynote speaker：

劉衛東，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高承恕，東海大學社會系，榮譽教授；逢甲大學，副董事長

Mick Dunford, Centre for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Sussex,

Professor.

4．論文提交

請決定參加會議者在 2012年 3月 31日之前提交論文 500字以內摘

要和會議回執，並於 2012 年 5 月 31 日之前提交至少五頁的論文全文

(Email至會議連絡人)，以便送交評論人並製作會議論文集和光碟。

本次會議的使用語言為華語，也歡迎以兩岸為主要研究物件的英

文論文發表。

5．會議組織

5．1 主辦機構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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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理學會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

5．2 會議顧問組

高承恕，東海大學社會系榮譽教授，逢甲大學副董事長

陸大道，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地理資源所研究員，中國地理

學會名譽理事長

劉毅，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所所長、研究員，中國地理學會副理

事長

張長義，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周素卿，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張興根，中國科學院海峽兩岸科技合作中心主任、研究員

馬潤潮 (Laurence J. C. Ma)，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of Akron, Ohio, USA

邢幼田 (You-tien Hs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Peter Dicken,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and Academician of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UK

Cindy C. F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 Co-editor,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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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W.C. Ye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o-Editor,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Co-Editor, Economic Geography; and Asia Pacific Editor, Global Networks

Fulong W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School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Cardiff University,

UK.

林初升，香港大學地理系，教授

5．3 會議組織人

楊友仁，東海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譚鴻仁，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蔡瑞明，東海大學社會系，系主任

陳介玄，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劉衛東，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徐進鈺，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賀燦飛，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

樊 傑，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王緝慈，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

李小建，河南財經大學校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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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剛，華東師範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

張國友，中國地理學會秘書長，研究員

黃宗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簡旭伸，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5．4 會議連絡人

大 陸：賀燦飛(hecanfei@urban.pku.edu.cn)

台 灣：楊友仁(yyren@thu.edu.tw; yyren@ms34.hinet.net)

6.會議註冊費和考察費用

6.1 註冊費

若選擇雙人間住宿，註冊費為____ (約人民幣 1000 元，待最後估

算)（包括歡迎晚宴、6/30~7/3 四夜東海校友會館雙人間住宿、會議

資料、7/1~7/3 中餐與行程 1 交通費），若選擇單人間住宿，註冊費

為____(約人民幣 1600 元，待最後估算) （包括歡迎晚宴、6/30~7/3

四夜東海校友會館單人間住宿、會議資料、7/1~7/3 中餐與行程 1 交

通費），其中已提交論文的在校學生(第一作者)，上述含住宿之註冊費

用減半。若不住宿東海校友會館，註冊費為____(約新臺幣 500 元，

待最後估算) (包括會議資料、7/1~7/3中餐與行程 1 交通費），其中已

提交論文且不住宿的在校學生(第一作者)，免註冊費。



10

6.2 會後考察費用

行程 2：____(約人民幣 3500 元，待最後估算)，行程 3：____(約

人民幣 7000 元，待最後估算) (含交通、四星級酒店雙人住房、景點

門票、三餐、豪華遊覽車、導遊、旅行社責任險)。已提交論文的在

校學生(第一作者)，考察費用減半。

6.3 費用交納日期

請於2012年5月31日之前交納(帳號待收到會議回執後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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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海峽兩岸新經濟地理學研討會會議回執

（請填寫回執並於 2012 年 3 月 31 日前傳回會議連絡人：賀燦飛或楊友仁）

姓名 性別

單位 職稱

是否在會議上宣讀論文？ 是 否

論文題目

論文摘要

四夜東海校友會館住宿 雙人間 單人間 不住宿

參加會後考察 行程 2 行程 3 行程 1 不參加

計畫抵台日期 月 日 計畫離台日期 月 日

其他(如雙人

房室友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