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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程表： 

表 1-1 研討會議程 

民國 103 年 04 月 26 日 

08：30~09：00 報    到（國立臺灣大學 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1F 大廳） 

09：00~09：10
開幕式（R305 視聽教室） 

中國地理學會理事長  賴進貴理事長  致歡迎詞 

09：10~10：20
專題演講（R305 視聽教室） 

演講題目：Sleepwalking Into the Future:  The Case for Spatial Analysis Throughout Education 
主 講 人：Dr. Joseph J. Kerski 

10：20~10：40 茶點休息（2F） 

10：40~12：00

學術論文研討會 I 

自然地理（202 會議室） 

主持人：廖學誠  評論人： 盧光輝

人文地理 I（405 系史室） 

主持人：徐進鈺  評論人：謝雨潔

環境資源 I（102 教室） 

主持人：蔡元芳  評論人：夏禹九

觀光遊憩（103 教室） 

主持人：蔡進士  評論人：倪進誠 

1. 景美溪集水區流量及雨量頻

率分析【廖俊瑋】 
2. 蘭陽溪上游流域降雨、逕流

量、輸砂量之趨勢分析 
【宋健豪】 

3. 探討泥岩邊坡紋溝發育過程

與機制【楊啟見】 
4. 生態環境影響評估規範應用

適宜性評估【陳俊斌】 
5. 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

入侵鹽沼致癌物質外源苯的

環境歸趨：自然移除【王進欣】

1. 日治時期國家政策的花蓮機

場治理【蔡仁翔】 
2. 1945 年以前北臺八里坌的族

群與聚落之變遷【莊琇琦】 
3. 日治時期離島地圖初探-以紅

頭嶼與小紅頭嶼為例 
【楊涵如】 

4. 市場意象、知覺價值與忠誠度

之研究-臺中市公有第二零售

市場為例【許桓瑜】 
5. 弱勢鄉村面對多重資源投入

下的主體性變化─以加納納

部落孩童木工坊為例 
【丁國芳】 

1. 氣候變遷衝擊下災害風險地

圖【陳韻如】 
2. 沿海易淹水地區減災策略之

研究-以雲林縣沿海四鄉鎮為

例【許郁婷】 
3. 應用時空間分析探討花蓮縣

三棧部落趨避行為模式 
【王永杰】 

4. 公私部門協力推動防災社區

模式之探討：以莫拉克災區為

例【曾敏惠】 
5. 防災社區推動成效影響因素

初探【吳郁玶】 

1. 古蹟保存區居民對觀光及古

蹟保存認知之研究－以鹿港

古蹟保存區為例【陳彥名】 
2. 天氣因子對陽明山國家公園

不同遊憩區遊客人數變動趨

勢之分析【陳玉衡】 
3. 鹿港鎮觀光景點與遊客空間

分布之研究【藍冠麟】 
4. 可及性觀光個案研究─以台

中秋紅谷生態公園為例 
【黃佳琳】 

5. 台灣與大陸之觀光旅遊法規

之比較【徐天佑】 

12：00~12：30 會 員 大 會 

12：30~13：30 午餐 



13：30~14：50

學術論文研討會 II 

GIS 研習（R302 電腦教室） 
研習主題：Esri StoryMaps 於地理教學實務之應用 

By Dr. Joseph J. Kerski 
( 本場次優先開放給國高中地理老師參加 ) 

人文地理 II（202 會議室） 

主持人：簡旭伸  評論人：洪富峰

人文地理 III（405 系史室）

主持人：劉瓊如  評論人：張伯宇

1. 淡水捷運站街舞空間使用之

排除與協商現象【王鎂欣】 
2. 消費地景: 文創消費的創新價

值【韓季庭】 
3. 從「異域」到「家」-泰北孤軍

後裔的認同協商【黃偉倫】 
4. 新移民的空間想像與文化認

同【曾鈺婷】 
5. 原住民傳統知識、信仰、規範

與環境關係【胡馨文】 

1. 後毛中國城市棕地再開發的

實踐與邏輯：以廣州都會區的

棕地保障房為例【邱奕鈞】 
2. 澎湖縣湖西鄉的聚落發展與

祭祀圈演變【宋鴻輝】 
3. 彰化縣埔心地域的祭祀組織

與信仰【林威志】 
4. 瑞穗地區的聚落發展與維生

方式【張瑜芬】 
5. 公私部門的運作對深坑老街

發展之影響【蔡秉志】 

14：50~15：10 休息與茶點（2F） 

15：10~16：30

學術論文研討會 III 

人文地理 IV（202 會議室） 

主持人：郭大玄  評論人：梁炳琨

空間資訊（405 系史室） 

主持人：丁志堅  評論人：高慶珍

環境資源 II（102 教室） 

主持人：王素芬  評論人：李素馨

地理教育 I（103 教室） 

主持人：吳育臻  評論人：歐陽鍾玲 

1. 世界地球日在台北：一個活動

主持人的行動與省思 
【魏韶箴】 

2. 金門「低碳島」社區能力指標

建構之研究【洪曉欣】 
3. 都市裡的可食地景：公民農業

的社區農園【廖昱凱】 
4. 島內移居的友善耕作新鄉民:

生計、社群與另類農食網絡的

創建歷程初探【黃紫翎】 
5. 社會資本與文化慶典之關

聯—以宜蘭大同小米收割祭

為例【林韋伶】 

1. 基於多準則決策方法之綠道

網絡規劃模式【黃越】 
2. 應用時空模型開發旅遊行程

決策支援系統【錢浩瀚】 
3. 考量地理特性的  PageRank 

演算法：評估地理網絡節點之

重要想【陳威全】 
4. 量測交通網絡中的重要節

點：以台北市交通網絡為例

【賴佩均】 
5. 數值高程模型內插方法正確

性之比較【鄭榮琮】 

1. 區域合作組織下的河川流域

治理【蔡貽良】 
2. 濕地自然的社會生產：台北都

會區水岸的保育治理 
【李涵茹】 

3. 桃園航空城規劃過程之治理

性分析【李沛樺】 
4. 由政治生態學與 IAD 探討宜

蘭縣大同鄉九寮溪步道環境

治理【姚佳瑩】 
5.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地理界

線—二重疏洪道的政治生態

學分析【李蕙琴】 

1. 台灣代理教師分布差異之空

間分析與原因探討【陳品傑】 
2. 蘭嶼達悟族民族植物知識與

傳統學習歷程之探討 
【林昭元】 

3. 國民中學教師對永續校園的

認知、態度、行為意向研究－

以大臺北地區為例【吳文義】 
4. 水利工程棲地生態評估方法

內涵的環境教育意義 
【王鶴鄅】 



16：30~17：50

學術論文研討會 IV 

人文地理 V（202 會議室） 

主持人：吳幸玲  評論人：劉清約 

人文地理 VI（405 系史室） 

主持人：曹治中  評論人：廖秋娥  

環境資源 III（102 教室） 

主持人：梁偉立  評論人：何立德 

地理教育 II（103 教室） 

主持人：張政亮  評論人：郭金水 

1. 社會網絡與產業發展關係－以

彰化縣葡萄產業為例【陳靖雯】

2. 探討休閒農業區推動地產地消

之策略與成效－以舊山線休閒

農業區為例【鄒明珠】 
3. 荖葉及荖花空間分布與產銷─

以台東區域為例【林奕帆】 
4. 地方創新系統下的鄉村發展新

活路：竹山小鎮文創公司與地

方社會網絡的社區經濟建構

【王維綱】 
5. 探討推動農業科技研究院之策

略與分析【曾宇良】 

1. 社會資本於有機農業產銷之影

響─以加納納部落農場與邦查

農場為例【李和謙】 
2. 后里薩克斯風產業地域條件與

產業空間分布：產業群聚觀點

【張峻嘉】 
3. 推動新竹五峰鄉花園村蓪草

(Tetrapanax papyriferus)重生之

實踐【梁貴梅】 
4. 台灣南部糖廠「會社住宅」布

局規畫與盛行風向之關係 
【馮維義】 

5. 技轉邊境成茶山─KMT 泰北

華裔泰人的茶產業與地方建構

【許純鎰】 

1. 宜蘭舊城護城河重啟後民眾環

境識覺之探討【黃芃】 
2. 莫拉克風災後羌園地區居民的

災害識覺及其調適行為之研究

【陳碧霞】 
3. 基隆和平島公園地形景點評估

之研究【陳孜鴻】 
4. 士林區防災避難空間分析 

【楊思齊】 

1. 地理教育的跨領域嘗試 
【陳靜珮】 

2. 衛星影像應用於社會學習領

域教學之實踐【賈生玲】 
3. 校園人工溼地使用者之地方

依附調查─以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為例【康紋綾】 
4. 蒙古國烏蘭巴托市之研究─

民眾環境知識、環境行為及

意向之調查 
【彩虹(Solongo Erendebat) 】 

17：50~18：10
閉幕式論文獎頒獎典禮（R305 視聽教室） 

中國地理學會理事長  賴進貴理事長  致閉幕詞 

 
 
 
 
 
 
 
 
 
 



二、參與狀況： 

    中國地理學會創立於民國二十三年，至今已有 80 年的歷史，長期致力於地理學研

究、教育推廣與期刊之發行，並藉每年會員大會之時，舉辦地理學術研討會。本年度會

員大會暨研討會由國立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主辦，以「氣候變遷下的人地關係與

區域變遷」為主題進行徵稿，透過相互交流，回顧並檢視長年來氣候變遷的情勢及其影

響，期盼藉此喚起民眾與政府對環境議題的重視，達成永續經營之目的。 

 

    研討會當日參與人數約 200 人左右，論文發表共 67 篇，分成四個時段，14 個場次

進行，內容包含自然地理（5 篇）、人文地理（30 篇）、空間資訊（5 篇）、地理教育（8

篇）、觀光遊憩（5 篇）、環境資源（14 篇）等六個子題，且榮幸的邀請到國內 13 所大

學，共 28 位教授擔任各場次之評論與主持人。經由論文發表、評論與提問討論的過程，

使地理學界內各重點領域能彼此相互學習，達成學術交流的目的。此外，為鼓勵大學部

以上學生積極從事地理相關議題的研究，特地舉辦論文競賽，提供師生相互觀摩與學習

的機會，藉此培養優良地理專業人才。這次競賽共有 15 篇稿件參與，由評審委員們選

評出三篇優秀論文，於閉幕典禮上頒發獎狀，以茲鼓勵，研討會後也將前十名優秀論文，

推薦投稿至中國地理學會會刊。 

 

    在本年度主題演講與 GIS 研習部分，邀請到美國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Esri）公司的 GIS 教育研究專員 Dr. Joseph Kerski，Dr. Joseph Kerski 在 GIS 教

學實務、軟體開發及學術研究上均有卓越的成就，並曾擔任美國地理教育學會的會長。

上午的主題演講 Dr. Joseph Kerski 以「Sleepwalking into the Future: The Case for Spatial 

Analysis Throughout Education」為題，講述未來推動 GIS 教育的前景與挑戰，為臺灣的

地理教育開展新的視野。下午 GIS 的研習內容則為「Using and Creating ESRI Story 

Maps」，屬電腦實作課程，參與者多為國中社會科及高中職地理科教師，Dr. Joseph Kerski

藉由實例說明如何整合生活中的文字、影音、影像等資訊，創造屬於自己的多媒體故事

地圖，並應用於地理教學實務上。 

 

    特別感謝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經費上的贊助，使活動得以順利進行，在

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我們仍盡力使其發揮最大的效益，最後，承蒙各協辦單位的協助，

與所有參與者的支持，讓活動圓滿充實的落幕，由衷感謝全體工作人員的付出。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圖 3-1 大會報到處                                圖 3-2 會場海報 

 

 

圖 3-3 大會報到處 

 

 

 



圖 3-4 專題演講                               圖 3-5 專題演講 

 

 
圖 3-6 專題演講 

 

圖 3-7 演講同步連線放映 



 

圖 3-8 場次發表 

 

 
圖 3-9 場次發表 



 
圖 3-10 場次發表 

 

 

圖 3-11 場次發表 

 



 

圖 3-12 GIS 研習 

 

 

圖 3-13 GIS 研習 

 



圖 3-14 頒獎典禮                        圖 3-15 頒獎典禮 

 

 
圖 3-16 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