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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討會目的 

本次研討會之辦理目的係期望透過『觀光休閒產業之業者專家

專題論壇與學術論文發表』，促進觀光、餐旅與休閒遊憩之學術單位、

政府部門、業界等專家之交流，經由學術論文之研究成果的分享，

希冀產官學三方能協力共創觀光休閒與餐旅產業之新紀元。 

貳、 研討會內容 

觀光事業於二十世紀被喻為新世紀的「產業金礦」，許多經濟趨

勢專家亦將觀光休閒產業視為明日之星，特別是旅遊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tourism）的現象，亞洲旅遊市場的快速崛起，這些現

象均使得觀光旅遊成為全球經濟成長與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

觀光活動不僅帶動國際間經濟發展的榮景，也逐漸形成現代化觀光

（modern tourism）的樣貌；因此，未來全球化的觀光活動將在質與

量等方面，呈現更多元化的進步與發展。 

本次活動之內容包括：大會專題演講、國科會區域研究與地理

學門說明、前瞻性研究議題論壇、學術論文研討及觀光餐旅期刊暨

書籍展覽等項目。 

一、 參加對象及參與人數 

本次研討會參加對象多為學術界與研究機構人士、業界人

士及碩、博士班研究生等，參與人數約為 230 人。 

二、 投稿件數及發表論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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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採全文投稿，涵蓋：緒論、文獻回顧、研究方

法、研究發現、研究結論與建議及參考文獻，投稿件數總

計 79 件，經論文審查委員會審查後，接受口頭發表論文

60 篇，海報發表論文 13 篇。 

三、 研討主題 

(一) 論文發表 

 議題一：節慶活動經營管理 

 議題二：觀光休憩相關產業研究 

 議題三：生態旅遊與永續觀光 

 議題四：觀光旅遊市場研究 

 議題五：休閒遊憩行為研究 

 議題六：替代觀光研究 

 議題七：觀光餐旅教育與教育旅遊 

(二) 專題演講： 

Experie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三) 前瞻性研究議題論壇： 

觀光、休閒、遊憩 前瞻熱門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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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討會議程表 

2013 中華觀光管理學會觀光與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日期：1 月 12 日 (星期六)  10:00 ~ 17:10 
地點：國立嘉義大學 管理學院 (嘉義市新民路 580 號) 

時 間 議 程 內 容 主持人/貴賓 

08:30~09:40 
交通接駁 

「高鐵太保站」研討會免費接駁車 
 

09:00~10:00 
報到、領取資料 

地點：B 棟四樓國際會議廳 
 

10:00~10:50 
開幕式暨會員大會 
碩士論文獎頒獎 

地點：B 棟四樓國際會議廳 

黃理事長 榮鵬 
/容校長 繼業 
邱校長 義源 

10:50~11:20 

專題演講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chool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Associate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and Professor 

Dr. Cathy H.C. Hsu 
地點：B 棟四樓國際會議廳 

容校長 繼業 

11:20~11:35 
茶敘時間 

地點：B 棟四樓國際會議廳 
 

11:35~12:20 

國科會區域學門相關計畫與業務說明 林召集人 正章 
衛副召集人 萬明 

前膽性研究議題論壇 
與談人： 李教授 素馨 

 張教授 俊彥 
王教授 國欽 

地點：B 棟四樓國際會議廳 

吳教授 宗瓊 

12:20~13:20 
午餐（地點：學校餐廳／B 棟一樓） 

海報發表（地點：B 棟三樓電梯前迴廊） 
 

13:20~15:00 
論文發表 I 

地點：B 棟三樓 A、B、C、D、E、F、G 教室 
 

15:00~15:30 
茶敘時間 

地點：B 棟三樓 
 

15:30~17:10 
論文發表 II 

地點：B 棟三樓 A、B、C、D、E、F 教室 
 

17:30 
賦歸 

「高鐵太保站」免費接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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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論文口頭發表場次暨順序 

論文口頭發表場次暨順序表【A 教室】 

第一場：節慶活動經營管理 
主持人：吳政和  博士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3:20-13:40 文化觀光的旅遊動機、服務品質與遊客滿意度間

關係之研究－以剝皮寮歷史街區為例 
李朝盛、張欽鵬 
黃瑋琪、吳心玉 

31 

13:40-14:00 
選擇會議旅遊承辦旅行社之考量因素－以 7 個台

灣大型產業公協會組織為例 
李語蓁、王國欽

陳玟妤、林庭煒 
32 

14:00-14:20 特展之展示構成對觀眾行為與價值之影響－以

「會動清明上河圖」特展為例 
羅惠文、李君如 33 

14:20-14:40 文化創意應用於觀光創新之研究 鄭健雄、林昆賢 34 

14:40-15:00 國際觀光旅館舉辦會展之顧客權益模式研究 
吳文卿、劉瓊如 

楊主恩 
35 

 
 

第二場：觀光休憩相關產業研究 
主持人：劉瓊如  博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 副教授》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5:30-15:50 應用層級分析探討臺灣茶文化觀光潛力評估之研

究 
張德儀、簡郁芳 

郭家禎 
36 

15:50-16:10 證照數越多，餐旅業薪資越高？ 柳婉郁、吳忠宏 37 

16:10-16:30 
台灣觀光旅館產業之分享領導與員工工作產出： 
員工心理資本之中介效果 

林妘縉、陳佐任 
吳濟民 

38 

16:30-16:50 以方法目的鏈探討主題餐廳之體驗價值 張德儀、王晏翎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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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頭發表場次暨順序表【B 教室】 

第一場：生態旅遊與永續觀光 
主持人：李宗鴻  博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研究所 教授》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3:20-13:40 島嶼觀光永續發展評估指標之研究 陳祺緼、劉瓊如 40 

13:40-14:00 島嶼發展旅遊業下之水資源探討－以小琉球為例 
馬子評、陸曉筠 

薛憲文 
41 

14:00-14:20 綠色產品屬性與廣告訊息訴求對購買意願之影響

－環境承諾程度的調節作用 
蔡進發、蕭至惠 

彭宣慈 
42 

14:20-14:40 
旅遊過程中綠色農產品之購買行為：以南投地區

遊客為例  
黃延聰、林奕辰 

賴筱涵 
43 

14:40-15:00 整合式鄉村觀光發展評估指標建構之研究 
何秉燦、何猷賓 

蔡欣佑 
44 

 
 

第二場：觀光休憩相關產業研究 
主持人：陳光華  博士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暨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教授》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5:30-15:50 以方法目的鏈探討有機消費族群購買有機商品體

驗的內涵與價值 
梁榮達 45 

15:50-16:10 
集團企業跨足旅館業進入模式、知識取得與經營績

效之研究 
許淑惠、吳政和 46 

16:10-16:30 建立休閒農場經營之最適人力需求模式 許譽耀、蕭登元 47 

16:30-16:50 
房價與入住期間總計變數對於旅館每日住房需求

預測績效之影響 
蔡宗憲、林麗娟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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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頭發表場次暨順序表【C 教室】 

第一場：觀光旅遊市場研究 
主持人：顏昌華 博士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經營系 副教授》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3:20-13:40 Facebook 旅遊社群成員感情依附與關係障礙風險

之研究 
李奇樺 49 

13:40-14:00 
應用 IPA 模式檢視消費者對咖啡飲品之服務需求

－以嘉南地區為例 
楊玲惠、吳柏萱 50 

14:00-14:20 旅遊網路口碑的象徵性特徵對休閒協商策略、動

機與旅遊意願的影響：以泰國旅遊為例 
郭珈佑、陳偉慶 51 

14:20-14:40 
Pre-study of influence of salesperson on stayers in value 
creation, service quality,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in Taiwan tourism 

梁直青、黎德重 52 

14:40-15:00 渡假婚禮產業發展因素建構之研究 陳美芬、韓朝宇 53 

 
 

第二場：觀光休憩相關產業研究 
主持人：王國欽  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教授》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5:30-15:50 利用自然資源特色發展教育旅遊方案之先導性研

究 
吳忠宏、潘淑蘭 

周  儒 
54 

15:50-16:10 旅行業選擇資訊服務供應商考慮因素之研究 林聖偉 55 

16:10-16:30 
旅遊部落格之社會臨場感對社會資本與使用者關

係績效之影響－關係資訊流程之中介角色與資訊

交換類型之干擾效果 

晏啟華、李淑芳 
紀文章、陳首志 

56 

16:30-16:50 「你壓力大嗎？」－發展導遊工作壓力量表 林庭煒、陳群育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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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頭發表場次暨順序表【D 教室】 

第一場：觀光旅遊市場研究 
主持人：吳忠宏  博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教授》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3:20-13:40 銀髮族與溫泉旅館經營者在安康旅遊服務因素認

知差異分析 
陳光華、龔二中 58 

13:40-14:00 向上影響行為、領導者-成員交換與師徒關係之研

究：兼論學歷之干擾－以國際觀光旅館員工為例 
戴有德、林致瑋 
陳冠仰、李沛欣 

59 

14:00-14:20 
餐旅業內部市場導向、內部關係強度、內部服務

品質以及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之關聯性探討：

以服務提供者觀點 

吳正雄、李坤城 
黃輝雄、李昭穎 
李虹萱、高曉光 

60 

14:20-14:40 服務補救、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期望不一致

理論 
董瑞人、蕭新民 61 

14:40-15:00 Best Match-up of Airline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Effect: Safety vs. Child Endorser 

王國欽、朱婉婷

高  揚、李雅惠 
62 

 
 

第二場：觀光休憩相關產業研究 
主持人：萬金生  博士 

《南台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教授》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5:30-15:50 
The Impact of Brand Personality and Self-congruity on 
Brand Loyalty of Quick Service Restaurant Customers: A 
Study of Facebook Fan Page Users 

陶辰瑋 
Dinah-Ann Rogers 

孫路弘 
63 

15:50-16:10 A Study of Service Sabotage Behaviours in Full-Service 
Restaurants 

鄭筠瑄 
Palin, Dr. Maurice 

孫路弘 
64 

16:10-16:30 
休閒水肺潛水教練工作特性、流暢體驗與工作滿意

度之研究 
張志杰 65 

16:30-16:50 休閒農場網站創意之構念發展 李伊閔、劉瓊如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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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頭發表場次暨順序表【E 教室】 

第一場：休閒遊憩行為研究 
主持人：張德儀  博士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遊管理研究所/教學發展中心 副教授兼中心主任》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3:20-13:40 餐飲體驗阻礙之概念發展與測量 
劉元安、王麗雯

許福松 
67 

13:40-14:00 
主題餐廳環境氛圍、情緒體驗、體驗價值與顧客

滿意度及忠誠度關係之研究 

王叔瑜、劉修成

李金翰、黃雅琪 
林泯憲 

68 

14:00-14:20 亢龍有悔：厭膩導致休閒不能 廖淯菘、陳建中 69 

14:20-14:40 休閒遊憩園區之體驗行銷及重遊意願關係之研究 徐憲宏 70 

14:40-15:00 夜市意象、吸引力、意願、滿意度及遊後行為間

關係之研究－以士林、逢甲、六合夜市為例 

王叔瑜、劉逸才

曾思毓、王詩涵 
李家菁、唐孟伶 

71 

 
 

第二場：休閒遊憩行為研究 
主持人：王正平  博士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副教授》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5:30-15:50 磯釣客知覺風險與磯釣行為之探討 
顏献佑、王嘉淳

許澤宇 
72 

15:50-16:10 從休閒阻礙角度探討健行休閒活動 郭珈佑、陳偉慶 73 

16:10-16:30 背包客探索好奇心之概念化與量表發展 陳寬裕、簡翊芬 74 

16:30-16:50 社會支持與休閒阻礙協商過程間之關係 鄭天明、林含青 75 

16:50-17:10 
男性大學生之運動休閒行為、身體意象與身體滿意

度研究 
張婷玥、林舜涓

沈育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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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頭發表場次暨順序表【F 教室】 

第一場：休閒遊憩行為研究 
主持人：孫路弘  博士 

《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3:20-13:40 博物館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忠誠度相關性之探

討－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為例 

葉淑杏、周振堯 
李采薇、黃盈茹 

吳雅玲 
77 

13:40-14:00 
遊客對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解說服務品質評估之

研究 
黃有傑、陳俊宏 78 

14:00-14:20 知覺真實性影響文化觀光客之參訪購買意願嗎? 王正平、高樹梅 79 

14:20-14:40 
應用萃思(TRIZ)原理與 KANO 精緻化模式探討溫

泉飯店之服務品質－以關子嶺地區溫泉飯店為例 

劉明盛、李逸鴻 
侯智闡、陳赬瑩 
吳雅羚、楊  浩 

80 

14:40-15:00 銀髮族溫泉保健旅遊態度與旅遊阻礙之研究 黃有傑、賴芳珮 81 

 
 

第二場：替代觀光研究 
主持人：鄭健雄  博士 

《國立暨南大學休閒學與觀光管理學系 教授》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5:30-15:50 
黑暗觀光：以體驗歷程探索遊客參與黑暗觀光活動

－以高雄小林村紀念公園為例 

李  卉、鄒岳宏 
張德儀 

82 

15:50-16:10 帶著重量回台灣－公益旅遊的自我價值 陳意翎、李君如 83 

16:10-16:30 青年志工涉入程度對行為意圖之影響 
陳屏妤、謝羽青 

鍾志強 
84 

16:30-16:50 冒險遊憩挑戰之形成模型 曹勝雄、林濰榕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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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頭發表場次暨順序表【G 教室】 

第一場：觀光餐旅教育與教育旅遊 
主持人：林玥秀  博士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教育研究所 教授兼餐旅學院院長》 

時間 題目 作者 頁數 

13:20-13:40 旅行業市場知識之研究：知識基礎觀點 
李明儒、白如玲 
戴有德、陳冠仰 86 

13:40-14:00 健康營養之實習便當消費經驗研究 
葉竹真、吳姿誼 

陳美伶 
87 

14:00-14:20 高職餐飲管理科學生學習風格之研究：就讀公私

立學校與不同學制學生之比較 
張雅芳、何昶鴛 

王雅玲 
88 

14:20-14:40 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與知識分享：以台灣旅

行業為例 

殷育士、張文榮 
黃任億、廖述賢 

鐘鈺鈞 
89 

14:40-15:00 建置餐旅觀光休閒系所學生校外實習知識管理系

統概念性架構之研究 

林俞君、劉縈繡 
施依婷、陳依妙 
何昶鴛、薛夙珍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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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論文海報發表順序 
海報發表場次暨編號 

地點：管理學院 A 棟 3 樓電梯迴廊 

發表時間：1/12(六) 中午 12:20~13:20 

壁報
編號 論文題目 作者 頁數 

A1 小蘭嶼地質地形景觀資源調查與潛在災害危險評估 古哲瑋 91 

A2 找尋兒童的遊戲空間：臺灣都市計劃中有關「兒童遊樂

場」的劃設標準 
簡博秀 92 

A3 台灣農業旅遊產業競爭力之研究 顏財發、陳正奇 93 

A4 以詮釋結構模式探討臺灣原住民圖騰特質 
范振德、張宏政

陳文聰、陳麗萍 
94 

A5 樂齡族接受使用網際網路購物行為意圖探討 
吳雪鶯、張馨云 

董曉蓓 
95 

A6 觀光巴士服務品質、知覺價值、乘客滿意度與行為意向

之研究－以苗栗南庄線為例 
陳垂彥 96 

A7 溫泉業服務品質對行為意圖之影響 
卞廣祥、謝羽青 

鐘志強 
97 

A8 灰關聯分析在經營績效評估上的應用－以台灣上市上

櫃餐飲業為例 

王淑美、胡漢寧 

謝萍如 
98 

A9 遊客個人背景變項對休閒生活型態選擇行為之研究 徐憲宏 99 

A10 台南安平地方關鍵資源價值創新探討 徐憲宏 100 

A11 遊客休閒體驗與滿意度之研究－以台南安平老街為例 邱柏綺、張延齊 101 

A12 以台灣運動觀光角度初探台灣馬術休閒運動 
蔡維雅、張育菁 

許雅清 
102 

A13 連鎖烘焙業品牌權益與行為意圖關係之研究 蘇靖淑、李重光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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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研討會成果報告 

【開幕式】 

貴賓：黃理事長榮鵬、容校長繼業、邱校長義源、李教授銘輝 

地點：B 棟四樓國際會議廳 

 

【容校長繼業致詞】 

  黃理事長、邱校長、李教授、各位現場的先進、各位伙伴，大

家早！很開心一年一度的聚會，整個國內的好朋友們以及先進齊聚

一堂，看到我們游董事長也在座，非常感動。我想，除了要感謝我

們學會的共同努力，也祝福在未來面臨新的環境改變當中能愈來愈

進步，同時，在所有會員的共同打拼之下，精誠團結，讓我們中華

觀光管理學會的會員愈來愈多，對整個觀光、餐旅與教育的發展愈

來愈有貢獻。這是一個很棒的學會，也祝福各位嘉賓幸福康健，謝

謝大家。 

 

【黃理事長榮鵬致詞】 

尊敬的邱校長、容校長以及李校長，我是第十屆的理事長，剛

才進來就有人問我一個問題：「我們這個學會到底有多少位成員？」

回想，學會成立至今已經快二十個年頭；學會從 1993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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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到現在，我們第一屆理事長陳思倫老師，也是我本人的老師，

這二年來要找到他的舊照片也真的不容易；這是我們第二屆理事長

李銘輝教授年輕二十年的樣子，他現在就在台上，就知道差異性還

滿大的；第三屆理事長傅屏華老師，目前已退休，在苗栗做農事，

過著非常休閒的生活，也是我本人的老師，當時教我們觀光休閒規

劃的課程；第四屆、第五屆的理事長是吳武忠教授，也是我老師，

教過我旅館管理，昨天晚上他飛到美國去了，所以他今天無法到場；

第六屆理事長當然就是在座的曹勝雄教授，他的學生真的是桃李滿

天下；第七屆、第八屆理事長就是我們容校長。這個學會從 93 年，

由宋秉明老師、李銘輝老師、施志宜院長、陳思倫老師、傅屏華老

師、劉大貝老師、吳武忠老師、劉修祥老師和楊文燦老師，真的從

無到有，倘若沒有這些人的發起，今天就沒有這個機會站在這個台

上。二十年前誰也沒想到，二十年後這個行業會這麼發達，套句大

陸用語：「這麼火紅」。所以，背後有很多支持的力量，從早期的林

正燦理事長、陳思倫老師，還有後面那個不是很清楚的影子，但還

是一樣漂亮的林玥秀老師，在我擔任理事長這二年的時間，林理事

個人捐給學會就將近快三十萬元的經費，也因為這些默默在後面的

支持，使學會能繼續往前邁進。 

非常感謝各位會員的支持，因為有第一屆到第九屆理事長的努

力，小弟也才能踩著前輩的腳步繼續為學會服務，藉著今天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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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理事長的身分站在台上，代表第十屆全體的理監事感謝會員的

支持，希望今天的理監事改選能順利成功，選出更德高望重的人選

繼續帶領我們，謝謝大家。 

 

【邱校長義源致詞】 

容校長、黃理事長、李校長以及在座的各位貴賓，大家早。首

先，要代表嘉義大學表示最高的歡迎之意，能夠利用星期六的時間

在新民校區召開觀光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主題是前瞻性的一個發

展方向，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符合現在整個觀光發展快速的趨勢，看

到我們國內，尤其是我們容校長所帶領的觀光餐旅大學，把台灣整

個觀光資源充分地發揮，也帶進了多元且與觀光相當密切的國際旅

遊人士及財富，也看到我們在座，除了是發展國內觀光產業之外，

也有很多是在國際上表現亮眼的人士，甚至稍早也聽到有幾位傑出

校友在中國大陸打天下，而且也非常地成功，實在非常地不容易。

當然我個人不是學觀光的，倒是容校長很客氣地說，我是學食品的，

食品和觀光確實是滿密切的，因為觀光領域必須將旅客的胃顧好，

因此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元素；我可以了解到，觀光如果要辦得好，

就必須要利用服務營造出其價值，讓遊客能深刻地去感受，並使之

心甘情願地掏出口袋的錢。嘉義大學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係屬管理

學院，我們也非常高興曹勝雄所長在此領域有非常傑出的表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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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了國內外相關資源。今天很高興大家能聚集在此，舉行產、官、

學相互交流與學習的盛會，當然也請各位不吝給我們嘉義大學指教

與寶貴的建議，預祝本研討會議圓滿成功。 

 

【李教授銘輝致詞】 

黃理事長、邱校長、容校長，還有今天與會的會員，大家早。

剛剛看了短片後，有很深的感觸；這個學會在二十年前，是由陳思

倫老師與我共同發起，當時全台灣只有文化大學有觀光研究所，那

時就想說，我們應該組成學會，將學術界的人士結合起來；這二十

年來，大家會發現整個發展跟過去真的差太多了，在觀光休閒領域

的學者與教師愈來愈多，甚至期刊也列入 TSSCI，我想這是我們二

十年來共同成長與努力的成果。尤其現在國內多所學校都設有觀光

系所的時候，希望這個學會不只是在國內發展，未來也能夠走向國

際，甚至與大陸觀光產業有更好的接軌。祝福今天大會成功，謝謝。 

 

【曹所長勝雄致詞】 

本人謹代表主辦單位歡迎今天與會的貴賓，同時感謝中華觀光

管理學會讓我們有這個機會承辦本次研討會，也非常感謝國立高雄

餐旅大學給我們的支持與協助。最後，要特別感謝我們所上的所有

老師、同學以及整個工作團隊在這段時間的辛勞。也請各位貴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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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如有遇到任何問題或需求，請不要客氣，可隨時與身邊的

服務人員提出，我們會盡力幫各位解決；如果有服務不周的地方，

也請不吝給我們指教，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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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主 講 人： Dr. Cathy H. C. Hsu   

 現    任：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School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個人介紹： 

    Professor Cathy H.C. Hsu joined the School of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in July 
2001. Previously, she was a professor at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Prior to that, she was on 
faculty at Iowa State University for 9 years. 

    She is the lead author of the books Tourism Marketing: An Asia-Pacific Perspective, 
published in 2008 by John Wiley & Sons Australia, Ltd., and Marketing Hospitality, 
published in 2001 by John Wiley and Sons. She also authored two Chinese textbooks on 
tourism marketing, one published in 2009 by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and one 
published in 2011 by Yang-Chih Book Co. Ltd., Taiwan. She has co-edited a book, Tourism 
and Demography, published by Goodfellow Publishers Ltd. in 2010. She is the editor and 
chapter author of the book, Legalized Casino Gaming in the U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published in 1999, and of the book, Casino Industry in Asia Pacific: Development, 
Operations, and Impact, published in 2006, both by The Haworth Hospitality Press. The latter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in Taiwan in 2010. 

    Her research foci have been tourism destination marketing, tourist behaviors, hotel 
branding, service quality,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casino gaming. She has 
obtained numerous extramural and intramural grants and has over 180 refereed publications. 
She has served as a consultant to various tourism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Garden Hotels in Guangzhou, and Kansas Trave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Division. 

    Professor Hsu is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Journal of Teaching in Travel and Tourism. 
She also serves on 8 journal editorial boards. She received the John Wiley & Sons Lifetime 
Research Achievement Award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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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區域學門相關計畫與業務說明】 

 主持人： 林正章 特聘教授   

 現  任：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特聘教授 

  經  歷： ◆ 國科會區域科學與地理學門召集人 
◆ 國立成功大學副教務長 

◆ 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策略

組組長 
◆ 北京交通大學兼職教授 
◆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所)主任 
◆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副教授 

◆ Assistant Professor,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Graduate Program, Morgan State University 助理教授 

 
 
 
 

 主 持 人： 衛萬明 教授 

 現    任：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教授 

 授課領域： ◆ 都市建成環境設計 
◆ 規劃理論及應用 
◆ 多目標規劃 
◆ 都市交通運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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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膽性研究議題論壇】 

 主 持 人： 吳宗瓊 教授   

 現    任： 國立東華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教授兼主任 

  經    歷： 國立嘉義大學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研究專長： ◆ 鄉村旅遊 
◆ 文化觀光 
◆ 永續觀光 
◆ 遊憩資源管理 
◆ 觀光衝擊管理 
◆ 原住民觀光 
◆ 觀光規劃與開發 

 
 
 
 

 與 談 人： 李素馨 教授 

 現    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經    歷： ◆ 澳洲雪梨大學建築系訪問學者 
◆ 逢甲大學景觀與遊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逢甲大學建築學系教授兼主任 

 研究專長： ◆ 環境與景觀規劃設計 
◆ 觀光遊憩規劃 
◆ 遊憩行為學及遊憩社會學 
◆ 資源保育與產業開發之衝突管理 

◆ 婦女休閒議題與性別空間研究 

◆ 景觀評估與環境模擬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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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膽性研究議題論壇】 

 與 談 人： 張俊彥 教授   

 現    任： 國立臺灣大學園藝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經    歷： ◆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教授 
◆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副教授 

◆ 逢甲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專長： ◆ 景觀效益分析 
◆ 高級造園學 
◆ 景觀工程學與實習 
◆ 景觀設計與實習 
◆ 景觀生態學 

 
 

 
 
 

 與 談 人： 王國欽 教授 

 現    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教授 

 經    歷： ◆ 國立嘉義大學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 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副教授 

 研究專長： ◆ 觀光策略 
◆ 休閒實證分析 

◆ 休閒事業人力資源管理 
◆ 境外團體旅遊 
◆ 員工離職行為 

◆ 趨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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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研討會活動花絮 

 
報到實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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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實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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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實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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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容校長繼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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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黃理事長榮鵬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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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邱校長義源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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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李教授銘輝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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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曹所長勝雄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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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Experie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一） 

主講人：香港理工大學 徐惠群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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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Experie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二） 

主講人：香港理工大學 徐惠群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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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敍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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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區域學門相關計畫與業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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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膽性研究議題論壇（一） 
主持人：吳宗瓊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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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膽性研究議題論壇（二） 
與談人： 李素馨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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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膽性研究議題論壇（三） 
與談人：張俊彥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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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膽性研究議題論壇（四） 
與談人：王國欽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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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集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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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集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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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發表集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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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集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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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集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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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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