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中國地理學會 2015 年年會暨地理學術研討會會議議程 

會議日期：104 年 04月 18日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誠 101 教室前)/領取選票 

09:00~09:10 開幕式 貴賓致詞：賴進貴/中國地理學會理事長、國立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09:10~09:45 

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臺灣晉升觀光大國的契機與挑戰 

主講人：劉喜臨/交通部觀光局副局長  

主持人：歐陽鍾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09:45~10:20 

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氣候變遷推估資料於災害與空間議題之應用 

主講人：林李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歐陽鍾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0:20~10:40 茶敘 

10:40-12:00 

學術研討會 

會場一(誠 101) 會場二(誠 105) 會場三(誠 106) 會場四(誠 107) 會場五(誠 108) 會場六(文學院會議室) 

主題:自然地理Ⅰ 主題:族群地理 主題:環境景觀Ⅰ 主題:觀光遊憩Ⅰ 主題:地理教育Ⅰ 主題: 地理技術Ⅰ 



主持人: 林俊全 

評論人: 雷鴻飛 

主持人: 吳中杰 

評論人: 許世融 

        涂文欽 

主持人: 周素卿 

評論人: 闕蓓德 

主持人: 李載鳴 

評論人: 曾宇良 

主持人: 李明燕 

評論人: 葉爾建 

主持人: 孫志鴻 

評論人: 溫在弘 

1.臺灣西部海岸的海

岸都市土地利用變遷

之研究(林俊全、任家

弘、鄭遠昌、楊啟見)1 

2.臺灣小溪流河口段

近百年來的河道與土

地覆蓋變遷(沈淑

敏、王千瑜、廖泫銘) 

2 

3.恆春半島風吹砂地

形演育之研究(翁翊

家、何立德)3 

4.高屏海岸帄原間歇

型泥火山活動特徵研

究(鄭筑云、齊士崢)4 

5.應用粒子追蹤重建

礫石型河道流場(楊

啟見、林俊全)5 

1.苗栗沿海鄉鎮之閩、

客族群分布所顯示的

語言地理意涵 (韋煙

灶)1 

2.苗栗後龍新港東社道

卡斯族閩南語方言變

異初探(涂文欽、程俊

源)2 

3.〈1905 年臨時臺灣戶

口調查中的閩客族群

分布—歷史文獻與地

理資訊系統的交會〉 

(許世融)39 

4.六堆地區客家族群投

票傾向的空間分布(何

信甫)4 

5. 永和「韓國街」:族

裔經濟的「文化修補」

與地景實踐(陳靜雯)5 

1.台北地區都市逕流對

淡水河溶解性無機氮輸

出貢獻之初探(李宗

祐、郭乃文、郭鎮維)1 

2.「嚴謹度與相關性架

構」在環境教育教學之

應用—以高中地理課程

水資源議題為例(謝定

芳、湯惠婷、李育明)2 

3.都會區土地利用與溫

室氣體排放之相關性分

析(蘇芷儀、沈敬中、闕

蓓德)3 

4.臺北市基隆河沿岸豪

雨災害警戒與多元防災

應變策略之研究(吳翔

天)4 

5.美濃菸業文化景觀的

形塑與特質(鍾兆生)5 

1.永續環境的創新思

維¬-以澎湖志工旅遊

為例(朱盈蒨、于錫

亮)1 

2.共享自行車系統對

外國遊客城市旅遊滿

意度的影響(陳暐

婷、林楨家)2 

3.からいも交流─國

際寄宿家庭交流對參

加學生地方理解之影

響(林辰毓、廖學誠)3 

4.閒置鹽田土地使用

變遷之探討－以北門

舊埕鹽田轉型觀光遊

憩為例(吳宗青、吳連

賞)4 

5.鹿港觀光仕紳化現

象初探(郭秉鑫)5 

1.臺灣地理教育研究

的回顧(李明燕)1 

2.跨領域的都市議題

教學策略示例 (劉玲

秀)2 

3.海洋教育裡的國際

觀—臺灣高中國際教

育的個案研究(彭佳

偉)3 

4.在地社區參與環境

永續行動方案的群體

建構與整全實踐(李明

芬)4 

5.「台灣珊瑚礁體檢」

應用於海洋保育教育

之探討(王愛莉、蔡慧

敏)5 

1.空間致能的智慧城市

架構(孫志鴻、江昭皚、

莊振義、溫再弘、尚榮

康、蔡秉穎)1 

2.結合熱像儀於物聯網

架構之發燒疫情自動監

測系統(江昭皚、王健

豪、鄭哲燊、詹雅安、

蘇琳貴、劉承岳、陳柏

翰、曾靖雅、陳韋勝、

孫志鴻、溫在弘、莊振

義)2 

3.智慧社區公民治理之

研究 (王俞涵、孫志鴻)3 

4.建立適地性傳染病傳

播的個人暴露風隩評估

架構(溫在弘、許景舜)4 

5.應用模糊德爾菲法評

估校園防災空間設施與

設備之研究(陳永益、陳

星皓)5 

12:00-12:40 會員大會/投票 



12:00-13:30 午餐/投票(13:30 截止)/開票(13:30 開始) 

13:30-15:10 

主題:自然地理Ⅱ 

主持人: 盧光輝 

評論人: 涂建翊 

主題:原住民地理Ⅰ 

主持人: 蔡慧敏 

評論人: 陳毅鋒 

主題: 環境景觀Ⅱ 

主持人: 張伯宇 

評論人: 張仲德 

主題:觀光遊憩Ⅱ 

主持人: 王素芬 

評論人: 朱健銘 

主題:地理教育Ⅱ 

主持人: 林慧年 

評論人: 謝雨潔 

主題:地理技術Ⅱ 

主持人: 張成華 

評論人: 莊振義 

1.台灣的極端降雨和

颱風變化(涂建翊)6 

2.橫溪集水區單場降

雨事件流量特性探討 

(陳瑞帄、詹仕堅)7 

3.河川低流量特性變

動之研究(林美志、      

詹仕堅)8 

4.大肚溪與濁水溪流

域乾旱情勢之長期變

動(王鈺超、詹仕堅)9 

5.台灣西部秋季與春

季的年際與年代際降

雨之關係(林和駿、洪

致文)10 

6.臺灣中部高山土壤

化育初探(陳俊宏、蔡

衡)11 

1.玩原住民科學?傳統

原住民青少年成長的

自然學習課程：以鄒族

為例之探討(汪明輝)6 

2.泰雅族生態知識的靈

性地景：一個 Llyung

的觀點(林益仁)7 

3.屏東縣原住民運動觀

光資源空間性之研究

(陳淑美、台邦.撒沙

勒、鄭春發、郭東雄)8 

4.原住民知識，新自由

主義下的自然與保育

政治(陳毅鋒)9 

5.蘭嶼 Tau 族傳統生態

知識與現代環境治理

之結合(董恩慈、汪明

輝)10 

6.「島嶼韌性」理論架

構探討：Panarchy、地

力資本與社會資本(蔡

1.臺灣食用植物油物質

流分析(郭乃文、溫文

君、張家榕、陳俐安、

鄭伊珊)6 

2.從災害風隩管理取徑

檢視社區防災地圖之產

製(曾敏惠、吳郁玶)7 

3.因應氣候變遷之都市

社區調適機制─以新莊

塔寮坑溪易淹水地區為

例(許琬瑄、江益璋)8 

4.西北太帄洋亞熱帶森

林枯落物長期動態與盛

行氣候及颱風干擾之關

係(林國銓、林登秋、張

仲德)9 

5.埤塘的人為經營管理

與蜻蛉目生物多樣性的

關係(簡雯潔)10 

6.以地景指標分析南化

水庫崩塌地變遷(宋承

1.高雄市美濃白玉蘿

蔔栽種的空間機制與

觀光效益(陳思吟)6 

2.高雄觀影休閒產業

上的銀髮市場初探

(林語芊、劉淑惠)7 

3.以文本分析探討桃

園市颱洪災害現象關

連性(廖楷民、楊惠

萱、吳郁玶)8 

4.雪山隧道對頭城居

民環境感知之影響

(洪家煒、江益璋)9 

5.興節隨宜、隨土所

生--謝靈運始寧山居

生態景觀探析(林敏

勝)10 

6.臺北民眾的環境識

覺之初步探討—以景

美溪左右岸自行車道

為例(梁寧恩、廖學

1.基隆市國中教師對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教學資源運用現況之

研究 (張惟晴、廖學

誠)6 

2.海洋教育與海洋素

養之探討：以現行海

洋教育課程綱要為例 

(周漢強、蔡慧敏)7 

3.因應十二年國教國

中地理科活化教學之

行動研究(陳映如)8 

4.合作學習應用於國

中地理教學成效之影

響(王智信)9 

5.探究國一天氣因子

迷思概念與概念轉變

教學設計(陳品文)10 

6.新地方概念的研究

發展與地方本位教育

(連玉潔、陳立偉)11 

1.由 Google Earth 高解

析度衛星影像製作數值

地形與其準確度之評

估: 以花蓮立霧溪河口

為例(張成華、張有和)6 

2.室內急救設備 AED 之

時空區位選址模型(王

建閔)7 

3.創新三維建模技術：

以臺南府城為例(蔡志

絃、張書珊)8 

4.校園尺度熱環境與生

理等效溫度之時空分布

分析(林信宏、張方瑜、

莊振義)9 

5.臉書打卡數與氣象因

子關係之研究-以陽明

山夜景餐廳為例(莊哲

瑋、朱健銘、陳致元)10 

6.自行車旅行路線設計

規劃模式(陳宇恩、林楨



慧敏)11 恩、張司璇)11 誠)11 家)11 

15:10-15:30 茶敘/休息 

15:30-17:10 

主題: 農業地理 

主持人: 康培德 

評論人: 洪伯邑 

主題:原住民地理Ⅱ 

主持人:陳英任 

評論人:洪廣冀 

主題:文化地理 

主持人: 陳瀅世 

評論人: 何致中 

主題:都市地理 

主持人: 林楨家 

評論人: 郭大玄 

主題:地理教育Ⅲ 

主持人: 高慶珍 

評論人: 林祥偉 

越南地理實察工作坊 

主持人: 林宗儀 

 

1 高雄市永安區石斑

養殖業的時空發展與

變遷(李培誠)12 

2.花東地區酪農業的

區位變遷與經營調適

(謝淑帆)13 

3.高雄水產加工產業

的發展與經營調適

(孫宗源)14 

4.苗栗公館地區紅棗

的空間分布與產銷變

遷(陳湘文)15 

5.大塭養殖專業區之

魚塭發展與空間變遷

(陳怡廷、莊哲瑋、    

張碧分、謝雨潔、   

雷鴻飛、朱健銘)16 

6.看的見與看不見的

張力：環山部落溫帶

果樹的地景意涵(曾

1.獵人學校傳統生態知

識的價值建構-以方法

目的鏈為例(林慧年、

台邦‧撒沙勒)12 

2.在國家治理下的原住

民族知識與權利空間-

從幾個個案談起(盧道

杰、吳昀蓉)13 

3.太魯閣族狩獵文化的

數位遊戲式學習(陳哲

銘、楊懷恩、劉柏含、

賴奕欣、趙婉容)14 

4.解殖化的知識、權利

與空間性：大霸尖山下

泰雅族人主體性空間

重建的努力與反思(蕭

世暉)15 

5.泰雅公共空間型態與

環境識覺文化景觀之

再現(陳英任、李素

1.文化經濟在都市空間

發展的體現與歷程：台

灣四個都市個案比較的

理論意涵 (陳瀅世、林

育諄、凃函君、吳秉聲、

蘇淑娟、陳坤宏)12 

2.「C／娘」的音樂文

化：台北同志夜店 G 

Star的 Asia Pop 與男

同志身份的建構(賴彥

甫)13 

3.台北社子公園更新計

畫對社會文化永續性之

衝擊(邱啟新)14 

4.台南市古蹟特徵屬性

之經濟價值評估 (李文

鈞、李俊鴻)15 

5.企業形象、顧客價值

與顧客忠誠度關係之研

究-以咖啡業為例(趙于

1.集集與水里市街中

地地位的消長—從位

置與產業變遷的解釋

(藍文瑩)12 

2.均衡城鄉產業發展

之探討-以高雄旗山

為例(歐迪民)13 

3.台灣鄉村返鄉青年

地方知識之建構(賴

虎生)14 

4.各縣市女性擇偶機

會比較：可婚指標值

地圖化(張榮富、胡容

慈、戴翠倫、林佑

昇)15 

5.次核心城市的邊緣

化(洪念民、謝雨

潔)16 

1. GIS 的融入地理課

程對高中學生的空間

思考能力的影響(王崇

安、賴進貴)12 

2.初探國中學生的地

理課程觀點─地理為

（ㄨㄟˋ）生活？地

理為（ㄨㄟˊ）生活？ 

(莊孔一)13 

3.中學地理教科書中

全球教育內涵之跨國

分析比較 (蘇婷玉) 

14 

4.國中九年級世界地

理學生自我學習訓練

行動研究 (陳泓祺) 

15 

5.融入媒體素養的地

理教學(陳靜珮)16 

1.越南婦女傳統服飾與

斗笠(王友璿、李怜慧、

鄒耘瀚、黃致鈞)12 

2.從政治經濟發展的脈

絡探討河內都市計劃的

發展與課題之分析(呂

宛芯、陳祈慧)13 

3.淺談下龍灣觀光發展

對其環境的影響(王怡

文、林咨憶)14 

4.越南的水果(吳明哲、 

蘇展、曾一)15 

5.去或留？越南排華暴

動後臺商的選擇(溫文

君、邱麟翔)16 

6.分析越南河內水患之

成因及當局因應策略

(許肄亞、蔡佩文、李祖

儀)17 

7.越南多元建築形式與



寶惠) 17 馨)16 慧)16 其文化背景－以河內為

例(郭家睿、陳奕憲、施

牧之)18 

17:10-17:40 閉幕式與論文頒獎典禮 

每人報告 12 分鐘，綜合討論 3 分鐘 



二、參與狀況： 

本次會議實際參加人數合計：229人， 

實際發表論文篇數 合計：專題演講 2篇，論文發表 96篇   

類別 發表題目 作者 

專題演講 1 臺灣晉升觀光大國的契機與挑戰 劉喜臨 

專題演講 2 氣候變遷推估資料於災害與空間議題之應用 林李耀 

會場一  

論文發表 臺灣西部海岸的海岸都市土地利用變遷之研究 林俊全、任家弘、

鄭遠昌、楊啟見 

論文發表 臺灣小溪流河口段近百年來的河道與土地覆蓋變遷 沈淑敏、王千瑜、

廖泫銘 

論文發表 恆春半島風吹砂地形演育之研究 翁翊家、何立德 

論文發表 高屏海岸帄原間歇型泥火山活動特徵研究 鄭筑云、齊士崢 

論文發表 應用粒子追蹤重建礫石型河道流場 楊啟見、林俊全 

論文發表 台灣的極端降雨和颱風變化 涂建翊 

論文發表 橫溪集水區單場降雨事件流量特性探討  陳瑞帄、詹仕堅 

論文發表 河川低流量特性變動之研究 林美志、詹仕堅 

論文發表 大肚溪與濁水溪流域乾旱情勢之長期變動 王鈺超、詹仕堅 

論文發表 台灣西部秋季與春季的年際與年代際降雨之關係 林和駿、洪致文 

論文發表 臺灣中部高山土壤化育初探 陳俊宏、蔡衡 

論文發表 高雄市永安區石斑養殖業的時空發展與變遷 李培誠 

論文發表 花東地區酪農業的區位變遷與經營調適 謝淑帆 

論文發表 高雄水產加工產業的發展與經營調適 孫宗源 

論文發表 苗栗公館地區紅棗的空間分布與產銷變遷 陳湘文 

論文發表 大塭養殖專業區之魚塭發展與空間變遷 陳怡廷、莊哲瑋、    

張碧分、謝雨潔、   

雷鴻飛、朱健銘 

論文發表 看的見與看不見的張力：環山部落溫帶果樹的地景意涵 曾寶惠 

會場二  

論文發表 苗栗沿海鄉鎮之閩、客族群分布所顯示的語言地理意涵  韋煙灶 

論文發表 苗栗後龍新港東社道卡斯族閩南語方言變異初探 涂文欽、程俊源 

論文發表 〈1905年臨時臺灣戶口調查中的閩客族群分布—歷史

文獻與地理資訊系統的交會〉 

許世融 

論文發表 六堆地區客家族群投票傾向的空間分布 何信甫 

論文發表 永和「韓國街」:族裔經濟的「文化修補」與地景實踐 陳靜雯 

論文發表 玩原住民科學?傳統原住民青少年成長的自然學習課

程：以鄒族為例之探討 

汪明輝 



論文發表 屏東縣原住民運動觀光資源空間性之研究 陳淑美、台邦.撒沙

勒、鄭春發、郭東

雄 

論文發表 原住民知識，新自由主義下的自然與保育政治 陳毅鋒 

論文發表 「島嶼韌性」理論架構探討：Panarchy、地力資本與社

會資本 

蔡慧敏 

論文發表 獵人學校傳統生態知識的價值建構-以方法目的鏈為例 林慧年、台邦‧撒

沙勒 

論文發表 在國家治理下的原住民族知識與權利空間-從幾個個案

談起 

盧道杰、吳昀蓉 

論文發表 太魯閣族狩獵文化的數位遊戲式學習 陳哲銘、楊懷恩、

劉柏含、賴奕欣、

趙婉容 

論文發表 解殖化的知識、權利與空間性：大霸尖山下泰雅族人主

體性空間重建的努力與反思 

蕭世暉 

論文發表 泰雅公共空間型態與環境識覺文化景觀之再現 陳英任、李素馨 

會場三  

論文發表 台北地區都市逕流對淡水河溶解性無機氮輸出貢獻之

初探 

李宗祐、郭乃文、

郭鎮維 

論文發表 「嚴謹度與相關性架構」在環境教育教學之應用—以高

中地理課程水資源議題為例 

謝定芳、湯惠婷、

李育明 

論文發表 都會區土地利用與溫室氣體排放之相關性分析 蘇芷儀、沈敬中、

闕蓓德 

論文發表 臺北市基隆河沿岸豪雨災害警戒與多元防災應變策略

之研究 

吳翔天 

論文發表 臺灣食用植物油物質流分析 郭乃文、溫文君、

張家榕、陳俐安、

鄭伊珊 

論文發表 從災害風隩管理取徑檢視社區防災地圖之產製 曾敏惠、吳郁玶 

論文發表 因應氣候變遷之都市社區調適機制─以新莊塔寮坑溪

易淹水地區為例 

許琬瑄、江益璋 

論文發表 西北太帄洋亞熱帶森林枯落物長期動態與盛行氣候及

颱風干擾之關係 

林國銓、林登秋、

張仲德 

論文發表 埤塘的人為經營管理與蜻蛉目生物多樣性的關係 簡雯潔 

論文發表 以地景指標分析南化水庫崩塌地變遷 宋承恩、張司璇 

論文發表 文化經濟在都市空間發展的體現與歷程：台灣四個都市

個案比較的理論意涵 

陳瀅世、林育諄、

凃函君、吳秉聲、

蘇淑娟、陳坤宏 

論文發表 「C／娘」的音樂文化：台北同志夜店 G Star的 Asia Pop

與男同志身份的建構 

賴彥甫 

論文發表 台北社子公園更新計畫對社會文化永續性之衝擊 邱啟新 



論文發表 台南市古蹟特徵屬性之經濟價值評估  李文鈞、李俊鴻 

論文發表 企業形象、顧客價值與顧客忠誠度關係之研究-以咖啡

業為例 

(趙于慧)16 

會場四  

論文發表 永續環境的創新思維¬-以澎湖志工旅遊為例 朱盈蒨、于錫亮 

論文發表 共享自行車系統對外國遊客城市旅遊滿意度的影響 陳暐婷、林楨家 

論文發表 からいも交流─國際寄宿家庭交流對參加學生地方理

解之影響 

林辰毓、廖學誠 

論文發表 閒置鹽田土地使用變遷之探討－以北門舊埕鹽田轉型

觀光遊憩為例 

吳宗青、吳連賞 4 

論文發表 鹿港觀光仕紳化現象初探 郭秉鑫 

論文發表 高雄市美濃白玉蘿蔔栽種的空間機制與觀光效益 陳思吟 

論文發表 高雄觀影休閒產業上的銀髮市場初探 林語芊、劉淑惠 

論文發表 以文本分析探討桃園市颱洪災害現象關連性 廖楷民、楊惠萱、

吳郁玶 

論文發表 雪山隧道對頭城居民環境感知之影響 洪家煒、江益璋 

論文發表 興節隨宜、隨土所生--謝靈運始寧山居生態景觀探析 林敏勝 

論文發表 臺北民眾的環境識覺之初步探討—以景美溪左右岸自

行車道為例 

梁寧恩、廖學誠 

論文發表 集集與水里市街中地地位的消長—從位置與產業變遷

的解釋 

藍文瑩 

論文發表 均衡城鄉產業發展之探討-以高雄旗山為例 歐迪民 

論文發表 台灣鄉村返鄉青年地方知識之建構 賴虎生 

論文發表 各縣市女性擇偶機會比較：可婚指標值地圖化 張榮富、胡容慈、

戴翠倫、林佑昇 

論文發表 次核心城市的邊緣化 洪念民、謝雨潔 

會場五  

論文發表 臺灣地理教育研究的回顧 李明燕 

論文發表 跨領域的都市議題教學策略示例  劉玲秀 

論文發表 海洋教育裡的國際觀—臺灣高中國際教育的個案研究 彭佳偉 

論文發表 在地社區參與環境永續行動方案的群體建構與整全實

踐 

李明芬 

論文發表 「台灣珊瑚礁體檢」應用於海洋保育教育之探討 王愛莉、蔡慧敏 

論文發表 基隆市國中教師對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教學資源運用

現況之研究 

張惟晴、廖學誠 

論文發表 海洋教育與海洋素養之探討：以現行海洋教育課程綱要

為例  

周漢強、蔡慧敏 

論文發表 因應十二年國教國中地理科活化教學之行動研究 陳映如 

論文發表 合作學習應用於國中地理教學成效之影響 王智信 

論文發表 探究國一天氣因子迷思概念與概念轉變教學設計 陳品文 



論文發表 新地方概念的研究發展與地方本位教育 連玉潔、陳立偉 

論文發表 GIS的融入地理課程對高中學生的空間思考能力的影

響 

王崇安、賴進貴 

論文發表 初探國中學生的地理課程觀點─地理為（ㄨㄟˋ）生

活？地理為（ㄨㄟˊ）生活？ 

莊孔一 

論文發表 中學地理教科書中全球教育內涵之跨國分析比較  蘇婷玉 

論文發表 國中九年級世界地理學生自我學習訓練行動研究  陳泓祺 

論文發表 融入媒體素養的地理教學 陳靜珮 

會場六  

論文發表 空間致能的智慧城市架構 孫志鴻、江昭皚、

莊振義、溫再弘、

尚榮康、蔡秉穎 

論文發表 結合熱像儀於物聯網架構之發燒疫情自動監測系統 江昭皚、王健豪、

鄭哲燊、詹雅安、

蘇琳貴、劉承岳、

陳柏翰、曾靖雅、

陳韋勝、孫志鴻、

溫在弘、莊振義 

論文發表 智慧社區公民治理之研究 王俞涵、孫志鴻 

論文發表 建立適地性傳染病傳播的個人暴露風隩評估架構 溫在弘、許景舜 

論文發表 應用模糊德爾菲法評估校園防災空間設施與設備之研

究 

陳永益、陳星皓 

論文發表 由 Google Earth高解析度衛星影像製作數值地形與其

準確度之評估: 以花蓮立霧溪河口為例 

張成華、張有和 

論文發表 室內急救設備 AED之時空區位選址模型 王建閔 

論文發表 創新三維建模技術：以臺南府城為例 蔡志絃、張書珊 

論文發表 校園尺度熱環境與生理等效溫度之時空分布分析 林信宏、張方瑜、

莊振義 

論文發表 臉書打卡數與氣象因子關係之研究-以陽明山夜景餐廳

為例 

莊哲瑋、朱健銘、

陳致元 

論文發表 自行車旅行路線設計規劃模式 陳宇恩、林楨家 

論文發表 越南婦女傳統服飾與斗笠 王友璿、李怜慧、

鄒耘瀚、黃致鈞 

論文發表 從政治經濟發展的脈絡探討河內都市計劃的發展與課

題之分析 

呂宛芯、陳祈慧 

論文發表 淺談下龍灣觀光發展對其環境的影響 王怡文、林咨憶 

論文發表 越南的水果 吳明哲、 蘇 展、

曾  一 

論文發表 去或留？越南排華暴動後臺商的選擇 溫文君、邱麟翔 

論文發表 分析越南河內水患之成因及當局因應策略 許肄亞、蔡佩文、

李祖儀 



論文發表 越南多元建築形式與其文化背景－以河內為例 郭家睿、陳奕憲、

施牧之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照片 1. 來賓報到 照片 2. 開幕式 

  

照片 3. 交通部觀光局劉喜臨副局長專題演講 照片 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林李耀副主任專 

      題演講 

  

照片 5 論文發表 照片 6 論文發表 

 



 

  

照片 7. 論文發表 照片 8. 論文發表 

  

照片 9.論文發表 照片 10 . 茶敘時間 

  

照片 11. 論文評選頒獎 照片 12. 論文評選頒獎及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