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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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中國地理學會學術研討會-跨域的地理學   

舉辦日期、舉辦時間:2017年4月29日08:40至17:30 

舉辦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館8樓柏英廳 

主辦單位:中國地理學會、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08：40~09：20 報 到（中國文化大學校本部大孝館八樓柏英廳） 

09：20~09：30 
開幕式（柏英廳） 

賴進貴理事長 致詞 

貴賓致詞 

09：30~10：20 

專題演講（柏英廳） 

演講題目：地名資訊應用推廣-成果與展望 

  主 講 人：王成機 簡任技正 

主 持 人：賴進貴 
10：20~10：40 茶點休息（8F） 

10：40~11：30 

專題演講（柏英廳） 

演講題目：Scholarly Crossings: Changing Geographies, Changing Themes, 

Remaining Rooted. 

主 講 人：Prof. Tracey Skelton 

主 持 人：盧光輝 

11：30~12：00 會 員 大 會 

12：20~13：30 午餐 

       學術論文研討會I 

13：30~15：00 

場次A1 自然與地景保育(802求真廳）主持人：蔡 衡     評論人： 莊昀叡 
霧社水庫集水區泥砂來源分析 曾麗綺 陳毅青 

水力作用對泥岩蝕溝侵蝕型態之研究 葉力瑋 楊啟見 林俊全 

蘭陽溪上游河流地景生態特徵 游祥志  

漢初武都大地震與漢水上游的水系變遷之管見—與周宏偉先生商

榷 

楊霄 

一份大肚兩樣情:論大肚台地東西傳統聚落與地形水文之關係 田應平 陳瑩貞 

場次B1 人文與區域發展I（803求善廳）主持人：黃雯娟   評論人：王驥懋 
左堆常民信仰的發展與地域特性 林俊彬 



地方書寫的理論與實踐：彰化和美的個案探討 江佩蓉 何致中 

淡水河中下游平埔聚落地理特徵探討 羅婉寧 張崑振 

從地理面向看文學-以白先勇的《台北人》小說為例 徐天佑 劉廣英 何台華 

中興新村的權益空間關係研究：尺度政治的結構歷程分析 高珮華 

場次C1  環境資源與管理I（804求美室）主持人：徐君臨  評論人：張伯宇 
彰化市居民對台化彰化廠影響之環境識覺與調適 徐辰光 曾宇良 

罹災經驗與災害預警系統對居民危害調適影響之初探：以臺中市

和平區雙崎部落為例 

張哲維 林貝珊 

許修豪 曾瑞曲 

災後復原遷村之居民災害識覺與社區重建：以敏督利風災後之松

鶴部落與雅比斯巷為例 

高瑞隆 林貝珊 

曾祥瑜 邱昱綸 

黃上鳴 

原住民族部落在地組織與社區韌性之關係：臺中市達觀里集集地

震後的復原歷程與經驗 

黃珮婷 林貝珊 

張凱閔 蘇婉琳  

以社會脆弱性與回復力建構脆弱性單元的可能性分析：以台灣中

部地區強降雨災害為例 

宋郁玲 林貝珊 涂建翊 

場次D1  跨世代．超連結．創新（805求聖室）主持人：林楨家  
評論人：洪廣冀 

都會區與都會區男女年齡被接受度的比較：擇偶網站男女的模擬

配對分析 

張榮富 鄭芊芳 童惠翎 

鍾金樹 胡孟溱 

邊緣的再現政治：電影如何再現〝寶藏巖〞之地方感 蔡幸娟 林政逸 

文大學生綠色消費認知及行為之研究 邱郁靜 程仁宏 

場次E1  社區與產業地理（806求慧室）主持人：林政逸   評論人：郭大玄  
萬丹地區的聚落與社會發展(1950年以前) 王敏旭 

市場作為襲產的農業小鎮復興：以雲林土庫市場為例 鄧國全 

新北市因應高齡化之現況與探討-以雙溪區老人共餐為例 陳彥均  

南科高雄園區設立對鄰近地方發展的影響 高至煒 

教師研習（大義537）主持人:洪念民 
研習主題： 

擴增實境(AR)&地理空間訓練-教材編撰 

15：00~15：20 休息與茶點（8F） 

        學術論文研討會II 

15：20~16：50 

場次A2 地理技術與應用(802求真室）主持人：陳永森    評論人：郭俊麟 
向量面空間型態分析模組之開發- 以ArcGIS為例 周學政 賴政宏 

內湖科技園區捷運接駁公車路線最佳化分析 黃培倫 洪念民 

琉球鄉土地利用變遷及分析 張凱評 

公共自行車缺車缺位現象與其場站周邊環境的關係 

—以台北市國高中學校周邊場站為例 

林韋良 陳致元 



共享經濟脈絡下共同工作空間的可及、社群與協力的關係研究 

-以台北市為例 

溫彩苓 林政逸 

場次B2 人文與區域發展II（803求善室）主持人：楊秉煌  評論人：洪伯邑 
從市場到市場人：台中市建國市場拆遷過程的地方感形塑 黃子倫 

公共資源自主治理之理論與實踐 陳玉嬌 

新社花海的空間生產 連怡惠 蘇淑娟 

彰化縣福佬客的文化、現況與未來發展 劉姿含 

消費者對新形態傳統市場之識覺-以台北市士林區士東市場為例 蔡佩璇 陳英任 

場次C2 環境資源與管理II（804求美室）主持人：陳墀吉  評論人：林孟龍  
從環境正義觀點論我國礦業開採與環境保育之研究—以花蓮秀林

勇士山礦場為例 

鄭佳樺 蘇翊安 

王儷蓉 許玉融 

李顯葶 呂欣庭 

陳姵蓉 吳貞儀 

李承嘉 

日式舊房舍轉變為工具分享新基地-以都市共享空間小白屋為例 吳添熹 謝雨潔 

都市閒置空間共享 - 以手天品社區食坊為例 李宜芳 謝雨潔 

老地方．新態度：從都市再生看閒置空間再利用—以小柴屋為例 鍾臻 謝雨潔 

松山機場遷建初探 歐迪民 

場次D2 觀光遊憩與規劃（805求聖室）主持人：樓邦儒    評論人：曾宇良 
企業形象、顧客價值、顧客忠誠度、顧客滿意度關係之研究以精

品咖啡業為例 

趙于慧 

信義鄉地利村的觀光發展與地方關係之研究 許書傑 

商展在設計產業品牌化過程之角色-以台北都會區產品設計公司

為例 

郭姵妤 林政逸 

攜程旅遊網陸客遊記景點意象分析研究 張碧分  

場次E2 地理教育與其他（806求慧室）主持人：徐榮崇    評論人：李宗祐 
臺灣地區人口變遷對高等教育影響之區域差異 史育瑋 

環境教育場所的空間分布及相對負載關係探討--以中部地區高中

以下學校為例 

許旭輝 王素芬 

八宅法運用於住宅風水初探 黃坤煌 許立杰  

從蜀道的交通路線看唐朝皇帝入蜀與政權的關係 古怡青 

16：50~17：30 
閉幕式論文獎頒獎典禮（801）  

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賴進貴理事長致閉幕詞 

 



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本次活動參與人數共 260 人。 
 

於本校大孝館 8 樓柏英廳主辦「2017 年中國地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跨

域的地理學」。特邀新加坡國立大學 Tracey Skelton 副教授及內政部地政司王成機

簡任技正進行專題演講。中午進行中國地理學會年會；下午場次分兩組進行：一、

辦理國高中地理科教師研習會，由洪念民與陳致元老師主持；二、進行分組專題

報告，邀請主持人及評論人共 20 位。 
 

中國地理學會學術研討會下午進行學術論文分組報告，於柏英廳周邊教室進

行，分成八大主題：自然與地景保育、人文與區域發展、環境資源與管理、跨世

代･超連結･創新、社區與產業地理、地理技術與應用、觀光遊憩與規劃、地理教

育與其他。本次研討會共有 45 人發表論文，會中邀請全國各大專院學校地理領

域相關學系之學者共 20 人擔任主持人及評論人，進行分組發表評論。最後各場

次遴選一名表現優秀同學，並上台接受頒發獎狀。 
 

透過本次研討會的主題「跨域的地理學」，使同學學習地理學向來著重的綜

合思考，並拓展同學對於地理研究的視野、豐富地理知識的內涵與強化地理技術

的應用，並藉由學術論文分組報告，增加同學上台發表的經驗。此外，促進地理

界與相關科系師生學術交流。 



三、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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