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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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環境變遷樣貌與影響因素愈趨複雜的狀況下，人類正面臨越來越多與

環境共存的挑戰。地理學作為一門環境與空間學科，具備跨領域特性，是解決當

前全球共同面對環境課題的重要知識基礎。今（2021）年適逢彰化師範大學地理

學系承辦中國地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將會議主題定調為「2021

新·地理：城鄉關係、環境治理、世代傳承與技術創新」，除了希望能呼應當前所

面對的環境問題挑戰，也期盼擴大吸引年輕學子積極投入地理學研究，讓產、官、

學之間進行跨世代、跨實踐的對話。最終獲得超過 40 個相關科系、產業、民間

和政府單位的熱烈支持，收錄 93 篇學術論文，6 個圓桌論壇申請，報名人數更

是超過 200 人，其中不乏大專生和高中生報名參加，也呼應了本次會議世代傳承

的意義。 

一、 議程（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本次研討會海報及簡要議程以圖檔方式呈現如下，詳細議程表請參考

附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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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 100,000 】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30,846 】元 

經費執行率【 31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未達執行率百分之九十原因： 

 
本次研討會所核定之總金額為 100,000 元整，核定項目包含出席費 (主持

人和評論人)、印刷費(會議海報)、餐費 (午餐費) 和雜支費 (會場布置費、名

牌製作、文具、紙張影印、郵寄等)。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次研討會

由實體會議改為線上會議，也因此午餐費僅支出當日協助線上會議各場次電

腦資訊設備、Google Meet 會議室和 YouTube 直播之志工同學和本校行政同

仁。雜支費部分，包含會場布置相關費用和名牌製作等，均無支出，僅有核

銷主持人和評論人之出席費所需資料之郵寄費用。出席費，也因圓桌論壇取

消，加上部分場次改由本系教師擔任，因此減少支出。各項目核定金額與實

際支出如下表所示。綜上理由，最後本次研討會總計支出 30,846 元，執行率

31%。 
 
項目 內容 核定金額 實際支出 
出席費 主持人、評論人、與談人 30,000 22,500 
印刷費 海報 10,000 3,600 
餐費 會議當日午餐 10,000 1,200 
雜支 文具、紙張影印、郵資 50,000 3,546 
合計  100,000 30,846 

經費執行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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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本次研討會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導致部分原規劃之活動無法進行，

而無法全部達成目標，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 藉由本次年會，期望能促進產官學之間進行深度對話，並加強未來彼此

合作之機會。 
【說明】本次研討會共有超過 40 個大學相關科系、產業界、民間單位和

政府組織人員報名參加，原收錄 93 篇學術論文、6 個圓桌論壇，

期盼藉此機會，進行產、官、學之間的對話，包含離岸風電、

這也算地理(探討地理學在社會與城鄉發展上的應用及地理學

訓練在空間資訊產業的發展)、使用 iNaturalist 探索生物多樣

性、臺灣坐標系統之維護與空間資訊應用展望、地理資訊系統

與地理教育、兒童遊戲空間參與式經驗分享等。受研討會型式

更改影響，圓桌論壇取消，也減少了許多產、官、學對話的機

會，較為可惜，不過研討會本身，仍有 80 篇論文透過線上發表，

農委會林試所也組織了一場次的論文發表，主題為”未來地景-
森林的擴張”，雖無現場面對面討論，但經由網路提供學術交

流，也提供產業和政府單位人員共同參與討論的機會。會議當

日，進入 Google Meet 會議室人數超過 500 人次，直播影片至

目前為止也已累積超過 2,000 人次觀賞，已達到一定程度的效

益。 
 

2. 吸引年輕學子積極投入地理學、空間資訊與環境科學相關領域之研究，

強化學生學術研究能力，以應對當前所面臨之全球環境議題，達到鼓勵

與培育新一代年輕學子投入地理學相關研究與產業的機會。 
【說明】本次研討會以”新地理”為主軸，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可以吸

引更多年輕學子，積極投入地理學研究。本次會議共有 3 位博

士後研究員、14 位博士生和 35 位碩士生參與發表，另外更有

10 位大專生和 9位高中生，以海報形式展現研究成果，許多年

輕學子的投入，正呼應了本次會議世代傳承的意義，也達到鼓

勵年輕學子積極投入地理學研究領域的目的。 
3. 提升現職教師之教學素養，將地理學相關議題融入教學，強化探究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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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神。 
【說明】本次會議原規劃以一個圓桌論壇和一場次論文發表，討論地理

教育相關問題。論壇部分，希望能針對 108 課綱的核心素養，

探討現今地理資訊系統如何融入高中地理科的教學與測驗評量

中，以及未來資訊融入地理教育之發展方向，可惜因論壇活動

取消而無法執行。論文部分，最後有六篇文章進行發表，參與

人次超過 70 人，過程中也有充分的討論，相信對於與會人員，

有很大的收穫。 
4. 透過圓桌論壇，針對特定主題進行深度討論，達到意見充分交流之目的。 

【說明】本次規劃的圓桌論壇主題多元且豐富，涵蓋學術、產業、生活、

政策、教育等面向，但因改為線上會議，加上配合政府防疫措

施與規定，因而取消辦理，較為可惜，也盼疫情結束後，可擇

期舉辦。 

 

 

四、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2021 中國地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於 2020 年底開始籌備，規劃之研討會系

列活動包含論文發表、論文競賽、海報創意競賽、研究特展、圓桌論壇等，並於

2021 年 2 月 1 日起開放報名。經過兩個月的報名期限截止後，共有超過 40 個大

學相關科系、產業界、民間單位和政府組織熱烈支持，收錄 93 篇學術論文，6

個圓桌論壇申請，報名人數（含純與會者）超過 200 人。報名參與人員中，除了

大專院校教師、產業人士和政府單位人員外，也包含 3 位博士後研究員、14 位

博士生、35 位碩士生、10 位大專生和 9 位高中生，許多年輕學子報名參與，也

呼應了本次會議世代傳承的意義。場次領域部分，依論文題目和摘要，最後整併

成 13 場次，主題涵蓋人文地理、都市研究、環境治理、農業與地方創生、自然

地理(水文、地形、氣候、地質與土壤)、空間資訊與環境監測、地理教育等。 

會議原定於 110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於本校聲洋館舉行，在所有前置作

業近乎完成之際，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不斷升溫影響，本系也於 5 月 12 日緊急召

開籌備會議，在系上師長和學會人員共同商討下，決議照原訂時程舉辦，但將實

體會議轉為線上會議，行政團隊也在一週時間內，完成所有人員參與線上會議意

願的調查，並重新調整大會議程，公告周知，同時間也加快訓練志工同學，操作

線上會議軟體及 YouTube 直播設定，展現了本系行政團隊的效率。最終本次研

討會安排了 13 個場次，合計 67 篇學術論文口頭發表以及 16 篇海報發表。會議

當日，除了利用 Google Meet 讓與會人員參與線上發表和討論外，也同步透過

YouTube 進行直播，其中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總計超過 500 人次參與，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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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YouYube 也超過 2000 人次瀏覽，整場研討會在頒發論文獎項後及與會人

員的分享與好評中圓滿落幕。參與此次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之單位如下所列： 

1.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民族學研究所 
2.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地理學系、地學研究所、景觀學系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4.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5. 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 
6.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7. 高雄科技大學海事資訊科技系 
8.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9.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1.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1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 
1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4.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1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6.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1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8.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19.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實踐與批判研究博士班、建築與文化資產學系 
20. 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文化觀光碩士班 
21.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地質科學

系、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農業化學系 
2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地理學系、僑生先修部、環境教育研究

所 
23.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24.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25.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26.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 
27.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五、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本研討會為線上會議，也因此現場照片以電腦截圖為準，以下為開幕、閉幕

及各場次會議室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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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開幕式大合照。 

 

 

 

▲線上閉幕式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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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 場次照片（人口遷移與跨國主義（I））。 

 

 

 
▲A1b 場次照片（人口遷移與跨國主義（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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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場次合照（消費、族群、性別與文化地理學）。 

 

 

 
▲A3 場次合照（農業、農村與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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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場次合照（都市永續與環境治理）。 

 

 

 

▲B1 場次合照（B1 Water-Landscape Nexus: From processes to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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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場次合照（地形作用與演育） 

 

 

 

▲B3 場次合照（地表環境變遷與土壤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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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場次照片（環境監測與空間資訊技術） 

 

 

 

▲C2 場次照片（未來地景—森林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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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場次照片（空間數據分析與應用） 

 

 

 

▲D1 場次照片（跨領域地理教育與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