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中國地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5/29 (六)

16313 室

16311 室

16301 室

09:40~10:00

10:00~11:30

A2
A3
消費、族群、性別與 農業、農村與
文化地理學
地方創生
主持人：吳幸玲
評論人：許嘉麟

B1
C1
Water-Landscape
環境監測與
Nexus : From
空間資訊技術
processes to solution
主持人：黃誌川
評論人：李宗祐

11:30~13:30

17:00~17:30

主持人：王素芬
評論人：陳毅青

午餐
A1(ａ)

A4

B2

C2

人口遷移與
跨國主義（I）

都市永續與
環境治理

地形作用與演育

未來地景—
森林的擴張

海報發表（I）

主持人：黃佳媛
評論人：曾薰慧

主持人：盧沛文
評論人：錢克瑄

主持人：何立德
評論人：陳毅青

主持人：林俊成
評論人：王培蓉

主持人：陳清目

中場休息

15:00~15:30

15:30~17:00

16309 室

開幕式

主持人：謝雨潔
評論人：遲恒昌

13:30~15:00

16302 室

A1(ｂ)

D1

B3

C3

人口遷移與
跨國主義（II）

跨領域地理
教育與實踐

地表環境變遷
與土壤地理

空間數據分析
與應用

海報發表（II）

主持人；周國屏
評論人：梁穎誼

主持人：丁志堅
評論人：高麗珍

主持人：許正一
評論人：簡士濠

主持人：陳毅青
評論人：張仲德

主持人：陳清目

閉幕式與頒獎典禮

A2

消費、族群、性別與文化地理學

主持人：謝雨潔 副教授

16313 室

【註】口頭報告時間 12 分鐘；提問、討論、評論 3 分鐘

評論人：遲恒昌 副教授
10:00 ~ 10:15

A2-1

遲恒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照顧地景的不平等：肢體障礙者的醫療空間經驗與社會排除

10:15 ~ 10:30

A2-2

廖俐瑜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生
「不只是大、硬、有力（big, hard and powerful）」：農機與女性青農拼裝體的
性別政治

10:30 ~ 10:45

A2-3

陳粼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生
臺灣桌上型角色扮演遊戲（TRPG）的地理與社會建構

10:45 ~ 11:00

A2-4

鍾

臻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生
新舊北投地區青少年的地方感形塑過程研究

11:00 ~ 11:15

A2-5

彭蘊嫺

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生
樂動：以文化地理視角探析 1950-1980 台北歌廳之發展

11:15 ~ 11:30

A2-6

陳宗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研究—地理學的嘗試

A1(a)

16313 室

人口遷移與跨國主義（I）

主持人：黃佳媛 博士

【註】口頭報告時間 18 分鐘；提問、討論、評論 4 分鐘

評論人：曾薰慧 助理教授
13:30 ~ 13:52

A1(a)-1

曾薰慧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Bridge to My future! Taiwanese Students Imagination
and Experience of Hong Kong’s Higher Education

13:52 ~ 14:14

A1(a)-2

吳幸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在澳洲打工旅遊中「相遇」

14:14 ~ 14:36

A1(a)-3

宋郁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衣錦還鄉？從中國回流的年輕台灣人才之領域性與社會流動

14:36 ~ 14:58

A1(a)-4

黃佳媛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回流遷移與跨國社會資本的積累策略：以從中國返回臺灣的專業人才為例

A1(b)

16313 室

人口遷移與跨國主義（I I）

主持人：周國屏 教授

【註】口頭報告時間 18 分鐘；提問、討論、評論 4 分鐘

評論人：梁穎誼 助理教授
15:30 ~ 15:52

A1(b)-1

黃子倫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
In Searching for Freedom: Taiwanese POGOs Workers in the Philippines

15:52 ~ 16:14

A1(b)-2

梁穎誼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高齡流動人口死亡率研究

16:14 ~ 16:36

A1(b)-3

王健安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生
從「相遇」與「歸屬」的視角來探討來台緬華的空間流動歷程與文化展演意涵

16:36 ~ 16:58

A1(b)-4

周國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兼任教授
升格 10 年台中市各區人口成長類型之探討（2011 年至 2020 年）

A3

16311 室

農業、農村與地方創生

主持人：吳幸玲 助理教授

【註】口頭報告時間 12 分鐘；提問、討論、評論 3 分鐘

評論人：許嘉麟 博士
10:00 ~ 10:15

A3-1

許嘉麟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高山農業經濟的發展及調適：以阿里山鄉達邦部落為例

10:15 ~ 10:30

10:30 ~ 10:45

A3-2

A3-3

藍姆路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所／博士生

卡造

以遠程耦合架構演繹高山地區農業調適歷程-以望鄉農業變遷為例

曾明心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里山倡議的落實與行動:以貢寮水梯田為例

10:45 ~ 11:00

A3-4

賴羽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環境教育為基礎之地方創生-以新北市石門區出磺口農場為例

11:00 ~ 11:15

A3-5

曾宇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彰化縣休閒農業區發展現況與經營管理策略分析

11:15 ~ 11:30

A3-6

林于詩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學系／碩士生
從「聚落發展脈絡」及「文化資產」盤點彰化竹塘-地方創生潛力點

A4

16311 室

都市永續與環境治理

主持人：盧沛文 副教授

【註】口頭報告時間 12 分鐘；提問、討論、評論 3 分鐘

評論人：錢克瑄 助理教授
13:30 ~ 13:45

A4-1

梁廷毓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藝術實踐與批判研究博士班／博士生
火山城市的誕生 : 一個科學傳播與人類世視角的初探

13:45 ~ 14:00

A4-2

錢克瑄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An energy transition to gas? The multi-scalar reconfiguration of energy
systems and the rise of natural gas

14:00 ~ 14:15

A4-3

盧沛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十年有成？ 2010 年代應用荷蘭「三角洲取徑」所建構的政策流動，典範轉移與
洪災治理

14:15 ~ 14:30

A4-4

方

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生
向文化轉？向技術轉？ 新竹市文化治理的衝突與矛盾

14:30 ~ 14:45

A4-5

蘇郁珺

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文化觀光碩士班／碩士生
「老屋●多樣性●真實性●地方性」─ 臺南老屋之探究

D1

16311 室

跨領域地理教育與實踐

主持人：丁志堅 副教授

【註】口頭報告時間 12 分鐘；提問、討論、評論 3 分鐘

評論人：高麗珍 副教授
15:30 ~ 15:45

D1-1

高麗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副教授
「探究導向課程」之淺見與實作心得分享

15:45 ~ 16:00

D1-2

沈淑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大規模崩塌潛勢地區之地形製圖--以花蓮玉里安通為例

16:00 ~ 16:15

D1-3

劉秉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部落教室」： 蘭嶼生物文化多樣性觀察與部落地圖實作研究

16:15 ~ 16:30

D1-4

黃仲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生
高職心智地圖教學成效之研究

16:30 ~ 16:45

D1-5

楊毓婕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
臺灣地質公園解說員環境解說專業能力與專業發展探討

16:45 ~ 17:00

D1-6

黃濟民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生
臺灣重大環境災害之探討

B1

Water-Landscape Nexus: From processes to solution

主持人：黃誌川 教授

16301 室

【註】口頭報告時間 12 分鐘；提問、討論、評論 3 分鐘

評論人：李宗祐 副教授
10:00 ~ 10:15

B1-1

李俊逸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集水區地文特徵影響降雨-河川退水行為

10:15 ~ 10:30

B1-2

林冠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生
應用非點源汙染模式 SWAT 評估評估亞熱帶高山集水區茶園之營養鹽收支平衡
及施肥策略

10:30 ~ 10:45

B1-3

邱繼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生
臺灣各流域水文氣候現況與氣候變遷情境下變化之評估

10:45 ~ 11:00

B1-4

劉恩如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
Estimate dependency of controlling factors in nutrient transport in small
mountainous rivers by redundancy analysis

11:00 ~ 11:15

B1-5

張宸菲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
Quantifying the effect of chemical weathering on CO2 budget and its controlling
factors in Taiwan

11:15 ~ 11:30

B1-6

游昱霖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
Subtropical nutrient cycling switches the dissolved Carbon‐nitrogen coupling in
Small Mountainous Rivers, Taiwan

B2

16301 室

地形作用與演育

主持人：何立德 教授

【註】口頭報告時間 12 分鐘；提問、討論、評論 3 分鐘

評論人：陳毅青 副教授
13:30 ~ 13:45

B2-1

陳毅青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地震誘發的崩塌分布特徵與其用於辨識震源斷層

13:45 ~ 14:00

B2-2

吳梅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生
恆春半島風吹沙攀爬沙丘之地形演育研究

14:00 ~ 14:15

B2-3

李子昕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
Landscape change of the Lichi Badland by using historical aerial
photos and SfM technique

14:15 ~ 14:30

B2-4

林靜儀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
Tectonic geomorphology analysis for Hsinchu area by using historical aerial
photos and SfM technique

14:30 ~ 14:45

B2-5

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生

銘

探討臺灣河川輸砂傳輸特性的時空變異
14:45 ~ 15:00

B3-6

劉向倢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
Evaluat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random forest for nowcasting modeling of
earthquake-triggered landslides in Taiwan

B3

16301 室

地表環境變遷與土壤地理

主持人：許正一 教授

【註】口頭報告時間 12 分鐘；提問、討論、評論 3 分鐘

評論人：簡士濠 教授
15:30 ~ 15:45

B3-1

黃文樹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墾丁地區珊瑚礁階地上覆土壤化育特徵、分類與土壤碳儲量之推估

15:45 ~ 16:00

B3-2

吳卓穎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博士生
以稀土元素探討阿里山地形土序之化育作用

16:00 ~ 16:15

B3-3

吳允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生
嘉義地區退化紅壤之成因與地形環境之關係

16:15 ~ 16:30

B3-4

黃胤中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碩士生
以土壤形態計量學探討杉林溪淋澱化土壤的化育作用

16:30 ~ 16:45

B3-5

簡士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教授
臺灣東部山坡地土壤沖蝕性指數之建立與空間分布

16:45 ~ 17:00

B3-6

徐進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
深層土壤碳儲量的時間序列：以臺灣中部八卦台地南段河階地為例

C1

16302 室

環境監測與空間資訊技術

主持人：王素芬 教授

【註】口頭報告時間 12 分鐘；提問、討論、評論 3 分鐘

評論人：陳毅青 副教授
10:00 ~ 10:15

C1-1

黃浚瑋

明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應用卷積神經網路於農用淺層抽水井之辨識

10:15 ~ 10:30

C1-2

曾裕淇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級專案教師
Aged houses and skyrocketing prices: The effect of cross-strait trad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real estate market

10:30 ~ 10:45

C1-3

林豊傑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碩士生
3D coseismic displacement field of the 2018 Hualien earthquake by integrating
multiple SAR algorithms

10:45 ~ 11:00

C1-4

李雅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生
政府開放資料應用：交通事故嚴重性與自然環境因子探討

11:00 ~ 11:15

C1-5

江偉銘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
Using the Internet Volume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Predict the
Temporal Trend of Imported Dengue Cases in Taiwan: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tworks

11:15 ~ 11:30

C1-6

陳鑫智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生
以智慧卡資料探討公車使用者行為及時空分析

C2

16302 室

未來地景-森林的擴張

主持人：林俊成 研究員

【註】口頭報告時間 12 分鐘；提問、討論、評論 3 分鐘

評論人：王培蓉 研究員
13:30 ~ 13:45

C2-1

謝漢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研究員
I-tree Eco 都市林生態系服務估算方法探討

13:45 ~ 14:00

C2-2

王韻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助理研究員
應用數位航照判釋分析六龜試驗林土地覆蓋變遷

14:00 ~ 14:15

C2-3

吳孟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助理研究員
後疫情時代對森林部門的影響與挑戰

14:15 ~ 14:30

C2-4

王培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研究員
都市林規劃策略—以臺北市近郊林設計思維為例

14:30 ~ 14:45

C2-5

婁安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助理研究員
城市覓食運動—全球野生食物採集熱潮

14:45 ~ 15:00

C2-6

葉美智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中部私有林主調查與經營困境

C3

16302 室

空間數據分析與應用

主持人：陳毅青 副教授

【註】口頭報告時間 12 分鐘；提問、討論、評論 3 分鐘

評論人：張仲德 助理教授
15:30 ~ 15:45

C3-1

張仲德

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全球森林地區近二十年雨水沉降特性及趨勢分析

15:45 ~ 16:00

C3-2

黃浚瑋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應用深度學習於都市-鄉村梯度上鳥類多樣性變化之初探

16:00 ~ 16:15

C3-3

許

桀

16:15 ~ 16:30

C3-4

林國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專任助理
Validation of CHIRPS precipitation estimates over Taiwan at multiple
timescales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生
探討初期演替及地形因子對崩塌復育的影響

16:30 ~ 16:45

C3-5

葉筱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生
使用時間序列影像及光達點雲 LiDAR 分析崩塌事件之復育

16:45 ~ 17:00

C3-6

葉峻銘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生
Lightning characteristics around Taiwan areas assessing by 15-year WWLLN
dataset

海報發表

Poster

主持人：陳清目 副教授

不報告

鄭中彥

【註】口頭報告時間 5 分鐘；提問、討論 3 分鐘；換場準備 2 分鐘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大專生
Seaing the Farmland: Recognize the vitality of land in tackling zoning failures

不報告

柯政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碩士生
城鄉社區 C 級巷弄⻑照站使⽤性與區位設置研究―以斗六市為例

不報告

薛

婕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大專生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route choices of scooter riders:

An empirical study of scooter

sharing in Taipei
13:30 ~ 13:40

王辰云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碩士生
都市公園內影響非⼈為植栽⾃發性⽣⻑之環境因⼦指標建立

13:40 ~ 13:50

賀柏凱

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大專生
無⼈機影像於檳榔樹辨識及定位

13:50 ~ 14:00

李品萱

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大專生
以遙測影像分析湖泊面積變化量與影響因素

14:00 ~ 14:10

高芷淇

中國文化大學地理系／大專生
行動裝置使⽤者移動目的地預測-以台北市為例

14:10 ~ 14:20

羅偉恩

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大專生
以 ETC 數據探討臺灣國道於疫情期間之交通移動特徵與影響因素變化

14:20 ~ 14:30

王宇彤

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大專生
桃園交通事故熱區與相關因素分析

14:30 ~ 14:40

任萬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大專生
以攝影測量技術重現 1986 年馬槽溪土石流災害

15:00 ~ 15:10

蔡耀萱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大專生
Horizontal coseismic displacements of the northernmost Chelungpu fault of the
1999 Chi-Chi earthquake

15:10 ~ 15:20

江秉宸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與資源學系／大專生
Using PSInSAR Technique to Observe Land Subsidence in Pingtung Coastal Area

15:20 ~ 15:30

高詮賀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高中生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to Dengue Fever: Clarifying the Impacts of the
Typhoon Track Patterns on Dengue Outbreaks in Southern Taiwan

15:30 ~ 15:40

林祐萱、許馨方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高中生

染活力
15:40 ~ 15:50

陳品瑜、游千慧、吳怡萱

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高中生

古道照今塵
15:50 ~ 16:00

謝炘妤、吳芸萱、謝旻恩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高中生

鋪面材質與都市熱島效應之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