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芳名錄 

     為響應環保，參加者請自備水杯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午餐 

王又幼 新北市明德高中 代理教師 素 

王淵源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教師 葷 

江得智 復旦高中 教師 葷 

何仁佑     葷 

吳昇達 台中市豐陽國中 教師 葷 

巫仰叡 彰師大地理系 學生 葷 

李玓 自由業   葷 

李昀潁 臺師大地理所 研究生 素 

周健 文化大學史學系 副教授 葷 

周國屏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教授 葷 

林久媺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教師 葷 

林韋丞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 學生 葷 

林香君 景文科技大學旅館系 講師 葷 

林雅婷 臺師大地理所 研究生 葷 

林詩瑜 新北市福和國中 教師 葷 

邱創裕 臺師大台史所 學生 葷 

柳頤庭 台北市立關渡國小 教師 葷 

徐瑞璟 卓蘭實驗高中 教師 葷 

張仁勇 高師大地理系 博士生 不 

連怡惠 臺中市東勢國中 教師 葷 

郭菱琬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兼任講師 素 

郭曉蓉 大直高中 教師 葷 

陳一夫 臺灣大學城鄉所 博士生 葷 

陳俊豪 新竹教育大學 研究生   

陳建智 臺中私立立人高中 實習教師 葷 

陳美燕 六和高中 教師 素 

陳涵秀 Aberystwyth University 博士研究生 葷 

陳舒雯 臺師大地理系 學生 葷 

黃姿陵 臺北市復興高中 教師 葷 

黃儀涵 國立臺南大學 學生 葷 

楊珮菁 台南市私立瀛海中學 教師 素 

楊婷雅 北市市永樂國小 教師 葷 

廖秋娥 台東大學社教系 副教授 素 



趙心怡 私立靜修女中 教師 葷 

劉雅婷 嘉義大學 研究生 素 

蔡仁翔 高師大地理系 研究生 葷 

蔡育棋 中和高中 代理教師 葷 

蔡偉華 國立臺南大學文資所 學生 葷 

鍾繼錚 臺師大 研究生 素 

簡慧鍾 東方設計學院室內設計系 講師 葷 

顏淑君 北市北投國小 教師 葷 

Cindi Katz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教授   

Johannes 

Widod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教授   

Y. Ida Tsukuba University, Japan 教授   

王文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王怡茹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博士候選人   

王淑美 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研究生   

王聖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助理教授   

王耀輝 臺師大國際與僑教學院人文社會學科 兼任講師   

丘逸民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兼系主

任 
  

江國憲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 研究生   

吳連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吳進喜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吳鄭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李明燕 彰師大地理學系 副教授   

李苑瑋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研究所 研究生   

李哲宇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研究生   

李家儂   萬能科技大學營建科技系 助理教授   

李素馨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李瑞陽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 副教授   

李穎 國立新營高中地理科 教師   

汪明輝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沈士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 研究生   

沈育生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博士生   

沈淑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周素卿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教授   

周學政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林文一 台北大學 都市計劃研究所 助理教授   



林宗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助理教授   

林昆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所 研究生   

林炯明   臺師大國際與僑教學院人文社會學科 兼任講師   

林峰田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研究所 教授   

林雪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林聖欽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洪致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韋煙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孫志鴻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教授   

殷豪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語所 博士生   

翁叔平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翁國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退休副教授 素 

高麗珍  臺師大國際與僑教學院人文社會學科 副教授   

張宇勛 彰化高級中學 學生   

張成華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助理教授   

張俊傑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研究所 研究生   

張峻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張國楨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張淑君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

長 
  

張森然 花蓮縣鑄強國小 教師   

張瑞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兼任教授 葷 

曹士華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 博士生   

梁炳琨 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副教授   

清水 龍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 博士生   

畢恆達  台灣大學城鄉所 教授   

莊婉瑩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研究助理   

莊翰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許嘉恩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助理教授   

郭乃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陳良健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教授   

陳建彣       彰化高級中學 教師   

陳盈儒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研究生   

陳哲銘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陳國川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陳國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名譽教授 葷 

陳國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名譽教授 葷 



陳鈺昇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研究生   

陳毅峰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助理教授   

陳憲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名譽教授 葷 

陳麗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院長   

曾旭正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 副教授   

曾綉媛 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研究生   

黃正嘉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所 研究生   

黃志成 臺北市明湖國小 教師   

黃宗儀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副教授   

黃品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博士生   

楊仲勛             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研究生   

楊雅婷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系 研究生   

楊萬全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名譽教授 葷 

溫凱傑       彰化高級中學 學生   

葉爾建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Durham 

University 
博士候選人   

鄒克萬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系 教授   

雷鴻飛 文化大學地理學系 助理教授   

廖朝明 國家圖書館 編輯   

廖學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趙建雄 文化大學地理學系 助理教授   

劉小蘭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教授   

歐陽鍾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蔡佩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研究生   

蔡怡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博士生   

蔡承祐 臺北市立永樂國民小學 教師   

鄭勝華 文化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鄭皓騰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系 博士生   

賴虹沂 台中市國中社會科 老師   

賴進貴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教授   

遲恒昌 英國雪菲爾大學地理系 博士   

薛雅惠
               

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教授   

謝宏昌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副教授   

謝佳銘         彰化高級中學 學生   

謝雅婷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研究所 研究生   

簡旭伸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助理教授   

羅詔元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博士候選人   



譚鴻仁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副教授   

蘇怡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研究生   

蘇淑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