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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歷屆畢業生研究論文 

Ⅰ.博士論文               2013.10 版 

畢業級別 姓    名 指導教授 論    文    題    目 

81 

（第 1 屆） 
李薰楓 石再添 三重市製造業空間組織的研究 

83 

（第 2 屆） 

歐陽鍾玲 
陳國彥 

連日清 
疾病地理研究─以臺灣登革熱為例 

潘朝陽 陳國章 
臺灣傳統漢文化區域構成及其空間性─以貓裡區域為例的文化歷史地理詮

釋 

陳國川 陳國章 國中地理教材設計的理論研究 

曾正雄 
石再添 

石慶得 
動態環境地圖資料庫建立及其應用之研究─以臺北盆地為例 

丘逸民 陳國彥 臺北盆地降雨時空特性與都市暴雨災害之研究 

85 

（第 4 屆） 

張智欽 楊萬全 宜蘭地區地下水之研究 

林譽方 
石再添 

石慶得 
地圖水系網簡化模式之研究─以台灣地區河川為例 

林雪美 石再添 台灣西部河口地區之地形學研究 

楊淑君 張瑞津 台灣沖積扇之地形學研究 

86 

（第 5 屆） 

董德輝 
石再添 

李通藝 
台灣西南海域澎湖水道變遷之研究 

薛雅惠 陳憲明 新竹港潟湖沿岸區域之轉型 

87 

（第 6 屆） 
王柏山 陳國章 台灣水產養殖之區域發展-型態、過程與機制 

88 

（第 7 屆） 

陳美鈴 施添福 嘉義平原的聚落發展 1945 年以前 

江碧貞 陳國彥 國小學童地方感之探討-國小鄉土地理教學架構下的個案研究 

89 

（第 8 屆） 

池永歆 
陳國章 

潘朝陽 
空間、地方與鄉土：大茅埔地方的構成及其聚落的空間性 

李明燕 陳國彥 台灣地區高中地圖教育之理論探究：地圖學之教與學 

吳進喜 施添福 高雄縣二仁溪流域的開發與區域特色 

胡金印 陳國彥 恆春地區農業活動對落山風的調適 

90 

（第 9 屆） 

李玉芬 陳憲明 綠島的區位與人文生態的變遷 

林聖欽 施添福 
日本時代台灣糖業的不平衡發展：以鹽水港地區的農家生計差距擴大為例

（1896-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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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明輝 陳憲明 鄒族的民族發展-一個台灣原住民族主題性建構的社會：空間與歷史 

91 

（第 10 屆） 
梁國常 

陳國彥 

嚴勝雄 
遊客對風景遊憩認知意象之研究-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為例 

92 

（第 11 屆） 

吳育臻 施添福 台灣糖業「米糖相剋」問題的空間差異(1895-1954) 

韋煙灶 楊萬全 新竹及竹南地區的地下水區劃分與水資源探討 

93 

（第 12 屆） 

黃雯娟 施添福 日治時代宜蘭三星地區的區域發展 

劉明錡 張瑞津 台灣西北部河階之地形學研究 

魏源金 蔡文彩 台糖公司開發休閒產業與經營策略的時空演變 

齊祿祥 陳國彥 利用衛星資料推估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地表反照率研究 

許淑娟 施添福 國家與地方：旗山沿山鄉街發展的詮釋 

94 

（第 13 屆） 

劉惠珍 鄭勝華 花蓮地區初級產業轉型與休閒產業結合的區域研究 

莫皓帆 黃朝恩 
環境議題教學的行為意向模式之研究─以我國師範大學地理系所學（職）

生為例 

陳燕釗 黃朝恩 台灣地區納骨堂塔選址及地理景觀構成之研究 

95 

（第 14 屆） 
葛滿隆 

張瑞津 

王乾盈 
新社地區河階地形與地下構造關係之研究 

96 

（第 15 屆） 

林裕強 林雪美 
從生態旅遊觀點建構可觸型地景之永續指標及其評估-以野柳地質公園為

例 

陳鸞鳳 陳國彥 日治時期台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研究 

古關喜之 陳憲明 
以農糧體系探討台灣果樹農家永續發展的可能性-以香蕉、芒果、高接梨為

例 

劉瓊如 
鄭勝華 

蔡文彩 
阿里山地區生態旅遊永續發展之準則驗證與區內資源永續經營策略 

97 

（第 16 屆） 
陳良源 潘朝陽 政策變遷與馬祖產業發展之研究 

98 

（第 17 屆） 

黃素真 潘朝陽 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圮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 

莊永忠 
沈淑敏 

廖學誠 
分布型水文模式於山地集水區水文特性與崩塌潛勢分析之應用 

洪醒漢 潘朝陽 再現西安－都市發展策略與實踐的空間辯證 

林炯明 徐勝一 侵台颱風之時空特性與災害個案分析 

黃源誠 蔡文彩 臺中鄉村地區戶外休閒空間發展之研究 

林秀娟 徐勝一 陽明山國家公園鋪面步道遊憩衝擊及其衝擊管理有效性研究 

99 葉韻翠 陳國川 國族論述下的新加坡華人聚落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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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屆） 
陳英任 

丘逸民 

譚鴻仁 
烏來地區觀光發展之文化景觀意涵：原鄉居民環境視覺之觀點 

葉碧華 蔡文彩 近年來臺灣國際會議選址與區位發展之研究 

高麗珍 
施添福 

陳國川 
馬來西亞檳城地方華人移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 

陳俊愷 張國楨 影像特徵萃取與匹配應用於福衛二號影像幾何糾正 

100 

（第 19 屆） 

陳志嘉 
 

徐勝一 土石流災害的社會脆弱性研究 – 以南投縣水里鄉為例 

張珍悅 徐勝一 永續發展教育趨勢與國中生永繼發展認知與態度之研究 

周佳雯 
郭乃文 

徐勝一 
宜蘭地區居民社區依附與生活品質、觀光發展衝擊認知之研究 

蔡怡玟 潘朝陽 淡水老街的慢活 

101 

（第 20 屆） 

白璧玲 楊宗惠 近代華北黃泛區文化景觀之形塑與變遷-以明清開封府為例 

王怡茹 
陳國川 

林聖欽 

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以清水祖師信仰為論述中心（1945 年以

前） 

林敬妤 李素馨 以生境理論與生態系統服務建構台灣農村地景保育模式 

102 

（第 21 屆） 

孫稜翔 沈淑敏 臺灣海岸山脈東翼河階地形發育之研究 

洪政耀 林雪美 區域災害系統評估不同空間尺度之災害風 

凃函君 蘇淑娟 臺灣丘陵區檳榔業的尺度政治與論述─以嘉義縣四鄉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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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歷屆畢業生研究論文 

Ⅱ.碩士論文               2011.8 版 

畢業級別 姓    名 指導教授 論    文    題    目 

61 

（第 1 屆） 

薑善鑫 劉衍淮 臺北、臺中、臺南、恆春、澎湖五地降水量統計分析與溫度調和分析研究 

李美枝 
周昌蕓 

石再添 

臺灣西南部典型惡地的地形學研究─以左鎮以上的菜寮溪與崇德以上的二

仁溪兩流域為例 

62 

（第 2 屆） 

張瑞津 石再添 臺灣山地區與丘陵區河谷等級之計畫研究 

吳信政 劉鴻喜 花蓮溪河谷平原的灌溉地理 

黃順義 劉衍淮 嘉南平原氣候之研究 

零修炎 劉鴻喜 臺北盆地地盤沉陷與地下水間關係之研究 

賴金文 劉衍淮 基隆市氣候之研究 

吳益欽 沙學浚 三峽鎮區域地理之研究  

林素琴 沙學浚 綠島蘭嶼地理景觀之綜合比較 

陳震東 郭蔚楓 臺灣人口移動之研究 

陳英男 郭蔚楓 臺北市內湖區區域地理之研究 

陳憲明 沙學浚 臺北市近郊蘆洲鄉之土地利用 

63 

（第 3 屆） 

  

翁國盈 劉衍淮 臺灣東部氣候之研究 

袁志仕 陳國章 交通地理之研究─以雲嘉南地區公路交通為例 

張秋寶 沙學浚 蘭陽平原之開發過程與中地關係 

黃朝恩 石再添 埔裏盆地西北部大坪頂地區坡面的地形學研究 

洪桂枝 劉鴻喜 近年恆春地區經濟活動及人口變遷的分析研究 

64 

（第 4 屆） 

  

楊貴三 劉衍淮 桃園地區氣候之研究及與臺北新竹二地氣候之比較 

羅啟宏 劉鴻喜 臺中區域都市體系一都市影響圈與其中地之研究 

劉發泉 劉衍淮 臺北市士林區與北投區聚落地理之比較研究 

65 

（第 5 屆） 

郭國祥 劉鴻喜 臺南水庫群觀光地理之研究 

曾文德 林鈞祥 臺北市學齡人口與學校分佈之空間結構 

劉澂 劉鴻喜 北迴鐵路的地理基礎與經濟價值 

何舜彥 劉衍淮 澎湖群島氣候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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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第 6 屆） 

劉安台 林鈞祥 臺北市醫療服務空間結構的探討 

李福生 劉衍淮 臺灣離島氣候之研究 

王柏山 陳國章 雲林縣沿海虱目魚養殖業之地理研究 

任茹 劉鴻喜 臺北市公車交通之地理研究 

梁國常 劉鴻喜 臺灣北區製造業空間結構之研究 

67 

（第 7 屆） 

徐潔 劉衍淮 臺灣中部山地氣候之研究 

許民陽 石再添 蘇花海岸南澳、和平、立霧三溪沖積扇三角洲之比較研究 

郭金水 劉鴻喜 高雄縣鳳梨栽培業之地理研究 

段達成 劉鴻喜 南投縣茶葉之地理研究 

張秋玉 陳國章 彰雲嘉三縣沿海牡礪養殖業之地理研究 

曹治中 劉鴻喜 臺中地區都市核心土地利用之地理研究 

郭妙瑛 蔡文彩 永和中和地區都市化現象之研究  

68 

（第 8 屆） 

孟靜 陳國章 臺北市區住宅利用的空間分佈及其變遷之研究 

林文傑 劉鴻喜 新竹市人口之地理研究 

周國屏 陳國章 景美新店地區土地利用之研究 

胡金印 陳憲明 中和永和地區商業之空間結構 

鍾志章 劉鴻喜 桃園臺地都市體系之研究 

邵鐵軍 蔡文彩 板橋地區土地利用之研究 

69 

（第 9 屆） 

周詠真 陳國章 嘉義市區的土地利用及其空間結構 

鄭勝華 陳國章 臺灣養蜂業的空間活動 

潘朝陽 陳芳惠 後龍溪谷地村落民房的型態 

譚柏雄 蔡文彩 臺灣西部中型都市中心商業區內部結構之比較研究 

徐昌春 蔡文彩 新竹市商業之空間結構 

鍾永村 賀忠儒 小縮尺地圖中國文字之設計及應用  

70 

（第 10 屆） 

管志明 蔡文彩 臺北市幼教活動的空間組織 

王文良 陳憲明 宜蘭市移入人口之空間決策行為 

杜智弘 陳國彥 臺灣地區死亡人口之季節性及區域性研究 

陳國川 陳國章 農村工業區的設置對鄰近地區就業兼業與人口移動之影響 

71 

（第 11 屆） 

陳鸞鳳 陳憲明 屏東縣沿海草蝦養殖業之地理研究 

孫林耀明 石再添 桃園臺地群活斷層的地形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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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連賞 嚴勝雄 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工業發展及其就業結構 

徐達蓉 楊萬全 臺中港特定區的水資源問題 

張萬鈞 劉鴻喜 臺中市人口分佈及其變遷之研究 

歐陽鍾玲 陳國彥 學童空間概念的發展 

黃世祝 蔡文彩 臺南市蔬菜集散的空間結構 

72 

（第 12 屆） 

吳家彧 蔡文彩 臺北都會區外圍市鎮的發展──樹林鎮的研究 

江雅美 劉鴻喜 三重市人口遷移及其決策行為 

73 

（第 13 屆） 

吳進喜 陳國章 現行國中地理教學評量之研究 

李敏慧 劉鴻喜 臺灣北區電子工業之空間分佈及其區位因素之探討 

李明燕 陳憲明 臺灣北端漁港及漁業活動的發展 

74 

（第 14 屆） 

周偉民 蔡文彩 臺北市房價的空間結構 

林榮重 蔡文彩 臺北松山地區都市化之研究 

連明琴 楊萬全 臺北盆地之洪患 

夏黎明 
陳國章 

施添福 
大城鄉四股與尤厝的生活方式─位置與地點的解釋 

張智欽 楊萬全 屏東縣佳冬枋寮地區地層下陷之研究─力力溪沖積扇的水平衡探討 

許心寶 
陳國彥 

張瑞津 
濁水溪下游南岸農民對風災的識覺與調適的空間差異 

隋麗雲 陳憲明 彰化市區的發展過程與建築式樣的分佈類型 

陳獻志 劉鴻喜 臺灣中北部觀光草莓園經營型態之區域研究 

陳秀芬 劉鴻喜 彰化平原鮮食葡萄栽培的擴散  

林誠偉 劉鴻喜 臺北地區印刷業的區位與聯鎖 

75 

（第 15 屆） 

李宛峰 
陳國彥 

施添福 

國中地理科作業之探討  

  

蔡主恩 蔡文彩 臺灣基督長老救會的擴展研究 

羅美娥 施添福 地理科整合教學模式的應用與評估 

王文隆 劉鴻喜 新莊市居民通勤活動的時空分佈及其調適行為 

姚翰玲 施添福 河川地利用和法令制度─以新店溪和大漢溪下游河岸為例  

黃阿有 石再添 臺北市河水和空氣的污染及其變遷 

吳劍蘭 陳憲明 居民對環境污染的識覺與調適──臺北市南港內湖地區的研究 

劉乃綺 楊萬全 北港地區地下水質變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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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第 16 屆） 

林雪美 
石再添 

張瑞津 
淡水河流域特徵與河川理論水力蘊藏量的相關研究 

陳美鈴 
石再添 

鄧國雄 
臺北市的建地擴展、建屋型態與地形 

林真妙 施添福 高雄市市街的發展與中心商業區的變遷 

蔡漢生 
蔡文彩 

嚴勝雄 
從臺北市民之識覺與行為論高架道路對都市空間的衝擊 

戴彩霞 劉鴻喜 烏來地區觀光遊憩地理研究 

朱淑芳 
陳國章 

曾國雄 
關子嶺聚落的形成與發展─以嶺上林業聚落與嶺下溫泉聚落為例 

張峻嘉 陳憲明 山村生計活動之變遷─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個案研究 

曾正雄 
石再添 

石慶得 
動態環境地圖的設計研究─以臺北市為例 

77 

（第 17 屆） 

吳豪哲 陳憲明 
阿美族山胞城鄉遷移與生活調適之研究─以原住地東部富田地區及移住地

臺北近郊山光社區為例 

沈曼華 
石再添 

石慶得 
臺北盆地西周緣的坡面特徵與土地利用 

胡淑雲 陳國彥 臺北市居民利用公園的行為地理研究  

陳源在 劉鴻喜 新莊市人口遷移及其決策與適應 

張倩瑛 施添福 外埠生的遷移與調適：以臺北市立高中生為例 

吳育臻 施添福 新竹縣大隘三鄉聚落與生活方式的變遷 

沈淑敏 
石再添 

鄧國雄 
臺灣北部地區主要瀑布群的地形學研究 

高麗珍 陳國章 臺灣民俗宗教之空間活動─以玄天上帝祭祀活動為例                        

林素心 陳國章 臺北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圈空間分析 

王志明 蔡文彩 頭份─竹南商業活動的比較研究 

78 

（第 18 屆） 

王永賢 
陳國彥 

王  鑫 
雪山─大霸尖山地區旅遊地理 

江碧貞 
陳國彥 

李進寶 
國中地理科電腦輔助教學研究 

楊秉煌 
鄭勝華 

陳文尚 
大溪地區傳統建築的地理研究 

洪華君 楊萬全 雲林地區水文地質之研究 

林清泉 
石再添 

石慶得 
臺北盆地周緣坡地的特徵與土地利用的相關研究 

廖振順 陳國彥 桃園縣龍潭鄉埤塘之初步研究 

李玉芬 施添福 臺灣北部山區的煤礦聚落及其居民的生活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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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秋娥 施添福 觀音鄉閩客村落的宗族組織與生活方式 

79 

（第 19 屆） 

汪明輝 陳憲明 阿里山鄒族傳統社會的空間組織 

阮斯堅 楊萬全 陽明山南北磺溪源流區坡地水文之研究 

梁翠容 
石再添 

鄧國雄 
臺灣東北角濱臺地形之研究 

張佩玉 施添福 CAI 在國中地理科補救教學上的應用 

陳運興 
蔡文彩 

嚴勝雄 
龜山鄉工業化之研究 

楊淑君 
石再添 

黃朝恩 
臺灣水庫集水域型態與營歷特徵的相關研究 

連玉龍 陳憲明 阿美族漁村人口遷移及其影響─以臺東縣成功鎮芝田和基隆市八尺門為例 

邱雯玲 鄭勝華 湖濱觀光遊憩地理研究─以日月潭為例 

蕭蓉蓉 楊萬全 北投貴子坑露天礦區對溪流電解質與懸浮質之影響 

陳自勉 陳憲明 鶯歌、苗栗陶瓷業之空間結構           

韋煙灶 楊萬全 陽明山南、北磺溪源流區坡地水土流失特性之探討 

張文傑 陳憲明 排彎族與雅美族的農耕及生計適應─以士文村及朗島村為例 

趙汝雄 陳國彥 豐原山坡地土地利用的變遷 

楊慧鉑 楊萬全 臺北縣金山地區水資源概況及供需型態之研究 

高鵬飛 
石再添 

張瑞津 
臺灣海岸山脈東坡南北段河階地形之比較研究─以馬武窟溪和豐濱溪為例 

黃雯娟 施添福 清代蘭陽平原的水利開發與聚落發展 

80 

（第 20 屆） 

李明賢 施添福 鹹菜甕：一個沿山鄉街的空間演變 

張燦穩 陳憲明 蘭嶼椰油村雅美族人漁場利用型態 

張玓 
陳國章 

陳憲明 
泰雅族北勢群山胞的生活空間─以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為例 

薛雅惠 陳憲明 高雄縣茄萣鄉漁民生活世界的探究 

張秀蜜 蔡文彩 台中潭子加工區女作業員生活律動之研究 

謝熾昌 楊萬全 彰化縣和美地區地下水資源之研究 

黃素敏 蔡文彩 桃園與中壢間之聚落發展─中路和內壢地區 

許淑娟 施添福 蘭陽平原祭祀圈的空間組織 

李正萍 施添福 從竹塹到新竹：一個行政、軍事、商業中心的空間發展 

江麗英 陳憲明 彰化縣沿海地區養殖漁業的發展過程 

81 連偵欽 石再添 臺灣北部海岸福隆和富貴角地區沙丘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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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屆） 張瑞津 

張政亮 
石再添 

張瑞津 
蘭陽平原海岸沙丘之地形學研究 

莊秀娟 蔡文彩 陽明山區山仔後坪頂居民活動空間之研究 

鍾寶珍 陳憲明 惡地上的人與地─田寮鄉民生活方式的形成與內涵 

林秀英 蔡文彩 雲林縣莿桐鄉民的生活及其調適 

方淑美 
陳國章 

陳憲明 
台南西港仔刈香的空間性 

顏秀玲 陳憲明 澎湖群島吉貝村和赤崁村漁撈活動的空間組織 

82 

（第 22 屆） 

黃一萍 楊萬全 臺北縣三峽地區的河川流出率與遊憩活動對水質的影響 

許明珠 
鄭勝華 

林建元 
基隆港的交通地理研究：一個節點機能的  演變 

林文惠 黃朝恩 地理科環境教育角色之研究 

賴美杏 蔡文彩 臺北地區花卉運銷之市場地理學研究 

鄭全玄 施添福 台東平原的移民拓墾與聚落 

吳素幸 鄭勝華 淡水鎮民日遊憩行為研究 

楊淑卿 楊宗惠 北港區域之形塑與演化 

陳哲銘 吳信政 專家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地下水出水量評估之研究 

高淑芳 鄭勝華 國中學生通論地理課程學習困難的研究 

王明志 
張瑞津 

石慶得 
臺北盆地的地形分類及其圖示研究 

蘇一志 
鄭勝華 

林益厚 
墾丁地區觀光遊憩地理研究  

孔慶麗 陳憲明 嘉南沿海養殖村落的生態變遷─虎尾寮與雙春之個例 

張家菁 施添福 花蓮市街的空間演變臺灣東部一個都市聚落的形成與發展 

83 

（第 23 屆） 

顧嘉琳 陳憲明 台中港進出口貨物前地與腹地的研究 

伍政祈 潘桂成 價值空間的透視─以東港迎神活動與五營景觀為例 

吳素蓮 楊萬全 大屯火山西南坡面地下水流動體系與水資源利用之研究 

黃玉容 鄭勝華 包籜箭竹筍野生採集與農業栽培活動的空間特性 

吳麗玲 陳憲明 南方澳漁業聚落的形成與社區整合 

楊淑玲 
陳國章 

陳憲明 
桃園臺地之水利社會空間組織的演化 

陳翰霖 石再添 臺灣北部海成壺穴之地形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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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鳳卿 黃朝恩 溪谷構景要素及景觀評估之研究─以新店溪碧潭至信賢段為例 

賴來甲 楊萬全 大安溪下游沖積扇地下水資源之研究 

蘇哲毅 潘桂成 桃園縣觀音鄉墓地的地理研究 

蔡麗玉 楊萬全 地盤下陷地區居民的環境識覺與調整─以口湖、東石為例 

張幼玫 黃朝恩 都市廢棄物集運之環境地理學研究─以臺北市文山區為例 

余寶婷 鄭勝華 臺灣茶園空間變遷之研究 

莫皓帆 李薰楓 新店市電子製造業連鎖的研究 

劉明錡 張瑞津 臺灣北部海岸岬角之地形學研究 

黃致誠 施添福 戰後高雄地區農業生產的區域特性 

鄭旭宏 潘桂成 屏東縣佳冬鄉閩客的文化互動 

張增盈 潘桂成 中樞區域的歷史地理研究─以鬥六門為例 

84 

（第 24 屆） 

杜德書 周學政 保全服務空間決策支援系統建立之研究 

林素娥 楊宗惠 新化鎮青果集散中心的形成及其空間結構 

陳維真 徐勝一 歷史時期華北氣候乾旱及相關災害之資料處理與分析 

鄭琇分 陳憲明 台南縣鹽分地帶農業經營的區域類型─以將軍溪至急水溪之間為例 

陳雪麗 徐勝一 臺灣近百年之降水週期分析 

黃文良 李薰楓 花蓮縣大理石工業地理研究 

張嘉慧 鄭勝華 臺灣甘藷食物供需特性研究 

林聖欽 施添福 花東縱穀中段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1800～1945） 

楊幸雪 施添福 漢人血緣聚落的分化與整合：以彰化縣溪湖鎮湖仔內地區為例 

蔡幸娟 鄭勝華 臺灣樟腦生產與天然樟樹林地空間消長的研究 

陳怡慈 蔡文彩 民雄地區商業空間之研究 

陳金寅 陳富美 廢棄物處理的時空特性：以龍井、大肚為例 

林慧娟 楊宗惠 大臺北地區人口老化及老年人口之研究 

邱國財 蔡文彩 桃園地區國中生生活方式之研究 

蔡玉琴 周學政 淡水河流域降雨時空分析及推估─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 

陳南君 陳憲明 臺灣酪農業的區域型態─以苗栗、彰化及柳營專業區為例 

鍾鬱芬 施添福 南澳山地之聚落發展─從清代至光復後 

郝欣榮 鄭勝華 臺灣野生鹿與養殖鹿的人文生物地理研究 

陳政典 石再添 雲嘉洲潟湖海岸之地形學研究 



 11

85 

（第 25 屆） 

陳淑娟 楊萬全 嘉義平原的農地利用 

羅曉萍 
陳國章 

陳憲明 
基隆港碼頭聚落的建構與形塑 

何玉雲 陳憲明 池上平原的土地利用與農業經營 

鄧淑珍 陳憲明 台灣養雞業之區位與經營型態─彰南和屏北產地的個例─ 

池永歆 潘朝陽 
嘉義沿山聚落的「存在空間」：以內埔仔「十三莊頭、十四緣」區域構成為

例 

周業登 
陳國章 

夏黎明 
台東泰源盆地的區域變遷~族群空間關係與生計型態的解釋~ 

沈豔嬋 鄭勝華 台灣養蜂業的地理研究 

夏忠平 潘桂成 地圖的文化歷史地理學觀點─詮釋台灣地圖史地圖的文化意函─ 

江淑芬 李薰楓 中壢工業區製造業結構之研究 

徐榮崇 
黃朝恩 

鄧天德 
國小戶外鄉土地理教學之設計與分析研究 

黃瓊慧 施添福 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 

86 

（第 26 屆） 

吳來錦 鄭勝華 台灣役牛的地理研究─以雲嘉南為例 

許智富 楊宗惠 宜蘭地區選舉地理之研究 

張淑惠 周學政 國小學區之地理研究─以臺北縣為例 

李俊宏 楊萬全 東港溪流域水文特性之研究 

翁薰君 楊萬全 台南地區農業用水型態之研究 

江美瑤 施添福 日治時代以來台灣東部移民與族群關係─以關山、鹿野地區為例 

黃月秋 楊宗惠 區域發展下邊陲地區之人口變遷─以桃園縣大園鄉為例 

張怡玲 陳憲明 基隆批發機能魚市場的形成及空間結構 

翁淑芬 楊宗惠 東港街市的形成與發展 

陳秀娟 陳憲明 澎湖望安島與將軍澳嶼維生方式的變遷 

李敏慧 施添福 日治時期台灣山地部落的集團移住與社會重建—以卑南溪流域布農族為例 

陳秀汾 周學政 學生判釋遙測影像之研究 

盧超英 周學政 臺北市連鎖超級市場區位研究 

吳政融 楊萬全 大高雄地區飲用水問題之研究 

範佐東 陳國彥 桃園臺地埤塘型態分佈與運作機制之研究 

李聲富 陳富美 三義木雕產業結構的時空研究 

李錫祥 陳憲明 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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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真 潘朝陽 沿山鄉街的「存在空間—以林屺埔街為例」 

87 

（第 27 屆） 

陳惠滿 楊宗惠 北投聚落發展景觀變遷的研究—人文生態觀點之探討 

趙永富 潘朝陽 大肚地方性的構成－文化歷史地理的詮釋 

李嘉雯 陳憲明 台灣養豬業經營型態之區域結構比較－以屏東桃園為例 

吳秋瑾 陳憲明 嘉義丘陵及山地農業經營的區域類型－以竹崎鄉為例 

楊俊秀 鄭勝華 野柳岬植物多樣性與景觀資源研究 

陳淑萍 陳憲明 南賽夏族的領域歸屬意識 

曾琇吟 鄭勝華 玉井鄉芒果產業之地理研究－專業生產區的形成與運作機制 

鄭雅清 潘朝陽 新埤莊的空間性－以宗教景觀和祭祀活動為例的詮釋 

陳文姿 
黃朝恩 

丘逸民 
新竹市海岸地區環境資源管理之研究 

朱毓慧 潘朝陽 公館平原祠廟之空間配置及景觀內涵 

蔡學民 潘桂成 山海經的歷史地理區域重塑 

黎勉旻 潘桂成 漫畫消費空間初探─以臺北市為例 

林思佳 施添福 台灣糖業發展和地方特性之形塑—以高雄縣橋頭鄉為例 

洪淑君 徐勝一 火山活動與台灣氣候變遷 

張素瑤 陳國川 新竹縣湖口鄉的聚落型態 

郭莉芳 陳國川 竹北和竹東地域發展的比較研究 

鍾瑾霖 施添福 林邊溪中游的拓墾與聚落發展 

古月婷 周學政 新竹地區家電產品的市場地理研究 

蔡清寬 鄭勝華 屏東隘寮地區原住民保留地土芒果專業區之形成機制與族群經營特性 

盧聖真 潘朝陽 泰雅族宗教變遷的地理意涵—以桃園復興鄉三光村為個案研究 

88 

（第 28 屆） 

吳幸玲 潘朝陽 一個現代都會中的老舊社區—艋舺舊市街景觀的詮釋 

張珍悅 黃朝恩 臺北市士林地區居民對環境品質之評價 

王怡方 陳國川 日治時代虎尾市街的出現與成長 

陳肅容 陳憲明 七股潟湖區漁業生態研究 

吳玟儒 林雪美 屏東地區封閉型河口水文之短期變化特性 

宋和禧 張瑞津 和社溪流域山崩地之分佈及變遷之研究 

林立屏 鄭勝華 花蓮市街商業地理之研究 

吳秀美 徐勝一 二十四節氣在台灣--「大暑」及「大寒」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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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元 潘桂成 新港人文景觀之歷史地理研究 

王宜珍 周學政 應用網路資源於國中地理科教學之研究 

陳貞樺 周學政 臺北市百貨公司經營型態與空間區為之研究 

賴芳玫 周學政 地圖中呈現時間方式之探討 

89 

（第 29 屆） 

王瓊足 楊宗惠 中小企業產業再結構對地方之衝擊─以和美地區紡織業為例 

張佩瑜 楊宗惠 傳統婦女之生命週期與生活空間建構─以澎湖地區為例 

杜雅鈴 楊宗惠 從拾荒到環保：資源回收體系的空間結構─以台南市為例 

蕭昭娟 楊宗惠 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例 

陳淑秋 鄭勝華 鹿港大街綠地空間類型與景觀特性研究 

尹詩惠 陳國川 艋舺、大稻埕，城內機能的轉換 

蕭莉婷 陳國川 雲林地區中地市場區域的結構 

孫  細 陳國川 從區域特色重構台南白河地區未來的生活藍圖 

楊湛萍 潘朝陽 從景觀分析與社會結構變遷探討板橋的空間性轉變 

林志秋 陳憲明 佛祖、太祖與耶穌：羅漢內門宗教信仰之地域性 

鄭玉惠 徐進鈺 集體行動與地域性的再建構─以美濃反水庫運動為例 

劉寶齡 徐進鈺 欲走還留─社頭織襪工業生產體系與空間結構之轉化 

90 

（第 30 屆） 

楊宗穆 施添福 卓蘭地方的拓墾與聚落發展（1790-1945） 

楊艷屏 徐勝一 氣候因數和空氣污染物對急性氣喘病發之關係研究 

蘇菀瑄 周學政 港灣水岸地區的再造──以哈瑪星為個案研究 

張瓊文 潘朝陽 土地、社會與國家：新店地區的空間性轉化 

尤文良 潘朝陽 鹿港街、莊廟的神聖空間及其內涵 

廖依俐 潘朝陽 透過景觀的詮釋論桃園都市空間的多元性 

鄭秀蘭 鄭勝華 都市周邊山林綠地資源的永續發展──以臺北四獸山市民森林為例 

林福瑩 鄭勝華 臺灣蓮業生產空間與經營特性變遷研究─延續水田生態永續經營之途徑 

張玲瑛 楊宗惠 新竹科學園區菲律賓勞工遷移決策行為與其影響 

趙珮儀 陳國川 八卦地區的土地利用變遷 

黃瓊慧 陳國川 屏東平原農業土地利用的轉變──以蓮霧、檳榔為例 

葉宛錡 陳國川 阿蓮地區社會空間結構的變遷 

陳柳均 徐進鈺 高科技的想像：新竹科學園區與地方發展 

袁榮茂 徐進鈺 經濟再結構與地方能動性的實踐：以大鵬灣觀光開發計畫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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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傳 徐進鈺 社會網路與地方產業文化發展──白河蓮花節與官田菱角節之比較研究 

蔡文芳 徐進鈺 跨國娛樂資本的空間生產─以臺北星巴克（Starbucks）為例 

劉盈劭 張瑞津 陳有蘭溪北段小支流地形敏感性的比較研究 

張喬盛 林雪美 花東海岸河口沙洲形態短期變動之研究 

91 

（第 31 屆） 

洪醒漢 潘朝陽 軍事重「地」左營地區政治軍事空間的形塑及詮釋 

林素鈴 潘朝陽 基督教衛理公會在台灣的擴展及其空間性之詮釋 

郭家伶 潘朝陽 空間的阻隔、溝通、流動與停頓-臺北市林蔭大道仁愛路 

滕肇芸 張瑞津 立霧溪中游峽谷段河道形態與影響因數之探討 

陳庭芸 楊宗惠 澎湖地區國際婚姻調適之探究：以印尼與越南新娘為例之比較 

徐瑞萍 吳信政 二十世紀台灣中比例尺地形圖套疊之研究 

林芳穗 周學政 台灣地區 7-Eleven 的電子商務空間研究 

蕭郁慧 周學政 田中鎮雜貨店之變遷 

鍾敏慈 周學政 鄉鎮地區超級市場之研究-以西螺鎮為個案 

陳岫傑 吳進喜 台南縣倒風內海人境化之研究（1624-1911） 

陳怡碩 吳進喜 日治時代玉井盆地的農林土地開發 

李綺文 陳憲明 從宗教信仰與地方產業看麻豆鎮的社區發展 

吳孟蓉 歐陽鍾玲 台灣地區國小肥胖學童區域差異之探討 

李鳳華 陳國川 由祭祀圈看區域的整合與發展─以松山十三街莊為例 

林佳慧 陳國川 台南縣南化鄉菜寮溪流域人文生態系統的變遷 

張瑋蓁 陳國川 東山鄉吉貝耍聚落居民的生活方式 

莊惠如 陳國川 台南東山和雲林崙背洋香瓜產銷活動的研究 

92 

（第 32 屆） 

彭佳偉 林雪美 中港溪河口地形不同時距的變動特性 

董秀婷 譚鴻仁 流動與鑲嵌─台灣資訊軟體產業的空間聚集 

顏碧吟 陳憲明 由農產資材行的運作看栽培技術的發展與擴散-以屏東平原蓮霧產業為例 

朴惠京 陳憲明 中國棲霞蘋果栽培發展與產業化的發展 

李佳樺 潘朝陽 當代台灣都會區誠品書店之人群與空間性詮釋 

黃麗津 
張國楨 

徐勝一 

應用地理資訊系統與數值地形模型於坡地敏感區的劃設之研究－以花蓮

南清水溪流域為例 

莊富凱 林雪美 淡水河下游河海工程對河口段地形形態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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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瑾 潘朝陽 中港溪流域民間宗教之空間特性 

王晴薇 鄭勝華 非法定保育地之永續性研究-以桃園沿海鳥類棲地區為例 

曾國明 
翁國盈 

吳進喜 
日治時代楠梓仙溪中游地區的土地開發與區域特色之型塑 

陳詩慧 徐進鈺 新竹玻璃工業空間組織之轉化 

93 

（第 33 屆） 

林政民 陳憲明 和平溪口地區聚落與土地利用的變遷 

陳佳筠 周學政 XML 在地理資料共用與交換之應用─以人口資料為例 

吳美枝 譚鴻仁 
非都會區、勞工階級女同志的社群集結與差異認同─以宜蘭一個女同志社

群為例 

黃教維 鄭勝華 冬山河流域觀光遊憩資源地形構及其利用之時空特性 

簡佩韻 楊宗惠 韓華與永和韓國街：一個經濟面向的國際遷移調適研究 

傅湘承 歐陽鍾玲 外籍勞工消費行為及其消費空間型態-以桃園縣工業區外勞為例 

鄭佳真 潘朝陽 淡水線捷運的空間性詮釋 

賴玉芳 廖學誠 溪流保育的在地發展-以南投縣五城村為例 

葉惠凱 潘朝陽 一個客家文化景觀—新屋鄉大溪漘地區的公廳、祖塔 

黃俊彰 林雪美 雙溪河口沙洲地形變動力之成因探討 

葉爾建 陳國川 日治時代頭前溪上游地區的環境變遷 

邱慧娟 陳國川 清末橫山地區的地緣社會 

陳宜楓 周學政 
現代居家用品店的市場地理研究-以特力屋(B&Q)、生活工場(Working 

House)、宜家(IKEA)為例 

洪肇呈 黃朝恩 高中學生對「限用塑膠袋政策」的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之研究 

94 

（第 34 屆） 

藍松地 陳哲銘 自導式野外實察教學模組之設計 

鐘龍治 廖學誠 羅東林區民眾參與社區林業之研究 

葉韻翠 陳國川 臺中市的都市發表 

陳淑娟 陳哲銘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應用於高中地理教學之研究 

林姵伶 張國楨 應用高解析影像對產生 DTM 之精度分析 

周孟宏 張國楨 動態性避難道路路線規劃 

陳可欣 周學政 重慶南路書店街之變遷研究 

湯凱齡 林雪美 北海岸海灘遊憩空間之安全性評估 

李秀美 潘朝陽 《寒夜三部曲》之地方性詮釋 

洪佩鈺 沈淑敏 大比例尺地圖濱線的擷取－以台東海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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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靜如 陳國川 台南縣龍崎鄉居民的經濟活動與生活週期的變遷 

王景平 廖學誠 公視「我們的島」環境議題的時空特性與媒體環境觀 

陳怡如 周學政 量販店之市場研究－以台北都會區為例 

陳建彣 譚鴻仁 五股工業區物流倉儲業與消費市場的關係 

王凱弘 汪明輝 Tumpa Daingaz:一個台灣原住民族布農族的抵抗空間 

楊雅心 陳國川 馬祖地區地名的意涵：一個關於環境識覺的研究 

95 

（第 35 屆） 

周稟珊 沈淑敏 從歷年航空照片判釋林口臺地的崩壞特色 

劉明怡 陳國川 
全球化過程中城鄉關係的轉變與鄉村的回應－臺北市和中港溪中上游地

區的個案研究 

張聖翎 陳國川 新社河階群的聚落發展與社會空間的塑造 

白美女 譚鴻仁 古坑咖啡傳奇－地方品牌化之分析 

董毓雯 吳進喜 戰地政務解除前後金門中地系統的變遷 

陳杏姿 潘朝陽 文化的抗爭、地方的形塑－以臺灣師大樂智大樓興建案為例 

陳曉玲 陳國川 太魯閣族生活方式之變遷－花蓮縣秀林鄉水源村之個案研究 

葉昕祐 韋煙灶 雲林縣口湖地區土壤鹽化現象之研究 

程詩瑋 徐勝一 桃園地區臭氧污染與氣象條件相關性之探討 

彭義軒 沈淑敏 埋積河段的分佈、轉變特性－陳有蘭溪北段支流流域的個案研究 

李欣憶 陳哲銘 問題導向學習應用於高中地理海岸環境議題教學之研究 

葉懿嫺 沈淑敏 花蓮溪縱谷段土石流扇判釋和流域特徵分析 

葉春國 
廖學誠 

詹進發 
水裏溪上游集水區地景型態與溪流水質關係之研究 

黃俊堯 陳國川 新竹南寮地區莊頭意識的發展 

陳弘岦 吳鄭重 活現的廚房－現代廚房空間實踐與社會意涵的詮釋 

余欣芳 譚鴻仁 龍潭地區茶產業的行動者網路分析 

96 

（第 36 屆） 

林詩瑜 潘朝陽 都市郊山空間的轉變與意涵-以台北市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為例 

黃琡勻 韋煙灶 頭前溪流域水資源評估分析 

林佩瑩 廖學誠 高雄愛河綠廊功能之探討 

張淑媚 林聖欽 彰化地區有機蔬菜產業之產銷結構研究 

鍾彥貞 陳哲銘 應用鷹架理論輔助地理科網路合作學習-以地理實察為例 

簡汝育 譚鴻仁 行動者網絡理論與地方發展：魚池紅茶之再生 

蘇惠貞 沈淑敏 急水溪中上游的構造地形：以地形面與地形指標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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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貴三 

郭子民 陳哲銘 高中地理科批判思考教學之研究 

郭功臣 潘朝陽 新竹內山地區民間信仰的空間差異 

郭芳婷 譚鴻仁 台灣門禁社區現象之初探 

陳青華 陳國川 桃園印刷電路板(PCB)產業群聚研究 

蔡雨汝 陳國川 從產銷關係探討宜蘭地區金棗產業的經營變遷 

陳奕先 陳國川 嘉義縣新港鄉洋桔梗與高雄縣大社、燕巢鄉印度棗的產銷特色 

陳慶諺 周學政 后里地區與功學社的薩克斯風產業發展 

胡竣詠 吳進喜 林口特定區地方發展因素探究 

利天龍 吳進喜 屏東縣前堆地域的社會空間結構與變遷 

蘇惠貞 
沈淑敏 

楊貴三 
急水溪中上游的構造地形：以地形面與地形指標探討 

郭芳婷 譚鴻仁 台灣門禁社區現象之初探 

97 

（第 37 屆） 

王伯仁 吳鄭重 現代臺灣奇蹟？：節慶、節慶化與節慶地景 

黃惠屏 王文誠 南庄新地景浮現：區域學習與知識黏貼 

羅盈伶 陳國川 臺中縣市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 

鄒雁慧 楊宗惠 馬來西亞華人新村文化景觀的變遷－增江新村之研究 

郭菱琬 徐勝一 氣候災變與太平天國興起之再討論 

沈怡螢 
汪明輝    

鄭勝華 
噶瑪蘭新部落生活空間資源之再利用、變遷與再發現 

林宏儒 潘朝陽 臺北都會空間文本的閱讀-一個新對照的詮釋 

李健次 潘朝陽 地方性在現代性衝擊之下的轉變-以蘆洲市信仰為例 

王柏媜 王文誠 鶯歌陶瓷產業的生產網絡：價值獲取、權力關係及鑲嵌 

陳映璇 沈淑敏 臺灣圖資影像在沙質濱線繪製的應用與限制－以白沙灣、八里海岸為例 

蕭承典 周學政 臺灣電信系統的空間演變 

鄒萍萍 譚鴻仁 社區營造與地方探討-以新竹市金山社區與內湖社區為例 

劉怡君 陳國川 新加坡義順地區土地利用的變遷 

黃瓊慧 張峻嘉 艋舺龍山寺空間的實踐與競逐 

98 

（第 38 屆） 

洪敬媛 林宗儀 臺南網子寮沙洲近期地形變動 

黃翊翔 林雪美 臺灣北部福隆海域海灘類型和裂流分布的時空間變動研究 

余昭青 韋煙灶 桃園地區水荒時期民眾生活用水替代水源水質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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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玉津 張峻嘉 埔里茭白筍產銷性別空間之研究 

莊雅涵 張峻嘉 霧峰洋菇到金針菇的地方調適 

洪立三 許嘉恩 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態度與公園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吳欽憲 潘桂成 騎樓的景觀與社會空間識覺－以台北市為例 

楊傑文 歐陽鍾玲 九五高中地理暫綱的課程決定與理念之研究 

洪政耀 林雪美 新竹縣五峰鄉、尖石鄉坡地災害特性與災害識覺關聯之研究 

胡可靜 林聖欽 從慣習理論檢視觀光農園的發展：以台北市木柵觀光茶園為例 

林其民 林聖欽 戰後三重市都市發展下的非正式部門 

莊景智 吳鄭重 體現賤斥：公廁情境與身心處境的主體過程 

李佳芠 王文誠 新莊模具產業生產網絡之轉型 

莊宗達 張國楨 衛星立體像對業生數值地形之適宜性分析 

郭忠昇 張峻嘉 墾丁地區消費空間之形塑過程與轉變 

張雅雯 蘇淑娟 鳳山市五甲地區的登革熱與地方的社會文化形塑 

林子又 陳哲銘 高中野外實察行動監控與評量系統設計 

高銘澤 陳國川 馬來西亞柔佛州西部海岸地區農業土地利用的變遷：以峇株巴轄縣居鑾河 

張伯鋒 陳國川 大甲鎮瀾宮新港繞境進香的路線變遷 

郭佳真 陳國川 新竹妆金山里之社區發展 

趙欣燕 楊宗惠 台灣蝴蝶蘭產業經營型態之研究-以台南地區為例 

99 

（第 39 屆） 

吳佳兒 王文誠 臺北縣烏來風景區觀光發展之時空動態研究 

廖彥婷 陳國川 邊區開發與環境衝擊：德基水庫集水區的環境變遷 

黃燕儀 翁叔平 臺灣地區日較差的長期變化與大氣－陸表水文過程的關係 

田應平 張國楨 山區森林影像之地形校正：MVECA 法的嘗試 

陳千凌 王文誠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以府城藝術轉角為例 

鄭涵娟 洪致文 日本時代臺灣城市規畫的氣候條件分析 

黃映慈 林雪美 海灘劣化之評估研究－以宜蘭蘇澳頂寮里海灘為例 

郭桂伶 張峻嘉 生活節奏與睡眠空間的生產－以臺灣師範大學學一舍為例 

翁毓穗 沈淑敏 從多期圖資探討 1904-2009 年間旗山溪氾濫原地形變遷 

陳瑩貞 蘇淑娟 婚友媒合活動的再現：新竹科學園區男性工程師之研究 

廖建森 周學政 中學地理科教科書地名資料庫與 Web Service 建立之研究 

羅引濂 周學政 捷運路線圖設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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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惠 周學政 台北都會區都市人口變遷之研究 

梁展毓 周學政 重劃住宅區之商業特性－以南港子重劃區為個案研究 

 

陳秋璉 陳哲銘 動態評量輔助高中地理實察行動學習之研究 

高淑郁 林聖欽 東石鄉牡蠣慘業的經營與性別化空間的形塑 

鄭宇芝 王文誠 中科效應?台中工業地域價值鏈動態分析 

100 

（第 40 屆） 

 

蘇怡如 吳進喜 飲料茶產業與名間鄉茶葉產銷體系的變遷 

羅煒婷 林雪美 宜蘭冬山河流域洪患特性變遷與居民洪患識覺之研究 

衡寶龍 吳進喜 澎湖縣西嶼鄉的漁撈活動與村落海域領域的變遷 

歐又華 林聖欽 金山區與萬里區地名演變與鄉村發展 

陳亞雲 張峻嘉 燕巢番石榴產業的地方形塑與發展 

賴鳳霙 譚鴻仁 農民市集的形塑與發展：以臺中合樸農學市集為例 

鍾沛鈞 張峻嘉 從政治生態學探討農業政策與峨眉鄉發展間的關係 

何美璇 王文誠 臺灣的民用航空運輸地理：路徑依賴的取徑 

李佳珣 歐陽鍾玲 高中地理科教材生活化實踐之研究 

柯佳伶 陳國川 雲林縣二崙鄉短期葉菜類蔬菜的產銷及其空間建構 

蘇意晴 郭乃文 地方依附與觀光發展認知之研究－以北投為例 

廖宏域 郭乃文 坪林金瓜寮溪生態旅遊環境識覺之研究 

白偉權 陳國川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 

許嘉麟 張峻嘉 布列塔尼可麗餅（la crêpe）的在地形塑與符號消費之研究 

101 

（第 41 屆） 

林雅雯 林聖欽 桃園縣八德市的都市發展特色－以城鄉邊緣區的角度探討 

陳書偉 譚鴻仁 離散與鑲嵌－中壢龍岡穆斯林文化地景的塑造與解讀 

連美綺 廖學誠 桃園海岸土地利用時空變遷 

李昀穎 張峻嘉 從農業作物變遷看三芝鄉村發展 

林玉梅 林聖欽 花蓮縣壽豐鄉豐田地區社會空間之建構與轉變 

張芷瑋 李素馨 
是我的襲產嗎？－剝皮寮歷史街區造訪者動機、地方意象與襲產認同之關

聯性研究 

張筱琪 李素馨 小麥的春天？－以行動者網絡探討地方造節活動 

廖又閮 王文誠 臺灣製傘地理的高山與幽谷 

蔡璿 蘇淑娟 溫哥華台灣移民青少年的自我身份認同與生活空間形塑研究 

陳韋宏 洪致文 臺北市之聯營公車客運版圖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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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琬茜 歐陽鍾玲 迪化街消費空間的建構與再現 

潘美慈 林聖欽 林邊溪沖積扇上糖業移民聚落的發展（1921-2011） 

洪偉豪 郭乃文 平溪地區的聚落發展與資源開發（1820-1969） 

廖珊慧 許嘉恩 宜蘭縣員山鄉農舍的分布與變遷 

張書維 譚鴻仁 稻作耕作區的變遷：以新竹芎林為例 

蘇怡禎 陳哲銘 應用行動擴增實境技術輔助溪釣選址－以新店溪為例 

林雅婷 韋煙灶 桃園閩客交界地帶的族群空間分布特色與族群互動關係 

102 

（第 42 屆） 

王怡又 李素馨 多元文化教育融入學校本位課程對族群文化認知學習之影響 

陳玟璇 張峻嘉 找尋地方‧逃避角落？—論溫師康個性咖啡館 

廖俊瑋 廖學誠 景美溪集水區流量及雨量頻率分析 

張哲綸 王文誠 尺度政治下的都市治理─以 2012 南韓麗水世博會為例 

吳潔冰 林聖欽 澳門緬甸華僑文化地景的形成與轉變 

李其鴻 陳國川 都市聚落鄰里意識建構之研究─以臺北市中山區成功里為例 

郭楚淋 陳國川 資源重置下的地景變遷─以新社地區為案例研究 

毛嬿媖 吳進喜 彰化平原農業土地利用變遷與地區差異 

邱琮淨 郭乃文 小農，農產品品牌建構之研究─以柳營鮮乳為例 

郭景珣 郭乃文 
不同販售點消費者對食物里程認知及購買生鮮蔬果選擇因素之研究─以臺

北市北投區為例 

黃郁斯 郭乃文 生態工作假期參與者環境識覺之研究─以荒野自然谷為例 

戴佳容 張峻嘉 宜蘭大宅院友善市集時空節奏之研究 

林傳傑 張國楨 空間資訊線上運算分析的可行性研究 

許庭毓 沈淑敏 1904-2010 烏溪主流河道地形變遷與人為活動之影響 

張文菘 張國楨 桃園地區土地利用變遷與影響因素之空間分析 

曾露儀 張國楨 臺北盆地淡水河右岸土地使用強度建構之研究 

何智堯 譚鴻仁 無名商品轉變為文創商品之歷程─以苑裡磚瓦及藺草帽蓆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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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歷屆畢業生研究論文 

Ⅲ.教學碩士論文              2011.08 版 

畢業級別 姓    名 指導教授 論    文    題    目 

91 

（第 1 屆） 

陳美雲 丘逸民 臺北市大稻埕地區都市景觀自明性之研究 

鄭吉成 周學政 台中市百貨公司時空發展歷程之研究 

盧秀美 陳國川 國中地理教學情意目標成就及相關變項之分析－一個個案之研究 

甘玲如 潘朝陽 新竹市傳統零售市場之空間與行為－以西市仔為例 

徐翠華 徐勝一 台灣地區太陽輻射及太陽能發電潛力之研究 

李美穎 周學政 黃昏市場之空間活動-以大裏市為例 

陳成鐘 鄭勝華 台中縣大裏溪鳥類景觀資源研究-以大衛橋至中投公路大橋河段為例 

張芳梅 潘朝陽 台東高中職生對地方特產之認知-一個台東鄉土的研究 

王燕妮 
陳國川 

翁國盈 
高中多元入學方式與地理科學習成就之關係－一個個案之研究 

白玉如 張國楨 台中市人口老化變遷都市化發展之研究 

江今華 周學政 臺北市五分埔成衣市場之研究 

92 

（第 2 屆） 

王怡人 鄭勝華 中學生國際觀光活動與地理學習知能之相關研究-以臺北市中學生為例 

李意文 
陳國川 

翁國盈 
臺北市中山區國民中學學區劃分之研究 

蘇芳如 周學政 
國中地理科電化教學資源的設計與應用-以透明投影片(T.P)及簡報式軟體

(Microsoft Powerpoint )之設計與教學為例 

蔡文娟 周學政 臺北市公立高中學區與升學的探討 

姜瑞玉 鄭勝華 朴樹林聚落區永續發展之地理研究-以新豐鄉鳳坑村樹林子聚落為例 

王淑芬 黃朝恩 國民中學戶外鄉土地理教學模式及其評量之行動研究 

陳建宏 黃朝恩 水資源環境教育的行動研究─以陽明山龍鳳谷地區為例 

申士芳 鄭勝華 
桃園縣虎頭山地區高中地理實察課程教學資源的分析與應用-以一年及通

論地理課程為例 

陳瑋鈴 鄭勝華 臺北市新北投溫泉休閒產業發展的時空特性 

林顯榕 陳憲明 
臺北縣立高級中學學生入學來源之地理研究-以永平、三民、海山和三重中

學四校為例 

周賢榕 潘朝陽 臺北市地下街的空間區位及營運管理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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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枝 鄭勝華 
郊區新社區的形成與居民生活滿意度分析-以臺北都會區的新店安坑地區

為例 

93 

（第 3 屆） 

林韋秀 廖學誠 汐止地區店家的洪患災害識覺 

施崇武 陳國川 桃園縣觀音與新屋地區的農業經濟特色 

陳敏雀 鄭勝華 淡蘭古道文山東線的開發、沒落與文化 

黃雅萍 黃朝恩 國民中學永續發展教育與多元智慧理論結合之行動研究 

林秀治 鄭勝華 新竹市民週休遊憩活動的時空特性與影響因素分析 

94 

（第 4 屆） 

黃靜宜 丘逸民 新竹地區居民體感溫度的識覺與衣著調適行為之行為研究 

唐菁萍 陳國川 桃園市與中壢市都市發展及機能的比較 

劉湘櫻 陳國川 落地生拓-桃園龍潭鍾家的定根與生拓 

周玫誼 潘朝陽 臺灣傳統戲曲學校地理課程的實施－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的個案研究 

陳貞如 周學政 高中生應用地圖能力在氣候區學習之研究 

江權貴 潘朝陽 苗栗市民間信仰之空間性 

林敬妤 廖學誠 民眾參與永續經營溪流生態保育之研究－以宜蘭河為例 

楊素珠 鄭勝華 台北陽明山國家公園耕牛寄養牧場轉型景觀牧場的演化歷程性 

甘慧茹 陳憲明 台灣海水池釣場經營型態與釣客特性之研究 

范守筠 鄭勝華 台北縣雙溪地區基隆山藥產銷的時空特性 

李宜萍 吳進喜 屏東縣移民聚落的發展-鹽埔鄉、大山寮與三十座的個案研究 

張雅祝 汪明輝 東南亞女性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生活空間研究 

許鐘云 吳進喜 台中港特定區的發展 

李惠文 鄭勝華 新店安坑二叭子地區景觀與遊憩資源利用之研究 

廖財固 陳國川 高中地理實察教學的行動研究 

黃克萍 蔡文彩 深坑鄉聚落發展之研究 

陳琦君 鄭勝華 台北市北投區休閒農園的發展與經營模式研究 

王玉玲 吳信政 高中地理科影片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的關係 

吳正宇 陳哲銘 國中地理線上多媒體試題發展之研究 

95 

（第 5 屆） 

許先媜 陳國川 關山鎮地方發展的特色 

白中發 蔡文彩 平溪鄉遊憩產業的發展 

蔡依倩 潘朝陽 桃園地區有機蔬菜農場之經營型態 

葉曉雨 鄭勝華 花蓮都市綠地發展脈絡與利用的時空特性及永續性 

林美慧 廖學誠 景美溪河川環境保育歷程及其永續發展策略規劃 

余燕慧 丘逸民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飛機起降噪音污染對附近居民的衝擊與調適 

王燕只 陳國川 戰後荊桐地區農業土地利用的變遷 

詹家佳 陳國川 淡海新市鎮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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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女豪 陳國川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聚落的社會經濟變遷 

施玫芳 陳國川 戰後埔鹽鄉農業土地經營方式的變遷 

黃淑潔 吳進喜 戰後大園鄉土地利用的變遷 

96 

（第 6 屆） 

呂碧卿 吳進喜 台東平原釋迦產業的產銷社會空間 

白聰富 蔡文彩 金瓜石地區觀光遊憩活動之研究 

周士堯 陳哲銘 以兩岸跨校網路合作學習輔助高中地理科全球教育教學 

97 

（第 7 屆） 

萬怡 丘逸民 臺灣氣候分類與山地氣候之研究 

孔繁涓 陳哲銘 主題統整教學的行動研究-以南湖高中倫理消費的統整教學為例 

李詩萍 丘逸民 大學入學考試地理科試題知識向度與認知歷程向度分析 

陳怡婷 張峻嘉 羅東鎮傳統市場及生鮮超市的空間分布與消費認同之研究 

張程昭 周學政 Google Earth 在國中區域地理教材的設計與應用-以中國地理為例 

林燕瑜 陳國川 新竹市市郊居民生活方式與社會網絡的變遷：以茄苳里與南隘里為例 

張翎茵 張峻嘉 臺中市美術園道商店街的形塑歷程與消費空間之闡釋 

馮瑞菁 陳國川 田尾鄉花卉園藝農業經營的空間特性 

黃進福 潘朝陽 小琉球居民的日常生活與地方感形塑 

98 

（第 8 屆） 

王榮志 林聖欽 鄉村產業對全球化的回應-以嘉義縣布袋鎮為例 

王慧筠 林聖欽 概念構圖在國中地理教學的實踐 

鄧雅雲 韋煙灶 桃園臺地埤塘水質研究 

葉佳蕙 韋煙灶 新竹紅毛港的區域形塑與其周邊的族群關係 

99 

（第 9 屆） 

王曹晏婷 廖學誠 以文化理論研究五股濕地管理模式及民眾參與研究區功能發展 

100 

（第 10 屆） 

李宜修 王文誠 鹿港水五金產業區位之形成與生產網絡之轉化 

方照穆 陳哲銘 台灣基本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演變之研究 

童毓華 王文誠 臺灣積體電路設計業之異質鑲嵌 

李幸怡 李素馨 一趟深具政治意涵的觀光旅程－兩蔣文化園區的空間再生產 

蘇亞君 李素馨 文化觀光之遊客動機、遊憩涉入與滿意度關連性研究-以鶯歌鎮為例 

黃兆毅 陳國川 八仙山林場與大雪山林場的林業經營與影響 

黃惠鈴 陳哲銘 國中生野外使用地圖能力之研究 

101 

（第 11 屆） 

李宗倫 丘逸民 電腦遊戲的地理教學應用 

陳郁欣 蘇淑娟 沙鹿鎮北勢坑地區區域變遷的結構化歷程研究 

羅崇禧 林聖欽 花蓮縣閒置校園空間再利用與社區互動關係之研究 

徐筱筑 蘇淑娟 淡水沙崙海水浴場發展變遷的結構歷程分析 

黃琦如 李素馨 從環境識覺觀點探討都市居民的犯罪被害恐懼感－以桃園市龍岡社區為例 

徐銘鴻 許嘉恩 封閉型河口濕地自然環境因子關連性分析-以無尾港濕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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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第 12 屆） 

李品臻 張峻嘉 臺南虱目魚產業之地方形塑 

鄭俊彥 蘇淑娟 宜蘭縣空間特色形塑之政治經濟研究 

李科旻 韋煙灶 新竹鳳山溪流域閩客族群空間分布之探討 

陳嘉旻 韋煙灶 清末北埔族群、宗族分布之空間意涵 

陳慧玲 郭乃文 新北市國中生對於全球暖化相關知識、態度與行為意向之研究 

呂展曄 韋煙灶 清領時期芎林橫山地區客家地域形塑之探討 

陳國川 李美瑩 臺北花市的產銷空間與承銷商的社會網絡 

林聖欽 林曼琳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特定農業區土地非農用因素探討(1991-2012 年) 

林聖欽 陳瑩妮 臺灣與日本現行高職教育地理課綱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