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所  歷年專題演講列表 

111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111.09.22 朱凌毅助理教授(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出乎人外的地緣政治(more-than-human 
geopolitics) 

111.10.06 瞿宛文研究員(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兼任研究員) 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重探四大公

司民營化 
111.11.03 徐進鈺(台大地理系傅斯年講座教授) 

後進的現代性-打造新竹科學城？ 
111.11.10 Dr. Yiwen Chiu (CAL POLY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Quantifying Environmental Impacts: 
Application of Life-cycle Analysis 

111.11.17 劉恩如(108級)—鴻海科技集團(鴻齡科技公司雲

運算產品事業群工程師)  
黃偉倫(106級)—台積電公司 

職涯選擇題：我也可以成為科技業工程師

嗎？ 

111.12.1 李慧宜導演 米倉的孩子

111.12.8 Jamie Peck,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Fire and water: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at the limit of 'two systems' in 
China's Greater Bay Area 

112.03.16 宋文方(友達光電技術群研發副理)、             

陳歆穎(永續管理處 高級工程師) 

循環經濟 從校園到企業 

112.05.04 吳靜欣主任(雲林口湖國中) 從家鄉出發的教與學 - 探索消失的地平線 

112.05.11 許家成經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自來水智慧化資訊管理系統 

112.05.18 林傳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Air quality deterioration episode 
associated with typhoon over the 
complex topographic environment in 
central Taiwan 

112.06.08 賴建盛（銳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入AIOT後的GIS將變化出什麼新未來 

 

 

110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110.11.18 王素芬教授(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跨世代/跨領域：地理學的研究與實踐 

110.12.01 林惠真教授(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終身特聘教授兼

研發長) 

這些年藻礁教我們的事情 

110.12.09 古宜靈理事長(衍古開發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空間計畫的趨勢與規劃價值 

110.12.16 賴威宇專員(內政部統計處) 內政部電信信令人口統計資料與社會經濟資

料 服務平台資訊結合與應用 

111.01.06 廖怡霈(股份魚鄉創辦人) 從食魚教育到地方關懷 

111.03.03 賴正偉規畫師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

心、彰師地理博士班、彰師地理96級畢業系友) 

地理人在GIS這一行經驗談 

111.03.10 畢恆達教授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空間的探索與想像力  

111.03.17 王聖翔教授(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攀天探霾: 大氣無人機觀測與應用 

111.03.31 徐逸鴻先生(「木也建築學堂」創辦人)  臺灣街屋漫談 



111.04.14 邱銘哲經理 (星能電力公司) 永續發展，能源轉型與地理學畢業生的職涯

機會：一個政策與產業實作的觀察 

111.04.21 江智民教授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仰觀大地之美，俯察品類之盛——          

地理人的生態視角/ 

111.05.05 汪良奇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台灣的古天災 

111.05.12 陳彥宏老師(中興高中地理教師、本系大學部98

級) 

十年長路：高中教甄經驗分享 

111.06.09 何佩容(桃園大溪高中教師、本系大學部108

級)、呂效嫻(新北市錦和高中教師、本系大學部

109級) 

實習經驗與教學歷程檔案製作分享 

 

109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109.11.05 
彭啟明總經理(天氣風險管理開發有限公司) 城市智慧城市：氣象產業的智慧發展與未來

趨勢」 

109.11.12 周昆炫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遇見彩虹~飛越金氏紀錄的長延時彩虹橋 

109.12.10 陳坤助先生（KNY Co.執行長） 開放資料應用產業發展 

110.01.07 黃宗儀教授(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 

110.03.18 藍逸之 副教授（泉州師範學院‧資源與環境科學

學院） 

重返民國風？南京1912的文化再生案例與獨

佔地租之侷限  

110.04.28 徐龍清(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所測量員) 測量製圖類科國考經驗分享 

 

108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108.09.19 謝雯凱（副研究員）、辛承晏（能源教育專員） 懂能源電力及能源數據視覺化工具簡介 

108.10.03 陳清目 副教授（中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地理經濟（新經濟地理）的發展 

108.10.17 陳鳴誼 專案經理 我們與綠的距離-以台北及桃園為例 

108.10.31 徐進鈺 教授（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新自由主義下的國家轉化、地緣政治與發展 

108.11.21 邵屏華 主任(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綜合企劃

室) 

利用地質資訊系統，判讀地質災害風險 

108.12.04 彭紹博 處長（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離島發

展處） 

智慧防災臺灣經驗 

109.1.9 Dr. Sydney H Yueh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ortheastern State University) 

How to Give an Effective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Tips for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109.06.18 楊貴三(彰師大地理學系退休教授)、葉志杰(台灣

人地關係協會理事長、彰師大地理暨環境資源學

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新書發表會】福爾摩沙地形誌[北臺灣]  

 



107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107.12.20 彭子威  (闇橡科技董事長) 創新創業血汗史與AR/VR教學啟示錄 

107.12.27 I-Chun Catherine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eography, Macalester College) 

Displacement   and Replacement:      

Emerging Social Inequalities in        

China’s Ecological urbanization 

108.01.03 王永豪先生(麗寶樂園園長) 主題遊樂園經營管理與行銷策略實務－以麗

寶樂園度假區為例 

108.03.14 陳逸忠 (圈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社區發展的現況(困境)與解決之道-從培力計

畫中的社區實例分享 

108.03.28 陳明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副校長、機電工程學

系專任教授) 

人工智慧的發展趨勢 

108.05.14 Sarah Holloway (Professor @ Dept.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108.05.23 陳懿欣 (眼底城事共同創辦人)     設計社計：兒童友善城市的社計之路 

108.6.6 Dr. Doris Schiedek ( Head of Taiwan 

Environment & Permitting Team) 

李立偉 (沃旭能源彰化辦公室主任)     

離岸風場與環境保育 

 

106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106.10.12 林登秋教授(臺灣師大生命科學學院) 盛行氣候與特殊氣象(候)事件對生態系結構

與功能的影響 

106.11.9 劉千義老師(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副

教授) 

讓我們看雲趣 

106.12.11 Prof. Kam Wing Chan(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什麼是中國城市化的模式?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06.12.14 王能超董事長(崧旭資訊董事長) 地理系畢業生在GIS業界的發展機會與條件-

Supergeo的經驗分享 

107.4.19 劉可強教授 (台大城鄉所教授、劉可強建築師事

務所建築師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

會董事長) 

參與式規劃與設計的社會意義 

107.6.21 陳光鏡(田野勤學創辦人) 彰師大校友的田野勤學與食通信 

107.6.22 曾宏智(客家電視台高雄駐地記者) 橙蜜香電影座談會 

 

105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105.11.24 南仁湖企業黃秋玉經理 道驛有道～如何創造被看見的機會 



106.3.9 李慧宜(自由記者) 農村的女力空間-從空間看農村產業與性別的

關係驗分享 

106.04.27 新加坡大學 Dr. Tracey Skelton Ethical dilemmas and complexities of 

research when working with young 

people.  

106.06.08 黃誌川副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台灣地形破碎、坡陡流急? 

 

104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104.10.8 沈哲緯研究員 山坡地災害風險管理與智慧防災 

104.10.15 李鴻源教授 How Can Governments be Smart 如何

讓政府變聰明 

104.11.05 劉政倫主任 國土測繪發展現況與展望 

104.12.10 史天元教授 科技部空間資訊學門說明會 

104.12.14 盧昕彤老師 GIS 與我的地理教學 

 

103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104.5.21 宋國城教授 在領域之間遊走的研究生涯 

 

102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102.11.14 王建興(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休閒運動學系副教

授) 

從林書豪、經典賽看國際運動行銷 

102.12.05 陳可萱(雨林之心創辦人) 作客雨林 

102.12.26 王建棠(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氣象站站長) 氣象局 WINS 系統使用簡介 

103.4.10 劉清煌(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副教授) 神龍見尾不見首-龍捲風漫談 

 

101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101.10.04 陳俊仁(惠來谷關溫泉會館 董事兼人力資源總監) 保健旅遊之溫泉體驗 

 

100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100.09.27 簡安志 (暨南國際大學 東南亞研究所) 多元文化週系列之一~越南的飲食與文化 

100.09.28 李珮香 （南洋台灣姐妹會） 多元文化週系列之二~新移民在台灣的成長過

程~ 姊妹賣冬瓜 

100.09.29 蔡衡、李明燕、李建平 （本校地理系老師） 多元文化週系列之三~越南的地與人 

100.09.30 王遠義(台大歷史系副教授) 多元文化週系列之四~現代世界與多元文化 



100.10.17 阮清廉(河內國家大學所屬外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化

系專任講師、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研究生 ) 

多元文化週系列之五~越南文化和語言 

100.10.20 吳梓?(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網站維護案專案經

理) 

建國百年『臺灣地質知識服務網』北中南東校

園巡迴推廣說明會 

 

 

100.12.29 1. 黃軒亮 

（大學部 95 級，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電

力經濟與社會研究室企劃控制員） 

2. 黃紫翎 

（碩士班 96 級，前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專案執

行，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 

3. 陳亭茜 

（大學部 99 級，環境教育專案助理教師，東眼

山自然教育中心） 

第三條路：敲敲ＮＧＯ與研究大門 

101.01.05 林金根(聖塔菲國際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 人格特質分析與就業輔導 

101.03.21 洪致文副教授(台灣師大地理學系) 氣候分析在地理研究中之應用 

1．台灣百年降雨指數與文史研究 

2．北太平洋年代際震盪(PDO)與城鎮興衰 

3．風在城市街道紋理中之刻痕(以台北為例)

4．落山風影響下的恆春飛行場 

101.03.29 藍逸之 博士候選人(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及城鄉

環境學系博士候選人) 

Neoliberal city formation, property 

hegemony, and governance chaos: the 

production of contested space in the 

post-1997 Hong Kong 

101.5.10 嚴勝雄 教授 【本系退休教授】 從動態系統談全球巨帶都市地區的形成與發展

101.5.17 謝玉文辦事員【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談「如何考上高普考」 

101.5.31 林登秋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氣候事件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99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99.10.07 廖添進 (福田瓦舍特色民宿主人) 與環境共生的民宿經營 

99.10.14 古昌杰 (龍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國土規劃手法與省思 ─都市與農村 

99.10.28 黃淑婷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工程員 ) 地理系學生的另一步-高普考試經驗的分享 

99.12.21 Si-ming Li(Chair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China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u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under 

Market Deepening and Globalization:



A Study of Guangzhou based on 

Survey Data 

100.3.31 蔡衡教授、王素芬副教授、李建平助理教授、曾宇

良助理教授 

日本 2011 年東北關東大地震面面觀 

 

98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98.10.1 賴子敬 理事 (台中市旅行業經理人協會) 領隊導遊證照考試暨台灣旅行業發展現況與趨

勢 

98.10.14 Michael Phoenix（ESRI 資深教育學家） The Importance of Spatial Thinking 

98.10.23 張惠玲 教師（台中縣立潭秀國民中學） 教甄經驗分享 

98.11.27 陳玉凡 教師（桃園縣私立新興高中） 教甄經驗分享 

98.12.3 簡正忠 博士（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自然之美 

98.12.7 張國楨 副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福衛二號衛星影像在環境教育的應用 

98.12.10 林炯明 博士（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博士

後研究） 

初探颱風災害之識覺行為、脆弱性與未來風險

評估 

98.12.17 郭勉之 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氣候變化與台灣的水資源 

98.12.24 張仲德 博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台灣地區地面物候之分析 

99.03.25 廖喚森 經理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 泰安溫泉發展與溫泉飯店經營管理 

99.04.22 謝琦強 助理教授 (嶺東科大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學

系) 

從都市計畫觀點探討台中市的空間發展演變歷

程 

99.04.26 顏建賢 副教授 (台灣農業推廣學會) 台灣的休閒農業與農村再生 

99.04.29 呂登元 處長(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台江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 

99.05.06 高小玲 博士(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醫學倫理中

心副主任) 

尊重與適應當地文化差異：從青年國際志工新

風潮談起 

99.05.13 曾國基 處長(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因應陸客觀光之管理

策略 

99.06.21 陳善珮 助理教授(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觀光事業系) 航空訂位票務系統與電子商務 

 

97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97.10.2 梁佳美典藏 研究員（財團法人鹽光文教基金會） 台灣鹽業的發展 

97.10.09 劉美旭 總經理（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地理學的應用- 土地使用變更和環境評估 

97.10.24 沈欣潔 教師（高雄市立瑞豐國民中學） 教師甄試經驗談 

97.10.24 劉雅婷 教師（桃園縣立楊明國民中學） 如何準備教師甄試 

97.10.30 黃榮鵬 教授兼總務長（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旅運管理

系教授/旅遊管理研究所所長 

如何報考導遊或領隊 

97.11.13 解鴻年 副教授兼理事長（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

系副教授/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理事長） 

從產業群聚談科學園區與地方發展之互動－以新

竹科學園區為例 



97.11.21 羅美娥 校長（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中學地理教師的基本素養 

97.11.21 紀正良 教師（台中市立四育國民中學） 地理科教師甄試試教經驗分享 

97.12.4 謝謂君 副局長（交通部觀光局） 逆勢成長－台灣觀光整備與經營 

97.12.18 張几文 經理（牛耳藝術渡假村） 如何整合地方資源特色與創造觀光效益 

97.12.26 黃文樹 高中地理教學現場實務分享 

97.12.26 黃有鈺 高中地理科 98 課綱特色與教學 

97.3.20 高孟定 主任（逢甲大學城鄉發展研究中心） 台灣國土規劃的演變及未來發展 

97.3.26 洪萬隆 先生（現任義大皇家酒店董事長） 美食觀光節慶活動規劃與執行 

98.4.16 李俊憲主任（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社區營造的理念與操作方法 

98.5.1 黃文樹教師（雲林縣立斗南高級中學） 教師甄試與高中地理教學 

98.5.14 沈副教授淑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高國中地理競賽和地理教育的推廣 

 

96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96.10.18 伍福生 主任（彰化基督教醫院急診部，急救教學研

究中心） 

事故傷害防治教育：環境醫學、高山醫學與野戰

求生醫學 

96.10.23 溫振華 教授（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教授） 清代台中地區開墾史 

96.10.26 陳瑩貞 老師（新竹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國、高中地理科新進教師之準備與適應 

96.11.08 柯拉法樂教授(Professor Paul CLAVAL)（法國巴

黎第四大學）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control of 

space 

96.11.08 鄭勝華 教授（中國文化大學） Comments on“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control of space” 

96.11.15 賴進貴 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暨研

究所） 

空間觀點的世界─地理資訊之科學、技術與社會

96.11.16 藍逸之 研究員（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系） The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for either 

Neo-liberalizing  

Space or Developmental State? Debating 

Pacific-Asian NIE’s Entrepreneurial 

Urbanism in the Politics of Scale 

96.11.23 李明燕 博士（本校地理系） 地理試題設計原則 

96.12.6 王鑫 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暨研究

所） 

中國人的自然思想 

97.3.27 魏徹德 教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外語教學研究中

心）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97.4.9 Dr. Yuji Maejima（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o-Environmental Sciences） 

Soil development on the raised coral reef 

terraces in southwest Japan-Application 

of cosmogenic Be-10 to dating soils- 

97.4.17 周傑 處長（彰化縣政府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彰化縣觀光發展願景 

 



95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95.10.12 Dr. Joshua West（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員） 全球風化作用與碳吸存 

95.10.27 巫家葳 教師（臺北市立景美國中） 國、高中地理科新進教師之準備與適應 

95.11.9 陳茂祥 博士（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台中

縣社區規劃協會理事長、台中縣文化推廣協會創會

理事長） 

社區文史調查的理念與實務 

95.11.20 許正一 博士（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台灣土壤污染現況與整治復育 

95.12.14 丁志堅 博士（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區域人文社會學

系） 

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於部落地圖的應用 

95.12.22 劉玲秀 老師（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教學方法與教室經營 

96.3.15 胡植慶 副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台灣地體構造與造山運動 

96.4.12 黃有鈺 老師（國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 生涯發展與規劃 

96.5.10 江智民 博士後研究員（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

所） 

Aboveground carbon storage and net 

primary production in human impacted 

forests under current and future climate 

scenarios 

96.5.31 郭麗安 學務長（本校輔諮系教授） 一個性別/公平校園的建構 

96.6.1 佘之祥 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南京分院） 長江經濟帶與中西部大開發 

96.6.1 沈道齊 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南京分院） 長江流域城市化進程 

 

94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94.11.3 林俊全 主任（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

授） 

自然地理學在台灣的現況與發展 

94.1125 張素蓉 老師（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九年一貫社會領域教學方法與教室經營 

94.12.1 蘇淑娟 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全球發展與區域差異 

94.12.8 劉敏信 副縣長（彰化縣政府） 污染場址整治技術及實例介紹 

94.12.22 蔡甫甸 課長（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 天氣預報與颱風 

94.12.29 康培德 院長（國立花蓮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跨界的地理學研究 

95.1.5 Michael A. Spencer（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Mankato） 

Providing and Valuing Threshold Public 

Goods with Alternative Rebate Rules 

95.2.23 王志文 老師（台北市社子國小） 繽紛福爾摩沙─台灣多元區域特性的探討 

95.3.2 梁炳琨 副教授（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尋找失落的箭矢─原住民族的區域研究 

95.3.9 黃雯娟 老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人地關係的地域系統研究─宜蘭區域個案分析 

95.3.14 王能超 總經理（崧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 

95.3.16 陳永龍 助理教授（開南管理學院觀光與餐飲旅館

學系） 

全球在地化的家鄉守護 



95.5.11 齊士崢 教授兼系主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

系） 

環境資源與災害 

 

93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93.10.7 鄭健雄 副教授兼系主任（台中健康暨管理學院休

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兩岸鄉村旅遊發展模式之比較 

93.10.28 王素芬 博士（本校地理系） 澳洲自然紀事 

93.10.29 陳淑宜 老師（台中縣立長億高級中學） 國、高中地理科新進教師之準備與適應 

93.11.3 王 鑫 教授（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中國人的自然環境思想 

93.11.26 張經昆 校長（台北縣正德國民中學） 國中班級經營的理念與實務 

93.11.29 鄭照耀 先生（仲琦科技） Arc GIS 的發展與應用 

93.12.09 屈慧麗 助理研究員（國立自然科學物館） 台中市惠來里遺址考古研究之成果 

93.12.16 邱琡雯 博士（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 結婚移民婦女政策分析及服務措施之跨國比較研

究－以台北市及東京都為例 

94.3.17 倪進誠 博士（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

副教授） 

島嶼空間邏輯及其觀光研究趨勢 

94.3.25 徐嘉羚 老師（彰化縣陽明國民中學） 國中九年一貫課程社會領域地理科試教評論 

94.3.29 林文龍 研究員（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從古地圖話說彰化歷史 

94.3.31 韋煙灶 博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

授） 

閩南語發音結構與臺灣閩南語地名的關係—以

文、白異讀為主的討論 

94.4.22 蕭坤松 老師（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高中地理科試教評論 

94.4.28 夏禹九 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

所） 

尺度在生態學上的意義 

94.5.12 呂佩玲 副主任（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

心） 

淺談地震及海嘯之關聯性 

94.5.17 洪敏麟 教授（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台灣傳統地名─以彰化為例 

94.6.2 周素卿 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與世爭高：台北市高層建築生產的在地脈絡 

 

92 學年度 

時間 演講者(職稱) 講題 

92.10.2 隋殿志 教授（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地理系 Reta 

A.Haynes 講座教授） 

地理資訊系統與地理教育 

92.10.3 宋振榮 主任（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塔塔加遊客中

心 

玉山國家公園概況 

92.10.30 邱逸文 執行秘書（台北科技大學水環境研究中心

研究員） 

生態工法與環境規劃 

92.11.13 楊建夫 助理教授（立德管理學院休閒管理學系） 地理是什麼？→第四紀冰川→高山休閒 

92.11.18 齊士崢 副教授（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自然地理學─一個未定的人際關係 



92.12.4 黃坤祥 所長（樹德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兼經營

管理研究所） 

我國原住民勞動市場分析 

92.12.10 張修武 組長（中央氣象局） 溫室效應與氣候變遷 

92.12.17 金恆鑣 所長（國際長期生態網主席；行政院農委

會林試所） 

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93.3.4 雷鴻飛 博士 Geography in the life world 

93.3.26 王敬? 老師（國立文華高中） 甄試經驗分享 

93.3.26 吳至倫 老師（台中市居仁國中） 教師甄試心得分享 

93.3.30 楊貴三 教授（本校地理系） 參加海峽兩岸地貌研討會心得及丹霞地貌簡介 

93.4.5 詹德湖 主任委員（前台灣省政府經建會） 末日啟示錄─中東戰爭熱點 

93.4.29 薛雅惠 助理教授（國立台中師範學院） 921 震災重建區空間轉化之探究─中寮香蕉山檳

榔山之?變 

93.6.9 梁炳琨 副教授（中台醫護技術學院） 文化地理與文化經濟 

 

91 學年度 

日期 演講者 演講題目 

91.10.3 林登秋教授（彰化師大地理學系） 美國環境生態研究趨勢 

91.11.5 張瀚元老師（台灣大學森林系航測研究室） 森林絮語 

91.11.13 許正一老師（屏東科技大學環工系） 台灣地區土壤之特性與分布 

91.11.22 江志正校長（台中師範學院附屬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變革之時代精神與價值 

91.12.10 鄭振豐技士（中央氣象局天文站） 天文漫談 

91.12.13 劉曜華副教授（逢甲大學都市計畫學系） 從世界博覽會演變歷程思考 2008 年台灣博覽

會 

91.12.26 江智民（Ph. D Student Environ. and Plant 

Bio. Depart Ohio University） 

Prescribed fire effects on oak 

regeneration in Eastern Kentucky 

91.12.26 江智民（Ph. D Student Environ. and Plant 

Bio. Depart Ohio University） 

出國比賽 留學美國之經驗分享 

92.3.13 劉寧顏 副主委（前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談地理與鄉土教材 

92.3.24 臧汀生 教授（彰化師大國文學系） 台灣民俗語言的融合 

92.4.25 李明燕 研究員（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從九年一貫課程社會學習領域到評量設計 

 

90 學年度 

日期 演講者 演講題目 

90.10.19 董季樺老師（斗六高中） 如何以地理教學的優勢贏得教師甄試的成功 

90.11.20 Dr. John Lidstone（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教育學

院） 

Globalization & Geographical Education 

90.11.23 吳郁萍老師（基隆女中） 教學路上我與你─教學心得分享 

90.11.27 陳國川 副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清代雲林地區旱作農業的人文生態系統 

90.12.21 邱國正技正（中央氣象局天文站） 星空探秘 



90.12.14 洪敏麟教授（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 從地名探源河洛話 

90.12.20 周志龍教授（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全球化發展與台灣行政區劃再結構 

91.2.27 宋振榮 主任（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塔塔加遊客中

心） 

玉山國家公園解說 

91.3.29 楊貴三 教授（彰化師大地理學系） 紐西蘭地理景觀 

91.5.14 彭維杰 副教授（彰化師大國文系） 天穿│客家歷史、語言與文化 

91.5.24 劉峰松 館長（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我的故鄉大夢 

91.5.30 姜蘭虹 教授（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澳洲台灣移民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