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景觀論壇：健康的地景」 
學術研討會大會議程 

時間：2014年 12月 13日（六） 

地點：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圖書大樓 B1F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 300號 

時間 議程／主持人 

09:00～09:30 報到 

09:30～09:50 來賓致詞 

09:50～10:40 
專題演講：侯錦雄 教授 

健康景觀：人與自然的戰場－廢棄地景的美學詮釋與景觀建築詩學 

10:40～11:00 茶敘 休息時間 

11:00～12:00 

論文發表Ⅰ 

A 會場 景觀效益與行為分析（Ⅰ） 張高雯 教授 

B 會場 農村再生 簡伃貞 教授 

C 會場 綠色公共建設（Ⅰ） 黃柔嫚 教授 

D 會場 景觀規劃與生態設計（Ⅰ） 周融駿 教授 

12:00～13:20 午餐時間／競圖及海報論文展示 

13:20～14:20 

論文發表Ⅱ 

A 會場 景觀效益與行為分析（Ⅱ） 江彥政 教授 

B 會場 文化景觀（Ⅰ） 侯錦雄 教授 

C 會場 綠色公共建設（Ⅱ） 黃宜瑜 教授 

D 會場 景觀規劃與生態設計（Ⅱ） 謝宗恒 教授 

14:20～14:40 茶敘 休息時間 

14:40～15:40 

論文發表Ⅲ 

A 會場 景觀效益與行為分析（Ⅲ） 曾慈慧 教授 

B 會場 文化景觀（Ⅱ） 李英弘 教授 

C 會場 綠色公共建設（Ⅲ） 王秀娟 教授 

D 會場 景觀規劃與生態設計（Ⅲ） 張淑貞 教授 

15:40～16:00 頒獎與閉幕式 

 



論文發表議程：A 會場【景觀效益與行為分析】地點：第一會議室 

景觀效益與行為分析（Ⅰ） 

主持暨與談人：張高雯教授 

時間 論文名稱 發表人 

11:00～11:20 
都市景觀園道用後評估之研究-以臺中市太

原園道為例 
蘇盈如、簡伃貞 

11:20～11:40 
複合式夜市商場空間之消費者滿意度研究- 

以逢甲夜市之逢甲歡樂星商場為例 
許朝富、簡伃貞 

11:40～12:00 人行地下通道環境與安全知覺之研究 張淑貞、何曉萍 

12:00～13:20 午餐時間／競圖及海報論文展示 

景觀效益與行為分析（Ⅱ） 

主持暨與談人：江彥政教授 

時間 論文名稱 發表人 

13:20～13:40 以兒童認知觀點探討都市鄰里公園空間規劃 王韻涵 

13:40～14:00 主題性活動是否影響旅遊地意向 黃嘉儀、張俊彥 

14:00～14:20 兒童的自然環境體驗與健康關係之研究 曾慈慧 

14:20～14:40 茶敘 休息時間 

景觀效益與行為分析（Ⅲ） 

主持暨與談人：曾慈慧教授 

14:40～15:00 臺中市校園通學步道景觀改善效益之研究 羅敏華、李英弘 

15:00～15:20 逢甲大學校園空間環境復癒認知之研究 
王姿予、廖晏秋、李哲安 

王虹雅、李英弘 

15:20～15:40 
以Google Street View探討鄰里步行空間與健

康之關係 
王曼菁、江彥政 

15:40～16:00 頒獎與閉幕式 演講廳 

 

  



論文發表議程：B 會場【農村再生與文化景觀】地點：第二會議室 

農村再生 

主持暨與談人：簡伃貞教授 

時間 論文名稱 發表人 

11:00～11:20 
社區環境改造對社區意識的影響—以彰化縣

大村鄉平和社區為例 
張雅慈、翁玉慧 

11:20～11:40 
中國傳統村落與地景的對話——爨底下村傳

統民居聚落與地景的共生 
高婭娟 

11:40～12:00 農村再生推動下之社區景觀變貌 蔡文發、陳正哲 

12:00～13:20 午餐時間／競圖及海報論文展示 

文化景觀（Ⅰ） 

主持暨與談人：侯錦雄教授 

時間 論文名稱 發表人 

13:20～13:40 以民俗植物形塑原住民部落地景風貌之研究 陳湘媛、林  琦 

13:40～14:00 
天主教對聚落地景變遷之影響探討–以彰化

羅厝堂區為例 
詹宇欣、王秀娟 

14:00～14:20 
地景敘事分析與觀察實踐—以台中公園及其

周邊環境為例 
陳儀儒 

14:20～14:40 茶敘 休息時間 

文化景觀（Ⅱ） 

主持暨與談人：李英弘教授 

14:40～15:00 澎湖南方四島菜宅文化景觀保存與活化策略 
侯錦雄、李素馨、楊博淵

謝宗恒 

15:00～15:20 
文化資產保存與地區整體景觀風貌營塑：以

國定古蹟霧峰林家為例 
劉立偉、柯佩吟 

15:20～15:40 

Does Historical Building Mmuseum Still 

Attract Visitors? A Case Of National Taiwan 

Museum And Taiwan Land Exhibition Hall, 

Taipei 

Linda Linarta、Lung Ming 

Tsai 

15:40～16:00 頒獎與閉幕式 演講廳 

 

  



論文發表議程：C 會場【綠色公共建設】地點：第三會議室 

綠色公共建設（Ⅰ） 

主持暨與談人：黃柔嫚教授 

時間 論文名稱 發表人 

11:00～11:20 水培薄層綠屋頂之熱效應研究 
蔡炎奇、陳建德、江博瑜

黃宜瑜 

11:20～11:40 
薄層綠屋頂植栽交互作用之探討-以萬年草

為例 
黃仁勇 

11:40～12:00 
垂直綠化上植栽特性與構圖對降溫效果之影

響 
鄭蘊欣、林寶秀 

12:00～13:20 午餐時間／競圖及海報論文展示 

綠色公共建設（Ⅱ） 

主持暨與談人：黃宜瑜教授 

時間 論文名稱 發表人 

13:20～13:40 都市公園的空間配置與溫度表現關係之研究 褚漢威、林寶秀 

13:40～14:00 
台南市都市熱島緩和策略初探-以城市風、

水、綠規畫配置著手 
黃柔嫚、王淑君、邱柏瑋 

14:00～14:20 宜蘭縣屋頂綠化植栽選種之研究 何武璋、陳昱昇 

14:20～14:40 茶敘 休息時間 

綠色公共建設（Ⅲ） 

主持暨與談人：王秀娟教授 

14:40～15:00 
從永續發展到都市回復力-轉變中的台灣都

市景觀政策 
盧沛文 

15:00～15:20 從食物碳足跡觀點探討都市農園未來發展 劉千倚、謝銘峯 

15:20～15:40 水資源與教學之系統設計模組化 王宇光、戴永禔 

15:40～16:00 頒獎與閉幕式 演講廳 

 

  



論文發表議程：D 會場【景觀規劃與生態設計】地點：第四會議室 

景觀規劃與生態設計（Ⅰ） 

主持暨與談人：周融駿教授 

時間 論文名稱 發表人 

11:00～11:20 
一個環境修復的故事-東海湖的參與性減法

藝術 
彭康健 

11:20～11:40 
濕地步道景觀設計之研究-以屏東科技大學

靜思湖為例 
謝羽晴、毛冠貴、楊州斌 

11:40～12:00 景觀植栽維護之探討-以屏東榮家為例 李伯霖、毛冠貴、楊州斌 

12:00～13:20 午餐時間／競圖及海報論文展示 

景觀規劃與生態設計（Ⅱ） 

主持暨與談人：謝宗恒教授 

時間 論文名稱 發表人 

13:20～13:40 
以參與式設計為核心之校際合作景觀設計教

學-以桃園霄裡國小為例 
劉仁傑、周融駿 

13:40～14:00 
以永續校園為核心之校園規劃設計研究-以

中原大學校園改善為例- 
賴嘉晨、彭文惠 

14:00～14:20 
以層級分析法探討金門軍事閒置空間再利用

之觀光策略指標 
蔡欣樺、林鑑澄 

14:20～14:40 茶敘 休息時間 

景觀規劃與生態設計（Ⅲ） 

主持暨與談人：張淑貞教授 

14:40～15:00 
應用綠色容積率(GPR)探討都市開放空間植

栽設計之研究 
林佳燕、林妝鴻 

15:00～15:20 台北市都市公園蝴蝶與景觀生態之探討 陳家豪、張琪如 

15:20～15:40 
國內生態社區評估系統應用之探討-以屏東

市新興社區為例 
張昱馨、羅清吉 

15:40～16:00 頒獎與閉幕式 演講廳 

 

  



海 報 發 表 地點：圖書館 B1大廳 

編號 題目 作者 

01 
鄰里公園永續發展與地景生態關連性之探討-以台北

市景華公園為例 
吳宗霖、謝慶達 

02 
都市人行通道環境可及性調查研究—以彰化市區為

例 
連珈鈴 

03 
遙測技術應用於地表參數與 EEWH-EC 生態社區評

估指標之相關性探討 
吳盈蒂、張瑋如 

04 薄層綠化植物採用混植方式對環境耐受性的影響 侯雅玲、章錦瑜、蕭惠米 

05 
景觀生態結構與生境面積指數關係之探討-以台中港

周邊濕地社範域區為例 

高禕騏、董于彤、張麟翰 

蔡淑美 

06 
探討六級產業化推動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與農業地

景之永續發展：寶地農場與和鄉園之案例比較 
叢昕滋、張瑋如 

07 
薄層綠化之栽培介質添加保水劑及灌溉頻度對植物

生長之影響 
鄭筱燕、章錦瑜、李靜婷 

08 嘉義市民眾對文化遺產自明性及地方認同之研究 柯鈞瀚、曾碩文 

09 探討金門民俗植物在島嶼景觀上之應用 王翊妃、張自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