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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第 20 屆造園景觀學術研討會議程 
日期：2022年 01 月 15 日（星期六）  

地點：逢甲大學 第四、五、六國際會議廳  （407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時間 內容 場地 

08:30～09:00 會員報到、領取會議資料 國際會議廳 公共空間 

09:00～09:10 開幕典禮、主席致詞 

第六國際會議廳 
09:10～10:20 

專題演講 

演講人：黃文彬局長  

(台中市都市發展局局長) 

10:20～10:30 茶敘 國際會議廳  公共空間 

10:30～11:00 王小璘教授新書「臺灣園景」發表與簽書會 
發表會：第六國際會議廳 

簽書會：第五國際會議廳 

11:00～11:40 會務報告 
第六國際會議廳 

11:40～12:00 摸彩活動 

12:00～13:00 
午餐時間 

會員報到、領取會議資料 

 

國際會議廳 公共空間 

13:00～14:20 論文發表 I  

 
場次一：心理評估與景觀療育 A & 文化保存與生

活地景                  (主持人：曾碩文 教授) 
第四國際會議廳 

 
場次二：環境正義與地區發展 ＆ 環境韌性與生態

永續                    (主持人：王秀娟 教授) 
第五國際會議廳 

 
場次三：心理評估與景觀療育 B 

                        (主持人：李美芬 教授) 
第六國際會議廳 

14:30～15:40 論文發表 II  

 
場次四：景觀遊憩產業與經營 

                        (主持人：林宗賢 教授) 
第四國際會議廳 

 
場次五：使用行為與空間 A 

                        (主持人：顏宏旭 教授) 
第五國際會議廳 

 
場次六：心理評估與景觀療育 C 

                        (主持人：歐聖榮 教授) 
第六國際會議廳 

15:40～16:10 茶敘、海報發表 國際會議廳 公共空間 

16:10～17:20 論文發表 III  

 
場次七：景觀植物與生態 

                        (主持人：簡伃貞 教授) 
第四國際會議廳 

 
場次八：使用行為與空間 B 

                        (主持人：郭彰仁 教授) 
第五國際會議廳 

 
場次九：數位科技與設計 

                        (主持人：李彥希 教授) 
第六國際會議廳 

17:20～17:30 研討會閉幕 第六國際會議廳 

註：本表製作日為 2021.12.27，實際議程可能微幅調整，以當日發布為準，特此說明 

 



 

ii 

<口頭論文發表  場次一> 
主題：[心理評估與景觀療育A] & [文化保存與生活地景] 
時間地點：13:00 ~ 14:20，第四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曾碩文 教授 
編號 時間 論文名稱 作者 
1-1 13:00～13:15 以聯合分析法探討盆栽屬性對可愛感之影響 黃駿捷、林孟嫻、沈

立、蘇愛媜 
1-2 13:15～13:30 線上園藝治療改善Covid-19居家隔離期間婦

女社會孤獨感的成效 
陳嘉妤、林建堯、游
璧寧、沈鈺婷 

1-3 13:30～13:45 探討鄒族民族植物與族群認同之關係 朱莉亞、江彥政 
1-4 13:45～14:00 老舊空間中的知覺與情懷 梁靖妤、張芮萁、陳

羿廷、沈立、郭怡君 
1-5 14:00～14:15 景觀自然負面道地性之影響因子探討 趙憶憫、鄭佳昆、郭

怡君 
 14:15～14:20 綜合討論  

 
<口頭論文發表  場次二> 
主題：[環境正義與地區發展] & [環境韌性與生態永續]   
時間地點：13:00 ~ 14:20，第五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王秀娟 教授 
編號 時間 論文名稱 作者 
2-1 13:00～13:15 以柿產業建構偏鄉聚落為產學遊廊道之操作

模式探究：以新埔大墩山休閒農業區為例 
陳湘媛、葉慈青、周宜
潔 

2-2 13:15～13:30 公園綠地與房價關係之系統性文獻分析 廖于婷、曾慈慧 

2-3 13:30～13:45 輔仁大學「韌性防災校園」規劃之教學實踐 賴榮一、黃文珊、陳燕
靜、顏亮一、白豐誠 

2-4 13:45～14:00 以韌性為基礎之療育性庭園設計：屏科大牧
草園 

林浩、周宛俞 

2-5 14:00～14:15 多年生草本植物於雨水花園適用性之研究 王伸永、陳佩君 
 14:15～14:20 綜合討論  

 
<口頭論文發表  場次三> 
主題：[心理評估與景觀療育B]   
時間地點：13:00 ~ 14:20，第六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李美芬 教授 
編號 時間 論文名稱 作者 
3-1 13:00～13:15 初探綠色照顧青銀療育活動對社區居民之效

益 
凃宏明、楊慶琳、吳
振發 

3-2 13:15～13:30 以探索式因素分析探討園藝活動空間的推拉
力因素 

盛若熒、凃宏明 

3-3 13:30～13:45 園藝療育活動與場域之研究─以樂齡失智者
為例 

鄒芷芃、糠家宜、徐
浩唯、吳振發 

3-4 13:45～14:00 近15年國內園藝治療場域研究回顧與展望 鍾孟璇、徐立璿、楊
慶琳、吳振發 

3-5 14:00～14:15 園藝療育對憂鬱症患者改善效益評估 劉子瑤、董沛承、周
品均、吳振發 

 14:15～14:2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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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論文發表  場次四> 
主題：[景觀遊憩產業與經營]   
時間地點：14:30 ~ 15:40，第四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林宗賢 教授 
編號 時間 論文名稱 作者 
4-1 14:30～14:45 虎尾鎮多功能活動中心園區使用後評估研究 何昱顥、顏宏旭、

王瀞文 
4-2 14:45～15:00 越南遊客對台灣宗教觀光的目的地意象、旅遊

動機與行為意圖關係之研究：以佛光山佛陀紀
念館為例 

阮春玉銀、郭彰
仁、黃冠雯、珍妮
拉 

4-3 15:00～15:15 疫情對於使用沉浸式虛擬實境造訪景點意願之
影響 

姜雲、沈立、鄭佳
昆 

4-4 15:15～15:30 山形地景中少數族群之空間文化與產業網絡—
以苗栗：縣泰安鄉客家聚落為例 

藍志玟、蘇文伶、
潘貞蒨、游穎玲 

 15:30～15:40 綜合討論  
 
 
<口頭論文發表  場次五> 
主題：[使用行為與空間A]   
時間地點：14:30 ~ 15:40，第五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顏宏旭 教授 
編號 時間 論文名稱 作者 
5-1 14:30～14:45 利用使用後評估了解嘉義市中央廣場滿意度之

研究 
李昕恬、曾碩文 

5-2 14:45～15:00 不同類型水聲對於音景偏好的影響 黃郁琇、林建堯、
陳俊宏、廖偉志 

5-3 15:00～15:15 自然體驗的促進與阻礙因素對身心健康之影
響：以自然連結為中介變項 

李孟竹、曾慈慧 

5-4 15:15～15:30 日夜對於自然景觀偏好之影響探討 李彥儒、蘇愛媜、
鄭佳昆 

 15:30～15:40 綜合討論  
 
 
<口頭論文發表  場次六> 
主題：[心理評估與景觀療育C]   
時間地點：14:30 ~ 15:40，第六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歐聖榮 教授 
編號 時間 論文名稱 作者 
6-1 14:30～14:45 自然式植栽設計於都市景觀偏好之研究摘要 吳亭臻、陳佩君 
6-2 14:45～15:00 癒花園紓壓及反思效益之環境涵構探索 劉藝臻、李美芬 
6-3 15:00～15:15 聲景對人的生理及心理影響的量化實證研究：

系統性文獻回顧 
孔佩柔、韓可宗 

6-4 15:15～15:30 高齡者使用鄰里公園的動機與滿意度之初探：
以台中市旱平公園為例 

蔡易真、張淑貞 

 15:30～15:4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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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論文發表  場次七> 
主題：[景觀植物與生態]   
時間地點：16:10 ~ 17:20，第四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簡伃貞 教授 
編號 時間 論文名稱 作者 
7-1 16:10～16:25 後疫情時代下高齡可食地景設計手法探討 陳芊蕙、李麗雪 
7-2 16:25～16:40 百葉式盆壁對綠屋頂根溫之影響 歐秉源、方智芳 
7-3 16:40～16:55 都市公園環境影響非人為植栽自發性生長相關

因素指標之初步建構 
王辰云、陳明群、
張琪如 

7-4 16:55～17:10 聞嗅真實植物與萃取精油對生理差異之探討 林建堯、黃郁琇、
謝喬伃、吳秀華 

 17:10～17:20 綜合討論  
 
 
<口頭論文發表  場次八> 
主題：[使用行為與空間B]   
時間地點：14:30 ~ 15:40，第五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郭彰仁  教授 
編號 時間 論文名稱 作者 
8-1 16:10～16:25 都市居民面對氣候變遷之風險感知、環境態度

及親環境行為與對集合住宅綠化偏好之研究 
李雋奕 

8-2 16:25～16:40 環境對兒童遊戲行為之影響：共融遊戲場與罐
頭遊戲場之比較研究 

陳柔宇、陳惠美 

8-3 16:40～16:55 評估地區性公園於環境條件限制下其使用者行
為與類型 

江浚瑋、陳廷育 

8-4 16:55～17:10 探索柳川水岸不同水景空間熱舒適度、使用者
行為與知覺之關係 

劉家芸、李美芬 

 17:10～17:20 綜合討論  
 
 
<口頭論文發表  場次九> 
主題：[數位科技與設計]   
時間地點：14:30 ~ 15:40，第六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李彥希  教授 
編號 時間 論文名稱 作者 
9-1 16:10～16:25 以沉浸式虛擬實境技術測量環境感知危險、恐

懼感、偏好之效度 
郭怡君、鄭佳昆 

9-2 16:25～16:40 運用Google街景探究都市環境之主客觀可步
行性之關係 

盧藝、陳惠美 

9-3 16:40～16:55 以自然景觀照片探討Instagram濾鏡對景觀偏
好之影響 

黃琪棻、蘇愛媜 

9-4 16:55～17:10 以遷移學習⽅法建⽴旅遊⺫的地意象之預測模
型 

陳瑾亭、李沁築、
何立智 

 17:10～17:2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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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發表> 
時間地點：15:40 ~ 16:10，國際會議廳 公共空間（第四、五、六國際會議廳旁） 

 

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相關子題 

P-01 都市環境景觀對集合住宅規劃之影響──以透天住宅

為例 

邱世揚、翁玉慧 使用行為與

空間 

P-02 代間共融遊戲場融入社區公園之設計成效研究──以高
雄五甲國宅社區公園為例 

潘正偉、李麗雪 使用行為與

空間 

P-03 從⼆戰⼯業遺址對城市地景的變遷探討後疫情時代城
市發展的思維──以⽇本海軍第六燃廠新⽵、⾼雄廠之
城市發展為例 

梁信鈞、趙家麟 使用行為與

空間 

P-04 農村地區高齡者對開放空間使用的滿意度及重要性
之探討 

潘景峰、李麗雪 心理評估與

景觀療育 

P-05 室內植生牆圖形形式之視覺偏好 翁玉慧、許雅涵、
王千瑀 

心理評估與

景觀療育 

P-06 醫療院所療癒性庭園設計考量因素之探討 謝宜珊、黃章展 心理評估與

景觀療育 

P-07 消費者對於花店櫥窗景觀設計型式偏好研究—以新竹
市為例 

賴映蓁、鄒君瑋 景觀產業與

經營 

P-08 運用生態體驗於休閒農場規劃設計 黃傑威、吳佩玲 景觀產業與

經營 

P-09 林邊農業生態旅遊意願之研究：健康生活型態、旅遊
動機、產品偏好及願付價格關係之探討 

吳怡珉、謝宗恒、
王忠融、王曉君 

景觀產業與

經營 

P-10 文創市集創作者價值主張與消費者價值共創行為對品
牌價值認同之影響-以圖像插畫為例 

簡翊婷、李彥希 景觀產業與

經營 

P-11 台中市南屯區國小及完全中學校園生態性設計之策略
研究 

林孟廷、吳佩玲 環境韌性與

生態永續 

P-12 應用仿生概念於雨水回收設施設計以東海大學景觀系
後院空間為例 

陳松佑、吳佩玲 環境韌性與

生態永續 

P-13 濕地保育永續發展之路之初探 ─ 以魚苗寮生態農場
為例 

李綺芸、吳佩玲 環境韌性與

生態永續 

P-14 台中適用原生樹種固碳能力探討及應用建議—以舊市
區為例 

蔡偉仰、李麗雪 環境韌性與

生態永續 

P-15 人行道植栽配置與熱舒適性關係之研究 吳思瑾、吳佩玲 景觀、植物

與生態 

P-16 景觀樹木健康重要性及分析系統化之初探 林俊延、鄒君瑋 景觀、植物

與生態 

P-17 大學生對於自然式植栽景觀偏好與維護管理認知之探
討 

吳怡陵、鄒君瑋 景觀、植物

與生態 

P-18 無人飛行空拍載具於行道樹場域建模之研究 梁廷安、江彥政、
陳佩君 

數位科技與

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