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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刊論文
一、期刊論文

1. 林育靚、吳連賞 , 從 Griswold 文化鑽
石模型與 Porter 鑽石模型理論探討地
1. 邱婕歆、吳連賞，2017/11，從十二年
方創生元素之設計實務研究 , 藝術與設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再定位教
計學報 , 第 5 期 , 2019.
師角色，教育學誌第
38 期，第 101123 頁。
2. 潘鈺丹，吳連賞 , 台南市後壁區的發展
2. 簡慧鍾、吳連賞，2016/12，再論台南
脈絡與變遷因素探討 , 人文資源研究學
報 , 第 26 期，第 35-54 頁 , 2019.
五條港「老屋欣力」魅力屬性評價，
東方學報第 37 期，第 1-15 頁。
3. 邱婕歆、吳連賞 , 課程變革下的地理
3. 盧薇喬、吳連賞，2016/09，產業文化
教師專業認同 , 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
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和城鄉發展關係—
19(1)，第 1-41 頁 , 2019. TSSCI
以台南市北門區為例，城市學學刊第 7
4.
潘鈺丹，吳連賞
卷第
2 期，第 25-55, 農村社區發展鄉村文
頁。
化觀光的挑戰 , 藝術與設計學報 , 第 4
4. 簡慧鍾、吳連賞、陳俊智，2016/03，
期 , 第 49-64 頁 ,2019
應用魅力工學探討台南五條港文化園
5.
林育靚、吳連賞 , 運用 Old is New 概
區「老屋欣力」之魅力屬性，東方學
念導入地方品牌之建構—以「麻荖」
報第
36 期，第 47-56 頁。
商品包裝設計為例 , 藝術與設計學報 ,
5. 蔡漢生、吳連賞，2015/12，解析台灣
第 4 期 , 2019.
蝴蝶蘭產業之創新與空間組織的辯證
6.
潘鈺丹，吳連賞 , 台南市後壁區觀光資
關係，環境與世界第
31 期，第 59-96
源調查與探討
,
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第
頁。
16 期，第 99-125 頁 , 2019.
6. 陳振杰、吳連賞，2015/05，高雄遊艇
7.
潘鈺丹，吳連賞 , 農村再生計畫執行效
產業群聚網絡創新之研究，地理研究
益探討
- 以台南市無米樂社區及仕安社
第 62
期，第
1-24 頁。
區為例 , 藝術與設計學報 , 第 4 期 , 第
7.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65-79 頁 ,2019
五條港文化園區遊客的觀光認知，東
8.
林育靚、吳連賞
, 傳統活化的地方創
方學報第
35 期，第 113-122
頁。
生—以高雄特有節慶皮影戲視覺設計
8.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為例 , 東方學報 , 第 39 期，第 77-87 頁 ,
文化
創意觀光活動偏好與態度之研
2018.
究—以五條港文化園區為例，大葉大
9.
張重金、吳連賞 , 以乙未事件桌遊文創
學運動與遊憩評論第
3 期，第 41-52
設計認識六堆客家之地理空間 , 大仁科
頁。
大桃花源學刊 , 第 8 期，第 37-62 頁 ,
9. 黃瓊慧、吳連賞，2014/09，日治時代
2018.
屏東平原之信仰地域結構：以神明會
為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6 期，
10.
鄭峰茂、劉淑惠、吳連賞 , 東港迎王平
安祭典志工參與行為關係之研究
, 屏東
第 1-18
頁。
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 第四期，第
10. 10.31-60
黃 瓊 慧、
吳 連 賞、 辛 宜 津，
頁 , 2018.
2014/06，環境變動下屏東平原沿山地
區的人地關係：以高樹鄉為例，正修
11.
林育靚、吳連賞 , 地方創生初探 -- 從
通識教育學報，第
期，第 151-178
傳統產業找生機11
, 東方學報
, 第 39 期，
第 125-135 頁 , 2018.
頁。

12. 蔡漢生、吳連賞，台灣蝴蝶蘭產業以台
南市為核心之群眾創新的螺旋發展，華
11. 陳振杰、吳連賞，2014/06，台灣遊艇
周地理學報，32:1-26，2017。
產業轉型之研究：基於路徑依賴觀點，
正 修 科 大 通 識 教 育 學 報 第 11 期， 第
13.
邱婕歆、吳連賞，2017/11，從十二年
109-133
頁。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再定位教
12. 林廖嘉宏、吳連賞，2014/04，高雄港
師角色，教育學誌第 38 期，第 101123 頁。
市的發展與衝突—新草衙更新與紅毛
港遷村的結構化分析，環境與世界第
14.
簡慧鍾、吳連賞，2016/12，再論台南
30 期，第
59-96 頁。
五條港「老屋欣力」魅力屬性評價，東
13. 黃瓊慧、吳連賞，2014/03，屏東前堆
方學報第 37 期，第 1-15 頁。
之文化地域，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5.
盧薇喬、吳連賞，2016/09，產業文化
15 期，第
1-21 頁。
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和城鄉發展關係—
14. 黃 瓊
慧、 吳 連 賞，2013/11， 環 境 變 7
以台南市北門區為例，城市學學刊第
動下之地域文化—以屏東平原北部為
卷第 2 期，第 25-55 頁。
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4 期，第
16.
簡慧鍾、吳連賞、陳俊智，2016/03，
15-33
頁。
應用魅力工學探討台南五條港文化園
15. 陳鈺昇、吳連賞，2012/12，全球化下
區「老屋欣力」之魅力屬性，東方學報
台南市眼鏡製造聚落的佈局與調適，
第 36 期，第 47-56 頁。蔡漢生、吳連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
49 期，第 45-76
賞，2015/12，解析台灣
頁。
17. 蝴蝶蘭產業之創新與空間組織的辯證
16. 韓菊美、吳連賞，2012/08，「生活世
關係，環境與世界第 31 期，第 59-96
界」中的環境識覺—以高雄泥岩區為
頁。
例，南台人文社會學報，第 7 期，第
18.
陳振杰、吳連賞，2015/05，高雄遊艇
83-116
頁。
產業群聚網絡創新之研究，地理研究第
17. 陳振杰、吳連賞等，2012/06，區域創
62 期，第 1-24 頁。
新系統觀點探討大高雄產業再發展之
19.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研究，環境與世界第
24 至 25 期，第
五條港文化園區遊客的觀光認知，東方
59-92
頁。
學報第 35 期，第 113-122 頁。
18. 黃茱珺、吳連賞等，2012/06，高雄市
20.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文創城市之指標建構與發展優勢，環
文化創意
活期，第
動 偏 好27-58
與態度
之研
境與世界第
24觀至光25
頁。
究—以五條港文化園區為例，大葉大
19. 洪啟文、吳連賞，2011/12，港口貿易
學運動與遊憩評論第 3 期，第 41-52
機能與區域發展關係之
研究，以
頁。
日治時期高雄市為例，都市與計畫，
21.
黃瓊慧、吳連賞，2014/09，日治時代
第 38
卷第 4 期：375-402。（TSSCI）
屏東平原之信仰地域結構：以神明會為
20. 陳鈺昇、吳連賞、鄭春發，2011/12，
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6 期，第
1971
年以來大台南製造業發展與人口
1-18
頁。
變遷，人口學刊第 43 期，第 137-173
頁。（TSSCI）
22.
黃瓊慧、吳連賞、辛宜津，2014/06，
環境變動下屏東平原沿山地區的人地
關係：以高樹鄉為例，正修通識教育學
報，第 11 期，第 151-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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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陳振杰、吳連賞，2014/06，台灣遊艇
1. 產業轉型之研究：基於路徑依賴觀點，
邱婕歆、吳連賞，2017/11，從十二年
正
修 科 大 通 識 教 育 學 報 第 11 期， 第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再定位教
109-133
頁。
師角色，教育學誌第
38 期，第 101123 頁。
24. 林廖嘉宏、吳連賞，2014/04，高雄港
2. 市的發展與衝突—新草衙更新與紅毛
簡慧鍾、吳連賞，2016/12，再論台南
港遷村的結構化分析，環境與世界第
五條港「老屋欣力」魅力屬性評價，
30
期，第 59-96
頁。 1-15 頁。
東方學報第
37 期，第
3.
25. 盧薇喬、吳連賞，2016/09，產業文化
黃瓊慧、吳連賞，2014/03，屏東前堆
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和城鄉發展關係—
之文化地域，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以台南市北門區為例，城市學學刊第
7
15
期，第 1-21 頁。
卷第 2 期，第 25-55 頁。
26. 14. 黃瓊慧、吳連賞，2013/11，環境
4. 簡慧鍾、吳連賞、陳俊智，2016/03，
變動下之地域文化—以屏東平原北部
應用魅力工學探討台南五條港文化園
為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4 期，
區「老屋欣力」之魅力屬性，東方學
第
15-33 頁。
報第 36 期，第 47-56 頁。
27. 陳鈺昇、吳連賞，2012/12，全球化下
5. 蔡漢生、吳連賞，2015/12，解析台灣
台南市眼鏡製造聚落的佈局與調適，
蝴蝶蘭產業之創新與空間組織的辯證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 49 期，第 45-76
關係，環境與世界第 31 期，第 59-96
頁。
頁。
28. 韓菊美、吳連賞，2012/08，「生活世
6. 界」中的環境識覺—以高雄泥岩區為
陳振杰、吳連賞，2015/05，高雄遊艇
產業群聚網絡創新之研究，地理研究
例，南台人文社會學報，第 7 期，第
第 62 期，第
83-116
頁。 1-24 頁。
7.
29.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陳振杰、吳連賞等，2012/06，區域創
五條港文化園區遊客的觀光認知，東
新系統觀點探討大高雄產業再發展之
方學報第
35 期，第 113-122
頁。
研究，環境與世界第
24 至 25
期，第
59-92 頁。
8.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化創意觀光活動偏好與態度之研
30. 文
黃茱珺、吳連賞等，2012/06，高雄市
究—以五條港文化園區為例，大葉大
文創城市之指標建構與發展優勢，環境
學運動與遊憩評論第
3 期，第
與世界第
24 至 25 期，第
27-5841-52
頁。
頁。
31. 洪啟文、吳連賞，2011/12，港口貿易
9. 黃瓊慧、吳連賞，2014/09，日治時代
機能與區域發展關係之
研究，以日
屏東平原之信仰地域結構：以神明會
治時期高雄市為例，都市與計畫，第
為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6 期，
38 卷第 4 期：375-402。（TSSCI）
第 1-18 頁。
32. 陳鈺昇、吳連賞、鄭春發，2011/12，
10. 10.
黃 年以來大台南製造業發展與人口
瓊 慧、 吳 連 賞、 辛 宜 津，
1971
2014/06，環境變動下屏東平原沿山地
變遷，人口學刊第 43 期，第 137-173
區的人地關係：以高樹鄉為例，正修
頁。（TSSCI）
通識教育學報，第 11 期，第 151-178
33. 蔡漢生、吳連賞，2011/12，從高雄市
頁。
產業園區的整合與新投入論高雄產業
轉型的機會，華岡地理學報，第 28 期，
第 31-50 頁。

34. 吳連賞、陳振杰、蔡漢生、黃茱珺，
11. 陳振杰、吳連賞，2014/06，台灣遊艇
2011/12，建構文化創意城市可行性研
產業轉型之研究：基於路徑依賴觀點，
究—以高屏地區為例，城市發展半年
刊第
12大
期，第
25-53
正
修科
通識教
育 學 頁。
報 第 11 期， 第
109-133 頁。
35. 鄭春發、吳連賞，2011/09，高雄地區
12. 林廖嘉宏、吳連賞，2014/04，高雄港
生態系統演變與比較分析—以能值分
市的發展與衝突—新草衙更新與紅毛
析為例，城市學學刊，第 2 卷第 2 期：
57-111。
港遷村的結構化分析，環境與世界第
30 期，第 59-96 頁。
36. 吳連賞，2011/06，高雄文獻，大高雄
13. 黃瓊慧、吳連賞，2014/03，屏東前堆
產業經濟發展變遷，第 1 卷第 1 期：
之文化地域，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58-108。
15 期，第 1-21 頁。
37. 洪 啟 文、 吳 連 賞，2010/12， 高 雄 市
14. 黃
瓊 慧、 吳 連 賞，2013/11， 環 境 變
灌溉系統開發與區域發展之相關分析
動下之地域文化—以屏東平原北部為
（1683-1894）， 台 大 地 理 學 報 第
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4 期，第
六十期，第 133-151 頁（TSSCI）。
15-33 頁。
38. 吳連賞、許燕芬，2010/09，左營觀光
15. 陳鈺昇、吳連賞，2012/12，全球化下
遊憩空間與遊客滿意度之研究，高市文
台南市眼鏡製造聚落的佈局與調適，
獻第 23 卷第 3 期，第 47-85 頁。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 49 期，第 45-76
39. 頁。
黃茱珺、吳連賞，2009/12，金門紀念
品在地黏著性之探討，環境與世界第
16. 韓菊美、吳連賞，2012/08，「生活世
20 期，第 1-26 頁。
界」中的環境識覺—以高雄泥岩區為
40. 例，南台人文社會學報，第
吳連賞，2009/12，全球在地化魅力與
7 期，第
高雄市文創產業的發展，高市文獻第
83-116
頁。
22 卷第 4 期，第 1-54 頁。
17. 陳振杰、吳連賞等，2012/06，區域創
41. 新系統觀點探討大高雄產業再發展之
吳連賞，2009，全球化下高雄港都的
發展與再發展，BH 美宅誌，幸福港都
研究，環境與世界第
24 至 25 期，第
高雄 世運南台灣房地產專刊，第
3459-92
頁。
39 頁。
18. 黃茱珺、吳連賞等，2012/06，高雄市
42. 文創城市之指標建構與發展優勢，環
吳連賞，2009/06，高雄市產業發展過
境與世界第
24 至 25 期，第 27-58
頁。
程與轉型方向，高市文獻第
22 卷第
2
期，第 1-28 頁。
19. 洪啟文、吳連賞，2011/12，港口貿易
研究，以
43. 機能與區域發展關係之
陳振杰、吳連賞等，2008，高雄市文
日治時期高雄市為例，都市與計畫，
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現狀與前景規劃之
第
38 卷第 4 期：375-402。（TSSCI）
研究，環境與世界第
18 期，第 43-74
頁。
20. 陳鈺昇、吳連賞、鄭春發，2011/12，
年以來大台南製造業發展與人口
44. 1971
鄭春發、吳連賞，2008，遊艇產業聚
變遷，人口學刊第
43 期，第 137-173
集之空間群聚與網路的分析，環境與世
頁。（TSSCI）
界第 18 期，第 75-1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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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黃瓊慧、吳連賞，2008，荷治時代屏
1. 邱婕歆、吳連賞，2017/11，從十二年
東平原放索社域及其發展，環境與世界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再定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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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蔡漢生、吳連賞，2015/12，解析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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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群聚網絡創新之研究，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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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營運條件變化與區位調適，台銀季
刊，第 47 卷第 4 期，第 253-294 頁。
7.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五條港文化園區遊客的觀光認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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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期，第 113-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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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黃瓊慧、吳連賞，2014/09，日治時代
76.屏東平原之信仰地域結構：以神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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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探討，台灣省高中教學輔導叢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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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人地關係：以高樹鄉為例，正修
通識教育學報，第 11 期，第 15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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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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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陳鈺昇、吳連賞，2012/12，全球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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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世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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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地學研究所研究報告，第五集，第
19. 洪啟文、吳連賞，2011/12，港口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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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蔡文彩、吳連賞等，1981/12，旗津地
關係，環境與世界第 31 期，第 59-96
區生活地理之研究，台灣師大地理系友
頁。會刊，第 4 期，第 41-48 頁。
6. 陳振杰、吳連賞，2015/05，高雄遊艇
產業群聚網絡創新之研究，地理研究
二、研討會論文
第 62 期，第 1-24 頁。
吳連賞，2019/11，兩岸教育文化融合
7. 1.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方向與策略，全方位視角下的兩岸—
五條港文化園區遊客的觀光認知，東
民生財經、海洋環境、國際政治，台北
方學報第
35 期，第 113-122 頁。
論壇基金會主辦，義大皇家酒店 6 樓
8.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義大演講廳。
文化創意觀光活動偏好與態度之研
2.
Wu lien-shang 2019/11，
究—以五條港文化園區為例，大葉大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41-52
Human
學運動與遊憩評論第
3 期，第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the age
頁。
of Global : NKNU Administration
9. 黃瓊慧、吳連賞，2014/09，日治時代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Iwate
屏東平原之信仰地域結構：以神明會
univer stiy’s 70th Anniver sar y
為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6 期，
International Symposium-creating
第 1-18
頁。
the Future Via Global Human
Resources, November 14&15, 2019.
10. 10. 黃 瓊 慧、 吳 連 賞、 辛 宜 津，
2014/06，環境變動下屏東平原沿山地
3.
吳連賞，2019/06，高雄產業空間再現：
區的人地關係：以高樹鄉為例，正修
傳統、現代與創新，2019 年環境與世
通識教育學報，第
11 期，第 151-178
界研討會—跨域而獨特，2019
年6月
頁。
15 日，高雄師大地理系主辦。

吳連賞，2019/05，高雄產業發展與青
11.4.
陳振杰、吳連賞，2014/06，台灣遊艇
年創業，2019 年第三屆兩岸人文名家
產業轉型之研究：基於路徑依賴觀點，
論壇暨兩岸文旅產業高峰會，2019 年
正 修 科 大 通 識 教 育 學 報 第 11 期， 第
5 月 18 日，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603 室，
109-133 頁。
台灣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台灣僑商聯
合會主辦。
12. 林廖嘉宏、吳連賞，2014/04，高雄港
市的發展與衝突—新草衙更新與紅毛
5. 吳連賞，2018/10，新時代大學治理與
港遷村的結構化分析，環境與世界第
高教創新，湖南師範大學慶祝 80 周年
30 期，第 59-96 頁。
校慶中外大學校長論壇，2018 年 10
月 26-27 日，湖南師範大學主辦，湖
13. 黃瓊慧、吳連賞，2014/03，屏東前堆
南長沙木風林賓館。
之文化地域，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5 期，第 1-21 頁。
6. W u l i e n - s h a n g , 2 0 1 8 / 0 9 ,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14. 黃 瓊
慧、 吳 連 賞，2013/11，
環境變
in Penghu, Global bays and Harbor
動下之地域文化—以屏東平原北部為
Cities Forum, panel Discussion
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4 期，第E—
sustainable
Tourism, 2018.9/28-29,
15-33
頁。
The Most Beautiful Bay Carnival in
15. 陳鈺昇、吳連賞，2012/12，全球化下
Penghu, Taiwan.
台南市眼鏡製造聚落的佈局與調適，
7.
吳連賞，2018/08，兩岸高校產教融合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
49 期，第 45-76
與高教創新發展，第十四屆穗台校長
頁。
論壇，2018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
16. 韓菊美、吳連賞，2012/08，「生活世
廣州大學主辦。
界」中的環境識覺—以高雄泥岩區為
8.
吳連賞，2018/05，再發現高雄產業：
例，南台人文社會學報，第
7 期，第
傳統、現代與創新，2018
年海峽兩岸
83-116 頁。
經濟地理學研討會專題演講，2018 年
17. 陳振杰、吳連賞等，2012/06，區域創
5 月 31 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
新系統觀點探討大高雄產業再發展之
主辦，舉辦地點：國立台北大學台北
研究，環境與世界第
校區教學大樓。 24 至 25 期，第
59-92 頁。
9. 吳連賞，2015/09，兩岸關係與產業發
18. 黃茱珺、吳連賞等，2012/06，高雄市
展，兩岸青年創業高峰會專題演講，
文創城市之指標建構與發展優勢，環
高雄君鴻國際酒店 41 樓星光廳，2015
境與世界第
24日。
至 25 期，第 27-58 頁。
年 9 月 23
19.10.
洪啟文、吳連賞，2011/12，港口貿易
吳 連 賞，2017/11， 雙 一 流 大 學 建 設
機能與區域發展關係之
研究，以
中的機遇與挑戰—以高師大為例，福
日治時期高雄市為例，都市與計畫，
建師大 110 週年校慶，中外大學校長
第 38
卷第 4 期：375-402。（TSSCI）
論壇暨兩岸四地師範大學校長論壇，
2017 年 11 月 16 日 -18 日，福建師
20. 陳鈺昇、吳連賞、鄭春發，2011/12，
大主辦。
1971 年以來大台南製造業發展與人口
變遷，人口學刊第
43 期，第 137-173
11.
簡慧鍾、吳連賞，2017/01，台南五條
頁。（TSSCI）
港「老屋欣力」魅力屬性評價初探，
2017 第十三屆中華空間設計學術研討
會中華民國空間設計學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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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邱婕歆、吳連賞，2017/11，從十二年
吳連賞，2016/10，前瞻人才教育與師
1.
資培育—高師大的個案，2016 人才培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再定位教
育的現況與前瞻—第五屆兩岸四地師
師角色，教育學誌第 38 期，第 101範大學校長論壇，彰化師範大學主辦，
123 頁。
2016 年 10 月 12 日，台灣彰化市。
2. 簡慧鍾、吳連賞，2016/12，再論台南
13. 吳 連 賞，2016/07， 創 新 創 業 與 高 素
五條港「老屋欣力」魅力屬性評價，
質人才培養—高雄師範大學的個案，
東方學報第 37 期，第 1-15 頁。
2016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創新驅
動戰略與高水平師範大學建設，嶺南
3. 盧薇喬、吳連賞，2016/09，產業文化
師範學院、台灣師範教育學會主辦，
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和城鄉發展關係—
2016 年 7 月 4 日，廣東省湛江市。 7
以台南市北門區為例，城市學學刊第
卷第 2 期，第 25-55 頁。
14. 簡慧鍾、吳連賞、陳俊智，2016/01，
探討台南五條港文化園區「老屋欣力」
4. 簡慧鍾、吳連賞、陳俊智，2016/03，
魅力因子，2016 第十二屆中華空間設
應用魅力工學探討台南五條港文化園
計學術研討會，中華民國空間設計學會
區「老屋欣力」之魅力屬性，東方學
主辦。
報第
36 期，第 47-56 頁。
15.蔡漢生、吳連賞，2015/12，解析台灣
吳連賞，2015/10，高師大師資培育與
5.
輔導特色，第四屆兩岸四地師範大學校
蝴蝶蘭產業之創新與空間組織的辯證
長論壇，2015 年 10 月
日，華東師
關係，環境與世界第
31 11
期，第
59-96
範大學主辦，上海市。
頁。
16.陳振杰、吳連賞，2015/05，高雄遊艇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徐郁倫，
6.
2015/03，台南五條港文化園區創意觀
產業群聚網絡創新之研究，地理研究
光活動偏好與態度初探，2015
異文化
第
62 期，第 1-24 頁。
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南榮科技大學生
7.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活應用學院主辦。
五條港文化園區遊客的觀光認知，東
17.方學報第
吳連賞，2013/06，從區域創新觀點探
35 期，第 113-122 頁。
討加工出口區的未來發展，第五屆海峽
8.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論壇暨第十二屆海峽兩岸科技與經濟
文
化創意觀光活動
偏 好月
與 14-18
態 度 之日，
研
論壇論文集，1-20
頁，6
究—以五條港文化園區為例，大葉大
福建省科學技術協會主辦，福州大學承
學運動與遊憩評論第
3 期，第 41-52
辦。
頁。
18. 吳連賞，2013/05，十二年國教中學地
9. 黃瓊慧、吳連賞，2014/09，日治時代
理課綱的發展與前瞻規劃，第十七屆台
屏東平原之信仰地域結構：以神明會
灣國際地理學術研討會，台灣師大地理
為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6 期，
系主辦。
第 1-18 頁。
19. 吳連賞，2011/09，高雄市產業發展與
10. 10.
黃 瓊 慧、 吳 連 賞、 辛 宜 津，
創新策略，首屆皖台科技論壇暨第六屆
2014/06，環境變動下屏東平原沿山地
海峽兩岸管理科學論壇論文集，安徽省
區的人地關係：以高樹鄉為例，正修
科學技術協會，中國科技大學（安徽省
通識教育學報，第
合肥市）主辦。 11 期，第 151-178
頁。

20.陳振杰、吳連賞，2014/06，台灣遊艇
吳連賞，2010/12，大高雄區域產業經
11.
濟的治理策略，2010 兩岸 MPA 教育
產業轉型之研究：基於路徑依賴觀點，
論壇與大陸公共管理院長論壇論文集，
正 修 科 大 通 識 教 育 學 報 第 11 期， 第
第 113-117 頁，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
109-133 頁。
會主辦，中山大學承辦。
12. 林廖嘉宏、吳連賞，2014/04，高雄港
21.市的發展與衝突—新草衙更新與紅毛
吳連賞，2010/12，大高雄區域治理策
略—產業面前瞻規劃，第五屆「海峽
港遷村的結構化分析，環境與世界第
兩岸管理科學論壇」與第十八屆「環境
30 期，第 59-96 頁。
管理與都會發展研討會論文集」，第
48-57 頁，2010.12.17 中山大學主辦。
13. 黃瓊慧、吳連賞，2014/03，屏東前堆
之文化地域，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22.15
吳連賞、陳美儒，2009/10，彰化田尾
期，第 1-21 頁。
花卉產業結構化歷程之研究，2009 年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史地學術研討會，
14. 黃
瓊 慧、 吳 連 賞，2013/11， 環 境 變
2009.10.21，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主辦。
動下之地域文化—以屏東平原北部為
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4 期，第
23.15-33
Wu lien
頁。shang, 2009/03,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formation
15. 陳鈺昇、吳連賞，2012/12，全球化下
i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 n i v e r s i t y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台南市眼鏡製造聚落的佈局與調適，
Conference of Transforming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
49 期，第Normal
45-76
or
Education
universities,
March12頁。
13, 2009, National Dong Hwa
16. 韓菊美、吳連賞，2012/08，「生活世
University.
界」中的環境識覺—以高雄泥岩區為
24.例，南台人文社會學報，第
吳連賞、林幸君、李樑堅、孫延淵、鄭
7 期，第
春發等，2009/06，高雄港對總體經濟
83-116
頁。
及區域經濟影響之調查分析，2009 年
17. 陳振杰、吳連賞等，2012/06，區域創
第六屆環境與世界暨陳文尚教授榮退
新系統觀點探討大高雄產業再發展之
學術研討會，2009.6.07，高雄師範大
研究，環境與世界第
24 至 25 期，第
學地理系主辦。
59-92 頁。
25. 吳連賞，2009/08，30 年來高雄港都
18. 黃茱珺、吳連賞等，2012/06，高雄市
的產業發展與蛻變；高雄市升格直轄市
文創城市之指標建構與發展優勢，環
30 周年學術研討會，第 107-150 頁，
境與世界第
24 至 25 期，第 27-58 頁。
98.08.28 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委託，
高雄師範大學主辦。
19. 洪啟文、吳連賞，2011/12，港口貿易
研究，以
26.機能與區域發展關係之
吳連賞等，2008/10，高雄市文化創意
日治時期高雄市為例，都市與計畫，
產業發展現況與策略規劃研究，2008
第
38 卷第 4 期：375-402。（TSSCI）
南台灣文化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2008.10.17，屏東教育大學主辦。
20. 陳鈺昇、吳連賞、鄭春發，2011/12，
年以來大台南製造業發展與人口
27.1971
吳連賞，2007/11，人口演變對高雄市
變遷，人口學刊第
43 期，第 137-173
都市發展影響之研究，海峽兩岸資源與
頁。（TSSCI）
環境高層論壇，福建師範大學百年校慶
學 術 研 討 會，2007.11.09， 福 建 師 大
地理旅遊學院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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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吳連賞、林綱偉，2007/04，台灣地區
1. 邱婕歆、吳連賞，2017/11，從十二年
大學的地理與環境通識課程調查研究，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再定位教
全球華人地理學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師角色，教育學誌第
38 期，第 101第 521-525 頁，高雄師範大學主辦，
123 頁。
中國地理學會委辦。
2. 簡慧鍾、吳連賞，2016/12，再論台南
29. 吳連賞，2005/12，高雄港都的世界地
五條港「老屋欣力」魅力屬性評價，
位與港口營運變遷分析，海洋首都前瞻
東方學報第
37 期，第 1-15 頁。
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135-157
頁，高雄師範大學主辦，高雄市議會委
3. 盧薇喬、吳連賞，2016/09，產業文化
辦。
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和城鄉發展關係—
以台南市北門區為例，城市學學刊第 7
30. 吳連賞，2005/08，全球化與高雄市轉
卷第
2 期，第 25-55 頁。
型發展，2005 年全球華人地理學家研
4. 簡慧鍾、吳連賞、陳俊智，2016/03，
討會論文集，12-11，1-20，北京大學
暨中國地理學會主辦。
應用魅力工學探討台南五條港文化園
區「老屋欣力」之魅力屬性，東方學
31. 吳36
連期，第
賞、 梁47-56
鳳 如，2005/04，
台南科
報第
頁。
學工業園區發展與地方發展之研究，
5. 蔡漢生、吳連賞，2015/12，解析台灣
2005 國土規劃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蝴蝶蘭產業之創新與空間組織的辯證
Ⅱ -2，1-20，成功大學主辦。
關係，環境與世界第 31 期，第 59-96
32. 吳連賞、鄭春發，2004/12，打狗港市
頁。
互依的發展機制與課題之研究，慶祝高
6. 陳振杰、吳連賞，2015/05，高雄遊艇
雄建市 80 年暨打狗開港 140 年學術研
產業群聚網絡創新之研究，地理研究
討會論文集，第 89-126 頁，高雄師範
第 62
期，第 1-24 頁。
大學主辦，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辦。
7.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33. 吳連賞、李佳純，2004/05，高高屏地
五條港文化園區遊客的觀光認知，東
區國中地理新課程教學現況之調查分
方學報第
35 期，第 113-122 頁。
析，環境資源與環境災害研討會論文
集，第 108-127 頁，中國地理學會主
8.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辦。
文化創意觀光活動偏好與態度之研
究—以五條港文化園區為例，大葉大
34. 吳連賞，2004/04，人與地的互動與對
學運動與遊憩評論第
3 期，第 41-52
話，高雄港都的再規劃個案研究，中山
頁。思想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吳鳳技術學院主辦，第 1-29 頁。
9. 黃瓊慧、吳連賞，2014/09，日治時代
屏東平原之信仰地域結構：以神明會
35. 28. 吳連賞，2003/10，高雄港都再發
為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6 期，
展課題與因應策略之研究，國立高雄
第 1-18
頁。
應用科大學報 40 週年校慶特刊，第
21-48 頁。
10. 10. 黃 瓊 慧、 吳 連 賞、 辛 宜 津，
2014/06，環境變動下屏東平原沿山地
36. 吳連賞，2000/08，全球化與兩岸經貿
區的人地關係：以高樹鄉為例，正修
發展，海峽兩岸資源整合與經貿發展研
通識教育學報，第
期，第
151-178
討會論文集，第11
1-20
頁，福建師範大
頁。學地理科學院主辦。

37. 吳連賞，2007/10，創意、團隊、品質、
11. 陳振杰、吳連賞，2014/06，台灣遊艇
多元—高師大教學卓越計畫的內涵與
產業轉型之研究：基於路徑依賴觀點，
成果，海峽兩岸全球化下大學教育論
正修
科 大 通 識 教 育 學 報 第 11 期， 第
壇，高雄師大
40 週年校慶大學論壇學
109-133 頁。
術研討會，高雄師大主辦。
12. 林廖嘉宏、吳連賞，2014/04，高雄港
38. 吳連賞，2007/08，傳統文化特色與大
市的發展與衝突—新草衙更新與紅毛
學通識教育，海峽兩岸鄂台交流基金會
港遷村的結構化分析，環境與世界第
2007 年學術研討會，湖北武漢江漢大
30 期，第
59-96 頁。
學主辦。
13. 黃瓊慧、吳連賞，2014/03，屏東前堆
39. 吳連賞，1999/08，國中區域地理教材
之文化地域，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設計與基本學力指標之研擬，跨世紀海
15 期，第
1-21 頁。
峽兩岸地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地
14. 黃 瓊
慧、 吳 連 賞，2013/11，
環境變
理學會主編，甲三
4-1-30 頁。
動下之地域文化—以屏東平原北部為
40. 吳連賞，1999/05，人文迷思與鄉土重
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4 期，第
建—以高雄市三民區的鄉土環境問題
15-33 頁。
為例，第三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論文
15. 陳鈺昇、吳連賞，2012/12，全球化下
集，臺灣師大地理系主辦，第 1-19 頁。
台南市眼鏡製造聚落的佈局與調適，
41. 吳 連 賞，1996/05，
地關係
的再思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
49 人
期，第
45-76
頁。考—高屏地區的污染現況與居民環境
污染識覺實察個案，高雄師大 84 學年
16. 韓菊美、吳連賞，2012/08，「生活世
度地方教育輔導計畫地理教學野外實
界」中的環境識覺—以高雄泥岩區為
察研習會論文集，第 49-63 頁。
例，南台人文社會學報，第 7 期，第
42. 吳連賞，1999/05，人文迷思與鄉土重
83-116
頁。
建—以高雄市三民區的鄉土環境問題
17. 陳振杰、吳連賞等，2012/06，區域創
為例，第三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論文
新系統觀點探討大高雄產業再發展之
集，臺灣師大地理系主辦，第 1-19 頁。
研究，環境與世界第 24 至 25 期，第
43. 吳連賞、洪富峰，1995/08，新時代高
59-92
頁。
雄區位的發展，亞太變遷中的高雄研討
18. 黃茱珺、吳連賞等，2012/06，高雄市
會論文集（84 年 8 月 20 日），第 96文創城市之指標建構與發展優勢，環
121 頁。
境與世界第 24 至 25 期，第 27-58 頁。
44. 吳連賞，1994/12，高雄都會區的都會
19. 洪啟文、吳連賞，2011/12，港口貿易
地位及其未來發展課題，高雄師範大
機能與區域發展關係之
研究，以
學地理學系及高雄市文獻會合辦高雄
日治時期高雄市為例，都市與計畫，
地區歷史古蹟維護與都會發展研討會，
第 38
卷第
期：375-402。（TSSCI）
1994
年412
月 17 日，第 1-16 頁。
20. 陳鈺昇、吳連賞、鄭春發，2011/12，
45. 吳連賞，1994/4，高中地理課程修訂
1971
年以來大台南製造業發展與人口
的若干課題分析，高雄師範大學加強高
變遷，人口學刊第
43 期，第 137-173
中人文及社會科學教學方法與評量技
頁。（TSSCI）
巧論文選集，第 131-147 頁。
46. 吳連賞，1994/03，基層建設與均衡地
方發展之規劃研究，台灣省經建會委託
研究研討會論文集，第 1-40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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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吳連賞教授歷年來獲得科技部及非科技部研究計畫一覽表
計畫名稱
( 編號為科技部補助
編號 )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
機構

計畫經費
( 新台幣 )

高雄都會區工
業發展的時空
變遷（NSC842415-H017-002）

主持人

83.08-84.07

科技部

297,100

台灣南部地區鄉土教
育資料收集與教材
編撰架構（NSC852413-H017-004）

主持人

84.08-85.07

科技部

294,000

台灣南部地區中學
地理教育與教材編
撰架構（NSC862415-H017-001）

主持人

85.08-86.07

科技部

321,900

紅毛港小區域地理
與鄉土教材編撰的
實證研究（NSC872415-H017-002）

主持人

86.08-87.07

科技部

347,600

高雄市環境規劃及其
未來發展方向之研究

主持人

87.01-87.06

高雄市政府

350,000

高雄市三民區聚
落商街空間發展
與環境問題之調
查研究（NSC882415-H017-002）

主持人

87.08-88.07

科技部

150,500

苓雅區環境改造與學
習形社區行動方案

主持人

89.01-89.12

教育部

270,000

9

計畫名稱
（編號為科技部補助
編號）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
機構

計畫經費 ( 新
台幣 )

科技部

937,600

加工出口區產業與就
業結構變遷之地理研
究—以高雄、楠梓、
潭子、三加工出口區
為例 (I、Ⅱ )(NSC892415-HO17-002)
(NSC90-2415HO17-001-SSS)

主持人

高雄市未來二十年人
口預測之研究

協同主持人

90.06-90.12

高雄市政府

350,000

高雄市的地理—人與
地的對話

主持人

91.06-91.12

高雄市政府

270,000

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
推動工作教育研究輔
導組社會學習領域

主持人

91.09-92.05

教育部

2,000,000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推動工作小組課
程與教學深耕輔導
組—社會學習領域

主持人

92.03-92.12

教育部

2,000,000

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
深耕計劃子計劃二—
大學與國民中小學攜
手合作—社會領域鄉
土實察課程設計與多
元評量研究（I）

主持人

92.08-93.07

教育部

100,000

89.08-90.07、
90.08-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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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編號為科技部補助
編號）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
機構

計畫經費 ( 新
台幣 )

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
深耕計劃子計劃二—
大學與國民中小學攜
手合作—電腦輔助九
年一貫社會領域與學
校本位課程教學之研
究（I）

主持人

92.08-93.07

教育部

100,000

高雄市營造英語生活
環境設施調查規劃及
效益評估

主持人

92.11-93.05

高雄市政府

850,000

慶祝高雄建市 80 年暨
打狗開港 140 年—學
術研討會專案計畫

主持人

93.08-93.12

高雄市政府

800,000

大學院校開設地理
學與環境相關通
識課程之必要性
與現況調查研究
(93-2415-H-017003-SSS)

主持人

93.08-94.07

科技部

498,400

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
深耕計劃子計劃二—
大學與國民中小學攜
手合作—社會領域鄉
土實察課程設計與多
元評量研究 （II）

主持人

93.08-94.07

教育部

100,000

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
深耕計劃子計劃二—
大學與國民中小學攜
手合作—電腦輔助九
年一貫社會領域與學
校本位課程教學之研
究（II）

主持人

93.08-94.07

教育部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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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編號為科技部補助
編號）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
機構

計畫經費 ( 新
台幣 )

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與
教科書研究—各版本
中國史地教材分析研
究

主持人

93.10-94.03

教育部

450,000

高雄市港埠發展史研
究專案

主持人

94.03-94.11

高雄市
文獻委員會

500,000

紅毛港文化故事調查
專案計畫

協同主持人

94.04-94.12

高雄市政府

650,000

人口流動變化型態對
高雄市發展趨勢之研
究

主持人

95.07-96.02

高雄市政府

770,000

台灣地區國小、國中、
高中生地理科知識能
力指標建構之研究
（NSC 95-2415-H017-001）

主持人

95.08-96.07

科技部

458,000

普通高級中學地理科
課程綱要修訂專案

主持人

96.04-96.09

教育部

400,000

高雄市推動文化創意
產業策略之研究

主持人

96.06-97.04

高雄市政府

650,000

紀念二二八事件 60 週
年學術研討會專案計
畫

主持人

96.08-96.11

高雄市
文獻委員會

1,000,000

紀念高雄港建港 100
週年學術研討會專案
計畫

主持人

97.05-97.10

高雄市
文獻委員會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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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編號為科技部補助
編號）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
機構

計畫經費 ( 新
台幣 )

高雄港對總體經濟及
區域影響之調查分析

主持人

97.06-98.03

交通部
高雄港務局

1,400,000

高中以下學校及幼稚
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納入專門任教學科 /
領域之可行方案研究

共同主持人

97.01-97.06

教育部

1,200,000

高雄市發展銀髮產業
之可行性研究

協同主持人

97.07-98.02

高雄市政府

750,000

設置高雄生態水系廊
道策略研究

協同主持人

97.07-98.02

高雄市政府

740,000

紅毛港遷村實錄—產
業篇研究專案

主持人

97.10-98.07

高雄市政府

300,000

紅毛港遷村實錄—戶
政與地政篇研究專案

主持人

97.10-98.07

高雄市政府

300,000

高雄地區產業再生策
略規劃

協同主持人

97.06-98.06

行政院國發會

3,800,000

高雄市升格直轄市 30
週年學術研討會專案

主持人

98.02-98.09

高雄市
文獻委員會

750,000

建構文化創意城市可
行性研究—以高高屏
地區為例

主持人

98.06-99.02

高雄市政府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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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編號為科技部補助
編號）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
機構

計畫經費 ( 新
台幣 )

高雄捷運場站與周邊
商業活動發展分析

協同主持人

98.06-99.02

高雄市政府

650,000

高雄市民推動高雄航
空城之意願調查研究

主持人

98.06-98.09

行政院研考會

300,000

高雄縣市合併政策規
劃研究

協同主持人

98.10-99.10

高雄市政府

3,300,000

高雄市產業發展史專
題計畫

主持人

99.05-100.02

高雄市
文獻委員會

300,000

大高雄區域創新系統
發展策略之研究

主持人

99.06-100.02

高雄市政府

700,000

高雄市區域計畫規劃
( 高雄市政府 )

主持人

100.11~101.10

高雄市政府

8,870,000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擴
大範圍資源調查及可
行性評估

主持人

102.01-103.01

內政部營建署

3,440,000

進化的經濟地理 : 從
區域創新系統探討加
工區再發展之研究
NSC（102-2410-H017-018-）

主持人

102.08-103.07

科技部

593,000

金門低碳島整體行銷
規劃

主持人

102.09-103.02

行政院環保署

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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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編號為科技部補助
編號）
加工出口區創新展望
計畫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
機構

計畫經費 ( 新
台幣 )

協同主持人

102.06-103.01

經濟部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

2,950,000

1,950,000

烈嶼自然海岸景觀風
貌維護整體規劃

協同主持人

102.06-102.12

內政部營建署
金門國家公園
管理處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
感教育實驗計畫』—
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
地學校

協同主持人

102.09-105.06

教育部

6,800,000

I-Movie 互動式英語
學習平台

主持人

103.01-103.12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2,000,000

協同主持人

103.08-104.07

科技部

620,000

104 年中小學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成效檢討
暨典範案例甄選實施
計畫

主持人

104.02-105.02

教育部

3,000,000

小小航天工程師科普
活動推廣專題計畫
(104-2515-S-020004)

協同主持人

104.09-105.08

科技部

575,000

I-Movie 互動式英語
學習平台

主持人

105.01-106.12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2,000,000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
感教育實驗計畫』─
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
地學校

協同主持人

105.07-105.12

教育部

3,170,000

小小航天工程師科
普活動推廣專題
計畫（NSC1032515-S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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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編號為科技部補助
編號）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
機構

計畫經費 ( 新
台幣 )

以本市產業空間分布
探討本市高級中等學
校科系、師資培育之
發展趨勢

主持人

105.10-106.03

高雄市政府

100,000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
感教育實驗計畫』─
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
地學校

協同主持人

106.01-106.12

教育部

6,750,000

小小航天工程師科普
活動推廣專題計畫
(106-2515-S-020002)

協同主持人

106.09-107.06

科技部

630,000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
感教育實驗計畫』─
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
地學校

協同主持人

107.01-107.12

教育部

6,900,000

小小航天工程師科普
活動推廣專題計畫
(106-2515-S-020002)

協同主持人

106.09-107.06

科技部

630,000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
感教育實驗計畫』─
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
地學校

協同主持人

107.01-107.12

教育部

6,900,000

I-Movie 互動式英語
學習平台

主持人

107.01-108.06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2,480,000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
感教育實驗計畫』─
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
地學校

協同主持人

108.01-108.06

教育部

3,220,000

總計 62件（計畫總經費）

$87,94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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