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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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市為核心之群聚創新的螺旋發展，華
11. 陳振杰、吳連賞，2014/06，台灣遊艇
岡地理學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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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 49 期，第 45-76
17.
蔡漢生、吳連賞，2015/12，解析台灣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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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瓊慧、吳連賞，2013/11，環境變動
4. 簡慧鍾、吳連賞、陳俊智，2016/03，
下之地域文化—以屏東平原北部為例，
應用魅力工學探討台南五條港文化園
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4 期，第 15區「老屋欣力」之魅力屬性，東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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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雄產業經濟發
13. 黃瓊慧、吳連賞，2014/03，屏東前堆
展變遷，高雄文獻第 1 卷第 1 期：58之文化地域，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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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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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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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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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刊論文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
補助或委託
計畫經費
11. 陳振杰、吳連賞，2014/06，台灣遊艇
1. 邱婕歆、吳連賞，2017/11，從十二年
( 編號為科技部補助
起迄年月
產業轉型之研究：基於路徑依賴觀點，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再定位教
任之工作
機構
( 新台幣 )
編號
)
正 修 科 大 通 識 教 育 學 報 第 11 期， 第
師角色，教育學誌第 38 期，第 101109-133 頁。
123 頁。
以本市產業空間分布
探討本市高級中等學
12. 林廖嘉宏、吳連賞，2014/04，高雄港
2. 簡慧鍾、吳連賞，2016/12，再論台南
主持人
105.10-106.03
高雄市政府
100,000
校科系、師資培育之
市的發展與衝突—新草衙更新與紅毛
五條港「老屋欣力」魅力屬性評價，
港遷村的結構化分析，環境與世界第
東方學報第 37 期，第 1-15 頁。
發展趨勢
30 期，第 59-96 頁。

3. 盧薇喬、吳連賞，2016/09，產業文化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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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教育實驗計畫』─
協同主持人
106.01-106.12
教育部
6,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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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
15 期，第 1-21 頁。
卷第 2 期，第 25-55 頁。
地學校
4. 簡慧鍾、吳連賞、陳俊智，2016/03，

14. 黃 瓊 慧、 吳 連 賞，2013/11， 環 境 變

小小航天工程師科普
動下之地域文化—以屏東平原北部為
應用魅力工學探討台南五條港文化園
活動推廣專題計畫
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4 期，第
區「老屋欣力」之魅力屬性，東方學
協同主持人 106.09-107.06
科技部
630,000
(106-2515-S-02015-33 頁。
報第 36 期，第 47-56 頁。
00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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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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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教育實驗計畫』─
協同主持人
107.01-107.12
教育部
6,900,000
頁。
頁。

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
地學校
6. 陳振杰、吳連賞，2015/05，高雄遊艇

16. 韓菊美、吳連賞，2012/08，「生活世
界」中的環境識覺—以高雄泥岩區為
例，南台人文社會學報，第 7 期，第
活動推廣專題計畫
83-116 頁。
協同主持人 106.09-107.06
科技部
630,000
7.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106-2515-S-02017. 陳振杰、吳連賞等，2012/06，區域創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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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
8.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59-92 頁。
感教育實驗計畫』─
文化創意觀光活動
偏 好 與 態 度 之107.01-107.12
研
協同主持人
教育部
6,900,000
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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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學校學運動與遊憩評論第 3 期，第 41-52
文創城市之指標建構與發展優勢，環
境與世界第 24 至 25 期，第 27-58 頁。
頁。
產業群聚網絡創新之研究，地理研究
小小航天工程師科普
第 62 期，第 1-24 頁。

教育部國民
I-Movie
互動式英語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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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107.01-108.06 及學前教育
2,480,000
學習平台
機能與區域發展關係之
研究，以
屏東平原之信仰地域結構：以神明會
署
為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6 期，

日治時期高雄市為例，都市與計畫，

通識教育學報，第 11 期，第 151-178
頁。

頁。（TSSCI）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
第 38 卷第 4 期：375-402。（TSSCI）
第 1-18 頁。
感教育實驗計畫』─
20. 陳鈺昇、吳連賞、鄭春發，2011/12，
10. 10. 黃 瓊 慧、 吳 連
賞、 辛 宜 津，
協同主持人
108.01-108.06
教育部
3,220,000
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
1971 年以來大台南製造業發展與人口
2014/06，環境變動下屏東平原沿山地
地學校區的人地關係：以高樹鄉為例，正修
變遷，人口學刊第 43 期，第 137-173

2

一、期刊論文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
1. 邱婕歆、吳連賞，2017/11，從十二年
( 編號為科技部補助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再定位教
任之工作
編號 )
師角色，教育學誌第
38 期，第 101123 頁。

補助或委託
計畫經費
11. 陳振杰、吳連賞，2014/06，台灣遊艇
產業轉型之研究：基於路徑依賴觀點，
機構
( 新台幣 )
正 修 科 大 通 識 教 育 學 報 第 11 期， 第
109-133 頁。

起迄年月

金門大橋通車後整體
主持人
109.03-109.07 金門縣政府
1,000,000
12. 林廖嘉宏、吳連賞，2014/04，高雄港
2. 簡慧鍾、吳連賞，2016/12，再論台南
政策規劃
五條港「老屋欣力」魅力屬性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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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學報第
37 年
期，第 1-15 頁。
金門新時代
-109
金門縣文化
30 期，第 59-96 頁。
金門縣文化創意產業
主持人
109.10-110.03
4,100,000
3. 盧薇喬、吳連賞，2016/09，產業文化
局
發展計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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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2 期，第 25-55
頁。
總計 64 件（計畫總經費）15 期，第 1-21 頁。
93,153,100

4. 簡慧鍾、吳連賞、陳俊智，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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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第 36 期，第 47-56 頁。

14. 黃 瓊 慧、 吳 連 賞，2013/11， 環 境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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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 頁。

5. 蔡漢生、吳連賞，2015/12，解析台灣
蝴蝶蘭產業之創新與空間組織的辯證
關係，環境與世界第 31 期，第 59-96
頁。

15. 陳鈺昇、吳連賞，2012/12，全球化下
台南市眼鏡製造聚落的佈局與調適，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 49 期，第 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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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2 期，第 1-24 頁。

16. 韓菊美、吳連賞，2012/08，「生活世
界」中的環境識覺—以高雄泥岩區為
例，南台人文社會學報，第 7 期，第
8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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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學報第 35 期，第 113-122 頁。
8. 簡慧鍾、吳連賞、林怡先，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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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運動與遊憩評論第 3 期，第 41-52
頁。

17. 陳振杰、吳連賞等，2012/06，區域創
新系統觀點探討大高雄產業再發展之
研究，環境與世界第 24 至 25 期，第
59-92 頁。
18. 黃茱珺、吳連賞等，2012/06，高雄市
文創城市之指標建構與發展優勢，環
境與世界第 24 至 25 期，第 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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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例，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6 期，
第 1-18 頁。

19. 洪啟文、吳連賞，2011/12，港口貿易
機能與區域發展關係之
研究，以
日治時期高雄市為例，都市與計畫，
第 38 卷第 4 期：375-402。（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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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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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陳鈺昇、吳連賞、鄭春發，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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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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