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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狗開港 140 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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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發展趨勢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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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地理科知識能
力指標建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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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策略之研究 主持人 96.06-97.04 高雄市政府 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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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學術研討會專案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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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委員會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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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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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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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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01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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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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出口區創新展望
計畫 協同主持人 102.06-103.01 經濟部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 2,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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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00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
感教育實驗計畫』—
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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