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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產學計畫 

1. 科技部 110 年專題研究計畫。峰終法則? 追蹤遊客體驗、情緒對回顧評估

之影響，計畫主持人。計畫編號 MOST 110-2410-H-424-006-SSS，補助經費

新台幣 66 萬 9 千元整。 

2. 科技部 109 年專題研究計畫。遺產觀光遊客真實性體驗之即時現地測量，

擔任計畫主持人。計畫編號 MOST 109-2410-H-424-005 -SSS，補助經費新

台幣 79 萬 3 千元整。 

3. 科技部 108 年專題研究計畫。運用空間象徵法測量遺產觀光真實性之探

討，計畫主持人。計畫編號 MOST 108-2410-H-424-009 -SSS，補助經費新

台幣 80 萬 6 千元整。 

4. 科技部 10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再建構真實性模型：探討遺產觀光真實性

知覺之內部結構(105-2410-H-424-009-SSS)，計畫主持人。 

5.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休閒農場之國外遊客滿意度調查與分析」，執行

日期 2008 年 7 月至 12 月，計畫主持人 

6.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7)，「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園區滿意度暨消費調查計

畫」，專案研究員 

7.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06)，以生態旅遊觀點建構可觸型景觀敏感區之永

續發展指標-以野柳地質公園為例[NSC 95-2415-H-003-003] ，研究助理 

8. 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滿意度調查分析之研究(2001)，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

https://elearning.knu.edu.tw/


處，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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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國家公園學報，16 (2)，p.41-59[Refereed paper, 內政部營建署出版] 

16. 曹勝雄、林裕強 (2002) ，生態旅遊讓您深層體會旅遊精髓，消費者報導雜

誌 ，第 256 期，第 60-65 頁 

 ⊙ 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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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黃月玲，林裕強，(2014)，衰敗或重生？小烏來風景特定區之永續發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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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士論文 

1. 「從生態旅遊觀點建構易觸型地景之永續指標及其評估-以野柳地質公園

為例」 

 ⊙ 碩士論文 

1. 「永續觀光發展指標之建立-從認知觀點」，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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