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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研究論文集 2012 

主編：陳志賢 

專書主軸：北宜高通車對宜蘭縣產業變遷之評析 

論文篇數：16篇 

頁數：388頁 

出版日期：2012年 5月 

ISBN: 9789866893537 

論文專書之作者與題目： 

 

作者 題目 

1 余文雄 北宜高通車後對宜蘭地區百貨公司影響之研究 

2 李元拓 、石豐宇 
以預期交通改善之觀點探討房地產價格之影響－國道五號與宜蘭

地區之實證研究 

3 李詩揚 北宜高通車後家長教育選擇之研究-以蘇澳鎮八所國民小學為例 

4 吳欣憲 、石豐宇 北宜高通車後對宜蘭地區觀光遊憩需求影響之研究 

5 吳智翔 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後對宜蘭區域發展之研究 

6 林大森 宜蘭文化認同對「北宜高通車」之認知差異分析 

7 胡志平、黃祥銨 雪山隧道對宜蘭房地產價格影響 

8 徐輝明、李冠霆 蔣渭水高速公路對宜蘭大眾運輸產業之評析 

9 陳志賢、 陳子蕙 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對宜蘭地區醫院經營績效之研究 

10 

陳谷劦、林紀秀、

簡偉哲、陳主恩、

李喬銘 

宜蘭地區人口結構的評析：北宜高路公路通車的衝擊與省思 

11 陳麗玲 初探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對宜蘭民宿業者經營策略的影響 

12 張國慶 、蔡啟琨 宜蘭安親班產業發展的網絡運作與在地鑲嵌 

13 黃素年、陳志賢 探討北宜高速公路對宜蘭服務業變遷之研究 

14 蔡明達 
可近性改變對病患就醫決策之影響研究－以北宜高通車前後對宜

蘭市就醫病患影響為例 

15 
歐聖榮、沈鈺婷 

林建堯、黃郁琇 
宜蘭地區民宿業者對北宜高速公路開通後之因應策略分析 

16 劉義鈞、賴銘鴻 雪山隧道通車後宜蘭縣外來竊盜犯罪模式與防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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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學論文集 2013 

主編：陳志賢 

專書主軸：宜蘭產業發展與社會變遷之評析 

論文篇數：16篇 

頁數：431頁 

出版日期：2013年 7月 

ISBN: 9789866893537 

論文專書之作者與題目： 

  作者 題目 

1 李銘章、陳碧玲 溫泉旅館服務品質需求因素之研究-以礁溪地區為例 

2 幸宇晴、林大森 
影響國三生課業成績、身體健康因素之探究——台北市、新北市、
宜蘭縣的比較 

3 林紀秀、陳志賢 
北宜高通車對宜蘭縣民眾的社會環境衝擊與在地服務業變遷認知差
異之探討 

4 徐輝明、陳世祥 北宜高通車宜蘭縣營造業變遷之評析 

5 張國慶、林大森 宜蘭產業再結構：科學園區與產業發展的社會想像 

6 
張國慶、郭亦偉、
陳啟宏 

宜蘭食品業的再結構歷程 — 旺旺集團的在地發展與區域市場構造 

7 許文傑 宜蘭設立科學園區的在地公民論述 

8 許瑛卉、曹治中 北宜高通車對蘇澳觀光衝擊之探討 

9 郭淑娟、林大森 宜蘭縣婦女之性別意識對婚姻品質之影響 

10 
陳谷劦、陳主恩、
簡偉哲 

宜蘭地區產業結構變遷的評析：北宜高路公路通車的衝擊與省思 

11 陳憶芬 宜蘭縣國民小學跨國成長學童的學校適應：教師觀點 

12 
黃寶祚、陳麗貞、
劉仲凱、林堉焜 

宜蘭縣的交通與產業的發展：人口遷移階段論說 

13 蔡明達、張和然 
宜蘭旅客對於觀光產業認知與滿意度之關係研究－兼論旅遊目的之
調節作用 

14 蔡明達、矯政本 運用方法目的鏈探討溫泉旅遊市場區隔之研究-以宜蘭礁溪為例 

15 鄭安、廖堂傑 北宜高對於宜蘭易淹水地區影響之評析 

16 劉義鈞 台灣原住民政治參與-以宜蘭縣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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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學論文集 2014 

主編：陳志賢 

專書主軸：宜蘭區域發展與文集 

頁數：372頁 

出版日期：2015年 8月 

ISBN: 9789866893735 

論文專書之作者與題目： 

  作者 題目 

1 呂孟諭、陳志賢 陸客自由行宜蘭行不行 

2 
李政達、許宏仁、 
林冠婷、林威佑、
龔純慧、謝濠駿 

旅遊數位行銷之探討 - 以宜蘭湖光山色為例 

3 周力行 從宜蘭出土遺址探考末次冰河以來氣候變遷之究竟 

4 邱琍敏、陳憶芬 
宜蘭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家庭背景、社會資本對學業成就之影響—新
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之比較 

5 
林軒竹、金昱初、
陳毓劼 

21世紀以來台北與宜蘭的極端天氣現象 

6 林淑貞、蔡明達 烏石港賞鯨業者行銷策略之研究 

7 
徐輝明、鄧麗維、
簡志煌、賴又彬、
鍾瑞玲 

民宿休閒旅遊使用行為之分析 

8 
曲靜芳、陳志鈞、
王苔蓉 

公共工程決策對相關營建業公司價值之影響-以蘇花改善道路為例 

9 陳俊合 宜蘭縣就業變動研究─經濟基礎理論應用 

10 
陳麗貞、黃寶祚、
楊曹弘、劉仲凱 

宜蘭神農商圈之創新營運探討 

11 梁雨薇、陳志賢 探討宜蘭文化節慶活動之關鍵成功因素 

12 張舒惠、陳志賢 
宜蘭縣特色中小學之經營管理與困境 

－公辦學校與私立學校之比較 

13 楊瑩玲、張和然 
以地方特色產業發展政策探討旅遊意象、體驗行銷與重遊意願-宜蘭
縣冬山河親水公園為例 

14 
鄭安、鄧麗維、劉
家妤 

以 GIS 進行宜蘭縣民宿地理空間之分析 

15 
盧俊吉、陸允怡、  

林宜慧、林瑞祥 
民宿經營所面臨問題與個案分析─以宜蘭縣壯圍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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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學論文集 2015 

主編：陳志賢 

專書主軸：宜蘭縣區域研究文集 

頁數：405頁 

出版日期：2016年 12月 

ISBN: 9789866893810 

論文專書之作者與題目： 

  作者 題目 

1 陳進傳 宜蘭「獻馘碑」的調查與研究 

2 周俊雄 蔣渭水的民族運動與現代文學 

3 何方綺 
台灣纏花工藝（春仔花）的傳承與創新研究－以宜蘭陳惠美藝師為

例 

4 陳衍宏、陳鴻禧 宜蘭縣羅東鎮節慶活動成效初探：以藝穗節為例 

5 林大森 
家庭關係、社區意識與學校環境對憂鬱傾向之影響：以宜蘭縣國中

生為例 

6 陳尚懋、吳承聰 新台灣之子學習成就之比較研究—以宜蘭市某國小為例 

7 陳憶芬、郭芸宇 宜蘭縣國小教師的跨文化教學：面對新移民學員的教學挑戰 

8 林政欽、蔡明達 宜蘭地方小吃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9 林香君、高崇倫 臺灣蔣渭水高速公路對宜蘭縣礁溪鄉溫泉住宿業影響 

10 

盧俊吉、林怡先、

徐郁倫、陸允怡、

張敬永 

宜蘭縣冬山鄉民宿經營管理與行銷之探討 

11 
陳麗貞、黃寶祚、

簡琮盛 
再論〈陸客自由行 宜蘭行不行─另由宏觀面做產業發展檢視〉 

12 陳衍宏、陳俊宇 宜蘭縣員山鄉休閒農業創新擴散策略芻議 

13 蔡尚慧、張和然 
服務創新、顧客知覺價值對再遊意願之影響-以經濟部認證之宜蘭優

良觀光工廠為例 

14 
雷文谷、丁于珊、

李彥龍 
冬山河自行車道騎乘者之休閒遊憩體驗研究 

15 謝理仰 
宜蘭國際童玩節遊客旅遊行為與服務品質、滿意度及重遊意願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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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學論文集 2016 

主編：陳志賢 

專書主軸：宜蘭縣區域研究文集 

頁數：433頁 

出版日期：2017年 7月 

ISBN: 9789866893841 

論文專書之作者與題目： 

  作者 題目 

1 陳進傳 台灣眷村發展的歷史分期 

2 林大森、蕭瑞民 宜蘭民眾社會網絡特質對幸福感之影響 

3 王慧玉、張和然 
員工工作價值觀、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關聯性之研究－以宜蘭地方稅

稽徵機關為例 

4 陳佳宏、高淑芬 宜蘭縣新農夫現象之研究 

5 蔡明達、林芳玉 服務氣候、員工工作態度對服務績效的影響－以宜蘭區養護機構為例 

6 陳麗華、牛隆光 國小高年級學童臉書使用行為之研究─以蘇澳地區為例 

7 葉淑琴、陳憶芬 
宜蘭縣國民小學平地與原鄉高年級泰雅族學生族語學習環境、族群認

同與族語能力之關係 

8 游家麟、牛隆光 國中生人格特質、人際關係與手機沉迷之研究－以宜蘭縣為例 

9 
李慶興、張和

然、徐郁倫 

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影響之研究－以宜蘭深溝水源生態

園區為例 

10 

徐輝明、鄒思宇、

李峰昌、藍文農、

陳冠寧、林黃寶

琳、游松峯 

宜蘭縣溫泉資源蘊藏總量推估之研究 

11 
陳麗貞、黃寶

祚、藍紀堯 
蘇花國道通車的宜蘭觀光人流與流向翻轉研究 

12 陳芝勵、林衍伶 
運用 KANO與 REFINED KANO模式探討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服務品質屬

性之研究 

13 陳衍宏、王秋玉 礁溪鄉溫泉政策執行之研究：利害關係人觀點解析 

14 羅尹、林衍伶 宜蘭綠色博覽會服務品質屬性之研究 

15 
景明山、陳宇

芃、林豐政 

壽險業務員基本特質對薪資偏好及 Maslow需求層次影響之研究－以新

光人壽宜蘭區部為例 

16 陳志賢、陳嫦姬 探討水域休閒商品之品質改善－以宜蘭工廠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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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學論文集 2017 

主編：陳志賢 

專書主軸：宜蘭縣區域研究文集 

頁數：492頁 

出版日期：2017年 12月 

ISBN: 9789866893865 

論文專書之作者與題目： 

  作者 題目 

1 周力行 宜蘭縣大南澳地區客家族群開發之研究 

2 陳衍宏、游政斌 宜蘭縣羅東鎮公所公共服務品質策進之研究 

3 徐惠璘、蔡明達 宜蘭日照機構老年人自主性、活動參與和滿意度之關係研究 

4 蔡向偉、牛隆光 
國中生運用行動載具學習動機與意願之研究 

─以宜蘭縣行動學習方案學生為例 

5 洪生輝、牛隆光 
更生人自尊、人際關係與社群媒介使用行為研究 

─以宜蘭地區的更生人為例 

6 陳憶芬、吳珞齊 服務學習納入十二年國教積分比序之研究 

7 張世杰、陳正偉 
國民小學特殊教育評鑑制度的非意圖結果與後設評鑑研究 

─以宜蘭縣為例 

8 林茂成、李佳珮 宜蘭酒廠區域觀光產業發展關鍵要素研究 

9 陳志賢、張富傑 初探蘇花改預期對地方鄉鎮之觀光衝擊和旅遊效益 

10 張國慶、林大森 高科技業認知對宜蘭產業發展之評估 

11 

徐輝明、陳松靖、

李晨毅、李書歡、

黃竣瑋、游永芳 

冬山河堤頂裂縫修復之生態工法 

12 
陳麗貞、黃寶祚、

李信緯、王妍 
宜蘭運動公園之「井─框架」宏觀市場分析─以 S個案公司為例 

13 
丁于珊、林佳瑩、

徐郁倫 
宜蘭特殊教育之適應體育個案─以拔河運動為例 

14 林衍伶、陳志賢 宜蘭縣休閒農業區之資源盤點個案 

15 王雅玄 宜蘭古公三王之信仰和建築調查個案 

16 林容瑋 宜蘭二結王公廟之祭典個案 

17 陳志賢 宜蘭無形文化資產─二結王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