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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祁立峰 專任
助理

教授
南朝文學集團詩賦書寫策略之考察 國立政治大學 99年4月

2 新聘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吳佩如 專任
助理

教授

跨國身分的文學想像: 論現代小說中

之旅行  Literary Imaginings of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Travel

in Modern Novels

ProQuest/UMI 98年5月

3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昆蟲學系 莊益源 專任
助理

教授
東方果實蠅雄蟲誘殺效力之評估 國立中興大學 98年6月

4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黃國益 專任
助理

教授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for detecting Phalaenopsis seedling
diseases using color and texture features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96年3月

5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林子平 專任 教授
Thermal perception, adaptation and
attendance in apublic square in hot and
humid regions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98年10月

6 新聘 理學院 化學系 陳炳宇 專任
助理

教授

Facile O-atom insertion into COC and
COH bondsby a trinuclear copper
complex designed to harness a singlet
oxen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6年

7 新聘 理學院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曾學文 專任
助理

教授

A Cross-Layer Scheme for Solving
Hidden Device Problem in IEEE 802.15.4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EEE SENSORS
JOURNAL 100年2月

8 新聘 理學院 統計學研究所 陳律閎 專任
助理

教授

On Estimation Metods in Generalized
Multiparameter Likelihood Model 國立臺灣大學 99年2月

9 新聘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劉建宏 專任
副教

授

Five-degrees-of-freedom diffractive laser
encoder APPLIED OPTICS 98年5月

10 新聘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李明蒼 專任
助理

教授

Nanocatalyst fabr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hydrogen by using photon
ener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98年1月

國立中興大學100學年度第1學期新聘、改聘教師代表著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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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聘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祁錦雲 專任 教授
Phosphor converted LEDs with
omnidirectional-reflector coating

OPTICS EXPRESS 98年12月

12 新聘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林光儀
專任專

案計畫

助理

教授

Drift current dominated terahertz radiation
from InN at low-density excitation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97年12月

13 新聘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李思禹 專任
助理

教授

Separation of 1-butanol by pervaporation
using a novel tri-layer PDMS composite
membrane

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 99年11月

14 新聘 工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宋振銘 專任
副教

授

Observations on PVP-protected noble
metallic nanoparticle deposits upon
heating via in situ synchrotron radiation
X-ray diffraction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100年3月

15 新聘 工學院 精密工程研究所 洪瑞華 專任 教授
Novel Device Design for High-Power
InGaN/Sapphire LEDs Using Copper
Heat Spreader With Reflector

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S
IN QUANTUM
ELECTRONICS

98年7月

16 新聘 工學院 生醫工程研究所 陳建甫 專任
助理

教授

High-pressure needle interface for
thermoplastic microfluidics Lab on a Chip 98年1月

17 新聘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陳冠升 專任
助理

教授

Periostin expression distinguishes
between light and dark hypertrophic
chondrocyt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chemistry & Cell

Biology

99年6月

18 新聘 獸醫學院 獸醫病理生物學研究所 林以樂 專任
助理

教授

Sciatic nerve repair by microgrooved
nerve conduits made of chitosan-gold
nanocomposites

Surgical Neurology 97年12月

19 新聘 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 科技管理研究所 蘇信寧 專任
助理

教授

Visualization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Struc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預計100年刊

登(已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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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聘 理學院 應用數學系 李鴻志 兼任
副教

授

Packing and covering cpmplete bipartite
multidigraphs with 6-circuits ARS Combinatoria 99年10月

21 新聘 理學院 應用數學系 謝闓如 兼任
助理

教授

國小二、三年級學生對等號算式的

理解
教育研究月刊 99年2月

22 新聘 工學院 學士後太陽能趙貴祥 兼任 教授
Modeling and fault diagnosis of a
photovoltaic system

Electric Power Systems
Research 97年1月

23 新聘 工學院 學士後太陽能翁國亮 兼任
助理

教授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n innovative
fan-coil unit:
Low-temperature differential variable air
volume FCU

Energy and Buildings 96年6月

24 新聘 工學院 學士後太陽能沈玉如 兼任
助理

教授

模糊赫普菲爾類神經網路在通訊排程

問題上之應用
國立成功大學 96年6月

25 新聘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陳文英 兼任
助理

教授

Chromium supplementation enhances
insulin signalling in skeletal muscle of
obese KK/HlJ diabetic mice

Diabetes, Obesity and
Metabolism 98年4月

26 新聘 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邱臙珍 兼任
副教

授

Industry Concentration and Cash Flow at
Risk Economics Bulletin 99年1月

27 新聘 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 高階經理人碩士在職專班 彭朱如 兼任
副教

授

The Coexistence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Networks:
Implications from Two Taiwanese
Healthcare Networks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98年9月

28 改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王豊政 專任
副教

授

Effects of pressure drop and
superficial velocity on the bubbling
fluidized bed incinerato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Health,Part A
Toxic/Hazardous
Substance &
Environmental

96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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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改聘 理學院 物理學系 黃家健 專任
副教

授

Solving the full anisotropic liquid crystal
waveguides by using an iterative
pseudospectral-based eigenvalue method

(OSA) OPTICS
EXPRESS 100年2月

30 改聘 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 科技管理研究所 鄭菲菲 專任
副教

授

The Joint Effect of Framing And
Anchoring on Internet Buyers’ Decision-
Making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100年

1月

Available

online

31 改聘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林榕華 專任
副研

究員

Using AFLP to analyze the diversity of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vesicatoria
and cloning the pathogenesis-related
genes

國立交通大學 99年7月

32 改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劉靜宜 兼任
助理

教授

電視廣告色彩詞之語法功能與文化密

碼 ─ 兼論色彩詞之華文教學技巧
中原華語文學報 99年10月

33 改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徐麗芬 兼任 教授

Differential proteomic profiling
identifies novel molecular targets of
paclitaxel and phytoagent
deoxyelephantopin against mammary
adenocarcinoma cells

Journal of Proteome
Research 99年

34 送審教師資格 師資培育中心 雷偉斌 兼任
助理

教授

生物可分解擠壓緩衝產品之最適操

作條件及黏彈模式之建立
國立中興大學 94年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