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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龔詩堯
專任

【專案

教師】
助理教授

從外交活動之發展論北朝漢文化地位

的變遷
清華大學 101年2月 1059583 博士論文

2 新聘 文學院 歷史學系 鄭安睎
專任

【專案

教師】
助理教授

日治時期隘勇線推進與籓界之內涵轉

變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101年4月 1059584

3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昆蟲學系 李後鋒 專任 助理教授

台灣家白蟻與格斯特家白蟻的種間競

爭與領域防禦機制(等翅目:鼻白蟻科)
Interspecific competition and territory
defense mechanisms of Coptotermes
formosanus and Coptotermes

Entomology Entomol 99年10月 1059585

4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李滋泰 專任 助理教授

杏鮑菇蒂頭副產物對肉雞氧化狀態及

肉品質之影響                                Effect
of Pleurotus eryngii stalk resdiue on the
oxidative status and meat quality of

J.Agric. Food Chem. 101年10月 1059586

5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

物科技學系
劉沛棻 專任 助理教授

依熱力學自由能的變化從蛋白質體學

的廣度來發現蛋白質和代謝小分子的

作用                    Energetics-
Based Discovery of Protein-Metabolite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100年2月 1059587

6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生物產業管理

研究所
楊上禾 專任 助理教授

口蹄疫對國際豬肉貿易的衝擊-引力模

型的延伸        The Impacts of Foot-and-
Mouth Disease on International Pork
Trade-An Extension of Gravity Model.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yucky:Lexington,K
entucky

101年5月 1059588 博士論文

7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生物科技學士

學位學程
蘇宜成 專任 助理教授

醫學診斷方法專利性的詮釋           Lost
inInterpretation:Solving The Myth of
Diagnostic-Method Patents

Asian Journal of WTO
and Internay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101年9月 1059589

8 新聘 理學院 物理系 陳光胤 專任 助理教授

表面電漿子散射所致量子糾纏與Fano
共振之關聯                    Correspondence
Between entanglement and Fano
resonance of surface plasmons

Optics Letters 101年10月 105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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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聘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吳天堯 專任 助理教授

振動隔離控制之適應性左-右特徵向量

演化演算法

An Adaptive Left-Right Eigenvector
Evolution Algorithm for Vibration

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98年10月 1059591

10 新聘 生命科學院
生物化學研究

所
胡念仁 專任 助理教授

膽酸及鈉離子共轉運蛋白質ASBT之細

菌同源蛋白質之晶體結構

Crystal structure of a bacterial
homologue of the bile acid sodium

Nature 100年10月 1059592

11 新聘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郭致榮 專任 助理教授

彈力蛋白,一個能與分枝桿菌Ag85複合

體相結合的新穎細胞外間質蛋白質

Elastin,a Novel Extracellular Matrix
Protein Adhering to Mycobacterial

J Biol Chem 102年2月 1059593

12 新聘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曹修源 專任 副教授

平衡短期市佔率與長期顧客權益雙重

目標之最佳化預算分配

Budget Allocation for Customer
Acquisition and Retention while
Balancing Market Share Growth and

Marketing Letters 102年3月 1059594

13 新聘
生物科技發

展中心

生物科技發展

中心
王隆祺 專任【專案研究人員】 助理研究員

開發與鑑定ACC合成酶之新穎抑制劑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Inhibitors of 1-
Aminocyclopropane-1-carboxylic Acid
Synthase by Chemical Screening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99年10月 1059595

14 新聘 文學院 歷史學系 游博清 兼任 助理教授

經營管理與商業競爭力-1815年前後的

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Management
system and commercial compeyiveness :
the canton fac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around 1815

清華大學 100年7月 1059596 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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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聘 文學院 歷史學系 陳佩璟 兼任 助理教授

跨越性別的界線：關於身體、性別、

性行為的概念在十八至十九世紀英國

的演變

Crossing the sexed and Gendered
Boundaries:Changes in Conceptions of
Body,Gender,and Sexual Behaviours in
Eighteenth-and Nineteenth-Century

艾希特大學 100年9月 1059597 博士論文

16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吳聲華 兼任 教授

白腐型的顯絲菌屬是多起源性且遍佈

於多孔菌目的射脈菌枝(擔子菌門) The
white-rotting genus Phanerochaete is
polyphyletic and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phleboid clade of the
Polyporales(Basidiomycota)

Fungal Diversity 99年5月 1059598

17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景觀與遊憩學

士學位學程
葉高華 兼任 助理教授

台灣總統選舉的地理脈絡The
geographical contexts in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台灣大學 100年7月 1059599 博士論文

18 新聘 管理學院 洪肇志 兼任 助理教授

個人動態能力之構成、演化及其組織

動態能力關係之探討-組織生命週期觀

點The constitution/evolution of pers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organiz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the 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

嘉義大學 101年6月 1059600 博士論文

19 新聘
師資培育中

心
紀乃友 兼任 助理教授

延伸反鐵磁/鐵磁交換偏耦合於垂直磁

異向性的控制到軟鐵磁系統

Extending the control of
antiferromagnetic-ferromagnetic
exchange coupling on perpendicular

Applied Physics
Express 101年6月 1059601

20 升等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周幸君 專任 副教授

「食慾之聲」：歌蒂、食物、厭食症/
「我吃故我在」：莫莉與飲食      “The
appetite as voice” : gerty, food, and
anorexia "I eat ; therefore I am" molly

Concentric: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100年9月 105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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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園藝學系 林慧玲 專任 教授

以煙燻水控制番木瓜猝倒病

Smoke-water controls pythium damping-
off in papaya seeding

HortScience 101年10月 1059603

22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森林學系 吳志鴻 專任 教授

乙醯化竹材塑膠複合材料之天然耐候

性質                                              Natural
weathering properties of acetylated
bamboo plastic composites

Polymer Degradation
and stability 101年9月 1059604

23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森林學系 楊德新 專任 副教授

層狀結構對集成孟宗竹地板之物理與

機械性質之影響效應                   Effects
of layered structure on 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laminated moso
bamaoo(Phyllosachys edulis)flooring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101年3月 1059605

24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張國益 專任 副教授

多國籍企業在中國的區位選擇:台灣和

日本的比較                                Location
Choic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hina:Comparison between Japan and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101年10月
已接受

1059606

25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鄧文玲 專任 副教授

台灣葡萄皮爾斯病致病菌 Xylella
fastidiosa之分離、培養與病原性測試

Pierce's disease of grapevines in
Taiwan:Isolation,cultivation and
pathogenicity of Xylella fastidiosa

J.Phytopathol 102年接受

證明
1059607

26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黃姿碧 專任 副教授

抗拮性枯草桿菌之核酸多型性與其對

柑桔潰瘍病生物防治效用顯示為干擾

病原漁葉表生物膜所致

DNA polymorphisms and  Biocontrol of
Bacillus antagonistic to citrus bacterial
canker with indication of the interference
of phyllospere Biofilms

Plos ONE 101年7月 105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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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生物產業管理

研究所
陳姿伶 專任 教授

運用創新傳播模式探討地方公務人員

數位學習知覺效益之研究

Exploring e-learning effectiveness
percep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 staff
based o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102年1月
24日
accepted

1059609

28 升等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盧銘詮 專任 副教授

高頻聲音訊號在微銑削加工刀具磨耗

偵測應用之研究                             Study
of High-frequency Sound Signals for
Tool Wear Monitoring in Micromil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101年8月 1059610

29 升等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洪俊雄 專任 教授

自發性顆粒化污泥厭氧產氫系統中

Clostridium與其他兼性厭氧菌之互動

關係研究                               Interactions
between Clostridum sp.and other
facultative anaerobes in a self-formed
granular sludge hydrogen-produc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100年7月 1059611

30 升等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張書奇 專任 副教授

對Mycobacterium immunogenum 及
Pseudomona aeruginosa具有強烈殺菌

能力之未添加殺菌劑之礦物油奈米乳

化液        A biocide-free mineral oil
nanoemulsion exhibiting strong
bactericidal activity against
Mycobacterium immunogenum and

International
Biodeterioration
&Biodegradation

101年2月 1059612

31 升等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許舜斌 專任 副教授
受安全性限制之連續時態馬可夫鏈控

制

Control of Continuous-Time Markov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

101年3月 1059613

32 升等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范志鵬 專任 教授

應用於VC-1視訊編碼之有效快速一維

8x8反整數轉換設計                  Efficient
Fast 1-D 8x8 Inverse Integer Transform
for VC-1 Applic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98年4月 105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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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升等 工學院
精密工程研究

所
林明澤 專任 教授

奈米晶系銅鍍膜層週期潛便與疲勞機

制之探討                                        Cyclic
creep and fatigue testing of
nanocrystalline copper thin films

Surface & Coating
Technology 102年1月 1059615

34 升等 工學院
精密工程研究

所
王東安 專任 教授

一個基於卡爾曼旋渦道中之流體壓力

變化之小型流體能量收集器

A miniature hydro energy generator
based on pressure fluctuation in Karman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terial Systems and
Structures

101年11月 1059616

35 升等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林赫 專任 教授

Cyclin-dependent kinase 5蛋白對於雄

性激素受體與攝護腺癌生長的調控

Regulation of androgen receptor and
prostate cancer growth by cyclin-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100年9月 1059617

36 升等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蘇鴻麟 專任 教授

台灣家禽傳染性支氣管炎病毒的演化:
核殼蛋白質中正向選擇位點對於RNA
結合能力的影響

Evolution of 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
in Taiwan:positively selected sites in the
nucleocapsid protein and their effects on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102年3月 1059618

37 升等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研究

所
張嘉哲 專任 教授

Kruppel-like factor 4 參與肝細胞生長

因子誘發之細胞分散現象

Kruppel-like factor 4 is involved in cell
scattering induced by hepatocyte growth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101年10月 1059619

38 升等 生命科學院
基因體暨生物

資訊學研究所
侯明宏 專任 教授

探討Actinomycin D造成CGG三重複序

列之核苷酸翻轉、結構彎曲與左旋之

結構變化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actinomycin D-binding
induces nucleotide flipping out,a sharp
bendand a left-handed twist in CGG

Nucleic Acids
Research 102年4月 105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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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升等 獸醫學院
微生物暨公共

衛生學研究所
邱賢松 專任 教授

福馬林去活化日本腦炎病毒疫苗提供

部分中和能力對抗新興第一基因型病

毒

Partially Neutralizing Potency against
Emerging Genotype I Virus among
Children Received Formalin-Inactivated

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101年9月 1059621

40 升等 獸醫學院
微生物暨公共

衛生學研究所
徐維莉 專任 教授

小反芻獸病毒融合基因之五端非轉譯

區具有增強轉譯的活性

Translational enhancing activity in 5’
UTR of peste despetits ruminants virus

FEBS Journal 102年3月 1059622

41 升等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葉宗穎 專任 副教授
投資人情緒何時能預測股票報酬

When does investor sentiment predict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101年3月 1059623

42 升等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吳志文 專任 副教授
生物科技產業創新策略模型之研究

Global-innovation strategy modeling of
biotechnology industr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02年3月 1059624

43 升等 法政學院
國際政治研究

所
廖舜右 專任 副教授

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對峙下的東協加

入
政治學報 100年6月 1059625

44 改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 學系
黃國益 專任 副教授

機器視覺技術於檳榔果實之檢測與分

類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Areca

Computers &
Mathematics with
Applications

101年9月 1059626

45 改聘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崔大山 專任 助理教授

應用蛇型演算法及模糊演算法對乳房

X光影像做胸部區域辨別及輪廓趨近

之研究                                                The
Study of the Breast Region
Extrapolatution Based on Snake
Algorithm and the Contour

中興大學 101年7月 1059627 博士論文

46 改聘 理學院 物理系 劉瑞堂 專任 講師
以涂林模型模擬生物圖案

(Turing model for generating biological
patterns)

中興大學
96年1月(舊
制)

1059628 博士論文

47 改聘 法政學院 法律系 林三元 兼任 助理教授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之法學

實證研究
交通大學 101年8月 1059629 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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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葉瑩 兼任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以Taqman即時定量聚合酶連鎖反應鑑

定西方花薊馬(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供植物檢疫應用

Taqman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for
identification of western flower thrip

Biol Lett 99年8月 1059630

49 新聘 理學院 化學系 張清堯 兼任 教授
Louisianins C and D的合成研究

Efficient total syntheses of louisianins C
Tetrahedron 98年1月 1059631

50 新聘 理學院 化學系 陳建良 兼任 教授

親水性離子液體鈍化碲化鎘量子點偵

測汞離子                               Hydrophilic
ionic liquid-passivated CdTe quantum
dots for mercury iondetection

Biosens. Bioelectron 102年4月 1059632

51 新聘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李德治 兼任 助理教授

勞動條件、實習社會化以與人格特質

對實習生投入觀光飯店之影響 Effect
of Labor Conditions Socialization and
Personality upon Student Intern’Working
Willingness in Hospitality Industry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100年11月 1059633

52 新聘 理學院 物理系 林建宏 兼任 助理教授

應用摻雜含偶氮苯高分子材料於光控

調制波導光柵結構之導模共震模態

Optical modulation of guided mode
resonance in the waveguide grating
structure incorporated with azo-doped-
poly(methylmethacrylate)cladding  layer

Optics Express 101年1月 1059634

53 新聘 理學院 物理系 簡正忠 兼任 助理教授

利用火星軌道相機觀測火星南半球高

緯度區域冰冠蒸散過程的空間分布與

季節變化

Spatial distributions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of features related to a ventimg
process at high southern latitudes

Planetary and Space
Science 98年6月 1059635

54 新聘
通識教育中

心
陳欣宜 兼任 助理教授

音樂、亞歷山大技巧與人生轉變的故

事
原笙國際 97年11月 105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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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新聘
師資培育中

心
陳昱青 兼任 助理教授

高地訓練對正常及肥胖型Zucker鼠紅

肌內AMPK相關葡萄糖轉運路徑的影

響

The Effects of Altitude Training on the
AMPK-Related Glucose Transport
pathway in the Red Skeletal Muscle of

High Altitude
Medicine & Biology 100年11月 105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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