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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農藝學系 劉韻華 專任 助理教授

利用控制棉花纖維長度的474個基因之

釣取與分析以研究數量遺傳之分子機

制

MOLECULAR BASIS OF QUANTITATIVE

GENETICS REVEALED BY CLONING AND

ANALYSIS OF 474 GENES CONTROLLING

FIBER LENGTH IN COTTON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103.08 博士論文

2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森林學系 楊登鈞 專任 助理教授

塩化ビニル樹脂系外装材の物理化学

的劣化と性能低下挙動に関する研究

Study on physicochemical

deterioration and

performancedegradationof PVC

siding materials

日本東京大學 101.09 博士論文

3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昆蟲學系 梁國汶 專任 助理教授

白蟻會迴避屍體嗎 ? 行為反應基於屍

體的腐敗狀態

Do Termites Avoid Carcasses?

Behavioral Responses Depend on

the Nature of the Carcasses

PLOS ONE 101.04

4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王建鎧 專任 助理教授

環境二手煙與砷促發小鼠肺氣腫

Enhancement between 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 and arsenic on

emphysema-like lesions in mice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101.04

5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土壤環境科

學系
劉雨庭 專任 助理教授

磷酸根鍵結在無定型鋁鐵氫氧化物共

沉澱

Phosphate bonding on

noncrystalline Al/Fe-hydroxide

coprecipitat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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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國際農企業

學士學位學

程
陳玟瑾 專任 助理教授

丁基拉草施用下可培養性細菌及固氮

細菌族群變化

Phylogenetic changes in soil

microbial and diazotrophic

diversity with application of

butachlo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Health

102.01

7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國際農企業

學士學位學

程
謝奇明 專任 助理教授

參訪動機、服務品質與忠誠度關聯性

研究：以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為例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otivation, Service Quality and

Loyalty: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104.03

8 新聘 理學院 物理學系 黃文敏 專任 助理教授

四極費米子在耦合一維系統的量子相

圖Quantum phases of quadrupolar

Fermi gases in coupled one-

dimensional systems

PHYSICAL REVIEW A 103.01

9 新聘 理學院 化學系 梁健夫 專任 助理教授

立體選擇性合成專有α(2→8) 以及α

(2→8)/α(2→9)位向之硫－醣苷鍵唾

液酸寡醣體

Stereoselective Synthesis of

S‑Linked α(2→8) and α(2→8)/α

(2→9) Hexasialic Acid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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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聘 理學院
資訊科學與

工程學系
范耀中 專任 助理教授

具高能源效率與高可靠度之感測資料

聚合計算方法設計

Efficient and Robust Schemes for

AccuracyGuaranteed Sensor Data

Aggregation

清華大學 99.1 博士論文

11 新聘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

系
陳佳正 專任 助理教授

運用海面溫度於水文氣候預報-方法論

及美國東南區域之應用

Hydro-climatic forecasting using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for

the southeast US

CLIMATE DYNAMICS 103.06

12 新聘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

系
陳佳吟 專任 助理教授

環境中奈米碳管於自然光照下之光宿

命及其產生活性氧化物質之研究

Photoreactivity of Carboxylated

Single-Walled Carbon Nanotubes in

Sunlight: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Production in Water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99.09

13 新聘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王隆祺 專任 助理教授

阿拉伯芥AAF蛋白質影響活性氧化物平

衡及藉由乙烯訊息調控因子EIN2促使

植物葉片老化之研究

Role of ARABIDOPSIS A-FIFTEEN in

regulating leaf senescence

involves response to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is dependent

on ETHYLENE INSENSITIVE2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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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聘 管理學院 行銷學系 梁貫御 專任 助理教授

品牌再造模型-如何透過偏誤修正移除

品牌中的負面刻板印象

A Brand Reengineering Model -How

to Remove Negative Stereotypes

from a Brand by Bias Correction

臺灣大學 103.07 博士論文

15 新聘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研

究所
陳奕興 兼任 助理教授

金黃色葡萄球菌分泌類ESAE-6所必須

的EssB蛋白定性研究

Characterization of EssB, a

protein required for secretion of

ESAT-6 like proteins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BMC MICROBIOLOGY 101.09

16 新聘 生命科學院
轉譯醫學博

士學位學程
廖采苓 兼任 助理教授

A型流感病毒核蛋白泛素化/去泛素化

修飾與病毒RNA複製調控機制之研究

Ubiquitination and

deubiquitination of NP protein

regulates influenza A virus RNA

EMBO JOURNAL 99.11

17 新聘 生命科學院
轉譯醫學博

士學位學程
陳一銘 兼任 助理教授

莫須瘤對不同程度結核分枝桿菌感染

類風濕關節炎病患結核菌抗原誘發丙

型干擾素分泌之影響研究

The effects of rituximab therapy

on released interferon-gamma

levels in the QuantiFERON assay

among RA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tatu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fection

RHEUMATOLOGY 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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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新聘
師資培育中

心
游源忠 兼任 助理教授

台灣地區公立高級中學學校經營績效

評估之研究

Operational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the Public Se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彰化師範大學 103.12 博士論文

19 新聘 體育室 李婷婷 兼任 講師 國際運動賽會裁判人才培育 國民體育季刊 102.06

20 新聘 體育室 洪國修 兼任 講師

健身房使用者參與動機與性別意識形

態之研究

A Study on Fitness Center User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Gender Ideology

中興大學 101.08 碩士論文

21 新聘 體育室 江信宏 兼任 講師

「泳」不放棄-一位優秀游泳選手生命

故事之探究

Never Give Up-Research An

Excellent Swimmer Life Story

中興大學 103.08 碩士論文

22 升等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

跨國文化研
李育霖 專任 教授 擬造新地球：當代台灣自然書寫 臺大出版中心 104.01 專書

23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園藝學系 張哲嘉 專任 副教授

花粉對｀73-S-20＇荔枝著果、種子重

與焦核之效應及其單為著果汁誘導

Pollen Effects on Fruit Set, Seed

Weight, and Shriveling of ｀73-S-

20＇ Litchi-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rtificial Induction

of Parthenocarpy

HORTSCIENCE 104.03

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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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昆蟲學系 楊曼妙 專任 教授

長尾嚙小蜂屬兩新種(膜翅目：釉小蜂

科：嚙小蜂亞科)，於桉樹與刺桐造癭

的外來種釉小蜂(嚙小蜂亞科)之偶倖

擬寄生蜂

Two new Aprostocetus species

(Hymenoptera: Eulophidae:

Tetrastichinae), fortuitous

parasitoids of invasive eulophid

gall inducers (Tetrastichinae) on

Eucalyptus and Erythrina

ZOOTAXA 103.08

25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水土保持學

系
張光宗 專任 教授

由野外調查的地質因子推估卵礫石層

的抗剪強度

Estimation of the shear strength

of gravel deposits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ed geological factors

ENGINEERING

GEOLOGY
103.03

26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生物產業管

理研究所
王世澤 專任 教授

關係聯結對第一線服務人員情緒耗竭

及離職意圖的影響

The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bonds

o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in frontline

employees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103.08

27 升等 理學院 化學系 羅順原 專任 副教授
神經節苷脂Hp-sl的合成

Synthesis of ganglioside Hp-s1
RSC Advances 104.08

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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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升等 理學院 應用數學系 陳鵬文 專任 副教授

使用最佳質點傳輸法解決點集對應問

題之完美條件

A Perfect Match Condition for

Point-Set Matching Problems Using

the Optimal Mass Transport

Approach

SIAM JOURNAL ON

IMAGING SCIENCES
102.06

29 升等 理學院 應用數學系 郭容妙 專任 副教授

次數為三之代數中雙曲平面之分類

Classification of hyperbolic

planes in algebras of degree

three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ALGEBRA

102.09

30 升等 理學院
資訊科學與

工程學系
曾學文 專任 副教授

使用跨階層決斷方式去解決在IEEE

802.15.4無線身體感測網路的重送問

題

A Cross-Layer Judgment Scheme for

Solving Retransmission Problem in

IEEE 802.15.4-Based Wireless Body

Sensor Networks

IEEE SENSORS

JOURNAL
102.08

31 升等 理學院
奈米科學研

究所
吳秋賢 專任 教授

可偵測ppb臭氧濃度之高敏感非晶態銦

鎵鋅氧薄膜：沉積溫度的影響

Highly sensitive amorphous In-Ga-

Zn-O films for ppb-level

ozonesensing: Effects of

deposition temperature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CHEMICAL

2015.05

32 升等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

系
蔡祁欽 專任 副教授

以應變來評估飽和黏土受震軟化之方

法

A strain-based procedure to

estimate strength softening in

saturated clays during

earthquakes

SOIL DYNAMICS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103.11

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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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升等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

系
李明蒼 專任 副教授

以雷射直析成形技術於高分子基板上

製造銀微奈米結構

Laser Direct Synthesis and

Patterning of Silver

Nano/Microstructures on a Polymer

Substrate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103.07

34 升等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

系
裴靜偉 專任 教授

高響應與高靈敏度石墨烯/非晶氧化銦

鎵鋅薄膜光電晶體

High-Responsivity and High-

Sensitivity Graphene Dots/a-IGZO

Thin-Film Phototransistor

IEEE ELECTRON

DEVICE LETTERS
104.01

35 升等 工學院
精密工程研

究所
劉柏良 專任 教授

含史東-威爾斯缺陷之雙層富勒烯C-

60@C-240儲氫結構分析：第一原理計

算研究

Double-shell C-60/C-240

fullerenes with Stone-Wales

defects for hydrogen storage: An

ab initio study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102.09

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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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升等 生命科學院
生物化學研

究所
楊俊逸 專任 副教授

十字花科黑腐病菌之分泌蛋白AvrXccC

的AvrB_AvrC蛋白區塊為誘發植物產生

防禦反應及調控植物體內賀爾蒙離層

酸平衡所需

The AvrB_AvrC Domain of AvrXccC

of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ampestris Is Required to Elicit

Plant Defense Responses and

Manipulate ABA Homeostasis

MOLECULAR PLANT-

MICROBE

INTERACTIONS

102.04

37 升等 獸醫學院

微生物暨公

共衛生學研

究所
謝明昆 專任 副教授

獸醫用抗生素之熱穩定性在結構降

解、抗菌能力、基因毒性上之關聯分

析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heat

stability of veterinary

antibiotics by structural

degradation, changes in

antimicrobial activity and

Veterinarni

Medicina
100.06

38 升等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

系
楊東曉 專任 教授

價格接受者效果對經理人選擇權評價

之影響

THE PRICETAKER EFFECT ON THE

VALUATION OF EXECUTIVE STOCK

OPTIONS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03.03

39 升等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

系
蔡玫亭 專任 副教授

都會區停車預約機制之評價：從環境

層面觀之

Evaluating parking reservation

policy in urban areas: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101.03

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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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升等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

系
喬友慶 專任 教授

台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外包網絡的

競爭與合作/

台灣連鎖超商的動態競爭：全家便利

商店的回應FamilyMart: Responses

to Competitive  Rivalry in the

Convenience

Store Market in Taiwan

產業與管理論壇/

Asian Case

Research Journal

100.06/

102.12
教學實務

升等

41 升等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學

系
林冠成 專任 教授

基於修正魚群演算法之特徵選取與支

援向量機參數最佳化

Feature Selection and Parameter

Optimization of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Based on Modified

Artificial Fish Swarm Algorithms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103.09

42 升等 管理學院
科技管理研

究所
賴榮裕 專任 教授

台灣中老年患者轉換至雲端照護服務

之態度：探索性研究

Switching attitudes of Taiwanes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atients

toward cloud healthcare services:

An exploratory study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03.07

43 升等 管理學院
運動與健康

管理研究所
林明宏 專任 教授

運動員的決策風格、心理技巧、運動

焦慮、與深智慧

Decision-making styles,

psychological skills, sport

anxiety and principles for deep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103.12(已

接受)

44 升等 法政學院 法律學系 林昱梅 專任 教授
論食品安全管理法制中之預防原則-以

歐盟與台灣為中心
臺大法學論叢 104.11

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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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升等 法政學院 法律學系 陳龍昇 專任 副教授

由美國Bilski v Kappos案探討商業方

法發明之專利適格性

The Patent Eligibility of

Business Methods in the Wake of

Bilski v Kappos

臺北大學法學論叢 101.12

46 升等 法政學院
教師專業發

展研究所
吳勁甫 專任 副教授

國小校長正向領導對學校效能影響之

研究：教師心理資本的多層次中介效

政治大學教育與心理

研究期刊

103.12

(已接受)

47 升等 體育室 簡英智 專任 助理教授

大學生參與羽球運動產生流暢經驗之

研究-以國立中興大學為例

Universit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Badminton Flow

Experience - A Case Study of th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興大體育學刊 102.01

48 改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李滋泰 專任 副教授

黃金蟲草培養基殘餘對蛋雞生產性

狀、蛋品質及蛋黃膽固醇之影響

Effect of Cordyceps Militaris

Waster Medium on Production

Performance, Egg Traits and Egg

Yolk Cholesterol of Laying Hens

The Journal of

Poultry Science

104.02

(已接受)

49 改聘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

系
劉建宏 專任 教授

發展貓眼反射鏡式的光學感測器進行

高速主軸熱伸長即時量測系統開發

Measurement of the thermal

elongation of high speed spindles

in real time using a cat's eye

reflector based optical sensor

SENSORS AND

ACTUATORS A-

PHYSICAL

104.01

50 改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進修學士班
陳昌遠 兼任 助理教授 清代文言小說中精怪修煉主題之研究 中興大學 102.07 博士論文

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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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改聘 獸醫學院

微生物暨公

共衛生學研

究所
廖勇柏 兼任 教授

肺癌細胞組織特異性與一氧化氮的相

關 Cell type specificity of lung

cancer associated with nitric

oxid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99.08

52 新聘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

系
許芳勳 兼任 助理教授 可靠度驗證試驗與管理指導綱要 中國民國品質學會 102.1

53 新聘 體育室 李林鎰 兼任 講師

運動恢復期共軛亞麻油酸補充對後續

運動表現的影響

EFFECTS OF POST-EXERCISE ORAL

CONJUGATED LINOLEIC ACID

SUPPLEMENTATION ON SUBSEQUENT

ENDURANCE EXERCISE PERFORMANCE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1.07 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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