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登錄號 案由 一級單位 二級單位 姓  名 專兼任職稱 代表著作(碩、博士論文)
出版處所或期

刊名稱

出版時間(民

國)
備註

1 1098807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張俐盈 專任 助理教授 清代「李詩學」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103.07 博士論文

2 1098808 新聘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何泰鈞 專任 助理教授

湯姆斯．坎伯與《士兵的夢》在克里

米亞戰爭的來生

The Afterlife of Thomas Campbell

and ‘The Soldier’s Dream”in

the Crimean War

19:Interdisc

iplinary

Studues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104.05

3 1098809 新聘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胡佳音
專案

專任
助理教授

英語、漢語、與台灣閩南語之訊息結

構:雙賓動詞論元體現探析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English,Mandarin Chinese,and

Taiwanese Southern Min:Argument

Realization of Ditransitive

國立清華大學 104.06 博士論文

4 1098810 新聘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

跨國文化研

究所

詹閔旭 專任 助理教授

1.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談馬華

文學的台灣境遇

2.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關於台

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

3.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臺灣-馬華

文學

1.台灣文學學

報

2.中外文學

3.臺大文史哲

學報

1.106.01接受

2.104.03

3.101.06

5 1098811 新聘

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

院

園藝學系 陳錦木 專任 助理教授

重瓣日日春花朵型態及遺傳

Morphology and inheritance of

double floweredness in

Catharanthus roseus

HortScience 101.12

6 1098812 新聘

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

院

食品暨應用

生物科技學

系

黃菁英 專任 助理教授

腸癌細胞對缺氧誘發計畫性壞死之阻

抗性乃自於醣解生成丙酮酸清除粒線

體超氧化物之作用

Resistance to hypoxia-induced

programmed necrosis is conferred

by glycolytic pyruvate

scavenging of mitochondrial

superoxide in colorectal cancer

FASEB

JOURNAL
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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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98813 新聘 工學院
生醫工程研

究所
賴千蕙 專任 助理教授

合成醣官能化矽奈米粒子進行碳水化

合物-碳水化合物相互作用分析與細

胞成像Analysis of Carbohydrate-

Carbohydrate Interactions Using

Sugar-Functionalized Silicon

Nanoparticles for Cell Imaging

NANO LETTERS 105.01

8 1098814 新聘
生命科學

院

生物化學研

究所
邱奕穎 專任 助理教授

哺乳類動物蛋白質Period藉由與

Cryptochrome蛋白將CLOCK-BMAL1從

啟動子上移除扮演轉錄抑制以及去除

抑制功能

Mammalian Period represses and

de-represses transcription by

displacing CLOCK-BMAL1 from

promoters in a Cryptochrome-

dependent manne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5.10

9 1098815 新聘 獸醫學院
獸醫病理生

物學研究所
王裕智 專任 助理教授

鄰苯二甲酸丁酯苯甲酯藉由

SPHK1/S1P/S1PR3信息傳遞機制促進

乳癌幹細胞群增長

Benzyl butyl phthalate promotes

breast cancer stem cell

expansion via SPHK1/S1P/S1PR3

signaling

ONCOTARGET 105.04

10 1098816 新聘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

系
張曼玲 專任 助理教授

團隊群內衝突與社會資本之關係:以

台灣為例的縱貫性研究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agroup conflict and social

capital in teams: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AL BEHAVIOR

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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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98817 新聘 管理學院
科技管理研

究所
何彥臻 專任 助理教授

跨國企業多邊科技知識移轉:以半導

體設計跨國公司為例

Multilateral Transfer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n MNEs

A study based on IC deaign

MNEs,2001-2008

英國雷丁大學 105.7 博士論文

12 1098818 新聘 法政學院
國際政治研

究所
崔進揆 專任 助理教授

反恐戰爭論述的源起：柯林頓總統和

後冷戰時代新恐怖主義的建構

Tracing the Discursive Origins

of the War on Terror：President

Clint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erroris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紐西蘭奧塔哥

大學
103.04 博士論文

13 1098819 新聘

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

院

生物產業管

理進修學士

學位學程

廖凱弘 兼任 助理教授

傳播文字工作者的想像力指標、根源

與培養

Indicator,Roots,and Cultivation

Methods of Imaginative Capacity

of Professional Writers in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國立臺灣大學 105.06 博士論文

14 1098820 新聘

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

院

生物產業管

理進修學士

學位學程

李固遠 兼任 助理教授

我國消費者網路信任模式建構之研究

The Trust Model for Consumers'

Online Shopping in Taiwan

國立臺灣大學 104.01

15 1098821 新聘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林玉端 兼任 助理教授

量身定做有限點法求解異向性擴散對

流模型之去雜訊影像處理

An Anisotropic Convection-

Diffusion Model Using Tailored

Finite Point Method for Image

Denoising and Compression

COMMUNICATIO

NS IN

COMPUTATIONA

L PHYSICS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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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098822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張道周 兼任 助理教授

典範或象徵?美國特別301條款下的台

灣刑事智慧財產司法改革

A Model or a Symbol?Criminal IP

Judicial of Taiwan under U.S.

Special 301

美國華盛頓大

學
102.11 博士論文

17 1098823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魏培軒 兼任 助理教授

憲法共同體與成員資格－以外國人的

政治性權利為中心

(憲法共同体と構成員資格―外国人

の政治的権利を中心に)

日本京都大學 105.03

18 1098824 升等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宋慧筠 專任 副教授

1.透過資訊通訊技術支持家庭學習與

互動:以臺灣公共圖書館為情境

Supporting family learning and

interac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

public libraries in Taiwan

2.從社會文化觀點探究臺灣公共圖書

館學齡前兒童使用行動科技的成人仲

介

Adult mediation of preschool

children's use of mobile

technologies in public libraries

in Taiwan：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3.科技融入兒童說故事時間：以文化

歷史活動理論作為矛盾調和的方法

Incorporating technology in

children's storytime: Cultural-

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as a

means of reconciling

contradictions

1.2.JOURNAL

OF

LIBRARIANSHI

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103.04

2.106.05

3.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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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98825 升等

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

院

園藝學系 吳振發 專任 教授

農塘兩棲類棲地適宜性之專家評估模

式建置

An Expert-Based Assessment Model

for Evaluating Habitat

Suitability of Pond-Breeding

Amphibians

SUSTAINABILI

TY
106.02

20 1098826 升等

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

院

植物病理學

系
王智立 專任 副教授

台灣小麥Fusarium graminearum複合

種之鑑定及新月毒素基因型之分析

Identification and trichothecene

genotypes of Fusarium
graminearum  species complex from
wheat in Taiwan

BOTANICAL

STUDIES
106.01

21 1098827 升等

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

院

昆蟲學系 戴淑美 專任 教授

二化螟乙醯膽鹼酯酶1之A314S與新發

現R667Q氨基酸置換對加保扶抗藥性

的獨特貢獻

Distinct contributions of A314S

and novel R667Q substitutions of

acetylcholinesterase 1 to

carbofuran resistance of Chilo

suppressalis Walker

PEST

MANAGEMENT

SCIENCE

105.07

22 1098828 升等

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

院

動物科學系 唐品琦 專任 教授

於小鼠胚胎發育期間應用奈米矽片抑

制伏馬鐮孢毒素B1之細胞毒性

Inhibition of Fumonisin B-1

Cytotoxicity by Nanosilicate

Platelets during Mouse Embryo

Development

PLOS ONE 103.11

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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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098829 升等

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

院

土壤環境科

學系
沈佛亭 專任 副教授

長期有機與慣行耕作對蕉園土壤細菌

功能多樣性與優勢族群之影響

Functional diversity and

dominant populations of bacteria

in banana plantation soils as

influenced by long-term organic

and conventional farming

APPLIED SOIL

ECOLOGY
106.02

24 1098830 升等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吳菁菁 專任 教授

離散擴散型傳染病學模型的臨界速度

之旅行波解存在性

Existence of traveling waves

with the critical speed for a

discrete diffusive epidemic

model

JOURNAL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106.01

25 1098831 升等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

系
石棟鑫 專任 副教授

發展水文氣象整合模擬技術應用於洪

水預報研究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flood forecasting using earlier

hydro-meteorological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HYDROLOGY
103.05

26 1098832 升等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

系
宋欣泰 專任 副教授

暴露於洪水與地震災害威脅之橋梁承

受側向地震力作用的破壞潛勢與臨界

沖刷深度

Earthquake damage potential and

critical scour depth of bridges

exposed to flood and seismic

hazards under lateral seismic

loads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VIBRATION

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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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098833 升等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

工程學系
蔡銘洪 專任 副教授

原子尺寸差異對電弧熔煉CoCrFeNiX

高熵合金主要介金屬相種類之影響

Effect of atomic size difference

on the type of major

intermetallic phase in arc-

melted CoCrFeNiX high-entropy

alloys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105.11

28 1098834 升等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

系
葉宗穎 專任 教授

流動性折扣在不透明市場的研究：以

台灣興櫃市場為例

Liquidity discount in the opaque

market: The evidence from

Taiwan's Emerging Stock Market

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103.09

29 1098835 升等 法政學院
國際政治研

究所
陳牧民 專任 教授 解讀印度：不確定的崛起強權

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105.09 專書

30 1098836 升等 法政學院
國際政治研

究所
譚偉恩 專任 副教授

食品供應鏈中惡意汙染行為之防治：

以美國、歐盟與國際組織的實踐為例
歐美研究 105.12

31 1098837 升等 體育室 陳明坤 專任 教授

重量訓練對大學羽球課程學生身體組

成之影響

Effects of Weight Training on

Body Composition of University

Badminton Class Students

Journal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105.06

32 1098838 升等 體育室 賈凡 專任 副教授

2016年威廉瓊斯杯運動觀光需求與經

濟效益評估

The Evaluation of Sport tourism

Demand and Economic in 2016

William Jones Cup

嘉義體育健康

休閒期刊
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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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098839 升等 體育室 涂鵬斐 專任 助理教授

運動傳播學系學生的人格特質與生涯

發展及組織承諾之關係

THE MEDIATOR EFFECT OF CAREER

DEVELOPMENT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HE EXAMPLE OF SPOR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ALENTS

The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103.10

34 1098840 新聘

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

院

食品暨應用

生物科技學

系

林信堂 兼任 助理教授

抗木瓜輪點病毒基因改造木瓜823-

2210之毒理安全性評估

Toxicity Assessment of

Transgenic Papaya Ringspot Virus

of 823-2210 Line Papaya Fruit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102.01

35 1098841 新聘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

系
朱漢興 兼任 助理教授

資本結構套利實證研究-利用多期擴

展式Geske-Johnson模型

Evaluation of conducting capital

structure arbitrage using the

multi-period extended Geske-

Johnson model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104.01

36 1098842 新聘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

系
魏資文 兼任 助理教授

財務契約之法律協議設計：以HCA收

購案為例

Covenant design in financial

contracts：a case study of the

private equity acquisition of

HCA

Internationa

l Journal of

Strategic

Property

Management

104.12

37 1098843 新聘 管理學院

創新產業經

營學士學位

學程

鍾燕宜 兼任 教授
以臺灣服務業為視角的自我犧牲型領

導與下屬親社會行為研究
管理學報 102.09

38 1098844 新聘 管理學院

創新產業經

營學士學位

學程

應立志 兼任 教授

醫院員工離職原因之調查分析

Analysis of Reasons for

Resignation of Hospital

Employees

管理實務與理

論研究
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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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098845 新聘 管理學院

創新產業經

營學士學位

學程

謝東昇 兼任 講師 中國私人銀行業的興起與未來展望 亞洲金融季刊 102.07

40 1098846 新聘 管理學院

創新產業經

營學士學位

學程

莊中原 兼任 講師 銀行票據實務暨司法個案研討
全國銀行公

會獎勵著作
105.05 專書

41 1098847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陳正昇 兼任
助理教

授

論家事事件當事人之程序能力與程序

監理人制度

司法研究年

報
104.12

第 9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