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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08301 新聘 文學院 黃柏源
專案

專任

助理教

授

德昆西亞洲書寫中的「能」的論述
Aspects of “Ability” in De Quincey’s

Writings about Asia

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 107.06

2 1908302 新聘 文學院 劉晉廷
專案

專任

助理教

授

析取連詞句的語句理解
Processing Conjunctive Entailment of

Disjunc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6.04

3 1908303 新聘 文學院 歷史學系 陳慧先 專任
助理教

授

「原漢分治」下的人群隔離與跨界（

1930-1960s）

 Demarcation and Boundary Crossing

between Aboriginal and Han Peoples in

Taiwan (1930-1960s)

國立臺灣大學 106.02 博士論文

4 1908304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昆蟲學系 乃育昕

專案

專任

助理教

授

T寡核酸引子聚合酶鏈鎖反應(TOP-

PCR)：一種擴增體液中微量DNA片段

的有效方法
T Oligo-Prime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OP-PCR): A Robust Method

for the Amplification of Minute DNA

Fragments in Body Fluids

SCIENTIFIC

REPORTS
106.01

5 1908305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林怡君 專任

助理教

授

酪農場評估報告中使用的動物生理及

行為觀察指標分析
Use of welfare outcome information in

three types of dairy farm inspection

reports

ASIAN-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S

1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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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08306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土壤環境科

學系
莊雅惠 專任

助理教

授

比較加壓溶劑萃取方法以及快速、簡

單、便宜、有效、堅固以及安全的方

法對於蔬菜中殘留藥物的萃取以及測

定
Comparison of accelerated solvent

extraction and quick, easy, cheap,

effective, rugged and safe method for

extrac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in vegetables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

Y A

104.07

7 1908307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水土保持學

系
邱雅筑 專任

助理教

授

受邊坡失穩影響的營運中隧道之襯砌

裂縫演育
Lining crack evolution of an operational

tunnel influenced by slope instability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106.05

8 1908308 新聘 理學院 化學系 韓政良 專任 副教授

利用不對稱有機插烯醛醇-環化連續反

應合成掌性螺環羥吲哚二氫吡喃酮化

合物
An asymmetric assembly of

spirooxindole dihydropyranones through

a direct enantioselective organocatalytic

vinylogous aldol-cyclization cascade

reaction of 3-alkylidene oxindoles with

isatins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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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08309 新聘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

系
楊文嘉 專任

助理教

授

以質點法探討海嘯及其漂流物對橋梁

之動態荷載
Study of Tsunami-Induced Fluid and

Debris Load on Bridges using the

Material Point Method

美國華盛頓大學 105.08 博士論文

10 1908310 新聘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

系
李翼安 專任

助理教

授

鋼筋混凝土短柱側力位移預測曲線研

究
Prediction of Lateral Load Displacement

Curves for Reinforced Concrete Short

Columns Failed in Shear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106.02

11 1908311 新聘
電機資訊學

院

光電工程研

究所
蔡宛卲 專任 副教授

鋅鎳共同擴散式鈮酸鋰波導之時間與

溫度相依研究
Time and Temperature Dependent Study

of Zn and Ni Codiffused LiNbO3

Waveguides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104.12

12 1908312 新聘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陳柏文 專任
助理教

授

台灣地區健康產婦之母乳共生性細菌

與機緣性致病菌之菌相分布概況
Profiles of commensal and opportunistic

bacteria in human milk from healthy

donors in Taiwan

JOURNAL OF FOOD

AND DRUG

ANALYSIS

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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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08313 新聘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

系
英家慶 專任

助理教

授

利用隨機漫步探勘使用者打卡行為進

行都會興趣點之推薦
Mining User Check-In Behavior with a

Random Walk for Urban Point-of-

Interest Recommendations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ECHNOLOGY

103.09

14 1908314 新聘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余駿展 專任
助理教

授

會計師事務所辦公室層級產能、審計

定價及審計品質
Audit Office Capacity,Audit Pricing,and

Audit Quality

國立成功大學 107.06 博士論文

15 190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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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嘉昌 兼任 副教授

以QuEChERS法搭配氣相層析串聯質

譜儀建立烏龍茶中農藥多重殘留分析

方法
Multiresidue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pesticides in Oolong tea

using QuEChERS by gas

chromatography-triple quadrupole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Food Chemistry 106.02

16 1908316 新聘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研

究所
林晴雯 兼任

助理教

授

Daxx 蛋白藉由抑制 HIF-1

alpha/HDAC1/Slug活化路徑而減緩缺

氧所導致的肺癌細胞轉移
Daxx inhibits hypoxia-induced lung

cancer cell metastasis by suppressing the

HIF-1 alpha/HDAC1/Slug axi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5.12

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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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908317 新聘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研

究所
游鎮瑋 兼任

助理教

授

脂肪酸結合蛋白5對內皮細胞命運的雙

重角色：脂質代謝和血管新生的連結

反應
Dual role of fatty acid-binding protein 5

on endothelial cell fate: a potential link

between lipid metabolism and angiogenic

responses

ANGIOGENESIS 105.01

18 1908318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森林學系 楊德新 專任 教授

熱處理改質對孟宗竹材之表面與化學

性質之影響
Effects of thermal modification on the

surface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moso

bamboo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107.07

19 1908319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應用經濟學

系
楊育誠 專任 副教授

臺灣地區消費者對動物福利雞蛋願付

價值之影響因素分析
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animal welfare egg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107.06

20 1908320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土壤環境科

學系
劉雨庭 專任 副教授

磷酸根移除與腐植酸-鐵共沉澱物結構

發展之關係
Phosphate Removal in Relation to

Structural Development of Humic Acid-

Iron Coprecipitates

Scientific Reports 107.07

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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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08321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景觀與遊憩

碩士學位學

程

董建宏 專任 副教授

國際遊客對台灣的碳影響
The Carbon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to an Island Country

SUSTAINABILITY 107.05

22 1908322 升等 理學院 化學系 蔡柏宇 專任 副教授

適用於彎曲反應路徑的單分子衝量模

型
A generalized unimolecular impulsive

model for curved reaction path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107.06

23 1908323 升等 理學院 化學系 蕭鶴軒 專任 副教授

過濾薄膜輔助酵素合成穩定同位素標

記胜肽結合質譜術蛋白質體學策略應

用於B型肝炎病毒檢測

Synthesis of stable isotopically labeled

peptides with filter-assisted enzymatic

labeling for the diagnosis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utilizing mass

spectrometry-based proteomics strategy

ANALYTICA

CHIMICA ACTA
105.12

24 1908324 升等 理學院 物理學系 張明強 專任 教授

馬約蘭納粒子焠火動力學的記憶效應
A Memory of Majorana Modes through

Quantum Quench

SCIENTIFIC

REPORTS
105.07

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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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908325 升等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陳鵬文 專任 教授

道格拉斯-瑞奇福德演算法重建單一遮

罩之傅立葉相位資訊
Fourier phase retrieval with a single

mask by Douglas-Rachford algorithms

APPLIED AND

COMPUTATIONAL

HARMONIC

ANALYSIS

107.05

26 1908326 升等 理學院
統計學研究

所
林長鋆 專任 教授

對於錯誤模型穩健之裂區設計
Robust split-plot designs for model

misspecification

JOURNAL OF

QUALITY

TECHNOLOGY

107.02

27 1908327 升等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

系
李思禹 專任 教授

開發半同步水解醱酵技術將狼尾草轉

換為纖維丁醇
Lignocellulosic butanol production from

Napier grass using semi-simultaneous

saccharification fermentation

BIORESOURCE

TECHNOLOGY 106.05

28 1908328 升等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

系
陳任之 專任 副教授

梯級厚度厚板在非簡支邊界條件下之

自由振動
Free vibration of stepped rectangular

Mindlin plates with non-Lévy boundary

condi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107.08

29 1908329 升等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

系
林坤儀 專任 教授

釕負載含鈷沸石咪唑骨架作為增強型

硼氫化鈉水解產氫之觸媒
Ruthenium supported on ZIF-67 as an

enhanced catalyst for hydrogen

generation from hydrolysis of sodium

borohydride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107.11

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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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908330 升等
電機資訊學

院

資訊科學與

工程學系
黃春融 專任 教授

基於自適應性量化取樣之超快速超像

素擷取演算法
USEAQ: Ultra-fast Superpixel Extraction

via Adaptive Sampling from Quantized

Regions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107.10

31 1908331 升等
電機資訊學

院

資訊科學與

工程學系
范耀中 專任 副教授

基於漫射單元資料結構之機器對機器

內網路聚合技術
Enabling in-network aggregation by

diffusion units for urban scale M2M

networks

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106.05

32 1908332 升等 管理學院
科技管理研

究所
鄭菲菲 專任 教授

1.圖書資訊科技領域共同作者網路趨

勢分析
Trend analysis of co-authorship network

in Library Hi Tech

2.關鍵字共現知識結構與社會網路分

析
Mapping knowledge structure by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Library Hi Tech

1.107.0

6接受

2.107.0

3接受

33 1908333 升等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蘇怡慈 專任 副教授
論併購交易中之控制股東受任人義務-

兼論個別委員會之功能
東吳法律學報 107.04

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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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908334 改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土壤環境科

學系
賴鴻裕 專任 教授

接種菌根真菌及川燙對蕹菜中重金屬

生物可及性之影響
Effect of inoculation with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nd blanching on the

bioaccessibility of heavy metals in water

spinach (Ipomoea aquatica Forsk.)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107.07

35 1908335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進修學士班
高榮鴻 兼任

助理教

授
《清華伍．命訓》字詞考釋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

刊

106.12

接受

36 1908336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進修學士班
陳麗如 兼任

助理教

授

色．情．空：《金瓶梅》與《紅樓

夢》中的哭笑研究
Form,Emotion,and Emptiness in the

Jinping Mei and the Honglou Meng

國立東華大學 105.01 博士論文

37 1908337 新聘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

碩士在職專

班

丘宏昌 兼任 教授

雪球到雪崩：了解網路行銷傳播意向

之不同預測因素
Snowball to avalanche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t predictors of the intention to

propagate online marketing messages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103

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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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908338 新聘 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

心
彭瑞芝 兼任 講師

工作還是職涯？探討空服員的職涯發

展知覺
A Job or a Career?An Exploratory Study

of Flight Attendants' Perceptions of Job

and Career

東海大學 101.12 碩士論文

39 1908339 新聘 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

心
謝育龍 兼任 講師

有效率的利潤規則探勘在金融方面的

應用
Efficient Mining of Profit Rules from

Closed Inter-Transaction Itemset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05.05

40 1908340 新聘 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

心
雷智偉 兼任 講師

於雲端視訊編碼運用之低複查度(輕度)

視訊終端編解碼器
Light-Weight Video Codec at Terminal

for Video Coging in the Cloud

Journal of Signal

Processing Systems
107.05

41 1908341 新聘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

系
周至宏 專任 教授

奈米流體/超音波霧化微量潤滑系統於

磨削SKD11熱處理模具鋼之多重品質

特性製程研究
Multipl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Nanofluid/Ultrasonic Atomization

Minimum Quality Lubrication for

Grinding Hardened Mold Steel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07.07

第 1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