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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學年下學期新聘教師代表著作 

院 系、所 聘任等級 姓名 代表著作(碩、博士論文)

文學院 外文系 兼任講師 周若漢 無

農學院 森林系 助理教授 顏江河 (一) 煤礦棄土地土壤溶液中鋁物種之檢測 
(二) 博士論文:Doctoral Dissert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stry ,Nation Taiwan University

農學院 獸醫系 助理教授 陳鵬文 Aus der Gynakologischen und Ambulatorischen 
Tierklinik der Tierarztlichen Fakultat der 
Universitat Munchen (應用即時型超音波、牛乳 
黃體助孕素分析及彩色杜普樂超音波對牛隻濾泡囊
種及黃體囊種之區別診斷)

農學院 獸醫系 助理教授 鄭豐邦 The Acrosome Reaction in Stallion Spermatozoa

農學院 農推所 助理教授 楊淑晴 Reading-Linking-to-Writing in Constructive 
Hypermedia Learning Enviroments :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of the Novice Learners’ in 
their Problem Solving Using Perseus, A Greek 
Culture Database

法商學院 統計系 助理教授 汪群超 The Design of Taiwan’s Trademark Image 
Database System

理學院 物理系 兼任教授 陳家駒 Threshold Effects on Synchronization of Pulsed-
Coupled Oscillators 

生科院 生化所 副教授 李天雄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MATal/MAT 2 
Homeodomain Heterodimer Bound to DNA

生科院 生化所 兼任助理
教授

孫玉珠 Crystal structure of Cardiotoxin V from Taiwan 
Cobra Venom : PH dependent conformational 
change and a novel Membrane binding motif 
identified in the three-finger loops of P-type 
cardiotoxin

教 共同學科 副教授 袁鶴齡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The Case of Taiwan

　 遺傳中心 助理教授 胡仲祺 Differentiation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Two Subgroups of Peanut Stunt Virus Strainns

北夜 共同科 兼任教授 陳松雄 南朝儷體文通銓

北夜 共同科 兼任副教
授

梁一萍 大地魅惑 : 美國想像中的族群與性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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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夜 共同科 兼任助理
教授

蔡秀枝 A Semiotic Reading of City Images in Literature

北夜 共同科 兼任助理
教授

俞美霞 東漢畫像石與早期道教發展之關係

北夜 社會系 兼任助理
教授

黎德星 Housing in Taiwan : Agency and Structure

北夜 共同科 兼任講師 吳銘能 梁任公的古文獻思想研究初稿—以目錄學、辨偽
學、清代學術史及諸子學為中心的考察

中夜 會計系 兼任副教
授

陳育成 商業銀行資本適足率資訊內涵與資本調控問題之研
究

中夜 外文系 兼任副教
授

蔣筱珍 Animal References in the Plays of Shakespear 
“莎士比亞劇作中動物之引用”

中夜 外文系 兼任講師 王雅茵 亞瑟米勒劇作中女性形象之漸變 
“The Shifing Images of Women in Arthur 
Miller’s Plays

文學院 外文系 副教授 鄭冠榮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Masculinity and Desire 
in Walter Pater’s The Renaissance : A New 
Historicist Intertexrual Interpretation

農學院 食科系 副教授 葉娟美 好鹼性Bacillus YaB株菌體外鹼性彈性蛋白之基因
表現及以蛋白工程探討酵素PH反應性之研究

農學院 水保系 副教授 黃隆明 不透風式構造物之防風功效研究

法商學院 法律系 副教授 許美玲 Haftungsprobleme beim Containerseeverkehr im 
Seefrachtrecht Taiwan (=Republik China ) im 
Vergleich mi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比較中華民國與聯邦德國海上貨物運送法上貨櫃運
送之責任問題) 

法商學院 地政所 講師 洪鴻智 可能性理論與模糊數學在環境風險-效益分析之應
用

生科院 動物系 助理教授 陳全木 Concatamer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xogenous 
genes in transgenic mice and cervical cancer cells

教 共同學科 教授 朱言明 共產主義在中國及其變革

教 體育室 講師 王耀聰 A comparison of the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preferred by male and female track and field 
athletes

北夜 公行系 兼任教授 紀俊臣 直轄市之自治法制設計評析

文學院 歷史系 副教授 曾祥鐸 資治通鑑史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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