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86

　

86學年度升等教師代表著作

升等生效日期:86年8月1日

 

院 系所 擬聘等級 姓名 代表著作名稱 出版處所及日
期

文學院 外文系 教授 姚崇昆 A Social-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Wri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台北書林 
84年10月

文學院 外文系 教授 李靜桂 Reverse Nominal Compounds：A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y of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由
認知語言學觀點論逆序複合詞）

台北文鶴 
85年9月

農學院 昆蟲系 教授 葉金彰 Colonization and Bionomics of 
Forcipomyia taiwana（Diptera : 
Ceratopogonide in the 
laboratory.）（台灣鋏蠓在實驗室
中族群之建立及其生物學研究）

美國 
85年5月

農學院 土壤環境科學
學系

教授 趙震慶 水田N2O釋放:無機氮肥與水稻品種

之效應

中華農學報 新 
174:111-133 
85年6月

農學院 獸醫系 教授 林子恩 The genetic susceptibility of 

Marek，s disease Virus in local 
chickens of Taiwan﹒（臺灣土雞
對馬立克氏病毒之遺傳感受性試
驗）

Avian Disease 
85年9月

農學院 獸醫系 教授 王渭賢 Use of Glycans to Increase 
Resistance of Big head Carp, 
Aristichthys nobilis, and Milkfish, 
Chanos chanos, to Bacterial 
Infections﹒（聚醣類增加大頭鏈及
虱目魚對細菌感染之抵抗力）

台灣畜牧獸醫
農會會報 
85年6月

農學院 獸醫系 教授 鍾揚聰 Pur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infectious bovine 
rhinotra oheitis virus dUTP ase 
expressed in Escheri chia coli﹒
（重組型牛傳染性鼻氣管炎病毒去
氧尿核甘三磷酸鹽水解酵素之純化
與功能分析）

台灣畜牧獸醫
農會會報 
85年6月

農學院 農機系 教授 李芳繁 Automatic Search and Location of 
Fruit on the Tree﹒

農業工程學報
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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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院 食品科學系 教授 陳錦樹 Changes in protein components 
and storage stability of royal jelly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蜂王漿
於不同條件下蛋白質成分之變化暨
貯存安定性

英國 
Food 
Chemistry,54
(2):195-200
(1995) 

農學院 食品科學系 教授 胡淼琳 The antioxidant and prooxident 
activity of some B vitamins and 
Vitamin-like compounds﹒（數種B
類維生素及類維生素之抗氧化及促
氧化作用）Chem.-Biol. Interact. 
97：63-73（1995）

美國Chem-Biol 
Interact 97:63-
73(1995)

農學院 土環系 講師 陳鴻基 利用粘粒修飾電極探討巴拉刈在粘
土礦物膜層中的移動性

中華民國雜草
學會會刊 
1995年16:1-13

農學院 獸醫系 講師 林荀龍 犬子宮積膿症之影像診斷 台灣畜牧獸醫
學會會報 
1996年6月

生科院 分子生物所 教授 陳良築 Transcription termination at the E.
coli thra terminator by Spinach 
chloroplast RNA polymerase in vi 
o is influenced by down stream 
DNA sequences﹒（1995）Nucleic 
Acids Res.23：4690-4697

Nucleic Acids 
Res. 23:4609-
4697 
84年11月

工學院 土木系 教授 黃添坤 Stability Analysis of an Earth Dam 
under Steady State Seepage

美國 
85年3月

工學院 電機系 教授 馬代駿 A Direct Approach to 
Decentralized Control of Service 
Rates in a Closed Jackson Network

美國 IEEE 
1994年7月

工學院 電機系 教授 楊谷章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Sequence Designs of Synchronous 
Cod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Systems with Multi-Media Service.
（多媒體同步編碼多工系統的效能
分析及系列設計）

IEE 
Proceedings-
Communication 
83年12月

工學院 機械系 教授 林麗章 A Composite Adaptive Control 
with Flexible Quantity Feedback 
for Flexible-Link Manipulators.

美國 
1996年5月

理學院 物理系 教授 李明威 Logarithmic ac Response in 
Rb3C60 Crystals,（銣炭60晶體之對

數交流反應）

日本 
85年6月

理學院 應用數學學系 教授 郭紅珠 Positive difference operators on 
general meshes, Duke. Math. 
Journal. 
83（1996），415-433

Duke Math. 
Journal 83
(1996),41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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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應用數學學系 教授 李林滄 “Pressure Exerted by a Granular 
Material along a Curved 
Channel”,Computers and 
Structures,Vol.57 No.1,167-175 
1995

美國 
1995年10月

法商學院 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 丘昌泰 建構利害關係人取向的環境風險政
策：以石化專業區為分析焦點

時英 
85年8月

法商學院 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 蔡仁昌 儒家的階層秩序論－先秦原型的探
討

台北瑞興 
85年8月

法商學院 社會系 教授 張清富 台灣省工作貧窮的研究 時英 
85年9月

法商學院 社會系 教授 蔡明璋 臺灣的貧窮：下層階級的結構分析 巨流 
85年8月

法商學院 地政系 教授 賴世剛 多屬性偏好的意義與量度
（Meanings and Measurements of 
Multiattribute Preferences）

台北瑞興 
85年9月

法商學院 會計系 教授 王怡心 探討生產自動化對管理會計系統的
影響：以電子業為例

法商學報 
85年

法商學院 統計系 副教授 許玉雪 A Simulation of Wheat Policy in 
Former West Germany.前西德小麥
政策模擬

法商學報 
85年8月

農學院 水保系 教授 梁昇 利用退水流量曲線參數評估都會區
坡地集水區水源涵養

中華水土保持
學報 
8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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