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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審教師資格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
徐典裕 合聘

副教

授

Unified knowledge-based content
management for digital archives in
museums.

The Electronic
Library 95年2月

2 升等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羅秀美 專任
副教

授

從秋瑾到蔡珠兒－近現代知識女性的

文學表現
臺灣學生書局 99年1月

3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森林學系 王升陽 專任 教授

Lucidone Inhibits iNOS and COX-2
Expression in LPS-Induced RAW264.7
Murine Macrophage Cells via NF-κB and
MAPKs Signaling Pathways

Planta Medica 98年4月

4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森林學系 吳志鴻 專任

副教

授

Mechanical and interfacial properties of
plastic composite panels made from
esterifi ed bamboo particles

J. Wood Sci. 99年2月

5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植物病理學系 鍾文鑫 專任

副教

授

Specific detection of benzimidazole
resistance in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from fruit crops by PCR-
RFLP

New Biotechnology 99年2月

6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土壤環境科學

系
王尚禮 專任 教授

Reduction of Cr(VI) by crop-residue-
derived black carb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98年12月

7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食品暨應用生

物科技學系
溫曉薇 專任

副教

授

Development of a rapid and sensitive
immunomagnetic- bead based assay for
detection of Bacillus cereus  in milk.

European Foo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98年5月

8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學系
吳靖宙 專任

副教

授

Development of an enrofloxacin
immunosensor based on label-free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Talanta 98年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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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升等 理學院 化學系 黃景帆 專任
副教

授

Facile preparation of an ultrathin nickel
film coated nanoporous gold electrode
with the unique catalytic activity to
oxidation of glucose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98年1月

11 升等 理學院 應用數學系 柯志斌 專任 教授
Reliability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a
system with multiple unreliable service
stations and standby switching failures

Physica A 96年7月

12 升等 理學院 應用數學系 施因澤 專任
副教

授

A novel PDE based image restoration:
Convection diffusion equation for image
denoising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98年9月

13 升等 理學院
資訊網路與多

媒體研究所
王丕中 專任

副教

授

Scalable Packet Classification with
Controlled Cross-producting

Computer
Networks 98年4月

14 升等 理學院 統計學研究所 沈宗荏 專任
副教

授

An incidence-based richness estimator for
quadrates sampled without replacement. Ecology 97年7月

15 升等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林伯雄 專任 教授

2,3,7,8-Tetrachlorodibenzo-p-dioxin
(TCDD) induces oxidative stress, DNA
strand breaks, and poly(ADP-ribose)
polymerase-1 activation in human breast
carcinoma cell lines.

Toxicology Letters 96年8月

16 升等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江衍忠 專任
副教

授

Higher order finite-difference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of 2-D photonic crystals
with curved dielectric interfaces

Optics Express 98年3月

17 升等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竇維平 專任 教授
Microvia Filling by Cu Electroplating
Over a Au Seed Layer Modified by a
Disulfide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98年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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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升等 工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

程學系
許薰丰 專任

副教

授

Effects of humidity on nano-oxidation of
silicon nitride thin film Ultramicroscopy 97年9月

19 升等 工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

程學系
林克偉 專任 教授

Tuning in-plane and out-of-plane
exchange biases in Ni80Fe20/Cr-oxide
bilayers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97年12月

20 升等 工學院
精密工程研究

所
王東安 專任

副教

授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ing from
flow-induced vibration

Journal of
Micromechanics and
Microengineering

99年2月

21 升等 工學院
通訊工程研究

所
溫志煜 專任

副教

授

Dynamic hierarchical sleep scheduling for
wireless Ad-Hoc sensor networks Sensors 98年5月

22 升等 工學院
光電工程研究

所
裴靜偉 專任

副教

授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he photovoltaic
behavior of an amorphous-silicon
nanowire-array solar cell

IEEE Electron Device
Letters 98年12月

23 升等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蘇鴻麟 專任
副教

授

The infection of primary avian tracheal
epithelial cells with 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

Veterinary Research 99年1月

24 升等 生命科學院
生物化學研究

所
張功耀 專任 教授

An intermolecular RNA triplex provides
insight into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for the
pseudoknot stimulator of Z1 ribosomal
frameshifting

Nucleic Acids
Research 98年12月

25 升等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陳建榮 專任
副教

授

Gonadal hormones modulate the dendritic
spine densities of primary cortical
pyramidal neurons in adult female rat

Cerebral Cortex 98年11月

26 升等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周濟眾 專任 教授

Multiple screening of urolithic organic
acids with copper nanoparticle-plated
electrode: Potential assessment of
urolithic risks

Analytical
Biochemistry 98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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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升等 獸醫學院
獸醫病理生物

學研究所
廖俊旺 專任 教授

Evaluation of subchronic toxicity of pet
food contaminated with melamine and
cyanuric acid in rats

Toxicologic
Pathology 98年10月

28 升等
社會科學暨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學系 劉玉雯 專任

副教

授

Th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expatriat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affective
commitment towards the parent company

Personnel Review 98年5月

29 升等
社會科學暨

管理學院

科技管理研究

所
何建達 專任 教授

Measuring dot com efficiency using a
combined DEA and GRA approach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99年4月

30 升等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楊文欽 兼任
副教

授

Cytopiloyne, a polyacetylenic glucoside,
prevents type 1 diabetes in nonobese
diabetic mice

Journal of
Immunology 96年6月

31 改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林榮森 兼任
助理

教授
章草書法研究 逢甲大學博士論文 99年1月

32 改聘
社會科學暨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林  霖 兼任 教授

1.Impact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Methods of Payment on the Performance
of Acquiring Companies around Merger
2.Optimal Size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1.Reviews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
2 Service Industries

1.97年11月

2.98年4月

33 送審教師資格
社會科學暨

管理學院

會計學系進修

學士班
陳英得 兼任 教授

兩岸財務報表舞弊預警信號與盈餘操

縱程度、時程之比較研究
滄海書局 98年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