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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聘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
宋慧筠 專任 助理教授

An exploration of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public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UK
101年1月 博士論文

2 新聘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跨國

文化研究所
汪俊彥 專任 助理教授

Trandlation of Aesthetics:

Local Performances in Colonial

Taiwan 1895-1945

康乃爾大學 101年5月 博士論文

3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園藝學系 黃三光 專任 助理教授

The Arabidopsis short-chain

dehydrogenase/reductase 3, an

ABSCISIC ACID DEFICIENT 2

homolog, is involved in plant

defense responses but not in

ABA biosynthesis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101年2月

4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森林學系 孫英玄 專任 助理教授

Towards a systems approach for

lignin biosynthesis in Populus

trichocarpa: transcript

abundance and specificity of

the monolignol biosynthetic

Plant and Cell

Physiology
99年1月

5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王智立 專任 助理教授

Assessing the roles of

striatin orthologs in fungal

morphogenesis, sexual

development and pathogenicity

Texas A&M

University
100年8月 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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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動物科學系 江信毅 專任 助理教授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in

chicken heterophils with

Salmonella enteritidis

stimulation using a chicken

44K Agilent microarray

BMC GENOMICS 97年11月

7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土壤環境科學系 黃政華 專任

助理教

授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population genetics of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Radicis-lycopersici and its

management by silic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98年12月 博士論文

8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水土保持學系 蕭宇伸 專任 助理教授

Bathymetry Estimation Using

the Gravity-Geologic Method:

An Investigation of Density

Contrast Predicted by the

Downward Continuation Method

Terrestri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100年6月

9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生物科技學士學

位學程
蘇宜成 專任 專案助理教授

What about Know-How:

Heightened Obviousness and

Lowered Disclosure Is Not a

Panacea to the American Patent

System for Biotechnological

Medication and Pharmaceutical

Inventions in the Post-KSR Era

Marquet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

99年6月 博士論文

10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國際農學碩士學

位學程
高木知芙美 專任 助理教授

Adoption of Organic Vegetable

Production Practices in West

Java and Bali, Indonesia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99年5月 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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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聘 理學院 化學系 蕭鶴軒 專任 助理教授

"ChopNSpice," a mass

spectrometric approach that

allows identification of

endogenous small ubiquitin-

like modifier-conjugated

MOLECULAR &

CELLULAR

PROTEOMICS

98年12月

12 新聘 理學院 統計學研究所 林長鋆 專任 助理教授
Isomorphism Examination Based

on Count Vector
Statistica Sinica 100年8月接受博士論文

13 新聘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蔡祁欽 專任 助理教授
Learning of Dynamic Soil

Behavior from Downhole Arrays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98年6月 博士論文

14 新聘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劉彥辰 專任
助理教

授

Controlled Synchronization of

Heterogeneous Robotic

Manipulators in the Task Space

IEEE Transactions

on Robotics
101年2月

15 新聘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

學系
吳志明 專任 副教授

Ultraviolet-Light-Assisted

Formation of ZnO Nanowires in

Ambient Air: Comparison of

Photoresponsive and

Photocatalytic Activities in

Zinc Hydroxid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

100年1月

原申請於

102.2.1起聘

，另簽准延聘

至102.8.1起聘

16 新聘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

學系
辛正倫 專任

專案助

理教授

Growth of CulnSe2 and

In2SE3/CuInSe2 Nano-

heterostructure through Solid

State Reactions

Nano Lett. 1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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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聘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張景宏 專任 助理教授
Analysts and Corporate

Liquidity Polic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01年5月 博士論文

18 新聘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唐資文 專任 助理教授

Knowledge Transfer Mechanism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00年11月 博士論文

19 新聘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黃瑞庭 專任 助理教授

Factors that influence online

learners' intent to continue

in an online graduate program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98年5月 博士論文

20 新聘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陳明怡 專任 助理教授
愉悅性嗅覺刺激對產品評價與資訊

處理的影響
國立政治大學 99年7月 博士論文

21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劉昭辰 專任 副教授
侵害型不當得利中的「損及他人」

要件的理論發展
東吳法律學報 99年4月

22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陳龍昇 專任 助理教授
由美國Bilski v. kappos 案探討

商業方法發明之專利適格性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101年1月巳

接受刊登

23 新聘 體育室 涂鵬斐 專任 講師
2009台北聽障奧運日本代表隊對成

市運動觀光之研究
興大體育學刊 100年6月

24 新聘 理學院
資訊科學與工程

學系
官大智 專任 教授

Quantum key evolu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ntum

Information

101年7月

25 新聘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

學系
林俊宏 專任

專案助

理教授

Charge dynamics and bending

actuation in Aquivion membrane

swelled with ionic liquids

POLYMER 100年1月

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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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聘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簡大同 專任
專案助

理教授

A region-dividing technique

for constructing the sum-of-

squares approximation to

robust semidefinite program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98年5月 博士論文

27 新聘 文學院 盧宣合 兼任 助理教授

Die Entwicklung der Eugenik in

Taiwan vom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1945

RWTH Aachen,

Germany
100年 博士論文

28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吳志正 兼任 助理教授 民事因果關係概念之再構成 東吳大學 100年6月 博士論文

29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李悌愷 兼任 助理教授 姓名權之研究 輔仁大學 99年1月 博士論文

30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宋名晰 兼任 助理教授

The Line Between Bribery and

Gift-Giving-Evaluating John

Noonan Jr.'s Theory Through

Three Case Studies.

紐約大學 98年9月 博士論文

31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唐敏寶 兼任 助理教授 外國民事裁判之承認 政治大學 99年3月 博士論文

32 新聘 通識教育中心 徐叡美 兼任 助理教授
戰後臺灣電影中的「日本」（

1950s -1960s）--從敵對到友好論
中正大學 100年6月 博士論文

33 新聘 體育室 姚韋如 兼任 講師

身心障礙孩童的身體活動量與父母

期望孩童參與運動的理由及阻礙因

子-孩童性別、障礙類型、障礙程

度及父母性別的效應

國立體育大學 99年6月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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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聘 文學院 王正慧 兼任 助理教授
記者任務互賴、衝突與績效-合作

性衝突之再議
管理學報 100年10月

35 新聘 文學院 孟丞書 兼任 助理教授

A learn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ith benchmarking

concept for English writing

courses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100年12月

36 新聘 文學院 余國強 兼任 助理教授

螢幕尺寸、影片類型和觀影方式的

選擇：數位匯流時代中觀眾之「平

台意識」分析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

系、媒體科技與創意

產業研究中心

100年11月

37 新聘 文學院 趙寧宇 兼任 講師
眷村住民文化記憶再現與自我認同

想像-從「再見．忠貞二村」談起

數位傳播與媒介消費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

99年5月

38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農業企業經營管

理碩士在職專班
林國維 兼任 教授

Influences of

xylooligosaccharides on the

quality of Chinese-style

meatball(kung-wan)

Meat Science 100年7月

39 新聘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楊尚霖 兼任 教授

Structural Dependence of

Photoluminescence and Room-

Temperature Ferromagnetism in

Lightly Cu-Doped ZnO Nanorods

IEEE Transactions

on Magnetics
100年10月

40 新聘 工學院 生醫工程研究所 徐善慧 兼任 教授

Spheroid form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n

chitosan and chitosan-

hyaluronan membranes

Biomaterials 1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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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新聘 工學院

學士後太陽能光

電系統應用學士

學位學程

陳玉鴻 兼任 講師

Raman scattering and

electrical characterizations

studies of hydrogenated

amorphous silicon-germanium

alloys prepared by 40 MHz

Journal of Non-

Crystalline Solids
100年1月

42 新聘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陳玉芬 兼任 副教授
Do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erd

in Taiwan's Securities Market?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 Trade
97年7-8月

43 新聘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碩士

在職專班
劉子歆 兼任

副教授 逆轉中國大陸國家制度螺旋：一個

單一個案研究
管理評論 98年10月

44 新聘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碩士

在職專班
劉代洋 兼任

教授 Resource Fit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CBC Bank

Global E-banking Project

Management

Decision
100年10月

45 新聘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碩士

在職專班
楊千 兼任 教授

Predic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Users' Intentions for Using

YouTube to Share Video:

Moderating Gender Effect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99年4月

46 新聘 通識教育中心 吳如玉 兼任 講師 THE WAY：A SEARCH FOR THE REAL

Radford

University,

Virginia, USA

97年11月 博士論文

47 新聘 通識教育中心 張盈馨 兼任 助理教授 論表象作為哲學唯一之觀法 東海大學 98年6月 博士論文

48 新聘 通識教育中心 陳榮波 兼任 教授
梅洛龐蒂《眼睛與精神》的藝術理

念
東海哲學研究集刊 1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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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聘 通識教育中心 洪朝貴 兼任 副教授 當翻譯變成一種罪行 科技、社會、人 99年3月

50 新聘 通識教育中心 陳仲偉 兼任 助理教授
日本漫畫400年：大眾文化的興起

與轉變
東海大學 98年5月 博士論文

51 新聘 通識教育中心 吳旭平 兼任 講師
從實踐社群探看中等教師於在職進

修之創化

東海大學「教育專業

發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98年5月

52 新聘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
陳格理 兼任 教授 圖書館餐飲服務之研究 大學圖書館 100年9月

53 升等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張玉芳 專任 教授

1.Interlanguage pragmatic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

2.'I no say you say is

b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L2

Language Sciences 100年9月

54 升等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園藝學系 吳振發 專任 副教授

A hybrid scheme for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bird diversity

conservation approaches on

landscape patterns and

biodiversity in the Shangan

sub-watershed in Taiw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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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升等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園藝學系 劉東啟 專任 副教授

Drought tolerance and thermal

effect measurements for plants

suitable for extensive green

roof planting in humid

subtropical climates

Energy and

Buildings
101年4月

56 升等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昆蟲學系 杒武俊 專任 教授

Structural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mastoparans in the venom of

Vespa species in Taiwan

Peptides 100年10月

57 升等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動物科學系 陳洵一 專任 副教授

Ceramide accumulation and

upregulation of

proinflammatory interleukin-1

β exemplify lipotoxicity to

mediate declines of

reproductive efficacy of

Domestic Animal

Endocrinology
101年3月

58 升等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生物產業管理研

究所
張淑君 專任 教授

Implication for cities of the

liberalising national

economies in 21st century

Applied Economics
101年1月接

受證明

59 升等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生物產業管理研

究所
王世澤 專任 副教授

Forming relationship

commitments to online

communities: The role of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01年3月

60 升等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吳菁菁 專任 副教授

Existence of traveling

wavefront for discrete

bistable competition model

Discrete and

Continuous

Dynamical System-B

1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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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升等 工學院 光電工程研究所 張書通 專任 教授

A simulation study of thin

film tandem solar cells with a

nanoplate absorber bottom cell

Thin solid Films 101年2月

62 升等 生命科學院 生物化學研究所 李天雄 專任 教授

Crystal Structure and

Inhibition Studies of

Transglutaminase from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100年3月

63 升等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研究所 謝政哲 專任 副教授

Imiquimod Simultaneously

Induces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in Human Basal Cell

British Journal of

Dermatology
99年8月

64 升等 生命科學院
基因體暨生物資

訊學研究所
朱彥煒 專任 副教授

siPRED: Predicting siRNA

efficacy using various

characteristic methods

PLoS ONE 100年11月

65 升等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張力天 專任 副教授

Anti-hyperglycemic properties

of crude extract and

triterpenes from Poria cocos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100年8月 線上出版

66 升等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陳俊合 專任 副教授
內部人認購、公司治理結構與私募

股權折價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98年7月

67 升等 管理學院 科技管理研究所 謝焸君 專任 教授

Demand switching criteria for

multiple products: An

inventory cost analysis

Omeg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100年4月

68 升等 管理學院
運動與健康管理

研究所
林建宇 專任 教授

The Taiwanese State, Politics,

and the 2007 Baseball World

Cup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101年3月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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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升等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廖緯民 專任 副教授

以個資法做為公設街頭監視系統的

法律規範基礎--一個比較法上的觀

點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95年10月

70 升等 法政學院
國家政策與公共

事務研究所
李昌麟 專任 教授

La gouvernance chinoise à l’é

poque impériale et le

nationalisme chinois: Retour

sur la mission Macartney

Sens Public

International Web

Journal

97年9月

71 升等 法政學院
國家政策與公共

事務研究所
李長晏 專任 教授 區域發展與跨域治理：理論與實務 元照出版公司 101年2月

72 升等 體育室 黃憲鐘 專任 教授

不同睡眠時數下進行八週阻力訓練

對B型肝炎帶原者肝功能與最大肌

力之影響

悅翔數位印刷有限公

司
100年12月

73 改聘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劉邦成 專任 副教授

Extablishment of a soft shell

turtle, Pelodiscus sinensis,

embryo primary cell culture

for studies of soft shell

turtle poxvirus-like virus

replication and

African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Research

101年2月

74 改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施建州 兼任 副教授
非常規交易行為之法律效果-以違

法貸與資金與違法保證為中心
玄奘法律學報 99年6月

75 改聘 師資培育中心 廖錦文 兼任 副教授

Design of Delay-Dependent

State Estimators for Discrete-

Time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with Interval Discrete and

Infinite-Distributed Time-

Cognitive

Neurodynamics
99年9月 線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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