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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鍾欣志 專任 助理教授 〈走向現代晚清中國劇場新變〉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1年2月 博士論文

2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陳建源 專任 助理教授

Familiar Strangers Afoot in

Taiwan:The Competing Social

Imaginaries of East Asian

Tourists

美國夏威夷大學 101年5月 博士論文

3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陳碩文 專任 助理教授
上海三十年代都會文藝中的巴黎情

調（1927-1937）
國立政治大學 98年7月 博士論文

4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農藝學系 陳建德 專任 助理教授

Analysis by virus induced gene

silencing of the expression of

two proline biosynthetic

pathway genes in Nicotiana

Benthamiana under stress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100年7月

5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園藝學系 陳彥銘 專任 助理教授

Interspecific hybridizations

of Begonia semperflorens with

B. pearcei and B. 'Orange

千葉大學 101年1月 博士論文

6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 胡吳岳 專任 助理教授

Quantifying the Benefits of

Farm Level Utilization of

Alternative Marketing

北卡州立大學 99年12月 博士論文

7 新聘 理學院 物理學系 張明強 專任 助理教授

Dynamical structure factor and

spin-density separation for a

weakly interacting two-

component Bose gas

Phys. Rev Lett 9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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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聘 理學院 化學系 柯寶燦 專任 副教授

Zinc and magnesium complexes

incorporated by bis(amine)

benzotriazole phenoxide

ligand: 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photoluminescnet properties

and catalysis for ring-opening

Dalton

Transactions
101年1月

9 新聘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陳鵬文 專任 助理教授

A novel kernel correlation

model with the correspondence

estimation

J math imaging

vis.
100年2月

10 新聘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李渭天 專任 助理教授
Extremal Problems on Subsets

with Forbidden Subposets

ph. D's

dissertation
100年8月

11 新聘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石棟鑫 專任 助理教授

Identified Model

Parameterization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Physically Distributed

Hydrological Model, WASH123D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100年2月

12 新聘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陳任之 專任 助理教授

Management of the variability

of vibration response levels

in mistuned bladed discs using

robust design concepts, Part

1:Parameter design

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9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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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聘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林坤儀 專任 助理教授

Effects of Bonding Types and

Functional Groups on CO2

Capture using Novel Multiphase

Systmes of Liquid-like

Nanoparticle Organic Hybri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ES&T)

100年6月

14 新聘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楊宏達 專任 助理教授
Large-Scale Colloidal Self-

Assembly by Doctor Blade
Langmuir 99年7月

15 新聘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

學系
蔡銘洪 專任 助理教授

Thermal s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of NbSiTaTiZr

high-entropy alloy barrier for

copper metallization

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100年10月

16 新聘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陳文英 專任 助理教授

Benefical effect of

docosahexaenoic acid on

cholestatic liver injury in

Journal of

Nutritional

Biochemistry

101年

17 新聘 獸醫學院
徵生物暨公共衛

生學研究所
歐繕嘉 專任 助理教授

Comparison of a TaqMan 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ssay with a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Assay

for Detection of Gallid

Herpesvirus 1.

Journal of

Veterinary

Diagnostic

Investigation

101年1月

18 新聘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羅惠宜 專任 助理教授

Insight into compulsive

buying: A new exploration into

choice behariour in compulsive

shopping（瞭解強迫性購買：強迫

性購物選擇行為的新探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97年4月

第 3 頁



編號案由 一級單位 二級單位 姓  名 專兼任職稱 代表著作(碩、博士論文)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出版時間

(民國)
備註

國立中興大學101學年度第2學期新聘、升等、改聘教師資格代表著名單

19 新聘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武為棣 專任 助理教授

接單生產環境下的離散動態訂單允

收模型( Discrete Dynamic Order

Admission Model Under MTO B2B

Environment)

國立台灣大學 99年12月

20 新聘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陳佳楨 專任 助理教授

Learning in a u-Museum:

Developing a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Computers &

Education
101年11月

21 新聘 法政學院 國際政治研究所 楊三億 專任 助理教授
捷克入盟前環境政策之歐洲化學習

過程
歐美研究 100年6月

22 新聘 體育室 簡如君 專任 講師
【絕代雙嬌】表演製作探討與舞作

分析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99年1月

23 新聘 體育室 賈凡 專任 助理教授

2008年前進奧運八搶三棒球資格賽

運觀光參與動機、吸引力與忠誠度

之研究

生物與休閒事業研究 97年9月

24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陳信安 兼任 助理教授

地方自治團體於能源供應領域投資

公私合資事業之法律許可性及行為

規範(Rechtliche Zulassigkeit

und Handlungs-vorgaben

gemischt-wirtschaftlicher

Unternehmen mit kommunaler

Beteiligung im Bereich der

德國Baden-Baden

Nomos-Verlag
101年6月 博士論文

25

合聘送

審教師

資格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黃文山 合聘 教授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fitness depend on nesting

habitat in lizards.

Functional Ecology 100年4月

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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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升等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陳珮臻 專任 副教授

Sexual Compatibility among

Different Host-Originated

Isolates of Aphelenchoides

besseyi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Parasitism

PLoS One 101年7月

27 升等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植物病理學系 李敏惠 專任 教授

Formation of highly branched

hyphae by Colletotrichum

acutatum within the fruit

cuticles of Capsicum spp.

Plant Pathology 101年4月

28 升等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昆蟲學系 唐立正 專任 教授

A Comparison of Artificial

Diet and Hybrid Sweet Corn for

the Rearing of Helicoverpa

armigera (Hubner)

(Lepidoptera: Noctuidae) Based

on Life Table Characteristics.

Environ. Entomol. 101年2月

29 升等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動物科學系 黃三元 專任 教授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porcine testis proteins during

postnatal development

Animal

Reproduction

Science

100年2月

30 升等
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

生物產業管理研

究所
蔡必焜 專任 副教授

Impact of extraversion and

sensation seeking on

international tourism choic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01年7月

已被接受

31 升等 理學院 物理系 張志軍 專任 副教授

Light-mediated quantum phase

transition and manipulations

of the quantum states of

arrayed two-level atoms

New Journal of

Physics
101年7月

第 5 頁



編號案由 一級單位 二級單位 姓  名 專兼任職稱 代表著作(碩、博士論文)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出版時間

(民國)
備註

國立中興大學101學年度第2學期新聘、升等、改聘教師資格代表著名單

32 升等 理學院 化學系 林彥甫 專任 助理教授

Real-time thermal imaging of

fast exothermic reactions

involving the hazardous

combination of methylethyl

ketone peroxide and inorganic

acieds

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101年7月

33 升等 理學院 化學系 陳炳宇 專任 副教授

Paramagnetic NMR Shifts for

Saddle-Shaped Five-Coordinate

Iron(III) Porphyrin Complexes

with Intermediate-Spin

Angew. Chem. Int.

Ed.
101年8月

34 升等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謝孟勳 專任 教授

Modeling asphalt pavement

overlay transverse cracks

using the genetic operation

tree and Levenberg-Marquardt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101年4月

35 升等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林維亮 專任 副教授

A bus-based static volumetric

three-dimensional active

matrix display with a one-

dimensional connection

IEEE Journal of

Display Technology

101年8月

已被接受

36 升等 生命科學院
分子生物學研究

所
楊秋英 專任 教授

The Immunomodulatory Activity

of Meningococcal Lipoprotein

Ag476 Depends on the

Conformation Made up of the

Lipid and Protein Moieties.

PLoS One 101年7月

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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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升等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研究所 闕斌如 專任 教授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enhance cell migration and

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ient

up-regulation of tNOX(ENOX2)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BBA)-General

Subjects

101年7月

38 升等 獸醫學院
微生物暨公共衛

生學研究所
趙黛瑜 專任 副教授

The changing epidemiology of

varicella incidence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dose

varicella vaccination policy.

Vaccine 100年2月

39 升等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蕭櫓 專任 副教授
Returns Ploicy and Quality

Risk in E-Busines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101年5月

40 改聘 文學院 張瓊瑜 兼任 副教授
日本語における受動文の研究

―台湾日本語教育的見地から―
東吳大學 101年1月 博士論文

41 改聘 文學院 歷史學系 蘇全正 兼任 助理教授
臺灣佛教與家族―以霧峰林家為中

心之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 100年7月 博士論文

42 改聘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賴永齡 兼任 教授

Electro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a Novel

Radio-Frequency

Complementary Metal–Oxide–

IEEE Transactions

on Magnetics
100年10月

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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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改聘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吳俊穎 兼任 教授

Histamine2-Recept

or Antagonists Are

an Alternative to

Proton Pump

Inhibitor in

Patients Receiving

Clopidogrel

Gastroenterolog

y
99年10月

44

兼任教

師送審

教師資

涑

文學院 歷史學系 杜子信 兼任 助理教授

Die Deutsche Ostsiedlung als

Ideologie

bis zu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s

kassel University 98年10月 博士論文

45 新聘 文學院 吳穎錫 兼任 講師
El Analisis de Educacion de

Adultos de Espana: CFA Josepa

Massanes I Dalmau de Tarragona

淡江大學 99年12月

46 新聘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

學系
蕭進松 兼任 教授

An Algorithm for Beam

Propagation Method

in Matrix Form

IEEE JOURNAL OF

QUANTUM

ELECTRONICS

99年3月

47 新聘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

學系
陳瑞卿 兼任 助理教授

Energy Cost Optimization by

Adequate

Transmission Rate Dividing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INFORMATICA 97年5月

48 新聘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

學系
郭哲瑋 兼任 助理教授

Study of vibration welding

mechanis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Welding and

97年5月

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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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聘 工學院
學士後太陽能光

電學程
譚仁芳 兼任 講師

溫度感測元件於程序控制系統穩定

之應用
高立圖書 101年2月

50 新聘 生命科學院 生物化學研究所 黃濟鴻 兼任 助理教授

Purified Recombinant TAT-

Homeobox

B4 Expands CD34þ Umbilical

Cord Blood

and Peripheral Blood

Progenitor Cells Ex Vivo

TISSUE

ENGINEERING: Part

C Methods.

99年11月

51 新聘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碩士

在職專班
林建煌 兼任 教授

Effects of Mood States on

Variety

Seeking: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101年3月

52 新聘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碩士

在職專班
丘宏昌 兼任 教授

How to Align Your Brand

Stories with Your Products

Journal of

Retailing
101年6月

53 新聘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碩士

在職專班
彭朱如 兼任 教授

Is Cooperation with

Competitors a Good

Idea? An Example in Practice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100年8月

已被接受

54 新聘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碩士

在職專班
林尚平 兼任 教授

組織條件與購併後組織管理之構形

關係：以台灣金融產業為例
管理評論 100年10月

55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卓俊雄 兼任 副教授
人壽保險證券化發行架構與監理機

制
智勝文化 97年8月

56 新聘 師資培育中心 王沛清 兼任 助理教授

以精熟學習理論與雙碼理論發展數

位化教學策略之研究-以國民中學

數學科為例

彰化師範大學 100年

57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吳光陸 兼任 講師 從民事訴訟法觀點探討仲裁費用 仲裁季刊 98年3月

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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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羅俊瑋 兼任 助理教授 論海上保險被保險人資訊提供義務 中原財經法學 100年6月

59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柯品文 專任專案教師 助理教授
八○年代後台灣散文之家國書寫研

究
國立成功大學 99年5月

60 新聘 通識教育中心 戴志傑 兼任 助理教授 美國法上僱用人懲罰性賠償金責任 政大法學評論 100年12月

61 新聘 通識教育中心 劉曼貞 兼任 講師
森林生態旅遊永續發展評價模式之

建立與應用
國立中興大學 98年7月

62 新聘 通識教育中心 何昕家 兼任 講師
探究環境倫理為核心之校園規劃設

計策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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