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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蕭涵珍 專任 助理教授
李漁の創作とその受容(李漁的創作與

受容)
日本東京大學 102.06 博士論文

2 新聘 文學院 歷史學系 游博清 專任 助理教授
經營管理與商業競爭力-1815年前後的

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廣
國立清華大學 100.07 博士論文

3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森林學系 柳婉郁 專任 副教授

應用文化演算法分析森林空間資源規

劃之研究Spatial forest resource

planning using a cultural

algorithm with problem-specif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

SOFTWARE

104.09

4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生物產業機

電工程學系
蔡燿全 專任 助理教授

仿人眼變焦機構之製作與強度分析

Fabrication and strength analysis

of humanoid focusing mechanism

MICROELECTRONIC

ENGINEERING
101.06

5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農業推廣中

心
周明儀 專任 助理研究員

東方果實蠅雌成蟲對蛋白質食物誘餌

之覓食反應Foraging Response of

Female Bactrocera

Dorsalis(Hendel) to a Fruit Fly

Protein Food Attactant

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

阿分校
102.08 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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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聘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胡偉帆 專任 助理教授

沉浸邊界法再三維軸對稱座標下之囊

泡動態系統數值模擬方法An immersed

boundary method for simulating

the dynamics of three-dimensional

sxisymmetric vesicles in Navier-

Stokes flow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102.1

7 新聘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

系
黃建維 專任 助理教授

使用非線性黏彈塑性模式模擬三維瀝

青道路永久變形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s of Asphalt

Deformation Using a Nonlinear

Viscoelastic and Viscoplastic

Model

Journal of

Materials in Civil

Engineering,ASCE

100.01

8 新聘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林振祥 專任 助理教授

甘藷傷害反應相關的small RNA-8105

藉由結合IbMYB1的內含子來誘導

secondary siRNAs及DNA甲基化來調控

IbMYB1家族基因表現Interaction of

small RNA-8105 and the intron of

IbMYB1 RNA regulates IbMYB1

family genes through secondary

siRNAs and DNA methylation after

wounding

PLANT JOURNAL 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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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聘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

系
施欣宜 專任 助理教授

團隊學習的形成：其性格前置變項與

隨時間的改變Team Leraning

Emergence：The Persomality

Antecedents and How It Unfolds

Over Time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104.08 博士論文

10 新聘 文學院 歷史學系 林益德 兼任 助理教授
漢晉時期荊州南部的社會與經濟-以走

馬樓吳簡為中心的討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4.01 博士論文

11 新聘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

跨國文化研

究所
沈曼菱 兼任 助理教授

台灣現代詩的記憶書寫研究A Study

of Memory Writing in Modern

Taiwanese Poetry

國立中興大學 104.08 博士論文

12 新聘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

跨國文化研

究所
陳筱筠 兼任 助理教授

1980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與跨界想像

The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Trans-Border

Imagination in the 1980s

國立成功大學 104.07 博士論文

13 新聘 體育室 陳薇任 兼任 講師
教練的控制型行為與選手的自我決定

動機-選手知覺教練的自主支持風格與

選手知覺合理性的調節效應

國立體育大學 102.01 碩士論文

14 升等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祁立峰 專任 副教授 遊戲與遊戲以外：南朝文學題材新論 政大出版社 104.06

15 升等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黃東陽 專任 副教授

1.人性的寓言-明末豔情小說《僧尼孽

海》對僧尼持守色戒之詮解

2.杜光庭《道教靈驗記》的聖俗反思

1.漢學研究

2.東吳中文學報

1.101.09

2.102.05

16 升等 文學院 歷史學系 陳樂元 專任 副教授
醫生與社會防衛：論十九世紀法國公

共衛生學與犯罪學之關係
稻鄉出版社 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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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昆蟲學系 陳美娥 專任 副教授

東方果實蠅cecropin及attacin基因選

殖及轉錄調節 cDNA CLONING AND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THE

CECROPIN AND ATTACIN FROM THE

ORIENTAL FRUIT FLY, Bactrocera

dorsalis (DIPTERA: TEPHRITIDAE)

ARCHIVES OF INSECT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104.06

18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生物科技學

研究所
胡仲祺 專任 教授

於特定單基因體豆類金黃嵌紋病毒屬

雙性病毒之基因體中發現新穎原核型

啟動子 A Novel Prokaryotic

Promoter Identified in the Genome

of Some Monopartite Begomoviruses

PLOS ONE 102.07

19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實驗林管理

處
簡世昌 專任 副研究員

楓香滲出物之成分與抗真菌活性

Composition and antifungal

activity of balsam from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HOLZFORSCHUNG 102.04

20 升等 理學院 物理學系 張明強 專任 副教授

從測量馬約藍那費米子在一維量子點

環的奇偶提出量子糾纏位元

Extracting entangled qubits from

Majorana fermions in quantum dot

chains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parity

SCIENTIFIC REPORTS 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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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升等 理學院
奈米科學研

究所
鄭建宗 專任 教授

藉由背景光與訊號光強度比例在光折

變晶體對調變不穩定之控制 Control

modulation instability in

photorefractive crystals by the

intensity ratio of background to

signal fields

OPTICS EXPRESS 104.04

22 升等 理學院
統計學研究

所
林長鋆 專任 副教授

採用裂區最終篩選設計之反應曲面法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Using Split-Plot Definitive

Screening Designs

JOURNAL OF QUALITY

TECHNOLOGY
104.10

23 升等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

系
林坤儀 專任 副教授

金屬有機架構物及氧化石墨烯自組裝

衍生磁性鈷/石墨烯複合材料之合成及

在激活過一硫酸氫鉀之應用Magnetic

cobalt-graphene nanocomposite

derived from self-assembly of

MOFs with graphene oxide as an

activator for peroxymonosulfate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104.03

24 升等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

系
黃智峯 專任 副教授

以原子轉移自由基聚加成反應合成脂

肪族聚酯之聚合與裂解

Polymerization and degradation of

aliphatic polyesters synthesized

by atom transfer radical

polyaddition

POLYMER CHEMISTRY 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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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升等 工學院
通訊工程研

究所
廖俊睿 專任 教授

直接二元搜尋半色調之理論極限

Theoretical Bounds of Direct

Binary Search Halfton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104.11

26 升等 工學院
生醫工程研

究所
廖國智 專任 副教授

以光纖導引激發光促進微脂體於活體

中定點釋放：個人化化療之實現

Fiber-optic triggered release of

liposome in vivo: implication of

personalized chemotherap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NOMEDICINE

104.08

27 升等 工學院
生醫工程研

究所
林淑萍 專任 副教授

非法拉第電阻抗量測探討神經細胞生

長與分化之生物介面對矽奈米線場效

應電晶體之影響 Non-Faradaic

Electrical Impedimetric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facial

Effects of Neuronal Cell Growth

and Differentiation on Silicon

Nanowire Transistors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104.04

28 升等 工學院
生醫工程研

究所
陳建甫 專任 副教授

結合金奈米粒子與試紙分析元件於環

境中汞離子偵測 Detection of

Mercury(II) Ions Using

Colorimetric Gold Nanoparticles

on Paper-Based Analytical Devices

ANALYTICAL

CHEMISTRY
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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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升等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張力天 專任 教授

大花咸豐草對雞隻艾美球蟲感染與抗

藥性的作用 Effect of Bidens

pilosa on infec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of Eimeria in chickens

Research in

Veterinary Science
104.02

30 升等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黃文仙 專任 教授

情境因素對其他顧客失誤評價之影響

Situational influences on the

evaluation of other-customer

fail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03.01

31 升等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紀信義 專任 教授

管理當局法律責任與四大會計師事務

所之選擇 Managerial legal

liability and Big 4 auditor

choic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03.09

32 升等 體育室 許銘華 專任 教授

世界頂尖男子桌球選手攻防模式分析-

以莊智淵參加2012年倫敦奧運男單賽

事為例 Offense-Defens Mode

Analysis of the World Top Male

Table Tennis Player-A Case Study

By Chuang Chih-Yuan Who

Participated in 2012 London

Olympic Male Single Games

Journal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103.04

33 改聘 工學院
精密工程研

究所
蔡政穆 專任 副教授

應用基因演算法支雷射光束整型最佳

化Application of genetic

algorithm on optimization of

laser beam shaping

OPTICS EXPRESS 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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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進修學士班
周安邦 兼任 副教授

明代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

耕竹枝詞初探
興大中文學報 103.12

35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進修學士班
柯混瀚 兼任 講師

日本明治時期漢文小說書寫之漢學淵

源-以文言小說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3.12 博士論文

36 新聘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黃文山 兼任 教授

溫室效應對蜥蜴窩巢適性的衝擊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fitness

depend on nesting habitat in

lizards

FUNCTIONAL ECOLOGY 100.10

37 新聘 體育室 許睿元 兼任 講師
「行動-反思」學習於大學體育系籃球

課之應用-學生批判思考探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1.06 碩士論文

38 新聘
通識教育中

心
蕭怡姍 兼任 講師

南島．繁花．勝景-原鄉古統《麗島名

華鑑》與《台北名所圖繪十二景》研

究

Formosa,Flowers and Scenery A

Study of the“Pictures of famous

flowers of Taiwan”and the

“Twelve pictures of Taipei

famous places”by Gobara

Koto(1887-196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1.02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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