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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7109 新聘 文學院 歷史學系 杜子信 專任 助理教授 薩爾問題:德法諒解及歐洲整合的關鍵 成大歷史學報 103.06

2 1087110 新聘 文學院 歷史學系 游逸飛 專任 助理教授
從軍區到地方政府-簡牘及金文所見戰國秦

之郡制演變
臺大歷史學報 104.12

3 1087111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農藝學系 高崇峰 專任 助理教授

Risk and Information Evaluation of

Prioritized Genes for Complex Traits:

Application to Bipolar Disorder

對複雜性狀的基因優先化與風險訊息評

估：應用在躁鬱症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PART

B-NEUROPSYCHIATRIC

GENETICS

103.10

4 1087112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森林學系 彭元興 專任 教授

OPTIMIZATION OF HANDSHEET GREASEPROOF

PROPERTIES: THE EFFECTS OF

FURNISH,REFINING,FILLERS,AND BINDERS

最適手抄紙防油性質-漿料、磨漿、填料及

接著劑的效應

BIORESOURCES 101.03

5 1087113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植物病理學

系
朱家慶 專任 助理教授

Gut physiology and host-microbe

interactions of the rotation-

resistant variant of the western com

rootworm(Diabrotica virgifera

virgifera

LeConte)(Coleoptera:Chrysomelidae)

抗輪作西方玉米根蟲(Diabrotica

virgifera virgifera LeConte)(鞘翅目：

金花蟲科) 之腸道生理及其與微生物之交

互作用

美國伊利諾大學 104.01

6 1087114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黃秀琳 專任 助理教授

A novel minisequencing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marker of the

lysozyme gene detects high

hatchability of Tsaiya ducks (Anas

platyrhynchos)

用於偵測菜鴨高孵化率的新型溶菌酶基因

微定序單核苷酸多態性標記(Anas

platyrhynchos)

THERIOGENOLOGY 103.11

7 1087115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水土保持學

系
洪啟耀 專任 助理教授

Boundary erosion by granular

flow:Experiments and theory

顆粒流對邊界磨損行為之研究：以實驗及

理論

國立臺灣大學 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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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87116 新聘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水土保持學

系
吳俊毅 專任 助理教授

Annual landslide risk and

effectiveness of risk reduction

measures in Shihmen watershed,Taiwan

年計崩塌風險及風險降低措施之效益－以

石門水庫集水區為例

 Landslides 104.05

9 1087117 新聘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謝博文 專任 助理教授

An Unconditionally Energy Stable

Penalty Immersed Boundary Method for

Simulating the Dynamics of an

Inextensible Interface Interacting

with a Solid Particle

一種模擬不可延展界面與剛體交互作用之

動力行為的無條件能量穩定懲罰沉浸邊界

法

JOURNAL OF SCIENTIFIC

COMPUTING
104.08

10 1087118 新聘 理學院 物理學系 陳坤麟 專任 助理教授

Magnetic Clustering Effect during the

Association of Biofunctionalize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with

Biomarkers

生物功能化磁性奈米粒子與生物標記物結

合時的磁性群聚效應

PLOS ONE 104.08

11 1087119 新聘 理學院
資訊科學與

工程學系
游家牧 專任 助理教授

Localized Algorithms for Detection of

Node Replication Attacks in Mobile

Sensor Networks

在行動感測網路中進行複製點攻擊偵測的

區域性演算法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FORENSICS

AND SECURITY
102.05

12 1087120 新聘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

系
蕭博謙 專任 助理教授

Seism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oncentrically Braced Frames

同心斜撐構架耐震性能評估方法
美國華盛頓大學 101.08

13 1087121 新聘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

系
李昌駿 專任 副教授

Modeling and validation of mechanical

stress in indium tin oxide layer

integrated in highly flexible stacked

thin films

氧化銦錫層在高度撓曲堆疊薄膜結構內其

機械應力之模擬與驗證

THIN SOLID FILMS 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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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87122 新聘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

系
蔣雅郁 專任 助理教授

Whole Cell Quenched Flow Analysis

全細胞化學動力學停流分析系統
ANALYTICAL CHEMISTRY 102.10

15 1087123 新聘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

系
黃朱瑜 專任 助理教授

Birefringent prism based Fourier

transform spectrometer

創新的雙折射稜鏡式微小化傅立葉光譜儀

OPTICS LETTERS 101.05

16 1087124 新聘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

系
郭文生 專任 助理教授

Development of Flxible Designs for

PVFC Hybrid Power Systems

具彈性PVFC混合發電系統設計之開發 Renewable Energy 104.02

17 1087125 新聘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

工程學系
賴盈至 專任 助理教授

Transferable and Flexible Label-Like

Macromolecular Memory on Arbitrary

Substrates with High Performance and

a Facile Methodology

高效能且可簡易轉移到任何基板的軟性類

標簽高分子記憶體

ADVANCED MATERIALS 102.05

18 1087126 新聘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

工程學系
薛涵宇 專任 助理教授

Well-ordered nanohybrids and

nanoporous materials from gyroid

block copolymer templates

嵌段共聚物自組裝與模化製備高有序奈米

混成與多孔材料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104.01

19 1087127 新聘 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

工程學系
劉恒睿 專案專任 助理教授

Large Magnetoresistance in

Magnetically Coupled SrRuO3-CoFe2O4

Self-Assembled Nanostructures

在鍶釕氧與鈷鐵氧之自組裝奈米結構中由

磁性耦合所引發之巨大磁阻效應

ADVANCED MATERIALS 102.07

20 1087128 新聘 工學院
精密工程研

究所
王致喨 專任 助理教授

Carbonized Eggshell Membranes as a

Natural and Abundant Counter

Electrode for Efficient Dye-

Sensitized Solar Cells

開發生物材料蛋殼膜取代染料敏化太陽能

電池鉑電極之研究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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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87129 新聘 工學院
生醫工程研

究所
王惠民 專任 教授

7-Hydroxydehydronuciferine induces

human melanoma death viatriggering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啟動細胞自噬與細胞凋亡機制引發黑色素

癌的死亡

Experimental

Dermatology
104.08

22 1087130 新聘 工學院
生醫工程研

究所
程德勝 專任 教授

A non-invasive, bioimpedance-based 2-

dimensional imaging system for

detec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pathological epithelial tissues

基於生物阻抗技術之非侵入性二維成像系

統用於表層組織病變的檢測和定位

SENSORS AND ACTUATORS

B-CHEMICAL
104.01

23 1087131 新聘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賈敏原 專任 助理教授

Monitoring Antigenic Variations of

Enterovirus 71: Implications for

Virus Surveillance and Vaccine

Development

腸病毒七十一型抗原變異性之分析：運用

於流行病學監控與疫苗發展

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103.07

24 1087132 新聘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

系
戚永苓 專任 助理教授

Innovator Sorting and Firm Size

創新人才分佈與公司規模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104.12

25 1087133 新聘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

系
萬國芬 專任 助理教授

A Behavioral View of Capability

Investment Decision：Solar PV

Industry in Taiwan

從行為決策觀點探討企業能力投資策略：

以台灣太陽光電產業為案例

英國塞克斯大學 104.03

26 1087134 新聘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

系
遲銘璋 專任 助理教授

Self-adaptive check and repair

operator-bas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knapsack problem

以自適應檢查與修復運算為基礎之粒子群

演算法求解多維度背包問題

Applied soft Computing 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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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087135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植物病理學

系
陳錦桐 兼任 助理教授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 of Clitocybe

nuda Responsible for Inhibition of

Zoospore Germination of Phytophthora

capsici

紫丁香蘑二次代謝產物具抑制番椒疫病菌

孢子發芽之分離與鑑定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101.06

28 1087136 新聘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

系
葉双福 兼任 助理教授

Optimal Design of Sewer Network by

Tabu Search and Simulated Annealing

禁忌搜尋法與模擬退火法作為污水下水道

管網最佳設計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102.12

29 1087137 新聘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

系
黃　智 兼任 助理教授

Fingerprint Screening for Reducing

yhe Uncertainty in Correlating

Passive Gas Surveys and Groundwater

Concertration for High Resolution

Site Characterization

於高解析度場址調查方法利用指紋比對降

低被動土壤氣體與地下水濃度相關性之不

確定性研究

Journal of Soil and

Groundwater

Remediation
103.07

30 1087138 新聘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

系
洪保鎮 兼任 助理教授

Characteristics of PCDD/F removal fly

ash and soil via pyrolysis

熱裂解系統對戴奧辛之去除特性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103.06

31 1087139 新聘 生命科學院

基因體暨生

物資訊學研

究所

王秉彥 兼任 助理教授

The Prognostic factors of Lung Cancer

and Benzo〔a〕pyrene-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in human lung cancer

cells

探討肺癌的臨床預後因子及Benzo﹝

a]pyrene影響肺癌細胞週期停滯

中山醫學大學 104.06

32 1087140 新聘
師資培育中

心
陳宇楓 兼任 助理教授

Zhankuic Acid A Isolated from

Taiwanofungus camphoratus Is a Novel

Selective TLR4/MD-2 Antagonist with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從牛樟芝子實體分離出來的樟芝酸A是一種

新穎具選擇性的類鐸接受器-4/骨髓分化蛋

白-2的拮抗劑具有抗發炎的特性

JOURNAL OF IMMUNOLOGY 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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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087141 升等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周玟觀 專任 副教授
觀念與味道-中國思想文獻中的概念譬喻管

窺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5.01

34 1087142 升等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解昆樺 專任 副教授
謬斯與酒神的饗宴：戰後臺灣現代詩劇文

本的複合與延異
臺灣學生書局 105.01

35 1087143 升等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

系
貝格泰 專任 教授

生態批評的系統理論研究法：

1.“No More Eternal than the Hills of

the Poets”：On Rachel

Carson,Environmentalism,and the

Paradox of Nature

詩人之丘的永垂不朽：論瑞秋．卡爾森、

環境主義及自然悖論

2.The Canon of East Asian

Ecocriticism and the Duplicity of

Culture

東亞生態批評的傳統及文化齟齲

3.Limits of Agency：Notes on the

Material Turn from a System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媒介的極限：談系統理論觀點下的物質文

化轉向

1.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2.CLCWeb：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Material

Ecocriticism,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eds.Indiana

Up,Bloomington

1.104.03

2.103.12

3.103.08

36 1087144 升等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

跨國文化研

究所

高嘉勵 專任 副教授

書寫熱帶島嶼：帝國、旅行與想像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105.01

37 1087145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農藝學系 楊靜瑩 專任 副教授

Physiological reponses and expression

profile of NADPH oxidase in rice

(Orryza sativa) seedlings under

difference levels of submergence

不同淹水程度下水稻幼苗之生理反應及

NADPH氧化酶之表現特性

Rice 1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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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087146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昆蟲學系 段淑人 專任 教授

Survival and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in Two-Spotted Spider Mites: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Arrhenotokous

Parthenogenesis of Tetranychus

urticae (Acari: Tetranychidae)

二點葉蟎之生存與繁殖策略：二點葉蟎之

孤雌產雄的族群特性分析

JOURNAL OF ECONOMIC

ENTOMOLOGY
105.01

39 1087147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陳洵一 專任 教授

Feed Intake Alters Immune Cell

Functions and Ovarian Infiltration in

Broiler Hens: Implications for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攝食量影響白肉種母雞免疫細胞功能與卵

巢浸潤-於升殖性能之意涵

BIOLOGY OF

REPRODUCTION
103.06

40 1087148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生物科技學

士學位學程
蘇宜成 專任 副教授

When ethical reform became law: the

constitutional concerns raised by

recent legislation in Taiwan

當倫理改革成為法律：台灣近期立法所引

起的憲性爭議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103.07

41 1087149 升等 理學院 化學系 李東昇 專任 助理教授

Asymmetric addition of

phenylacetylene to aldehydes

catalyzed by complex of O-sulfonyl

camphor derivatives and titanium

利用含有磺酰基之樟腦衍生物與鈦形成錯

合物催化苯乙炔對醛類的不對稱加成反應

APPLIED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105.01

42 1087150 升等 理學院 物理學系 陳光胤 專任 副教授

Probing the spectral density of the

surface electromagnetic fields

through scattering of waveguide

photons

以波導管光子的散射來偵測表面電磁場譜

密度

SCIENTIFIC REPORTS 105.02

43 1087151 升等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

系
楊宏達 專任 副教授

Cicada-Wing-Inspired Self-Cleaning

Antireflection Coatings on Polymer

Substrates

仿蟬翼抗反射自潔塗佈於高分子基材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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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087152 升等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研

究所
林季千 專任 教授

Acarbose Decreases the Rheumatoid

Arthritis Risk of Diabetic Patients

and Attenuates the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 in Mice

Acarbose

降低糖尿病病患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的風

險與減少膠原蛋白誘導關節炎小鼠模式的

發病率與嚴重程度

SCIENTIFIC REPORTS 104.12

45 1087153 升等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研

究所
謝政哲 專任 教授

Targeting Aerobic Glycolysis and HIF-

1 alpha Expression Enhance Imiquimod-

induced Apoptosis in Cancer Cells

在腫瘤細胞中抑制有氧醣解及HIF-1 alpha

表現可增加imiquimod誘導的細胞凋亡

ONCOTARGET 103.03

46 1087154 升等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陳文英 專任 副教授

Chromium supplementation improved

post-stroke brain infarction and

hyperglycemia

補充鉻改善中風後之腦梗塞及高血糖

METABOLIC BRAIN

DISEASE
105.04

47 1087155 升等 獸醫學院

微生物暨公

共衛生學研

究所

趙黛瑜 專任 教授

Nonstructural Protein 1-Specific

Immunoglobulin M and G Antibody

Capture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s in Diagnosis of Flaviviral

Infections in Humans

應用非結構性蛋白1特異性之免疫酵素分析

法在黃病毒感染之診斷上

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104.02

48 1087156 升等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陳明怡 專任 副教授

Go green：how to influence the

perceived efffectiveness of a green

product?

如何影響綠色產品的知覺效能?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04.11

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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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1087157 改聘 文學院 曾麗蓉 兼任 教授

El espacio imaginario y la memoria en

tres novelas de Julio Llamazares

:Luna de lobos,La lluvia amarilla y

El cielo de Madrid

胡立歐．亞瑪薩瑞斯三部作品中的想像空

間與記憶：《狼月》、《黃雨》、《馬德

里的天空》

Siglo XXI：Literatuary

Cultura espanolas
102.12

50 1087158 改聘
通識教育中

心
戴志傑 兼任 副教授

美國法上僱用人懲罰性賠償金責任之研究

(上)(下) 政大法學評論
100.12/

101.02

51 1087159

合聘教

師送審

教師資

格

理學院 物理學系 李玟頡 合聘教師 助理教授

Interfacial topography and properties

of graphene sheets on different

reconstructed silicon surfaces

石墨烯片於不同重構矽表面之界面形貌與

特性

Carbon 105.01

52 1087160 新聘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

系
許友芳 兼任 助理教授

Die Pfadabhangigkeit direkt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Eine

Untersuchung zu den ideen-und

realgeschichtlichen Ursprungen der

Volksgesetzgebung

Nomos 103.04

53 1087161 新聘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李宗信 兼任 副教授

近二十年來應用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的回顧

與展望：以臺灣區域史研究為例 臺灣史研究 103.06

54 1087162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植物病理學

系
陳美杏 兼任 助理教授

Clitocybe nuda Activates Dendritic

Cells and Acts as a DNA Vaccine

Adjuvant

紫丁香蘑活化樹突細胞和作為DNA疫苗佐劑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102.08

55 1087163 新聘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程世峰 兼任 助理教授

SAMPLED-DATA FORMULATION OF HUMAN

SKIN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PREDICTION DUE TO LASER

HEATING

利用取樣資料法預測雷射照射人體皮膚之

溫度分佈

Digest Journal of

Nanomaterials and

Biostructures
103.10

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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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087164 新聘 管理學院
運動與健康

管理研究所
黃宗成 專任 教授

Attracting athletes to small-scale

sports events using motivational

decision-making factors

使用動機決策因素吸引運動員參加小型體

育賽事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05.05

第 1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