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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54538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趙家琦 專任 助理教授

東京/上海：自日本「新興文學﹞視域

重探日、中新感覺派的多重現代性交

涉（1920s-1930s)

Tokyo／Shanghai: Re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on of Modernities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Neo-Sensation” Schools from

Early 20th century East-Asiatic

“Newly Rising Literature”

Angle,1920s-1930s

國立清華大學 104.07 博士論文

2 1054541 新聘 文學院 歷史學系 范姜士璁 專任 助理教授

城市平民在羅馬-波斯戰爭中的經驗：

以西元502至591年為例

Urban Civilians'Experiences in

the Romano-Persian Wars,502-591

CE

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

院
104.12 博士論文

3 1054551 新聘 文學院 歷史學系 沈玉慧 專任 助理教授

朝鮮燕行使節記錄所見清代朝貢使節

之相互交流與情報收集

清代における朝貢使節の相互交流と

情報収集―朝鮮燕行使を中心として

みた

日本九州大學 102.09 博士論文

4 1054610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園藝學系 凃宏明 專任 助理教授

山坡地利用政策對景觀變遷之衝擊-退

輔會農場開發之案例研究

The Impact of Slopeland Use

Policy  on Landscape Change:A

Case Study on Farm Develop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Council

國立臺灣大學 106.02 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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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54527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森林學系 陳相伶 專任 助理教授

道路及交通對動物分布、空間利用及

活動的屏障效應

Barrier effects of roads and

traffic on animal

occurrence,space use,and

movements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

學
104.05 博士論文

6 1054607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昆蟲學系 吳明城 專任 助理教授

經由PCR-RFLP檢測蜜蜂粒線體DNA顯示

台灣有兩種西方蜂品系

PCR-RFLP of mitochondrial DNA

reveals two origins of Apis

mellifera in Taiwan

SAUDI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105.12

7 1054530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食品安全研

究所
林信堂 專任 助理教授

抗木瓜輪點病毒基因改造木瓜之全果

實90天重複劑量餵食試驗

Repeated Dose 90-Day Feeding

Study of Whole Fruit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Papaya

Resistant to Papaya Ringspot

Virus in Rat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104.01

8 1054606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食品安全研

究所
陳瀅太

專案

專任
助理教授

透過抑制第二型糖尿病之甲基轉移酶1

會增加NR4A1的表現並抑制血糖

Inhibition of DNA

methyltransferase 1 increases

nuclear receptor subfamily 4

group A member 1 expression and

decreases blood glucose in type 2

diabetes

ONCOTARGET 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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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54528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食品安全研

究所
林哲安

專案

專任
助理教授

麵包果類黃酮衍生物減輕高度醣化終

產物促進HCT116大腸癌細胞惡化之效

應

Breadfruit flavonoid derivatives

attenuate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enhanced colon

malignancy in HCT116 cancer cells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
106.04

10 1054605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食品安全研

究所
呂瑾立

專案

專任
助理教授

第一型糖尿病之流行病學特徵以及嚴

重低血糖併發症對罹患心血管疾病風

險及全死因死亡率的影響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ffect of Severe

Hypoglycemia on the Risk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All-

cause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國立成功大學 105.01 博士論文

11 1054604 新聘 理學院 化學系 盧臆中 專任 助理教授

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法中離子強度

與熱質子轉移之研究

Ion-to-Neutral Ratios and Thermal

Proton Transfer in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MASS

SPECTROMETRY

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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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54532 新聘 理學院 化學系 林正坤

專任

(教學

型)

助理教授

由 D-lyxono-1,4-Lactone設計和合成

正交保護之D-和 L-beta-

Hydroxyenduracididines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Orthogonally Protected D- and L-

beta-Hydroxyenduracididines from

D-lyxono-1,4-Lactone

ORGANIC LETTERS 105.10

13 1054601 新聘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

系
蔡慧萍 專任 助理教授

台灣植被長期空間趨勢探討-應用冗餘

分析和階層分群法進行AVHRR NDVI資

料分析

Exploring Long Term Spatial

Vegetation Trends in Taiwan from

AVHRR NDVI3g Dataset Using RDA

and HCA Analyses

REMOTE SENSING 105.03

14 1054600 新聘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

系
鄒瑞卿 專任 助理教授

台北都會區深開挖樁筏基礎與連續壁

之力學行為研究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PILED-

RAFT FOUNDATION AND DIAPHRAGM

WALL IN DEEP EXCAVATION OF TAIPEI

METROPOLITAN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WAN

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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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54598 新聘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

系
姜文軒 專任 助理教授

開發具備表面電荷轉換與增強腫瘤滲

透及攝取的奈米微粒應用於影像導引

之光熱化學複合治療

Active Tumor Permeation and

Uptake of Surface Charge-

Switchable Theranostic

Nanoparticles for Imaging-Guided

Photothermal/Chemo Combinatorial

Therapy

THERANOSTICS 106.01

16 1054599 新聘 生命科學院
生物化學研

究所
蕭貴陽 專任 助理教授

環型核醣核酸CCDC66非編碼效應促進

大腸癌生長與轉移

Noncoding Effects of Circular RNA

CCDC66 Promote Colon Cancer

Growth and Metastasis

CANCER RESEARCH 106.05

17 1054558 新聘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劉新梧 專任 助理教授

痘病毒之脫帽酵素抑制雙股核糖核酸

引發之宿主先天性抗病毒反應並增進

病毒毒力

Poxvirus Decapping Enzymes

Enhance Virulence by Preven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dsRNA and the

Induction of Innate Antiviral

Responses

CELL HOST & MICROBE 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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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054525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陳俊偉 專任 助理教授

危險故意於現代刑法中的意義與內涵-

對於危險刑法於保安社會中復甦之反

思

Sinn und Bedeutung des

Gefahrdungsovrsatzes im modernen

Strafrecht-Zugleich unzeitgemabe

Uberlegungen uber die

Wiederbelebung des

Gefahrdungsstrafrechts in der

Sicherheisgesellschsft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 104.07 博士論文

19 1054613 升等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

跨國文化研

究所

朱惠足 專任 教授
帝國下的權力與親密：殖民地台灣小

說中的種族關係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106.07 專書

20 1054583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農藝學系 蔣國司 專任 教授

良好的病害嚴重度評估類別尺度應具

有那些特質？

What Interval Characteristics

Make a Good Categorical Disease

Assessment Scale?

PHYTOPATHOLOGY 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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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54609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江信毅 專任 副教授

探討Lactobacillus formosensis

S215T與Lactobacillus buchneri對甘

藷莖葉青貯之品質與濃縮丹寧於體外

瘤胃液生物活性之影響

Effects of Lactobacillus

formosensis S215T and

Lactobacillus buchneri on quality

and in vitro ruminal biological

activity of condensed tannins in

sweet potato vines silage

Journal of Applied

MicroBiology
105.11

22 1054584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生物產業機

電工程學系
黃國益 專任 教授

新型之結球白菜種子選別系統

A Novel Auto-sorting System for

Chinese Cabbage Seeds

Sensors 106.04

23 1054582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土壤環境科

學系
黃政華 專任 副教授

棘孢木黴菌對蕃茄養分吸收和萎凋病

的影響

Effect of Trichoderma asperellum

on nutrient uptake and Fusarium

wilt of tomato

Crop Protection 106.03

24 1054581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國際農企業

學士學位學

程

謝奇明 專任 副教授

以階層線性模式分析主題遊樂園服務

行銷三角關係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Service Marketing Triangle in

Theme Parks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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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54534 升等 理學院 化學系 林柏亨 專任 副教授

利用改變反應條件合成不同結構：雙

核與九核鏑元素金屬團簇的合成，結

構與磁性性質

Slight synthetic changes

eliciting different topologies:

synthesis, structure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novel dinuclear and

nonanuclear dysprosium complexes

DALTON TRANSACTIONS 104.10

26 1054580 升等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蔡亞倫 專任 副教授

平面四點渦漩問題中一些特殊例子之

相對平衡解的個數

Numbers of Relative Equilibria in

the Planar Four-Vortex Problem:

Some Special Cases

JOURNAL OF

NONLINEAR SCIENCE
106.06

27 1054568 升等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李渭天 專任 副教授

不含給定偏序及之集合族與魯貝爾有

界性質

Poset-free families and Lubell-

boundedness

JOURNAL OF

COMBINATORIAL

THEORY SERIES A

104.08

28 1054567 升等 理學院
資訊科學與

工程學系
吳俊霖 專任 教授

一個基於模板縮減與視覺導引自我組

織映射圖的最近鄰居分類器之快速資

料簡化演算法

A fast prototype reduction method

based on template reduction and

visualization-induced self-

organizing map for nearest

neighbor algorithm

APPLIED

INTELLIGENCE
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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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054557 升等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陳冠升 專任 副教授

六隻雪貂胰島素腫瘤的超音波影像特

徵Ultrasonographic features of

insulinoma in six ferrets

Veterinary

Radiology &

Ultrasound

106.07

30 1054563 升等 管理學院 行銷學系 武為棣 專任 副教授

供應商採訂單融資時之支援性訂價採

購模型

A supportive pricing model for

suppliers with purchase order

financ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106.05

31 1054562 升等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龎雅文 專任 副教授

合併成功捕獲機率於估計戶外遊憩需

求函數之研究

Incorporating the effect of

successfully bagging big game

into recreational hunting: An

examination of deer, moose and

elk hunting

Journal of Forest

Economics
106.05

32 1054561 升等 管理學院
科技管理研

究所
蘇信寧 專任 副教授

國際研發之合作與法律動態-東亞演化

模式

Collaborative and Leg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R&D- Evolving

Patterns in East Asi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06.04

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內部因素分析 問題與研究 106.8接受

歐洲中小型國家安全政策:策略選擇與

轉型
問題與研究 106.06

33 升等 法政學院
國際政治研

究所
楊三億 專任 教授105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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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054560 升等 體育室 梁建偉 專任 助理教授

2015年美洲盃足球賽黃、紅牌之分析

Research of the red and yellow

cards in 2015 Copa America

成大體育學刊 105.10

35 1054526 改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森林學系 柳婉郁 專任 教授

考慮碳吸存與碳排放因素下最適森林

疏伐空間規劃之研究

Modelling the spatial forest-

thinning planning problem

consider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emissions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106.05

36 1054552 改聘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

系進修學士

班

張旭琪 兼任 助理教授

輔助聽覺與視覺在台灣高等教育英語

教學上之成效

Complementary aural and visual

English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美國貝瑞大學 105.06 博士論文

37 1054524 改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羅俊瑋 兼任 教授
鹿特丹規則就託運人義務與責任規定

之研究：以危險貨物為中心
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105.08

38 1054523

兼任教

師送審

教師資

格

生命科學院
轉譯醫學博

士學位學程
廖采苓 兼任 助理教授

臺灣類風溼性關節炎患者罹患結核病

之風險，2001-2011

Risk for Mycobacterial Disease

among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Taiwan, 2001-2011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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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054522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進修學士班
黃慧鳳 兼任 助理教授 台灣歷史大河小說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103.01 博士論文

40 1054544 新聘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

業學士學位

學程

江彥賢 兼任 助理教授

法國社會黨及人民運動聯盟之核能發

電政策比較研究(2007-2012)

Comparative studies of French PS

and UMP's Nuclear Power

Policy(2007-2012)

國立中興大學 103.07 博士論文

41 1056307 新聘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

業學士學位

學程

徐麗媛 兼任 講師 小石獅的大發現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4.12 專書

42 1056306 新聘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

業學士學位

學程

莊賜祿 兼任 講師 法外之春-樂陶陶 國立彰化生活美術館 102.11 作品集

43 1054521 新聘 管理學院 朱瓊芳 兼任 講師

沙賓法案對非審計服務與審計質量之

效果

Non-adult services and adult

quality-the effect of Sarbanes-

Oxley Act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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