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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01978 新聘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余佳韻 專任 助理教授

詞體長調的抒情美典研究-以周邦彥、

姜夔為中心之探討

A research on Aesthetics of Changdiao：

Two cases of Zhou Bang-yan and Jiang

Kui

國立清華大學 104.01 博士論文

2 1901979 新聘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

系
陳安頎 專任 助理教授

成為口譯員：探究口譯員從學生到專

業人員的發展
Becoming an Interpreter-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ers from

Trainees to Practitioners

英國里茲大學 103.03 博士論文

3 1901980 新聘 文學院 歷史學系 侯嘉星 專任 助理教授

近代中國農業機器產業之研究
Th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國立政治大學 105.07 博士論文

4 1901982 新聘 文學院

台灣文學與

跨國文化研

究所

施開揚 專任 助理教授

現代詩與詩學裡的形式演變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美國哈佛大學 102.08 博士論文

5 1901983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辛坤鎰 專任 助理教授

以分子代謝路徑為基礎之分子生物活

性預測與分析系統
systemsDock: a web server for network

pharmacology-based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Nucleic Acids

Research
1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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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01984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生物產業機

電工程學系
林浩庭 專任 助理教授

創新長行程非對稱性硬體迴路即時軌

跡氣壓伺服控制系統於變負載下之研

究
A Novel Real-Time Path Servo Control

of a Hardware-in-the-Loop for a Large-

Stroke Asymmetric Rod-Less Pneumatic

System under Variable Loads

SENSORS 106.06

7 1901981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景觀與遊憩

碩士學位學

程

李盈潔
專案

專任
助理教授

都市周邊地區景觀之生態系統服務：

台灣西部海岸平原農地景觀變遷對生

態系統服務之影響
Ecosystem services in prei-urban

landscapes: The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hange on ecosystem services

in Taiwan's western coastal plain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04.07

8 1901985 新聘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凃瀞珽 專任 副教授

基於二維混合模型的馬可夫網絡應用

於人臉素描合成技術
Facial Sketch Synthesis Using 2D Direct

Combined Model-Based Face-Specific

Markov Network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105.8

9 1901986 新聘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陳宏賓 專任 助理教授

完全多部圖的線上可選數：演算法進

路
On-Line Choice Number of Complete

Multipartite Graphs: an Algorithmic

Approach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BINATORICS

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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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01987 新聘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

系
李聯旺 專任 助理教授

非線性不確定動態系統的智慧切換自

適應控制
Intelligent switching adaptive control for

uncertain nonlinear dynamical systems

APPLIED SOFT

COMPUTING
104.09

11 1901988 新聘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

系
吳向宸 專任 助理教授

以功能性菌株探討薄膜生物反應槽中

SMP與生物膜積垢之形成機制並評估

二級訊號物質c-di-GMP與污泥生物膜

積垢潛力之相關性
Exploring the membrane biofouling

mechanisms of soluble microbial product

(SMP) and biofilm by functional bacteria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levance between

c-di-GMP concentration and biofilm-

fouling propensity in membrane

bioreactor (MBR).

國立中興大學 102.07 博士論文

12 1901989 新聘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鄭任鈞 專任 助理教授

系統演化研究支持金蛛亞科之雌雄體

長二型性呈現無方向性且等速生長之

演化模式
Phylogeny suggests nondirectional and

isometric evolution of sexual size

dimorphism in argiopine spiders

EVOLUTION 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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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01990 新聘 獸醫學院 獸醫學系 陳光荻 專任 助理教授

探討肌氨酸參與抗憂鬱作用之細胞機

制：Mtor訊息傳遞路徑的角色 Cell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s of sarcosine：role

of mTOR-dependent signaling pathway

中國醫藥大學 106.02 博士論文

14 1901991 新聘 獸醫學院
獸醫病理生

物學研究所
楊程堯 專任 助理教授

玻尿酸結合Mesalamine於三硝基苯磺

酸(TNBS)以腸內給藥誘發之大鼠發炎

症性腸炎具有保護作用
Combined Treatment with Hyaluronic

Acid and Mesalamine Protects Rats from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nduced by

Intracolonic Administration of

Trinitrobenzene Sulfonic Acid

MOLECULES 106.06

15 1901992 新聘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應用經濟學

系
鄭佳宜 兼任 助理教授

農業產值、農業所得與農地使用效果

之探討：以臺灣為例之三篇論文集
Three Essays on the Impacts of Taiwan's

Agricultural Policy from the Aspects of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s,Revenues

and Farmland Use

國立臺灣大學 105.04 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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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901993 新聘 生命科學院

基因體暨生

物資訊學研

究所

林慶雄 兼任 副教授

探討不同血液嗜酸性白血球計數的肺

阻塞患者之吸入型皮脂類固醇效用
Effectiveness using higher inhaled

corticosteroid dosage in patients with

COPD by different blood eosinophilic

cou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105.09

17 1901994 新聘 法政學院 法律學系 趙冠瑋 兼任 助理教授

中國混合式證券詐欺執法之比較法分

析

Compartative Analysis of Hybrid

Enforcement Securities Fraud in China

美國喬治城大學 106.10 博士論文

18 1901995 新聘 體育室 賈俊瀚 兼任 講師
不同支撐腿膝關節角度對輕艇競速加

拿大式艇划槳動作表現之影響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
105.01 碩士論文

19 1901996 升等 文學院 歷史學系 蔡宗憲 專任 副教授

1.梁陳之際健康的僧侶與寺院-以侯景

之亂為中心的考察

2.五至七世紀的攝山佛教與僧俗網絡

1.新史學

2.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1.106.09

2.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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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01997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園藝學系 張正 專任 教授

火災後再現身的台灣原生細葉卷丹因

提供繁殖體進而可重新界定物種保育

之可能性
Re-emergence of Lilium callosum Sieb.

et Zucc. in Taiwan after a fire allows

propagation and renews the possibility of

conservation

BOTANICAL

STUDIES
106.11

21 1901998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園藝學系 黃三光 專任 副教授

小白菜及莧菜對升溫的差別反應
Differential Responses of Pak Choi and

Edible Amaranth to an Elevated

Temperature

HORTSCIENCE 107.02

22 1901999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森林學系 曾喜育 專任 教授

地形效應對分佈臺灣北界的鵝鑾鼻蔓

榕物候影響
Topographic effect on the phenology of

Ficus pedunculosa var. mearnsii (Mearns

fig) in its northern boundary distribution,

Taiwan

SCIENTIFIC

REPORTS
106.11

23 1902001 升等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李滋泰 專任 教授

桑葉對蛋雞生產表現及氧化壓力調控

之影響
Effects of mulberry leaves on produc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potential

modulation of antioxidative status in

laying hens

Poultry Science 1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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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902000 升等 理學院 物理學系 陳惠玉 專任 教授

無內需反射器之穿反式藍相液晶顯模

態 Transflective BPIII mode with no

internal reflector

LIQUID CRYSTALS 106.04

25 1902003 升等 理學院 物理學系 陳坤麟 專任 副教授

一個以生物功能化磁性奈米粒子和磁

光法拉第效應為基礎的靈敏體外免疫

測定平台
A sensitive platform for in vitro

immunoassay based on biofunctionalized

magnetic nanoparticles and magneto-

optical Faraday effect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CHEMICAL

106.11

26 1902002 升等 理學院 物理學系 黃文敏 專任 副教授

混合維度中費米子的庫伯配對行為

Fermion pairing in mixed-dimensional

atomic mixtures

PHYSICAL REVIEW

A
106.05

27 1902004 升等 理學院
統計學研究

所
沈宗荏 專任 教授

利用單一生態群落資料估計物種庫

Estimating species pools for a single

ecological assemblage

BMC ECOLOGY 106.12

28 1902005 升等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王雅書 專任 副教授

Figa-Talamanca-Herz 代數間具正交可

加性及正交可乘性的算子結構

Orthogonally additive and multiplicative

maps between Figa-Talamanca-Herz

algebra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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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902006 升等 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謝博文 專任 副教授

一種自適應擴散變分影像去噪之正則

化模型
A regularization model with adaptive

diffusivity for variational image

denoising

SIGNAL

PROCESSING
106.12

30 1902007 升等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

系
蔡祁欽 專任 教授

邊坡穩定分析中快速評估深層與淺層

破壞之降伏加速度
Immediate Estimation of Yield

Acceleration for Shallow and Deep

Failures in Slope-Stability Analy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MECHANICS

106.07

31 1902008 升等
電機資訊學

院

通訊工程研

究所
陳後守 專任 教授

非互斥區塊分割之部分傳輸序列術應

用於M進制正交振幅調變之正交分頻

多工系統
A PTS Technique With Non-Disjoint

Sub-Block Partitions in M-QAM OFDM

Systems

IEEE

TRANSACTIONS ON

BROADCASTING

107.03

32 1902009 升等
電機資訊學

院

電機工程學

系
吳崇賓 專任 副教授

極低複雜度區塊基礎之車道偵測與偏

移警示系統
Ultra-low Complexity Block-based Lane

Detection and Departure Warning

System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107.02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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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902010 升等 獸醫學院
獸醫病理生

物學研究所
林以樂 專任 副教授

修復腹根可在頸神經根損傷同時得到

運動及感覺功能之恢復
Repairing the ventral root is sufficient for

simultaneous motor and sensory recovery

in multiple complete cervical root

transection injuries

LIFE SCIENCES 103.06

34 1902011 升等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

系
陳佳楨 專任 教授

1.探討影響使用者觀看直播之因素：

以沉浸、娛樂性、社交互動、偶像崇

拜觀點
What drives live-stream usage intention?

The perspectives of flow, entertainment,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ndorsement

2.探討影響使用者手遊內購之因素：

以認知價值、忠誠度觀點
What drives in-app purchase intention for

mobile games? An examination of

perceived values and loyalty

1.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1.107.04

2.105.03

-4

35 1902012 升等 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

心
廖瑩芝 專任 副教授

華山事件的空間與記憶
Space and Memory in the Huashan Event

淡江評論 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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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902013 新聘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

系進修學士

班

林宜群 兼任 講師

重新檢視彼得‧凱利小說《奧斯卡與

露辛達》中之十九世紀澳洲歷史

Nineteenth-century Australia Retold in

Peter Carey's Oscar and Lucinda

國立中興大學 105.07 碩士論文

37 1902014 新聘 工學院
生醫工程研

究所
林詠凱 兼任 教授

可原位聚合水膠結合豬血液血小板濃

厚血漿在角膜上皮重建的應用
In situ polymerizable hydrogel

incorporated with specific pathogen-free

porcine platelet-rich plasma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rneal endothelium

JOURNAL OF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106.09

38 1902015 新聘 生命科學院

基因體暨生

物資訊學研

究所

蕭自宏 兼任 助理教授

差異性網絡分析揭示荷爾蒙相關癌症

中受雌激素受體調節之全基因調控網

絡 Differential network analysis reveals

the genome-wide landscape of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ion in hormonal cancers

SCIENTIFIC

REPORTS
105.05

39 1902016 新聘 管理學院 林孟玲 兼任 助理教授 智慧創作專用權之性質與使用倫理 科技法學評論 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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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902018 新聘 管理學院

高階經理人

碩士在職專

班

吳明政 兼任 教授

同時考量績效型與隱含員工離職特性

下之員工認股權公允價值評估

Determining fair values of performance-

vested and forfeiture-embedded

employee stock opti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102.12

41 1902017 新聘 體育室 林璇 兼任 講師

大專男子足球選手必備體能之分析

Analysis of Essential Fitness of Men's

University Soccer Players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

學
104.07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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