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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學年度
院 系所 擬聘等級 姓名 代表著作名稱 升等日期 出版處所及日期

工學院 土木系 教授 歐陽鍾裕 應用遙測技術於台中港特
定區建港前後土地使用情
形之研究

74年8月 國立中興大學理工
學報71年11月  

　

文學院 歷史系 副教授 周樑楷 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 74年8月 台北:華世出版社  

1985年元月

農學院 獸醫系 講師 楊繼 合成葡萄糖性類固醇 - 
Dexamethasone 對小豬免
疫產生及血液組成成份之
影響

74年8月 國立中興大學  

台中  

1985年6月

農學院 獸醫系 講師 李維誠 感染假性狂犬病豬隻之免
疫抑制及類淋巴組織病變

74年8月 中興大學(碩士論
文)  

74年6月  

　

農學院 農經系 教授 劉健哲 農業結構政策與農業發展
—德國的經驗

74年8月 農業金融論叢  

第12輯  

民國73年7月

農學院 園藝糸 教授 楊耀祥 葡萄催芽劑氰氨基化鈣使
用方法之研究

74年8月1
日

農林學報  

33(1):97~116  

1984

農學院 農產運銷 教授 廖武正 台灣地區家庭食米消費及
其購買行為之研究

74年8月 農業金融論叢  

第18輯中國農民銀
行 民國76年7月

生科院 植物糸 副教授 陳雪貞 木本植物組織培養材料之
滅菌法

74年8月 理工學報第20期  

7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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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院 植物糸 副教授 陳雪貞 酪梨之微体繁殖 74年8月 理工學報第21期  

73年11月

農學院 昆虫糸 教授 蘇宗宏 Aphid vectors of sweet 
pepper viruses

74年8月 Plant Prot Bull.  

植保會刊2:257-
264,  

1982

75學年度
工學院 土木糸 教授 林炳森 夯實紅土礫石之力學特性

研究
75年12月 中國工程學刊  

台北.第九卷  

第六期民國75年

農學院 獸醫系 講師 黃勇三 富來頓對蘭嶼小耳種公豬
的毒性

75年8月  

　

　

農學院 農機系 教授 陳俊明 環流型浮動層乾燥機之設
計及特性研究

76年7月  

　

農工學報第32卷  

第4期75年12月

農學院 農產運銷 教授 袁壽廉 台灣南部果菜批發市場之
規劃研究

75年8月  

　

農經半年刊.第38期
中興大學農經所74
年12月

農學院 農產運銷 副教授 吳明敏 The Demand Analysis 
For Four Major Milk And 
Dairy Produ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pplication Of Logistic 
Microdata Approach 

75年8月  

　

博士論文  

美國The Ohio 
State Univ.

農學院 昆虫糸 副教授 葉金彰 條紋天蛾之生活史及其幼
蟲体色變化誘因

75年8月  

　

中華昆虫  

5:41-52,1985

工學院 環工系 教授 汪禮賢
澱粉與溫度對造紙廢水混
凝效應及其沉降性質之研
究

75年8月
國家科學委員會研
究彙刊73.4第八卷
第二期

農學院 土環系 教授 楊秋忠
Autointoxication in root 
exudates of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75年8月
plant and soil   
82:247-253 1984

76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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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院 農機糸 講師 阮助明 落花生打擊脫莢之基礎研
究及脫莢能之理論解析

76年8月 台灣大學農業工程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7

農學院 食科系 教授 陳淑華
中式即食麵糰利用之研究
(二)添加界面活性劑對於麵
糰製成品-饅頭品質之效應

76年8月
食品科學
1985,12:173-187

農學院 食科系 講師 王苑春
葡萄酒廢棄物中回收花青
素及其利用之研究

76年8月
中興大學食科
所,1985,June

77學年度
　

農學院 畜產系 教授 李淵百 台灣土雞育種 78年2月 中國畜產學會會
誌  

17(34),1988年

文學院 歷史系 教授 黃秀政 『台灣民報』與近代台灣
民族運動（一九二0~一九
三二）

77年8月 彰化：現代潮出版
社  

民國76年12月

工學院 土木系 副教授 陳正炎 投潭水作用下渠床沖刷剖
面之研究

77年8月 台灣水利季刊  

vol.35.No.1 1987年
3月 

農學院 水保系 副教授 林信輝 三種防風林植物在海岸環
境下之生理生態反應

77年8月1
日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
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  

1987年6月

農學院 農產運銷 教授 何京勝 台灣毛豬市場價格之效率
性與動態性研究

77年8月 農業金融論叢   
第16輯75年7月   
中國農民銀行

法商 社會系 副教授 汲宇荷
我國老人自費安養機構生
活狀況研究

78年7月
豪峰出版社   
78.6

農學院 食科系 教授 區少梅
疏果冷凍時間之預估以改
進品質之研究

77年8月
食品科學13卷第
1.2期78-92頁,1986

　78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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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歷史系 副教授 孫若怡 法國大革命時期對外宣戰
的背景—由拒戰到宣戰
(1789年7月14日—1792年
4月20日)

78年8月 台北永和:宗青圖
書出版有限公司  

民國76年12月

工學院 土木系 教授 盧昭堯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ynamic Erosion In A 
Ridge-Furrow System

79年2月 Transactions Of 
The ASAE 
(Vol.30,No.4, 
pp.969-976, 1987)

　 共同學科 副教授 王慶光 荀子與戰國思想研究 78年8月 台中大同資訊出版
社 民國77年

農學院 農產運銷 講師 董國昌 台灣毛豬市場與外銷、冷
凍(藏)豬肉副產品之經濟
分析

78年8月 碩士論文  

中興大學農經所  

78年6月

農學院 植物病理 教授 曾德賜 Hydroxyl Radical And 
Singlet Oxygen Are The 
Key Role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Photodynamic Biocidal 
Activity Of Methionine-
Riboflavin Mixture

78年8月1
日

Bot.Bull.
Academia Sinica   

1989年1月  

　

農學院 植物病理 教授 葉鍚東 Replication OF Papaya 
Ringspot Virus In 
Susceptible And 
Resistant Lines Of 
Cucumis Metuliferus

78年8月1
日

台灣植物保護學會
刊  

77年9月

生科院 植物系 教授 翁仁憲 不同季節及溫度下牧草葉
片的光合作用

78年8月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
究所彙刊  

77年4月5日

遺傳工程
中心

教授 徐堯煇

胡瓜刊嵌紋病毒台灣系統
的病徵決定因子在RNA 3.
(Sympton determinant of 
two Taiwan strains of 
cucumber mosaic virus is 
on RNA 3 

78年8月1
日

中央研究院植物彙
刊   
(無原件)

農院 土環系 教授 林正鈁
Modeling the Flow of 
Immiscible Fluids in 
soils 

78年8月
Soil Science   
143:293-300

農學院 土環系 副教授 趙震慶
台灣土生性根瘤菌之抗藥
性質

78年8月

中國農業化學會
誌   
25:308-317(第25卷
第3期)7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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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 共同科 教授 司仲敖 袁枚及其性靈論之研究 78.9
凱侖出版社   
78.8

法商 經濟系 教授 王連常福
不同部門總要素生產力比
較

78.8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
學院經濟學研究所
經濟學系編印   
78.6

法商 公行系 教授 方庭諧

民間團體參與市政建設可
行性之研究-民間團體參
與台北市政建設之個案分
析

79.4
豪峰出79.2(無原
件)

法商 財稅系 兼任教授 劉實英 財產稅制度與實務 78.8
中國租稅研究中
心   
78.1 台北

法商
公共政策
所

教授 柯三吉 政策執行:理論與台灣經驗 79.6
時英出版社   
79.6 台北

農學院 水保系 教授 段錦浩
泰山林口地區蝕溝控制之
調查研究(一)(二)

78.5
國科會研究報   
76-16號77-32號   
76.10 77.11

農學院 食科系 副教授 金安兒
Controled low-
temperature vacuum 
dehydration

78.8
Cornell Univ. 
USA, 1989,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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