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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學年度升等教師代表著作

升等生效日期:84年8月1日 

院 系所 擬聘等級 姓名 代表著作名稱 出版所及日期

農學院 植病系 教授 黃振文 合成植物營養液防治韭菜銹病
Control of Chinese Leek Rust with 
a plant nutrient formulation

植病會刊 
83年3月

農學院 植病系 教授 曾國欽 台灣作物葉表螢光假單胞菌及其對
植物病原細菌之拮抗作用

植病會刊 
83年3月

農學院 畜產系 教授 張釵如 Binding of Insulin to Microsomal 
Glycoproteins of Mammary gland 
and liver of Lactating Rabbits（胰
島素與泌乳兔乳線及肝臟中微粒體
醣蛋白的結合）

台灣台北 
1994年2月

農學院 運銷系 教授 李皇照 台灣地區肉類需求體系之研究 土地銀行 
81年12月

農學院 獸醫系 教授 陳三多 The application of immunogold 
labelling in the diagnosis of swine 
pseudorabies virus infection（免疫
全粒子標示法在豬假性狂犬病診斷
上之應用）

台灣省畜牧獸醫學會會報 
81年12月

農學院 森林所 教授 許博行 Effects of Sulfur Dioxide on 
Growth , Photosynthesis and 
Enzyme Activities of Chinese 
Guger-Tree Seedling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86,349-354

英國 
1994年

農學院 園藝所 教授 曾夢蛟 B-glucuronidase（GUS）基因轉移
至馬鈴薯之研究

台灣 
83年6月

理學院 化學系 教授 洪豐裕 Chromium Tricarbony ︱n6-
complexes of（n5-Cyclopentadieny
︱）（n4-tetrapheny︱
cyclobutediene）cobalt. Fung-E 
Hong＊,Yuan-Terng Chang,Ming-
chu cheng and Yu Wang

Polyhedron,12（1993）
1919.

理學院 化學系 教授 曾志明 Determination of Traces of Nickel
（II）at a Perfluorinated Ionomer / 
Dimethylglyoxime Mercury Film 
Electrode.

Anal. Chem. 
1993年

理學院 應數系 教授 王國雄 Profit Analysis of the M/M/R 
Machine Repair Problem with 
Spares and Server Breakdowns

8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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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應數系 教授 曾怜玉 An Efficient Knowledge-Based 
Stroke Extraction Method for 
Multi-Font Chinese Characters

英國 
1992年12月

理學院 物理系 教授 陳明克 ISNS Rydberg states of He atom 英國J. Phys. B 26,3025-
3034,1993年

理學院 物理系 教授 廖思善 Energy Levels and Transition 
Ampli-tudes for Alkali-Metal 
Atoms in the Brueckner 
Approximation 

Physical review A 
1993年11月

工學院 機械工程 教授 李興軍 Bobardment Analysis Method for 
Assessing Truss system combat 
Survivability

美國 
1994年4月

工學院 化工系 教授 張傑明 Relative Supersaturation Ratio and 
Separation Factor in 
Crystallization with High Pressure 
CO2

加拿大期刊 
83年2月

工學院 電機系 教授 鄧洪聲 A Syntactic Approach to Time-
Varying Pattern Analysis（以語法
方式作時變模型之分析）

Information Science 1992
年4月

工學院 土木系 教授 蔡清標 A Fourier approximation for finite 
amplitude short-crested waves（有
限振幅短 波之傅立葉近似解析）

中國工程師學會 
1992年11月

法商學院 共同科 教授 楊明科 羽球技術學習效果之效果 南京出版公司 
82年9月

法商學院 公共政策
研究所

教授 翁興利 知識應用與政策制訂 五南 
83年9月

法商學院 經濟系 教授 劉崇堅 Reak-load Pricing Under Two-part 
Tariff Structure：Pricing Policies 
of Taiwan Local Telephone 
Service.（二部制費率結構下之央峰
訂價－我國市內電話訂價政策研
究）

經濟研究32卷2期 
83年8月

法商學院 財研所 教授 甘尼培 Entrepreneurists and Firmists：
Knight V.S. the Model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993年3月

法商學院 企管系 教授 詹毓玲 廠商屬性、財物政策與財物績效之
探討—台灣地區上市公司製造業國
際化與本土化廠商實證分析

華泰書局 
83年9月

法商學院 公行系 教授 陳金貴 美國非營利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 瑞興 
83年9月

法商學院 公行系 教授 林鐘沂 政策分析的理論與實踐 瑞興 
83年9月

法商學院 法律系 副教授（兼
任）

蕭雄淋 兩岸著作權法之比較研究 華儒達出版社 
83年9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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