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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院 系、所 聘任等級 姓  名 代表著作（碩、博士論文） 出版處所或

期刊名稱

出版時間 備註

1  共同學科 專任教授 林正寶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Duopoly in Differential Games

(微分遊戲下複占廠商的投資決策)

國立中興大學台中夜間部學報 1997年11月  

2 文學院 中文系 專任教授 徐照華 厲鶚及其詞學之研究 復文出版社 1998年9月 此書為博士論文整
理後出夜

3 文學院 中文系 專任教授 陳欽忠 法書格式與時代書風之研究 台北:華正書局 1997年9月  

4 文學院 中文系 兼任教授 尤雅姿 馥晉士人之思想與文化研究 文史哲出版社 1998年9月  

5 文學院 歷史系 專任教授 孫若怡 中法越南戰爭與總理衛門之秘密外交 印刷出版社 1998年8月  

6 文學院 歷史系 專任教授 唐啟華 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1919-1928 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1月  

7 法商學院 法律系 專任教授 雷萬來 司法權的本質理論 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8月  

8 法商學院 法律系 專任教授 吳光明 證券交易爭議之仲裁 蔚理有限公司 1998年9月  

9 法商學院 公共行政系 專任教授 顧慕晴 領導者與官僚操守---清聖祖的個案研究 瑞興圖書出夜公司 1998年9月  

10 法商學院 社會系 專任教授 孫世雄 大學生的分離---個體化與相關家庭因素 中華憂里衛生學刊 1998年6月  

11 法商學院 地政系 專任教授 李承嘉 台灣戰後(1949-1997)土地政策分析:「平均地權」下的土
地改革與土稅制變遷

正揚出版社 1998年8月  

12 法商學院 地政系 兼任教授 吳容明 市地重劃促進都市建設之研究 現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8月  

13 法商學院 會計系 專任教授 張仲岳 財務報表比較性與資訊移轉 東華書局 1998年8月  

14 法商學院 會計系 專任教授 黃瓊慧 會計師核閱與強制揭露對盈餘預測準確性之影響 台灣東華書局 1998年9月  

15 法商學院 統計系 專任教授 吳祥華 短視7動性限制或恆常所得假說---台灣地區消費者行為再
探

台灣經濟學會年會論文集 199年12月  

16 法商學院 企管系 專任教授 張舜德 升降式籠車型自動分類系統 專利公報 1997年8月  

17 法商學院 企管系 專任教授 方文昌 網路外部下之產品相容性決策 法商學報第三十三期 1997年8月  

18 法商學院 都市計劃所 專任教授 周志龍 英國政治經發展與都市規劃制度 建都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9月  

19 農學院 農經系 專任教授 歐聖榮 不同植栽空間、坡度及視覺方向對情緒體驗及偏好之影
響

造園學報 1998年6月  

20 農學院 農經系 專任教授 鄭蕙燕 A Simple Environment-Trade Model of Hog Production 
in Taiwan

(台灣毛豬生產之環境與貿易混合模型  )

農業經濟半年刊 1995年12月  

21 農學院 農經系 兼任教授 周濟 The Contribution of Trade to Economic Growth-A 
Regression of Cross Country Data 

(貿易對經濟成長貢獻之多國資料迴歸分析研究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
刊:人文及社會科學>>

1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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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農學院 植病系 專任教授 陳隆鐘 白絹病菌核酸探針之製備與分析 植物病理學會刊 1997年12月  

23 農學院 獸醫系 專任教授 王孟亮 Evidence for the internal Location of actin in the 
pseudorabies virion 

(假性狂犬病病顆粒內含有細胞肌動蛋白)

Virus Res. 1998年8月  

24 農學院 獸醫系 專任教授 黃鴻堅 Effect of ozone treatment on Toxocara canis eggs

(伏氧對犬蛔蟲卵之影響)

The Journal Veterinary Medical 
Science

1998年2月  

25 農學院 農機系 專任教授 尤瓊琦 荔枝去濕平衕含水率之研究 農林學報 1998年6月  

26 農學院 農機系 專任教授 陳天鴻 Performances of mesophilic anaerobic digestion 
systems treating poultry mortalities

(處理家禽屍體中的中溫厭氣消化系統之表現)

J.Environ. Sci. Health,partB 1998年11月  

27 農學院 農機系 專任教授 鄭經偉 雞蛋定向作業運動模式之建立與應用 農林學報 1998年6月  

28 農學院 水保系 專任教授 陳鴻烈 Investigation Into Municipal Waste Leachate

In The Unsaturated Zone Of Red Soil

(山坡地紅土不飽和層垃報出水傳輸之研究)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1997年4月  

29 農學院 水保系 專任教授 陳樹群 Estimating th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and 

Diffusivity in Unsaturated Porous Media 

Fractal Capillary Model

(碎形法則推估未飽和多孔介質之水力傳導及擴散係數  )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1998年7月  

30 農學院 食科系 專任教授 毛正倫 Nonvolatile taste components of three strains of 
Agrocybe cylindracea

(三種品系柱狀田頭橋之非揮發性呈味成份)

J.Agric.Food Chem. 1998年6月  

31 農學院 農科所 專任教授 曾志正 A new method for seed oil body purific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oil body integrity following germination

(研發純化種子油體三新方法及利用此方法檢測發芽後油
體的完整性)

J.Biochem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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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農學院 農科所 專任教授 黃秀珍 The complete hrp gene cluster of Pseudomonas 
syringae PV. Syringae 61 includes two blooks

Of genes required for harpin  secretion that are 
arranged colinearly with Yersinia ysc homologs

 

(菜豆細菌性斑點病菌的致病基因族內含有兩區的基因群
與Yersinia sp.的ysc基因有同源性,並且是控制Harpln蛋
白分泌所必須 )

Mol.Plant9Microbe

Interact

1995年10月  

33 理學院 化學系 專任教授 林家立 Enantiomeric Inhibitors of Cholesterol Esterase and 
Acetylcholinesterase

(膽固醇酯酵素及乙醯膽鹼酯酵素之鏡像異構之抑制劑 )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1998  

34 理學院 應數系 專任教授 詹進科 A Secure Electronic Voting Protocol with IC

Cards

(一種應用IC卡之電子投票安全協定)

The Journal of System and 
Softwara

1997年12月  

35 理學院 應用系 專任教授 喻石生 Properties of Annihilators of Languages

(言語消去子的性質)

Semigroup Forum 1998  

36 理學院 資科所 專任教授 理行健 Load-balancing in Multistage Interconnection 
Networws under Multiple-pass Routing 

多級交連網路中使用多次行法時之負載平衕問題

Journal of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1996  

37 工學院 機械系 專任教授 莊勝雄 Feature decomposition from solid models for 

Automatic flattening

(之實體模型做特徵分解之自動展開)

Computer-Aided Design 1996年6月  

38 工學院 機械系 專任教授 王國禎 A Fast 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 Training

Algorithm Based on the Layer-By-Layer Optimizing 
Procedures

(逐層最佳之多層類神經網路快速學習法規則)

IEEE Tran. on Neural 

Network,Vo1.7,NO.3,PP. 768-775

1996年5月  

39 工學院 電機系 專任教授 蔡清池 Multivariable Self-tuning Temperature Control for a 
Plastic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

(塑膠射出成型程序之多變自調整溫度控制)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y Application

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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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工學院 化工系 專任教授 鄭紀民 Dynamic States of V2O5-Supported on SnO2/SiO2 and  

CeO2/SiO2 Mixed Oxide Catalysts during Methanol 

Oxidation

 

(甲醇氧化反應中被擔持釩氧化物於SnO2/SiO2及CeO2/
SiO2混合氧化物觸媒之動態狀態)

J.Phys.Chem.B 1998  

41 工學院 化工系 專任教授 林松池 Enhanced Biosurfactant Production by a Bacillus 
Iicheniformis Mutant

(利用苔狀桿菌突變株生產高濃度生物界面活性劑)

Enzyme and Microbial 
Technology

1998年10月  

42 生科院 分生所 專任教授 翁淑芬 Sequence analysis of the small cryptic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Vesicatoria plasmid pXV64 encoding a 
Rep protein similar to gene Ⅱ protein of phage ,Ⅰ2-2

(可主導類似噬菌體複製蛋白的茄科點班病菌迷你質體
PXV64之序列分析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m.

1997  

43 理學院 化學系 專任教授 林文源 Microwave-Promoted Lipase-Catalyzed Reactions 

(以微波方式增進脂肪酵素之催化反應)

Telrahedron Lell 199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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