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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勵獲獎名單

編號 系級 姓名 獎勵類別 代表作名稱

1 中文 李立信 甲種 任半塘「唐聲詩皆為齊言」說商榷

2 中文 周世箴 甲種 ＜聲韻與詩歌—聲韻類聚的聲情作用＞

3 中文 周芬伶 甲種 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

4 中文 劉榮賢 甲種 從郭店楚簡論老子書中段落與章節之問題

5 中文 鍾慧玲 甲種 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

6 外文 殷偉芳 甲種 Beyond the point of childishness

7 哲學 苑舉正 甲種 實在論與實證論之間的對話

8 哲學 謝仲明 甲種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超越辯證論』的定性問題

9 哲學 譚家哲 甲種
從《堯典》之啟發論中西音樂型態之差異並重構歌詠之句
法結構

10 美術 王秀雄 甲種 資訊社會衝擊下的美術創作與美術鑑賞教育

11 生物 林惠真 甲種
Lin, H.C., S.C. Hsu, and P.P. Hwang. 2000. Maternal transfer
cadmium tolerance in larval Oreochromis mossambicus.
Journal of Fish Biology 57(1): 239-249

12 化學 柯安男 甲種 Vapor Phase Reactions of Acetaldehyde over Type X Zeolites

13 化學 黃承文 甲種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of monoamines and catechol with
indirect chemiluminescence detection

14 化學 楊定亞 甲種
Discovery of a Potent, Non-Triketone Type Inhibitor of 4-
Hydroxyphenylphruvate Dioxygenase

15 化學 鄭秀瑤 甲種
Studies of the Structure of Vanadium Species in VAPO-5
Molecular Sieves via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Computation
and Raman Spectroscopy

16 環科 張鎮南 甲種
Characteristization and isolation of Nom from a eutrophic
reservoir

17 環科 魏玉麟 甲種
Manganese Sulfate Effect on PAH Formation from Polystyrene
Phrolysis

18 資訊 朱正忠 甲種 Pattern Based software Re-engineering: A case study

19 化工 王  曄 甲種
Effect of Loading and Surface Treatment on the Thixotropic
Behavior of Polypropylene Filled with Calcium Carbonate

20 工工 王立志 甲種 Modeling A FMS with colored timed object-oriented petri net

21 工工 姚銘忠 甲種 經濟批量排程問題在「二幕策略」下最佳解搜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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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工 黃欽印 甲種 Formation of Autonomous Agent Networks for Manufacturing
Systems

23 工工 劉仁傑 甲種
Stars, Rings and Tiers: 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nd their
dynamics in Taiwan’s machine tool industry

24 工工 洪堯勳 甲種 從交易成本觀點探討價值鏈管理創新

25 工工 張炳騰 甲種
An integra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t computer-aided process
planning system

26 統計 王堯弘 甲種 Fiducial intervals: what are they?

27 統計 江金倉 甲種
Kernel smoothing on varying coefficient models with
longitudinal dependent variable

28 統計 蔡恆修 甲種 Testing for non-linearity with partially observed time series

29 統計 鄭順林 甲種
Simultaneous parametric confidence bands for cumulative
distributions from censored data

30 統計 魏文翔 甲種 Model choice and influential cases for survival studies

31 企管 劉韻僖 甲種 企業上市對於組織改變與設計之影響

32 法律 溫豐文 甲種 公寓大廈重建法律顧問之研究

33 經濟 陳仕偉 甲種
台灣景氣循環與股票市場波動性之探討：馬可夫轉換模型
之應用

34 經濟 廖培賢 甲種
Dual exchange rate regime with neutral intervention
operations, inter-temporal policy mix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

35 社會 王振寰 甲種 全球化與在地化：新竹與台中的學習型區域比較

36 社會 朱元鴻 甲種 文化工業：因繁榮而即將作廢的類概念

37 社會 陳介玄 甲種
Bandi and Laoban: The development of elementary
organization capability in Taiwan’s SMEs

38 社會 黃金麟 甲種 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

39 社會 熊瑞梅 甲種 性別、個人網絡與社會資本

40 社會 趙彥寧 甲種
國族想像的權力邏輯：試論五０年代流亡主體、公領域與
現代性之間的可能關係

41 社會 趙  剛 甲種
社會學要如何才能和激進民主掛勾？重訪米爾士的「社會
學想像」

42 社會 蔡瑞明 甲種 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以台灣的教育分流為例

43 公行 林淑馨 甲種
在日本民營化的過程中公共性和企業性問題的探討－以Ｊ
Ｒ和ＮＴＴ為例

44 公行 張其祿 甲種
Occupational Licensing in the new health care environment: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analysis

45 公行 項靖 甲種 理想與現實：民主行政之實踐與地方政府網路公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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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景觀 王小璘 甲種 都市公園綠量指標評估模式之研究

47 景觀 侯錦雄 甲種
公園使用滿意度與其維護管理意願－以台北市、台中市、
彰化市居民為例

48 畜產 姜樹興 甲種
Increased survival of neonatal pigs by supplementing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s in late-gestating sow diets

49 通識教育
中心

古鴻廷 甲種 馬來亞聯合邦自治後華文教育之研究

50 教育學程
中心

靳知勤 甲種
Science teachers’ development of museum-based modules－
What do their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tell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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