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年度 獎勵教師論文著作、創研作品清冊
序號 獲獎人

系所 (中
心)

著作及刊物名稱

1 白思明 英文系

Harold Pinter＇s “Pinteresque＂ Cold War Contests: From Loamshire to East Berlin【《高雄師大學報》
(第29期)】

2 吳秋慧 英文系

Are We promoting multicultural or American culture?: A Critique of Primary and and Secondary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in Taiwan Secondary English【第19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3 陳蓮娜 英文系

Supplementary English Clas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ase Study【Journal of Humanity Resources
(no.8, June 2010)】

4 杜約翰 英文系

Supplementary English Clas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ase Study【Journal of Humanity Resources
(no.8, June 2010)】

5 杜約翰 英文系

The Enunciation of Vowel Nasality of English and Taiwanese Speakers: A Comparative Study【遠東學報(第
27卷、第4期)】

6 邱怡靜 英文系

Effective Holistic Education Approaches in an EFL Reading Class【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與教學研究：理論
與實踐】

7 翁一珍 英文系

外語高等教育學生實習滿意度對就業力影響之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語教學研究：理論與實
踐】

8 張登翰 英文系

The Conflict/Continuity between Renaissance and Neoclassicism: Multi-voiced Presentation of the Human
Capability in Pope＇s Essay on Criticism【興大人文學報】

9 郭雅惠 英文系

Applying a proposal guideline in mentoring English major undergraduate researchers in Taiw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idence Based Coaching and Mentoring】

10 郭雅惠 英文系

The role of a mentor in EFL college students＇ research writing process【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Asian
universities: Classroom practices and research issues】

11 陳怡婷 英文系

The Amis left periphery【Oceanic Linguistics(AHCI)】

12 羅宜柔 英文系

全球在地化背景下的英語競賽—高雄縣第二屆縣長盃國中組英語看圖說故事比賽為例【全球化背
景下的外與教學研究：理論與實踐】

13 羅宜柔 英文系

銘繪臺灣的美國原住民：《雨山之路》為例【Teaching American Literature: A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14 盧安琪 法文系

Comparaison de l＇utilisation de jeu traditionnel et jeu en ligne pour l＇acquisition et la retention de mots
composes de la langue francaise【漢法研究】

15 盧安琪 法文系

Création d＇un espace de partage sans limite: le blog【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語教學研究：理論與實踐】

16 盧安琪 法文系

Le français par le théâtre, le théâtre par le français【2010文本改編暨表演藝術研討會】

17 郭美宏 法文系

閱讀貝納．克拉維樂作品的喜悅【2010年跨文化法語教學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18 郭美宏 法文系

高中第二外語─法語─「啟蒙教育」教材、教法之個案研究【漢法研究】

19 鐘美薽 法文系

法語語言檢定考試試題分析─以TCF中級BI為例【第十四屆國際語文教學研討會】

20 黃彬茹 法文系

法語語言檢定考試試題分析─以TCF中級BI為例【第十四屆國際語文教學研討會】

21 黃彬茹 法文系

主題網站教學對字彙學習成效之研究【第十四屆國際語文教學研討會】

22 王秀文 法文系

小說諷刺教學研究：以葛諾《薩伊在地鐵上》為例【2010年跨文化法語教學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23 王秀文 法文系

俗套理論與法語小說閱讀教學研究：以華勒斯《兒童》一書中「家庭衝突」為例【全球化背景下
的外語教學研究：理論與實踐】

24 沈素梅 法文系

俗套理論與法語小說閱讀教學研究：以華勒斯《兒童》一書中「家庭衝突」為例【全球化背景下
的外語教學研究：理論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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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徐慧韻 法文系

法國文學遺產研究【2010年跨文化法語教學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26 朱貞品 德文系

德國鄉土文學與台灣鄉土文學淵源之比較【淡江外語論叢】

27 孫素靜 西文系

語言檢定考試試題分析及其應用效益之研究─以台灣地區〝西班牙語語言檢定考試〞與〝高等學
校西班牙語專業四級考試〞為例【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語教學研究：理論與實踐】

28 劉碧交 西文系

Imagenes de las ciudades bajo el fascismo en la narrative Espanola actual：La sombra del viento y Los libros
arden mal 【Interacciones entre las literaturas ibericas 】

29 陳淑瑩 日文系

日本植民地時代における高砂族児童の修身教育-修身教科書に見られる人物の階層を中心にー
【台灣應用日語研究第七期】

30 段裕行 日文系

＜虔十公園林＞ 及現代學校教育－以運動場為重點－【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19期】

31 董莊敬 日文系

高等教育學生能力的養成-以能力的觀點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語教學研究-理論與實踐 上海外
與教育出版社ISBN 978-7-5446-1882-3】

32 向麗頻 應華系

從清代寺廟碑文看臺灣民間信仰之傳播【2010年臺灣文化及語言學術研討會】

33 向麗頻 應華系

詩情華意－論唐詩兒童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2010年文化．語言．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34 戴俊芬 應華系

由一字多音現象來看華語教材之編寫【第一屆國際暨第四屆古典與現代學術研討會】

35 戴俊芬 應華系

從陳伯元先生對「重紐」之解釋探究「重紐」之說【陳伯元先生文字音韻訓詁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

36 林雪鈴 應華系

後起大母神？--以西王母為樞紐之二元女神譜系蠡探【《應華學報》第七期】

37 陸冠州 應華系

論梁啟超中國文化責任說之經世意義【《應華學報》第七期】

38 盧秀滿 應華系

唐人小說所記載之巫覡及其求雨研究【《中國學術年刊》】

39 戴俊芬 應華系

聯綿詞於華語教學之編寫與學習策略【《語言/文學教學的理論與實踐》東方文化 第二輯】

40 戴俊芬 應華系

並列結構型成語於對外華語教學之功能【《應華學報》第七期】

41 鐘明彥 應華系

論訓詁的解釋限度：以「學而時習之」為例【《應華學報》第七期】

42 音雅恩 國事系

Oriental Enlightenment : The Problematic Military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Claims of Count Maurice Auguste
comte de Benyowsky in Formosa during 1771【臺灣史研究】

43 王立勳 國企管系

公司治理機制對獨特性風險之影響【管理學報(TSSCI)】

44 賴文泰 國企管系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public transit passengers- The roles of service quality, perceived value, satisfaction
and involvement【Transport Policy Volume 18, Issue 2, March 2011 (SSCI)】

45 鍾佳融 國企管系

外語科系學生跨學科領域證照─以金融海嘯實例為例【2010國際商管學術研討會】

46 鍾佳融 國企管系

外語科系學生跨學科領域證照─以勞委會職訓局國貿業務技能檢定為例【2010技職教育永續發展
學術研討會】

47 楊雄彬 資管傳播系 Fuzzy variable-branch decision tree【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SCI》】
48 楊雄彬 資管傳播系 Genetic algorithm for clustering mixed-type data【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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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吳志峰 資管傳播系

著作及刊物名稱
使用改良的差分進化演算法在遞迴函數類神經模糊網路的設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 Control】

50 劉家儀 資管傳播系 從正向心理學探討資訊人員之創造力【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ASE & e-Tech】
51 陳泰良 資管傳播系

A hybrid model based on rough sets theory and genetic algorithms for stock price forecasting
【INFORMATION SCIENCES】

52 陳泰良 資管傳播系

Adaptive-expectation based multi-attribute FTS model for forecasting TAIEX【COMPUTERS &
MATHEMATICS WITH APPLICATIONS】

53 陳泰良 資管傳播系

Forecasting the Stock Market with Linguistic Rules Generated from the Minimize Entropy Principle and the
Cumulativ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Approdches【Entropy】

54 陳泰良 資管傳播系

OWA rough set model for forecasting the revenues growth rate of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55 黃翠玲 翻譯系

西班牙兒童繪本與譯者在台灣出版市場的契機與可能性【「第11屆西文國內學術研討會：西文專
才在台灣職場的契機與展望」論文集】

56 何方明 翻譯系

全球化與翻譯的互動：歷史、現狀、問題【翻譯與全球化研究』論文專輯】

57 王慧娟 英文系

互動式翻譯任務中的互動模式【第二屆「語文與教學國際研討會」】

58 王慧娟 英文系

整合式寫作教學─訪談外籍人士【第十九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

59 王慧娟 英文系

書面式同儕翻譯回饋模式【第十五屆口筆譯教學研討會】

60 廖詩文 翻譯系

從家到Home:天主教聖加文化與小公子日譯版的改譯【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討研究院第一屆天
主教文學微型論壇『天主教文學之敘事、主題與變異』】

61 葉育菱

傳播藝術
系

整合性創作與表達性藝術療育之研究與探討【2010文化創意產業現況與發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62 張守真 通識教育中

清季東三省路權的開放與美國的投資(1905~1911)【花木蘭文化出版社(99學年度第1學期校教評決
議延至本次討論)】

63 陳美華 外教所

We Acquire Vocabulary by Playing Games【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語教學研究：理論與實踐】

64 陳國泰

師資培育
中心

非本科系畢業教師的學科教學知識之內涵及其發展的影響因素之個案研究─以一位國小自然科專
家教師為例【科學教育學刊(TSSCI)】

65 戴明國

師資培育
中心

建構現階段師資培育發展分析之研究: 以文藻師資培育為例【國民教育學報《第七期》】

66 杜振亞

師資培育
中心

從「如何教」到「如何幫助學生學」: 談以學習為導向的教學設計【「新思維、新教學」學術研
討會】

67 白雲霞

師資培育
中心

以直接教學法與相互教學法提升閱讀理解的可行策略【「新思維、新教學」學術研討會】

68 甘允良

通識教育
中心

男子氣概與運動【中華體育季刊】

69 陳立言

吳甦樂教
育中心

台灣推動生命教育的成果及未來發展【台灣教育雙月刊】

70 陳立言

吳甦樂教
育中心

自殺者的困境與存在的希望【學生輔導第108期】

71 李雪甄

通識教育
中心

Least-squares finite element methods for generalized Newtonian and viscoelastic flows【Applied Numerical
Mathematics(SCI)】

72 張淑芬

吳甦樂教
育中心

優質大學生核心能力之探究：建構全人教育課程之架構基礎【2011高苑科技大學通識課程與教學
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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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張淑芬

吳甦樂教
育中心

受督導者知覺之諮商督導關係歷程及督導關係事件研究【教育心理學報(TSSCI)】

74 林忠程

通識教育
中心

現場廣告辨識效果之研究－以2009年高雄市運會拔河場地之廣告為例【2010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
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專刊】

75 王志堅

吳甦樂教
育中心

權利或犯罪？從法哲學的觀點論刑法對自殺及其協助行為的評價【生命教育研究】

76 宮芳辰

通識教育
中心

音樂欣賞課程『音樂的古典與浪漫』中『聆聽』之引導【台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類】

77 蔡介裕

通識教育
中心

從教學典範轉移談通識課程的多元教學設計與實施－以文藻外語學院『哲學與道德推理』課程為
例【環球科技大學環球士心學報】

著作及刊物名稱

78 音雅恩 國事系

Reconceptualiz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MIT Press】

79 吳秋慧

英文系

(中文)提倡者之論述分析：服務學習志工對西班牙語移民學生的批判反思
(外文)Discourse of advocacy ：Student learner'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working with Spanish-speaking
immigrant student【Problematizing service-learning: Critical reflections for development and action 】

80 吳秋慧

英文系

(中文)質性訪談中的表演與抗拒之探究
(外文)Exploring performativity and Resista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s: ：A Play in Four
Acts【Qualitative inquiry】

81 周秀琴

英文系

(中文)跨界魔鬼：路易斯「地獄來鴻」小說中的魔性詮釋
(外文)The Devil in Disciplines ： the Hermeneutic of Devil-hood in C.S.Lewis' s The Screwtape
Letters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New Interdisciplinary Spaces (book chapter) 】

82 林文川

英文系

83 邱怡靜

英文系

84 陳蓮娜

英文系

85 謝健雄

英文系

86 謝健雄

英文系

(中文)應用wiki網路寫作系統發展大專英文寫作技巧之研究
(英文)Using wiki online writing system to develop English writing skill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中文)課程與教學季刊 ； (外文)C i l
&I t ti Q t l 】
(中文)台灣學生對與英國輔導者線上批判討論的看法
(外文)Taiwanes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Critical Online Discussions with a UK Facilitator
【(中文)英語語言與文學學刊 ；(外文)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文)遊戲及教學：在外語教學課程中使用棋盤遊戲
(外文)Play and teach: implementation of the board games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 【Herald of the
Kaluga State University,2010,Vol.4.】
(中文)紐約時報與紐時週報新聞標題中的典故
(外文)Allusions in New York Times and Times Supplement news headlines【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中文)紐約時報與紐時週報新聞標題中的隱喻與轉喻
(外文)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in New York Times and Times Supplement news headlines【Journal
of Pragmatics】

87 謝健雄

英文系

(中文)紐約時報與紐時週報新聞之篇章組織
(外文)Discourse Organizations of New York Times and Times Supplement News Articles
【(中文)2010英語文教學暨翻譯實務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外文)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SOL and Translation 2010】

88 顏淑琴

英文系

(中文)學生於研究論文寫作過程中對「修辭意識提升教學法」教材的使用研究
(外文)L2 Students Use of Rhetorical Consciousness Raising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in Writing Research
Articles【Asian EFL Journal】

89 羅宜柔

英文系

(中文)原民物語：《愛馬的小女孩》和《議事團》的生活論述
(外文)Hylozoism ：Drew Hayden Taylor's Girl Who Loved Her Horses and William S. Yellow Robe
,Jr. 's the Council【英美文學評論】

90 盧安琪

法文系

Créer et exploiter des jeux de société traditionnels et jeux de mémoire en ligne avec des mots composé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中文)歐洲語文學報 第四期 ；(外文)Journal of European Languages Juin 2011,Volu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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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華駿川

法文系

Contextualizing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He Puna Korero :
Journal of Maori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

92 唐英格

德文系

在舞台上學習德語─以文藻外語學院話劇表演為例【台德學刊】

93 唐英格

德文系

線上也可以進行學生交流！─線上姐妹校(eTwinning)計劃在德語教學中的運用【歐洲語文學報】

94 薩百齡

德文系

在舞台上學習德語─以文藻外語學院話劇表演為例【台德學刊】

95 翁幸瑜

德文系

歐盟多語言政策之發展對台灣促進外語終身學習策略之啟示【終身學習與學習社會】

96 孫素靜

西文系

La motivacion del aprendizaje de español de los estudiantes universidarios chinos y taiwaneses 【XLV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la AEPE】

97 林震宇

西文系

La ambigüedad papel de“las madres”en Todo sobre mi madre de Almodóvar【Estudios Hispánicos
Vol.58】

98 甘荷西

西文系

EL ALANCEAMIENTO DE TOROS. UNA PRÁCTICA FESTIVA NOBILIARIA EN LA ALTA
EDAD MODERNA.【XLV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la AEPE】

99 貝蘿菈

西文系

“ ¡En mi barraquilla!”: Panocho y forma de vida.【XLV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la AEPE】

100 魯四維

西文系

Los profesores de lenguas extranjeras ante el reto de la globalización 【XLV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la AEPE】

101 魯四維

西文系

Estrategias esenciales de producción de los turnos de apoyo verbales en estudiantes ELE. Resultados
Preliminares.【Reveista Nebrija de Lingüística Aplicada, 8(4), 126-159.】

102 魯四維

西文系

Actitudes sociolingüísticas de la globalización en estudiantes taiwaneses de lenguas extranjeras.
Resultados preliminares.【Tamkang Studies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17, 56-79. 】

103 魯四維

西文系

Los apoyos conversacionales:una aproximación neurolingüística para la clase de español como lengua
extranjera.【Linred Lingüística en la red. 9, 1-22.】

104 劉惠風

西文系

LA IMAGEN DE IRAK Y AFGRANISTÁN A TRAVÉS DE LAS PÁGINAS DEL DIARIO EL PAÍS
(TRAS EL ATENTADO TERRORISTA DEL 11-S)【XLV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la AEPE】

105 胡惠雲

西文系

閱讀學習與焦慮感的研究：以初級西班牙語學生為例【「當代歐洲文學、文化暨語言發展新趨
勢」研討會論文集】

著作及刊物名稱

(中文)關於台灣日語學習者的聽說讀寫能力以及「說」的意識調查－以文藻外語學院的問卷調查
為例
(外文)台湾の日本語学習者における4技能と「話す」ことへの意識ー文藻外語学院出のアンケー
ト調査からー
【『明道日本語教育 】
(中文)戰後女性文學中的性幻想－以和野多惠子的「烈童」為例－
(外文)戦後女性文学におけるセクシュアル・ファンタジー河野多恵子の「幼児り」を軸として
【(中文)台大日本語文研究 ； (外文)NTU Studies in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久保田
106
佐和子

日文系

107 陳美瑤

日文系

108 董莊敬

日文系

(中文)從技術學院・科技大學畢業至職場:以應用日語系畢業生的追蹤調查為中心
(外文)技術学院・科技大学から職業への移行ー応用日本語学科卒業生の追蹤調を中心にー【淡
江大學論叢】

109 方斐麗

日文系

(中文)關於華語副詞“大概”和“好像”的意義機能的差異
(外文)中国語副詞“大概”と“好像”の意味機能の違いについて【『アジア文化研究』第十八號】

110 黃意雯

日文系

(中文)台灣戰後第二代作家小說的日語借用現象
(外文)台湾における戦後第二世代の作家に見る日本語借用現象
【(中文)天理台灣學會年報第20號 ；(外文)天理台湾学会年報第20号】

111 林翠雲

應華系

華語數位教材共同編寫設計與實施－以Google 協作平台為共寫機制之實驗【中原華語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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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中
心)

著作及刊物名稱

應華系

(中文)地獄「十王信仰」研究－以宋代文言小說為探討中心
(外文)The Belief of Ten Kings in the Underworld－A Study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Tales in the Song
Dynasty
【(中文)<應華學報>第八期 ； (外文) Journal of Applied Chinese】

應華系

(中文)法語語者華語聲調習得之偏誤分析－從聲學觀點談起
(外文)An Analysis on the Errors of the French Speakers in Learning the Chinese Ton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coustics
【(中文)<應華學報>第八期；(外文) Journal of Applied Chinese No.8】

114 廖南雁

應華系

(中文)法語語者華語聲調習得之偏誤分析－從聲學觀點談起
(外文)An Analysis on the Errors of the French Speakers in Learning the Chinese Ton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coustics
【(中文)<應華學報>第八期 ； (外文) Journal of Applied Chinese No.8】

115 周宜佳

外教系

(中文)電腦閱讀行為之探討：以五位ESL碩士生為例
(外文)Understanding on-screen reading behaviors in academic contexts：A case study of five graduate
English-as-a-second-language students【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116 陳思安

外教系

Researching Motivation and Possible Selves Among Learners of English :The Need to Integrate
Qualitative Inquiry【Anglistik：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Volume 22,Issue 1)】

112 盧秀滿

113 廖淑慧

117 龔萬財

外教系

118 龔萬財

外教系

119 龔萬財

外教系

(中文)商用英文軟體建立
(外文)Courseware Development for Business English
【(中文)2010年第三屆教育技術與培訓國際學術會議 ； (外文)2010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raining 】
(中文)專業英文軟體融入教學：以科技英文為例
(外文)ESP Courseware Integration into Instruction：A case Study in English For Technology
【(中文)2010年第三屆教育技術與培訓國際學術會議 ； (外文)2010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raining】
(中文)台灣高中英文教科書中所包含之語用學特性
(外文)Pragmatic Features in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in Taiwan
【(中文)樹人學報 ； (外文)Journal of Shu Zen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management 】

120 胡海豐 國企管系 交易成本分析法的操作性問題：以土地使用變更制度的經濟效率性比較為例【建築與規劃學報】
(中文)非營利組織企業化之困境與挑戰
(外文)The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confront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for profit
121 許淮之 國企管系
【(中文)創業管理研究(第六卷 第一期 2011年3月號)；(外文)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Volume 6 , Number 1 , March 2011】
(中文)台灣旅館業之人力資源管理實務:認知與實際的差距
(外文)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he Hotel Industry in Taiwan : the Gap Between
122 楊惠娥 國企管系 Perception and Reality
【(中文)2011年管理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外文)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anagement Sciences and Decision Making】
123 吳志峰 資管傳播系

函數類神經模糊網路在分類問題的應用
A functional neural fuzzy network for classification applications.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124 劉家儀 資管傳播系 從自我約束力與社會約束力探討資訊科技人員之軟體盜版行為意圖【資訊管理學報】
125 陳泰良 資管傳播系

一個基於RBF-NN與相似性過濾機制之電子化學習的成效評估模型【Neural Computing &
Applications】

126 陳泰良 資管傳播系 高階價格模式偵測方法之時間序列用於預測股市【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
127 陳泰良 資管傳播系
128 許雅惠

基於適應性網路的模糊推論引擎系統之混合模型用以預測台灣股票市場【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吳甦樂教
大專校院輔導教師工作現況與專業知能需求之研究【教育心理學報】
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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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獲獎人
129 張淑芬

系所 (中
心)

著作及刊物名稱

吳甦樂教
諮商輔導關係的人際結構分析：系統取向督導模式觀點【輔導季刊，47卷，1期，63-75頁】
育中心

(中文)在愛中沒有恐懼－同性戀行為之性愛倫理分析
吳甦樂教
(外文)There is no fear in Love-A Study on the Morality of Homosexual Behavior
130 陳立言
育中心
【(中文)生命教育研究； (外文)Journal of Life Education】

131 陳立言

(中文)尋找真理的第一步-在愛中悔改
吳甦樂教
(外文)The First Step to Near the Truth -Repent in love
育中心
【(中文)生命教育研究 ； (外文)Journal of Life Education 】

132 陳國泰 師培中心 反省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對國小師資生實務知識發展的影響【教育實踐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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