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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獎勵教師論文著作、創研作品清冊 

 

公告日期：107.7.19 

序號 單位 獲獎人 作品名稱 刊物名稱  獎勵類別 

1 

英文系 

翁○珍 Curriculum Design to Enhance ESP Learning 

Understanding English in Use 

i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anguage Studies 

專書篇章 

2 

謝○雄 

Enhanc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rough online foreign language 

exchange: Taiwanese students' experiences 

The As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期刊基本獎勵 

3 

Variations in the use of metaphor at the 

macro-contextual level: The case of English press 

news 

Pragmatics and Society 期刊優良獎勵 

4 

邱○靜 

Flipping silence to coffeehouse chat: Developing 

Chines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s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期刊基本獎勵 

5 
英文為母語及非母語教師在跨文化溝通教學上

之挑戰 
國際文化研究 期刊基本獎勵 

6 

羅○柔 

跨域合作的順勢與逆勢—以 gogoanime對於「東

離劍遊紀」第一集之評論為例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學報 期刊基本獎勵 

7 
那若隱若現的撒旦之母？！：《蒼蠅王》中的幻

思想像 
語文與國際研究 期刊基本獎勵 

8 寄宿學校的哀歌，瓦康唐卡的調節 中臺學報 期刊基本獎勵 

9 

國企 

管系 

胡○豐 
土地使用變更與經濟發展的因果關係：以台灣

地區的人口遷徙為例 
土地問題研究季刊 期刊基本獎勵 

10 

王○勳 

Accounting quality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irms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期刊基本獎勵 

11 
Good deeds earn chits? Evidence from 

philanthropic family controlled firms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期刊基本獎勵 

12 楊○娥 
球場印象管理、外籍巨星偶像崇拜與球迷忠誠

度之關係的研究—以台灣職棒義大犀牛隊為例 
顧客滿意學刊 期刊基本獎勵 

13 

曹○琳 

研究發展支出與公司價值之實證研究—以中國

上市高科技企業為例 
會計與公司治理 期刊基本獎勵 

14 
地方產業與經濟發展指標關聯性分析—以高雄

為例 
城市學學刊 期刊基本獎勵 

15 國際黃金價格影響因素之實證研究 臺灣銀行季刊 期刊基本獎勵 

16 
社會經濟發展與暴力犯罪—2001年至 2012年之

時間序列分析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期刊基本獎勵 

17 政黨因素與社會治安：臺灣實證研究 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 期刊基本獎勵 

18 廖○芳 
Examining Trading Duration of TAIEX Index: 

Impact of 2008 Price-Down-Limit Polic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Applied Finance 
期刊基本獎勵 

19 

國事系 謝○和 

政黨因素與社會治安：臺灣實證研究 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 期刊基本獎勵 

20 
地方產業與經濟發展指標關聯性分析—以高雄

為例 
城市學學刊 期刊基本獎勵 

21 
社會經濟發展與暴力犯罪—2001年至 2012年之

時間序列分析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期刊基本獎勵 

22 

法文系 

盧○琪 

認知科學的優勢：從學習到吸收，從教學到教

育 
漢法研究 期刊基本獎勵 

23 
如何了解法語外語學習者創造過程以發展其創

造力並提升學習動機與注意力 
語文與國際研究 期刊基本獎勵 

24 徐○茲 
台南街上的語言景觀如何反映當地的多語言狀

況 
漢法研究 期刊基本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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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德文系 

張○慧 卡夫卡作品中的意第緒文化 法蘭茲．卡夫卡(卡夫卡研究) 期刊優良獎勵 

26 華○儀 
The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under 

an Attention Economy Perspective 

Interface - Journal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期刊基本獎勵 

27 

西文系 

甘○西 

El toreo a caballo en el "Tratado de Cavalleria a la 

Gineta" de Hernán Ruínz de Villegas 

TAUROMAQUIA. 

HISTORIA, ARTE, 

LITERATURA Y MEDIOS 

DE COMUNICACIÓ N EN 

EUROPA Y AMÉRICA 

專書篇章 

28 
Ernest Hemingway, innovador de la crónica 

taurina en "Fiesta"(1926) 
ENCUENTROS EN CATAY 期刊基本獎勵 

29 孫○靜 
探討西班牙語職場測驗(BULATS)、學生之認同

度及設為畢業門檻的適切性 
靜宜語文論叢 期刊基本獎勵 

30 

日文系 

林○丹 電影《楢山節考》中的共同體想像與創造 日語日文學研究 期刊優良獎勵 

31 

董○敬 

大學職涯支援的成效與課題－從就業途徑、大

學經驗的影響因素檢討 
比較文化研究 期刊基本獎勵 

32 
日本大學職涯援助現況之探討－建構有效的職

涯援助 
臺灣應用日語研究 期刊基本獎勵 

33 
自我決定理論的動機與自我效能感對減輕學習

焦慮之影響 
臺灣應用日語研究 期刊基本獎勵 

34 

陳○瑤 

冷硬派女性小說中的性與暴力－以桐野夏生

《OUT》為例 
台大日本語文研究 期刊優良獎勵 

35 
「性人類」的敘事慾望－以桐野夏生《殘虐記》

《異常》為例－ 
台大日本語文研究 期刊優良獎勵 

36 
久保田

○○子 

縱向調查所見日語學習者的第二外語不安的實

態－臺灣南部文藻外語大學為例之一 
大葉應用日語學報 期刊基本獎勵 

37 謝○貞 
給「國語」的提問信－在日台籍作家溫又柔〈中

間的孩子們〉論－ 
臺灣日本語文學報 期刊優良獎勵 

38 歐研所 羅○笙 
Les diplomaties sanitaires de Taiwan et de la 

Chine dans le Pacifique Sud: Quels enjeux 

identitaires et sécuritaires? 

L'Océanie convoitée 專書篇章 

39 

外教系 周○璇 

A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approach to 

developing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for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stening 
期刊基本獎勵 

40 

Impacts of the Test of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LC) on teachers and teaching 

in Taiwan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期刊基本獎勵 

41 

Modell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ior English 

level, self-efficacy, critical thinking, and strategies 

in reading performance 

The Journal of Asia TEFL 期刊基本獎勵 

42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formal and cram 

school contexts: An analysis of listening strategy 

and learning style 

Education 3-13 期刊基本獎勵 

43 傳藝系 黃○芳 三和瓦廠之文創經營模式研究 
觀光休閒文創時尚設計國際

期刊 
期刊基本獎勵 

44 
師培 

中心 
周○佳 

The effects of explicit academic vocabulary 

instruction in an English-mediate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on EFL learners' content knowledge 

The Asian ESP Journal 期刊基本獎勵 

45 
通識 

中心 
李○甄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viscoelastic fluid flows 

using a least-squares finite element method based 

on von Mises stress crit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期刊基本獎勵 

46 
Adaptive weights for mass conservation in a 

least-squares finite element meth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Mathematics 
期刊優良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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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吳甦樂

中心 
林○堂 

Taiwan Catholic Higher Education: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Birth, Growth and 

Development 

專書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