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號 

學院 系所 申請人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1 人文 諮商與教育

心理研究所 

韓楷檉副教授 96-2413-H-142-003- 高中生涯輔導工作成效、生涯輔導需求與

大一學生生涯決定狀態關係之縱貫性分析

暨生涯介入課程實施效果之研究   

2 人文 語文教育學

系 

楊淑華副教授 96-2411-H-142-006 寫作評量之設計－以國小階段記敘文體為

主 

3 人文 語文教育學

系 

彭雅玲副教授 96-2411-H-142-003- 王夫之援用唯識術語論詩研究 

4 人文 音樂學系 莊敏仁助理教授  
96-2411-H-142-001- 

建置兒童唱歌聲音發展測驗  

5 人文 英語學系 廖美玲教授 96-2411-H-142-007- 我國英語教育政策對各級英語教學之影響

－英語教育政策對國小英語教學影響調查

研究II 
6 人文 美術學系 白適銘助理教授  

96-2411-H-142-002- 
唐宋之際山水畫精神文明變遷之考察－文

人山水畫「內化」思想的論述、再現與建

構  
7 人文 台灣語文學

系 

洪惟仁教授兼任

系主任 

96-2411-H-142-005- 台灣地區語言方言分區與分佈調查 

8 人文 台灣語文學

系 

丁鳳珍助理教授 96-2411-H-142-004- 台灣日治時期報紙期刊的「全漢文」台語

文學的蒐集、校注及研究 

9 教育 體育學系 李炳昭助理教授 96-2413-H-142-004- 國際大型運動會申辦成功因素之研究－以

倫敦申辦2012奧運會為例 

10 教育 環境教育研

究所 

林素華副教授 96-2511-S-142-007-
MY3 

社區聯盟理論對社區與學校優質發展評估

因子之研究（多年期） 

11 教育 環境教育研

究所 

吳忠宏副教授  
96-2511-S-142-008-
MY3 

台灣地區居民生態旅遊知覺及發展態度之

量表建構與驗證：縱貫性追蹤與橫斷面比

較 (多年期) 



12 教育 環境教育研

究所 

劉思岑助理教授 96-2628-S-142-001-
MY3 

結合社區高齡人力資源進行鄉土環境教育

之研究（三年期） 

13 教育 環境教育研

究所 

林明瑞教授 96-2511-S-142-006-
MY3 

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之發展模式建立及成

效影響因素之探討（含總計劃） 

14 教育 課程與教學

研究所 

高新建教授 96-2514-S-142-001-
GJ 

高瞻計畫(中山女中)－子計畫二:課程評鑑

(2/4) 
15 教育 教育學系 游自達副教授   

96-2521-S-142-001-
MY3 

國小數學教科書表徵特性及其閱讀理解關

係之探究－分數教材之分析（多年期）  

16 教育 教育學系 楊思偉教授且兼

任校長 

96-2413-H-142-002- 日本中小學新課程改革之研究（II）－學力

低落大辯論為主 

17 教育 教育測驗與

統計研究所 

郭伯臣教授 96-2221-E-142-001- 基於核化法之監督式、非監督式及半監督

式高光譜遙測影像分類 

18 教育 教育測驗統

計研究所 

楊志堅教授 96-2628-S-142-002-
MY3 

小學階段概念型及程序型數學之認知神經

縱貫研究（3年期） 

19 教育 教育測驗統

計研究所 

陳桂霞助理教授 NSC 95-2520-S-142 
-003 -MY3 

國小學童國字書寫電腦評量工具之研究 

20 教育 教育測驗統

計研究所 

楊志堅教授 NSC 95-2521-S-142 
-004 -MY3  

國際比較觀點下的臺灣數學素養盛行率與

縱貫趨勢研究 

21 教育 特殊教育學

系 

王欣宜助理教授 96-2413-H-142-006- 幼稚園階段發展遲緩兒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內涵之研究 

22 教育 特殊教育學

系 

吳柱龍 96-2218-E-142-001 評估膝下義肢合適性之系統建立—應用於

糖尿病併發之截肢患者      

23 教育 早期療育研

究所 

傅秀媚教授 96-2413-H-142-005- 發展遲緩兒童隔代教養親職教育方案之建

構與實施成效〔I〕 

24 教育 幼兒教育學

系 

邱淑惠副教授 96-2520-S-142-002-
MY3 

我很小，但我會做電子書！設計幼兒使用

之多媒體故事創作軟體（多年期） 

25 數理 數學教育學

系（所） 

吳德邦副教授 96-2614-S-142-001- 從國小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數學專業成長

構建特殊需求學生所需之數學學習支援系

統－數學教學知識（子計畫三）  



26 數理 數學教育學

系 

胡豐榮副教授 96-2115-M-142-001
- 

三角套利外匯模式中匯率過程漸進行為之

研究（2） 

27 數理 數學教育學

系 

林原宏副教授 96-2413-H-142-001- 模糊理論系統的概念詮釋結構與分群之整

合模式：數學能力指標的認知診斷與縱貫

研究 

28 數理 數學教育學

系 

鄭博文助理教授 96-2115-M-142-002
- 

波譜－延續法處理非線性薛丁格方程的分

歧解 

29 數理 資訊科學學

系 

孔崇旭助理教授 96-2520-S-142-001- 互動式多媒體題型樣版編輯器及自動評分

線上測驗系統 

30 數理 資訊科學學

系 

黃國展助理教授 96-2221-E-142-006-
MY3 

雙魚座: 點對點格網系統/PISCES: A P2P 
META-GRID SYSTEM－子計畫二:雙魚座

之運算資源管理系統（三年期） 

31 數理 資訊科學系 王讚彬副教授 96-2221-E-142-002- 支援次世代行動網際網路服務之個人行動

管理系統 

32 數理 資訊科學系 顧維祺副教授 96-2221-E-142-005- 多重伺服器架構下之通行碼身份認證方法 

33 數理 資訊科學系 林嬿雯副教授 96-2221-E-142-003- 異質網路中具品質保證以點對點為基礎的

即時訊息傳遞 

34 數理 資訊科學系 張林煌副教授 96-2221-E-142-007- 基於資源競爭與資源分配之無線行動

SCTP效能分析與實作 

35 數理 科學應用與

推廣學系 

靳知勤教授 96-2511-S-142-003-
MY3 

科學素養的實踐－科學寫作課程發展計畫

(多年期) 
36 數理 科學應用與

推廣學系 

王盈丰助理教授 96-2511-S-142-001- 大學生對於科學概念理解與問題解決思考

歷程之探究 

37 數理 科學應用與

推廣學系 

黃鴻博教授 96-2511-S-142-005- 在職教師兒童科學讀物寫作能力培養之行

動研究計畫   96-2511-S-142-005- 

38 數理 科學應用與

推廣學系 

靳知勤教授 96-2511-S-142-004-
MY3 

科學素養的實踐－科學寫作課程發展計

畫：科學與語文領域大學生發展兒童科學

讀物寫作能力之研究（多年期）  
39 數理 科學應用與

推廣學系 

靳知勤教授  
96-2522-S-142-001- 

國小科學師資培育學程之課程發展研究

(1/3)  （三年期） 



40 數理 科學應用與

推廣學系 

張嘉麟 95-2113-M-142-001
-MY2 

酚類化合物光譜與光解動力學的理論研究 

41 數理 科學應用與

推廣學系 

許良榮教授 95-2511-S-142-007-
MY2 

大學生對於科學概念理解與問題解決思考

歷程之探究 

42 數理 科學應用與

推廣學系 

游淑媚教授 95-2511-S-142-008-
MY3 

大學生之生命科學論證學習之研究 

43 數理 科學應用與

推廣學系 

靳知勤教授 95-2522-S-142-MY3 區塊研究－以社會性科學議題本位課程提

升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學習成效：總計畫 

44 數理 科學應用與

推廣學系 

靳知勤教授 95-2522-S-142 -002 
-MY3  

區塊研究：以社會性科學議題本位課程提

升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學習成效－發展社

會性科學議題本位之自然科教學模組研

究—科學課程發展、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

專業成長 

45 數理 科學應用與

推廣學系 

許良榮教授 96-2515-S-142-001-
MY2 

親子科學遊戲之發展與推廣(96科普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