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年度 姓名 移送資料、數量 索書號 條碼 升等等級 簽收日期 備註

東方網球--生命、智慧與藝術 528.953 4049 571196

3年內參考著作與資料(1冊)

C/C++ 無痛學習教本 312.32C 1071 530780

研究資料冊(1冊)

學報.期刊論文共3篇

表達性藝術治療實務應用之相關研究

一、臺灣心理劇雯現回顧1968-2011: 看心理劇

的發展與轉變。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TSSCI)，

2012，出版中

二、表達性藝術治療在失落悲傷團體之效果研

究。台灣藝術治療學刊，Vol. 1，No. 1，pp. 15-

31，2009

三、Ejpressive arts therapy for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EAT-MCR):A novel model for domestic

violence survivors in Chinese culture，《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Vol. 38，No. 5，pp. 305-311，

2011(SSCI)

期刊論文

The intranet’s role in newcomer socialization in the

hotel industry in Taiwan-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alysi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 22，No. 5

，pp. 1163-1179，2011(SSCI)

台灣中生代詩人論 820.9108 1744 c.2 571187

參考著作(2份文獻)

101學年度 李加耀 教授 101/12/6 著作升等

101學年度 陳俊榮 教授 101/12/6 著作升等

101學年度 王學武 副教授 101/12/6 著作升等

101學年度教師升等論文繳交圖書館清冊

賴念華101學年度 教授 101/12/6 著作升等

朱子君101學年度 副教授 101/12/6 著作升等



1.詮釋報告：唐吉訶德現象之西班牙鋼琴文藝

復興
1. 917.1 1188 1.  571190

2.2010年10月30號台北國家演奏廳「西班牙鋼琴

音樂之黃金歲月」張欽全鋼琴獨奏會。(演奏時

間：64分)

2.VB917.1 1888-2 2.  571416

3.2009年7月24日台北國家演奏廳「華人樂壇的

風華」張欽全鋼琴獨奏會。(演奏時間：70分)

3.VB917.1 1888-3 3.  571415

4.2007年12月18日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張欽全鋼

琴獨奏會。(演奏時間：62分)

4.VB917.1 1888-4 4.  571414

5.2011年2月17日台北國家音樂廳「張欽全與台

大交響」協奏曲音樂會。(演奏時間：28分)

5.VB912.31 1887 5.  571411

6.2010年6月9日台北國家音樂廳「國立台北教

育大學音樂學系教授暨系友聯合音樂會」鋼琴

協奏曲。(演奏時間：16分)

6.VB910.39 6041-2 6.  571412

7.2009年12月6日台北國家音樂廳「萬象風華」

廖皎含、張欽全雙鋼琴音樂會。(演奏時間：95

7.VB917.1027 4274 7.  571413

8.2009年3月22日台北國家音樂廳「華人樂壇的

風華─室內樂篇─現代.法國」三重奏音樂會。

(演奏時間：90分)

8.VB912.232 1236 8.  571417

9.AP912.251 1148 9.  571409

   VB912.251 1148 571410

10.AP917.1027 1880 v.1 10. 571406

     AP917.1027 1880 v.2 571407

     VB917.1027 1880 571408

升等主要著作(1冊,活頁)+參考著作(1冊,活頁)

圖書：課程行動研究 : 實踐取向的研究論述 521.7 4421 c.3 645718

參考著作：著作選輯1冊

101學年度 張欽全 教授 101/12/6 著作升等

9.2008年10月26日台北國家音樂廳「璀璨黃金組

合」鋼琴五重奏音樂會。(演奏時間：78分)

10.2008年4月11日台北國家音樂廳「華人樂壇的

肯定」張欽全、廖皎含雙鋼琴音樂會。(演奏時

間：85分)

101學年度 林佩璇 教授 106/5/15 著作升等



期刊論文：

代表著作：Review and reflections on 40 years of

family therapy development in Taiwan

期刊論文：

(1)由設計視覺溝通探討工業設計實務教學的實

(2)運用擴增實境於不同造形複雜度實體草模製

作之使用性分析

(3)工業設計專案學習的評量項目意涵及意涵說

明：教師觀點

101學年度 應鳳凰
文學史敘事與文學生態—戒嚴時期台灣作家的

文學史位置
863.09 0077 c.2 600921 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期刊論文：

代表著作：Hierarchical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學年度 姓名 移送資料、數量 索書號 條碼 升等等級 簽收日期 備註

102學年度 李淑玲 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之科技輔具應用論文集 529.607 4031 600941 副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期刊論文：

代表著作：桌球運動員與非運動員視覺搜尋能

力之比較

研究著作1冊(期刊.會議論文等)

代表著作：數學低成就學習動機之類型與區別

分析─中小學弱勢學生與一般學生之比較

研究著作1冊(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1.從受教育的義務到受教育的權利-戰後台灣國

民教育的歷史

2.臺灣教育法體系發展的歷史與現況的檢討（

1945-2011）

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103/11/7 著作升等

103/11/7 著作升等102學年度 周志宏  教授

102學年度 李宜玫  教授

102學年度 詹元碩  副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102學年度教師升等論文繳交圖書館清冊

101學年度 趙文滔  副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101學年度 陳淳迪  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101學年度 陳智凱  



3.國民教育階段課程與教學推動網絡法制化問

題之分析-以組織與人員之法律地位為中心

102學年度 黃雅歆
自我、家族（國）與散文書寫策略─台灣當代

女性散文論著
863.25 4470 c.3 600923 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102學年度 方真真 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 558.09207 0044 v.1c.3 600922 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研究著作1冊(期刊.會議論文.研究計畫著作)

代表著作：Interactive Augmented Reality Pop-Up

Book Design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研究著作1冊(期刊.會議論文)

代表著作：Extension of practical channel transition

broadcasting for near video-on-demand applications

研究著作1冊(期刊論文)

代表著作：早期療育到宅服務實施之研究─以

臺北縣為例

博士論文：

他者經驗的萌發：一種教練主體經驗的澄清

研究著作1冊(期刊.專書等論文)

代表著作：優勢中心取向生涯諮商歷程與改變

經驗之敘事研究

研究著作1冊(期刊論文.研究報告等）

代表著作：原住民兒童在電腦樂高機器人課程

中的創造力與團隊合作能力

研究著作1冊(期刊.會議論文等）

代表著作：Multiple Regular Graph Embeddings

into a Hypercube with Unbounded Expansion

研究著作1冊(期刊論文.研究報告等）

代表著作：家庭分化與家庭暴力經驗對愛情依

戀的預測

教授102學年度  盧姝如 103/11/7 著作升等

103/11/7 著作升等

102學年度 柯秋雪  副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102學年度 游象甫  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102學年度 王玉珍  副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102學年度 吳忠誼 009 528.9 101-301 600924 助理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102學年度 孫頌賢  副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102學年度 林仁智  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102學年度 趙貞怡  教授



102學年度 謝宏達 好水-謝宏達臺灣溪水系列畫集 948.5 0433 c.2 600925 教授 103/11/7 著作升等

學年度 姓名 移送資料、數量 索書號 條碼 升等等級 簽收日期 備註

103學年度 林淇瀁 場域與景觀 : 臺灣文學傳播現象再探 863.07 4433 c.2 609405 教授 104/5/8 著作升等

著作論文集(期刊.會議論文等)

代表著作：數學教師教科書使用之個案分析 :

以多面體單元教學活動調整為例

研究著作1冊(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代表著作 : BibPro : A Citation Parser Based o85.8n

Sequence Alignment

元代上京紀行詩的空間書寫 820.91057 4041 c.3 618700

研究著作集(期刊論文等)

研究著作1冊(期刊論文.研究報告等）

代表著作：Do employees high in general human

capital tend to have higher turnover inten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high-performance HR practices

and P-O Fit.

研究著作1冊(期刊論文.研究報告等）

代表著作：The evolution of Taipei’s music

industry: cluster and network dynamics in innovation

practices of music industry.

學年度 姓名 移送資料、數量 索書號 條碼 升等等級 簽收日期 備註

圖書：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 577.231 2180 c.2 630868

參考著作1冊(期刊論文)

學術著作暨目錄1冊(期刊.會議論文等)

教授 105/8/24 著作升等

104學年度教師升等論文繳交圖書館清冊

104學年度 何義麟

副教授 104/12/3 著作升等

103學年度 李嘉瑜 教授 104/12/3 著作升等

103學年度 魏郁禎  副教授 104/12/3 著作升等

103學年度 林政逸  

103學年度 楊凱翔 副教授 104/5/8 著作升等

103學年度教師升等論文繳交圖書館清冊

103學年度 張淑怡  教授 104/5/8 著作升等



代表著作：Family structure transitions and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in Taiwan: Evidence from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升等著作1冊(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代表著作 : Properties of American Volatility

Options in the Mean-Reverting 3/2 Volatility Model

教師著作1冊(期刊論文.專書論文等）

代表著作：Case study of ticket sales strategies in

Major League Baseball

升等著作及相關資料1冊(期刊論文.研究報告

代表著作：身心障礙學生功能本位行為介入方

案成效之後設分析

代表著作：國小高年級兒童音樂劇實作教學之

研究
523.37 0821 640694

副著作內容：聖誕劇「最珍貴的禮物」全方位

排演手冊等6種期刊抽印本.手冊.DVD等資料

升等著作及相關資料1冊(期刊論文.研究報告等

17篇）

代表著作：Implementation of an Interactive TV

Interface via Gesture and Handwritten Numeral

Recognition

升等著作及相關資料1冊(期刊論文.研究報告等

11篇）

代表著作：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資

料分析與探究

升等著作及相關資料1冊(期刊論文等5篇）

代表著作：Women’s experiences caring for their

husbands’ sibling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升等著作及相關資料1冊(期刊論文等6篇）

代表著作：Eigenvalue problems with p-Laplacian

operators

104學年度 陳佩玉  著作升等

104學年度 許允麗 教授 106/3/13 著作升等

許佳興  教授 106/3/13

104學年度

副教授 105/8/24

楊啟文  副教授 105/8/24 著作升等

吳君黎  副教授 105/8/24 著作升等

劉宣谷 教授 105/8/24 著作升等

104學年度

104學年度

著作升等

104學年度 鄭彥修  副教授 106/3/13 著作升等

104學年度 鄒小蘭  副教授 106/3/13 著作升等

104學年度 郭葉珍  副教授 106/3/13 著作升等

104學年度



學年度 姓名 移送資料、數量 索書號 條碼 升等等級 簽收日期 備註

升等著作1冊(期刊論文等7篇)

代表著作：分析亞洲男子排球接發球攻擊得

分、總攻擊得分及攻擊型態之相關性：

以2015年亞洲男子排球俱樂部前八強為例

升等代表著作、升等參考著作各1冊(期刊論文.

專書論文等)

代表著作 : 教育政策議題分析

升等著作1冊(內含代表著作、參考著作10篇以

及參考資料）

代表著作：文物典藏到文創產品的價值創造─

以故宮與頑石合作案為例

參考著作: 「創意來敲門，改造你選才的老房

子」圖書1冊
525.611 7544 c.2 640693

  

910.3045 4415 640692

升等參考著作共14件

升等著作1冊(期刊論文3篇）

代表著作：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代表

作系列

參考著作2冊 : 經濟學的跨領域研究等12篇期刊

論文
  

升等著作：「想像力:意涵、運作、測量與培

育」圖書1冊
521.426 4420 c.3 678135

參考著作1冊  

參考著作 :  「未來想像教育在臺灣」圖書1冊 520.933 4005 c.2 678136

著作升等

升等代表著作共6件(另附詮釋報告: 「義大利美

聲技巧及歌曲研究」圖書1冊105學年度 林玲慧 副教授 106/3/13

105學年度教師升等論文繳交圖書館清冊

著作升等

105學年度 林顯丞  助理教授 106/3/13 著作升等

105學年度 洪福財 教授 106/3/13 著作升等

105學年度 林偉文  教授 108/10/28 著作升等

 

105學年度 張榮富  教授 106/5/15 著作升等

105學年度 陳蕙芬

 

副教授 106/3/13



博士論文：

幼教教師後設情緒理念及其實踐之研究

105學年度 梅惠卿
代表作摘要著作目錄一覽表合著人證明參考資

料1冊
副教授 108/10/28 著作升等

升等著作共二冊(2013-2016) : 第一冊

升等著作共二冊(2013-2016) : 第二冊

專任教師升等代表著作1冊

專任教師升等參考著作1冊
Augmented Reality Interaction Design and
User Experience of Hand Puppet Historical
Museum in Taiwan等抽印本4種
代表著作 : 「高效閱讀 : 閱讀理解問思教學」

圖書1冊
523.311 0802 c.4 678140

參考著作 :

「國語文教科書設計理論與實務」圖書1冊 521.9 0802 c.3 678139

「有效提問 : 閱讀好故事.設計好問題,陪孩子一

起自我探索 」圖書1冊
523.311 7574 c.2 678138

為學習而設計的評量: 以國語文定期評量之審

題為例。(抽印本)

閱讀2.0: 資訊科技時代的數位閱讀力。(抽印本)

105學年度 黃心蓉 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1冊 副教授 108/10/28 著作升等

105學年度 林展立 副教授 108/10/28 著作升等

升等著作 3種 抽印本:

想像力與當代道德教育思潮系列研究:

1. 論 M. Nussbaum 以公共情感為基礎的創發性

正義及其實踐。

2. 兩種實用主義的道德想像力觀點研究 －即興

想像、自由反諷與道德教育。

3. 理性反思、敍事想像與倫理教育-論Peter

Winch與Martha Nussbaum哲學思考的文學跨界。

參考著作 : 期刊論文抽印本10種。

105學年度 許育健 副教授 108/10/28 著作升等

105學年度 王俊斌 副教授 108/10/28 著作升等

105學年度 薛婷芳 009 520 105-301 678137 副教授 108/10/28 著作升等

105學年度 許一珍 副教授 108/10/28 著作升等



105學年度 林義斌 升等著作相關資料1冊 副教授 108/10/29 著作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