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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類、SCI,SSCI 期刊論文 

序次 申請人 單位 職稱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刊登日期 卷期/頁數 類別 IF 值 核定金額 

A-1 陳*宜 通識中心 講師 

Behavioral intention 

formation in knowledge 

sharing: Examining the 

roles of KMS quality, KMS 

self-efficacy,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012/2/17 Model 5G/p12 SCI 1.574 4,000 

A-2 黃*妮 護理科 助理教授

Amitriptyline attenuates 

astrocyte activation and 

morphine tolerance in rats: 

role of the 

PSD-95/NR1/nNOS/PKC

γ signaling pathway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2012/4/15 Vol.229/Issue2/p401-411 SCI 3.393 16,000 

合計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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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類、EI,TSSCI 期刊論文 

序次 申請人 單位 職稱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刊登日期 卷期/頁數 類別 核定金額 

B-1 吳*震 通識中心 講師 

A Simple and Efficient 

Multi-authentication Scheme 

on Space Geometry 

ICMET2011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Technology

100/10/28 Vol.1-3/p.79 EI 14,000 

B-2 吳*震 通識中心 講師 

A Novel Authentication 

Scheme Using Polynomial for 

Multi-server Environments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and Soft 

Computing 

2012/2/27 Vol.133/p785-790 EI 20,000 

B-3 林*妃 行銷流通科 助理教授 
The impact of overnight 

returns on realized volatility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2012/3 Vol.22/Issu5/p357-364 EI 2,000 

合 計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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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類、國內外期刊、專書(含篇章) 

序次 申請人 單位 職稱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出版處/所 出版年/月 卷/期 核定金額 

C-1 蕭*中 通識中心 講師 
不實商業廣告對業者損益之

探討─以經濟模型推導分析

華人前瞻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Trend and Forward 

南洋文化學會 2011/11 第七卷/第二期 4,200 

C-2 魏*芝 通識中心 講師 

The Pole Of The 

CEO,Executive Team,And 

Workforce Metrics Of A Small 

University In The U.S. 

Contemporary Issues 

Education 

Research-Second 

Ouarter 2012 

  2012/1 Vol5,No2 3,600 

C-3 陳*如 護理科 講師 

住院病人對護理服務重視程

度與滿意度之相關性探討-以

桃園二所地區教學醫院為例

長庚護理 

Chang Gung Nursing 
長庚大學 101/3 第 23 卷/第 1 期 2,400 

C-4 蔡*芬 護理科 講師 

住院病人對護理服務重視程

度與滿意度之相關性探討-以

桃園二所地區教學醫院為例

長庚護理 

Chang Gung Nursing 
長庚大學 101/3 第 23 卷/第 1 期 1,200 

C-5 藍*慧 護理科 
助理教

授 

園藝治療提升社區老人身心

健康之應用 

社區發展季刊 

community 

evelopment 

journal(quarterly) 

內政部社會司 100/12 136 期 2,400 

合計 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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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類、國外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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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國家及

地點 
核定金額 

D-1 吳*震 通識中心 講師 

2012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APEST 2012)

An Efficient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cheme on A 

Plane 

2012/2/1-2 
馬來西亞/吉

隆坡 
9,000 

D-2 吳*震 通識中心 講師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11(ICETI2011) 

Cryptanalysis of a PAACP：A 

portable privacy-preserving 

authentication and access 

control protocol in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s 

2011/11/11-15 台灣/高雄 4,200 

D-3 吳*震 通識中心 講師 
Asp2013 Advanced Signal 

Processing 

An Adaptive 

Timestamp-Nonce Based 

Authentication Scheme Using 

Portable Storage Devices  

2012/3/30-31 韓國/首爾 1,800 

D-4 吳*震 通識中心 講師 
Asp2012 Advanced Signal 

Processing 

An Untraceable, Anonymity 

and Secure Sealed-bid 

Auction Schemes using 

Threshold Cryptosystem 

without A Third Party 

2012/3/30-31 韓國/首爾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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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國家及

地點 
核定金額 

D-5 王*祥 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2011 海峽兩岸應用性(技

術與職業)高等教育學術

研討會主題:變革與發展

從醫療產業觀點探討台灣

護理教育的發展 
2011/11/3-5 大陸/上海 6,000 

D-6 吳*菁 護理科 講師 

15th East Asian Forum of 

Nursing 

Scholars(EAFONS) 

第 15 屆東亞護理學者研

討會 

A study of practice stress 

faced by student nurses under 

different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their evaluation with 

clinical nurses 

探討不同學制護生的實習

壓力與其對臨床護理人員

互動之評價 

2012/2/22-24 新加坡 3,150 

D-7 戴*珠 護理科 講師 

15th East Asian Forum of 

Nursing 

Scholars(EAFONS) 

A study of practice stress 

faced by student nurses under 

different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their evaluation with 

clinical nurses 

2012/2/24 新加坡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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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申請人 單位 職稱 研討會名稱 論文名稱 起始時間 
研討會國家及

地點 
核定金額 

D-8 吳*娟 護理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Factors Affecting the 

Viewpoints of Junior College 

Nursing Students toward 

Clinical Nursing Paradigm: A 

Pilot Study. 

2011/11/9 台灣/桃園 2,700 

D-9 蔡*芬 護理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Factors Affecting the 

Viewpoints of Junior College 

Nursing Students toward 

Clinical Nursing Paradigm: A 

Pilot Study. 

2011/11/9 台灣/桃園 1,350 

D-10 陳*娜 護理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Prevention of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and the Oxidative 

stress 

2011/11/9 台灣/桃園 4,500 

D-11 王*真 護理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The study on the  degree od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on 

the pain treatment by nurse or 

doctor 

2011/11/9 台灣/桃園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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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 沈*芳 護理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on 

depression-associated 

behavior in adulthood induced 

by neonatal stressed and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expression in the rat 

hippocampus 

2011/11/9 台灣/桃園 3,150 

D-13 田*潔 護理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A Nursing Experience of a 

Severe Scald Patient due to 

Epilepsy Attack-A case study

2011/11/9 台灣/桃園 2,250 

D-14 彭*稘 護理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A Nursing Experience of a 

Severe Scald Patient due to 

Epilepsy Attack-A case study

2011/11/9 台灣/桃園 2,250 

D-15 彭*稘 護理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household quarantine during 

the pandemic in Taiwan：a 

Qualitative study 

2011/11/9 台灣/桃園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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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申請人 單位 職稱 研討會名稱 論文名稱 起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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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 田*潔 護理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household quarantine during 

the pandemic in Taiwan：a 

Qualitative study 

2011/11/9 台灣/桃園 1,013 

D-17 陳*如 護理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Adolescent with Asthma 

health promotion 

scale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testing 

2011/11/9 台灣/桃園 4,500 

D-18 張*玲 護理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The Effect of Teaching Social 

Skills by Animal Therapy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it Moderate or Severe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011/11/9 台灣/桃園 5,700 

D-19 王*平 美容科 助理教授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Survey of Consumer Health 

Awareness to Nursing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2011/11/9 台灣/桃園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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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 葉*萍 幼保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A pilot study of the sleep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sleep 

in school-age asthmatic 

children 

2011/11/9 台灣/桃園 6,000 

D-21 臧*卓 幼保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A Study of Preschool 

Teacher'Strategies in 

Relieving Primary 

Matriculation Young Children 

from Separation Anxiety 

2011/11/9 台灣/桃園 7,200 

D-22 胡*瑜 幼保科 講師 
2011 第三屆健康照護國

際學術研討會 

A Study of Preschool 

Teacher'Strategies in 

Relieving Primary 

Matriculation Young Children 

from Separation Anxiety 

2011/11/9 台灣/桃園 1,800 

D-23 胡*瑜 幼保科 講師 

2011「幼兒保育系與教育

多元發展：產學對話組

曲」 

幼兒園教師對班級經營語

教學校能認知之相關性研

究 

100/11/30 台灣/台南 6,000 

合計 9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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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類、國內研討會論文 

序次 申請人 單位 職稱 研討會名稱 論文名稱 起始時間 研討會城市/地點 核定金額 

E-1 何*松 通識中心 副教授 
2011 五榖神農信仰學

術研討會 

炎帝神話的文化觀與天人合一

的實踐 
100/12/8 苗栗/國立聯合大學 3,000 

E-2 何*松 通識中心 副教授 客家語文學研討會 
客家神話的文化觀及女性崇拜

--以女媧、葛藤神話為例 
100/11/26 

台北/台北市客家文

化中心 
3,000 

E-3 何*松 通識中心 副教授 

第五屆通識課程與專

業課程相互融攝學術

研討會 

醫護客語與老人護理學的融攝

探討-以客家諺語為例 
100/11/4 桃園/新生醫專 3,000 

E-4 吳*安 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第五屆通識課程與專

業課程相互融攝學術

研討會 

從周禮看傳統醫學分科觀念 100/11/4 桃園/新生醫專 3,000 

E-5 施*悌 通識中心 講師 
2011 年兩岸體育學術

研討會 

2010 年廣州亞運中國獲獎結構

之分析 
100/11/18-19 台北/國立體育大學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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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 施*悌 通識中心 講師 
2011 年兩岸體育學術

研討會 

我國參與 2011 年第 26 屆深圳市

大運獲獎結構分析 
100/11/18-19 台北/國立體育大學 2,100 

E-7 張*湄 通識中心 講師 

第五屆通識課程與專

業課程相互融攝學術

研討會 

實施創意美術教學對幼教系學

生教學專業成長之探究 
100/11/4 桃園/新生醫專 3,000 

E-8 陳*宜 通識中心 講師 
2012 國際 ERP 學術及

實務研討會暨年會 

社會資本及資訊系統對知識分

享行為影響之研究─以新產品

開發專案團隊為例 

101/1/16 中壢/中央大學 1,500 

E-9 鍾*博 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族裔.他者.漂流.變遷

從電影文本再現移民

社會移民人權學術論

壇 

從「中原客家」到「台灣客家」：

鍾肇政的族群認同與國族想像

探討 

101/3/8 中壢/清雲科技大學 3,000 

E-10 蔡*岳 行銷流通科 助理教授 
2011 兩岸工業工程與

管理學術研討會 
動能手勢辨識系統開發 100/12/10 新竹/明新科技大學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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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 林*珍
服務業經營

科 
助理教授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

國際研討會 

結合 TAM 與信任觀點探討大學

生網路購買意願之影響因素 
100/11/17-18 高雄/吳鳳科技大學 2,100 

E-12 王*平 美容科 助理教授 

第五屆通識課程與專

業課程相互融攝學術

研討會 

新生醫專五一年級科學素養能

力之探究 
100/11/4 桃園/新生醫專 1,500 

E-13 黃*圻 美容科 講師 

2012 健康休閒產業科

技與管理國際學術研

討會 

新潮探索：惡性黑色素腫瘤斑馬

魚模型建立之可行性分析 
101/3/29 桃園/萬能科技大學 900 

E-14 黃*圻 美容科 講師 

2012 健康休閒產業科

技與管理國際學術研

討會 

化妝品中美白成份毒性與致癌

性之爭議：以趜酸為例 
101/3/29 桃園/萬能科技大學 450 

E-15 江*明 幼保科 助理教授 

第五屆通識課程與專

業課程相互融攝學術

研討會 

道德教育實踐需關注的議題:自

由、意識型態與自主性 
100/11/4 桃園/新生醫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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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6 許*勤 幼保科 講師 

第五屆通識課程與專

業課程相互融攝學術

研討會 

管窺日治時期台灣幼兒教育三

事 
100/11/4 桃園/新生醫專 1,500 

合計 3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