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獲獎人名冊 (依獲獎人就讀學校排序）
編號
申請條碼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及系所
1 99DFD0700002 黃春興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
系（所）
2 99DFDA300002 蔡馨芳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
學系（所）
3 99DFDA300004 蔡秀芬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
所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任職機構
王吉林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所）
徐仁輝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所）
黃德北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馮建三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4

99DFD0100001 李德偉

5

99DFD0100003 巫麗雪

6

99DFA0800007 陳婉青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 趙必孝
資源管理研究所
王喻平

7

99DFA0800011 吳亭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 陳世哲
資源管理研究所
溫金豐

8

99DFA0800009 劉昆夏

9

99DFA0800002 林皇吉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 鄭英耀
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 賴香菊
管理研究所

10 99DFA0800012 李建祥
11 99DFA0700012 黃思超
12 99DFA0700004 洪珊慧
13 99DFA0700002 何曉緯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 鍾慧玲
研究所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蔡瑞明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
管理學系（所）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
文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
金融學系

黃三益
洪惟助
康來新
張傳章

14 99DFA0700007 黃晏奇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 陳恭平
學系
吳大任

15 99DFA1000008 蕭文真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 鄭阿財
文學研究所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 蘇宏仁
管理研究所
莊世杰

16 99DFA1000007 張佳榮

17 99DFA1000011 陳俊明
18 99DFA1000005 劉俊麟
19 99DFA1000006 陳今偉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 王一奇
研究所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 謝世民
研究所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 王文方
研究所

20 99DFA1000004 張益誠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 張碩毅
與資訊科技系

21 99DFA0600002 洪芳怡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 周慧玲
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論文計畫名稱
安史亂後宮廷宴饗俗樂之流變
預算赤字攸關嗎?台灣預算赤字之政經
分析
國家與市場間的夾縫力量：中國傳媒
的公民社會力量與公共性論述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經典‧傳播‧詮釋：明代論詞的文化
新探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台灣教育婚姻配對之分析：趨勢及擇
偶過程的影響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 跨國企業子公司策略性創業精神與網
理研究所
絡知識流之研究
國立東華大學國際企業學
系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The antecedents
理研究所
and consequences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
理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氧化還原學習進程的發展與評量：
Rasch 測量取向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 Electronic Commerce Mechanisms: New
系（所）
Business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on the
Web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 Web服務合成與最佳化之Web服務資料
系（所）
模式與代數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人文中心 集曲研究──以萬曆至康熙傳奇本為
論述範疇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新刻的石像-王文興與同世代現代主義
作家及作品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 The Illiquidity Impacts and the Feedback
系
Effects on Asset Prices and Option
Valuations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 交易平台的競爭策略之研究
研究中心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南華大學文學系

唐五代《金剛經》傳播與接受之研究
－－以敦煌本及日本古寫經為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 Conflict as a Decision Heuristic: A New
系
Perspective on Framing Effect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理性的兩種研究進路─程序導向進路
與目的導向進路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新共和主義的公共証成理論
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 知識性二維語意論
究所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Internal
科技系
Control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overnance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 上海流行音樂裡的聲音風景：表演、
系
科技與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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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條碼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及系所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任職機構
博士論文計畫名稱
22 99DFA0600005 吳哲良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 朱元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 正義與和解間的幽淵：重啟寬恕之不
與文化研究所
研究所
可能性的可能性，以1945年戰後東亞
區域為參照
23 99DFA0900019 林淑華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 王偉勇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姜夔接受史
文學系（所）
（所）
24 99DFA0900020 陳麗雯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 胡大瀛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 DYNAMIC EQUILIBRIUM OF TRAFFIC
管理科學系（所）
學系（所）
NETWORKS UNDER SIGNAL
SETTINGS AND TIME-DEPENDENT
TRAFFIC ASSIGNMENT
25 99DFA0900003 王明照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 方世杰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 Beyond the social networks: Constructing
管理學系（所）
系（所）
the knowledge networks
26 99DFA0900005 黃秋華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 陸偉明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兒童代名詞推論的發展研究
研究所
曾玉村 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
27 99DFA0900010 劉冠良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 翁慈宗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管理研 rRNA高通量序列整體學習分類方法
管理研究所
究所
28 99DFA0200011 裴海燕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 范銘如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 八○年代兩岸女性寫實小說之比較
文學研究所
究所
29 99DFA0200024 羅晉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 施能傑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政府資訊公開與課責：我國政府網站
行政研究所
系
資訊公開的委託代理分析
蕭乃沂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
30 99DFA0200023 虞邦祥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 司徒達賢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 策略聯盟所引發的組織改變-從慣性到
管理研究所
系
動量
31 99DFA0200025 王治平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 別蓮蒂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 以跨文化觀點探索自我贈禮之動機與
管理研究所
系
消費情緒
32 99DFA0200027 林德怡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 林月雲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 關係資本對企業績效之影響：體制之
管理學系
系
干擾效果
33 99DFA0200037 林瑞華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 湯京平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兩岸交流的微觀分析：省籍、政黨及
研究所
階級對大陸台人當地融入的影響
34 99DFA0200029 謝子雄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 黃台心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系
A Study of Production Functions Taking
系
Account of Endogeneity and Selectivity
with Copula Methods
35 99DFA0200028 李起銓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 黃台心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系
A New Metafrontier Model with an
研究所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an Banking
Industries
36 99DFA0200004 湯美玲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 陳松男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系
Optimal Asset Allocation under Uncertain
研究所
Inflation and Estimation Risk: The MultiGroup Case
37 99DFA0200018 李志峰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 林建智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 責任保險契約當事人於危險事故發生
管理與保險學系
保險學系
後之義務-以英美相關法制為核心38 99DFA0200017 魏建國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 張鼎國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Nancy與現代主體形上學之解構
系
黃冠閔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
39 99DFA0200031 劉文謙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 張元晨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管理研究所
系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Defaults of the
Debt Contracts
40 99DFA0200022 蔡青蓉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 王振寰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中國電訊產業如何重新形塑全球商品
發展研究所
究所
鏈: 以TD-SCDMA通訊標準發展為例
41 99DFA0200006 吳瑟致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 高長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 跨域治理與中國大陸區域發展之研
發展研究所
究所
究：以長江三角洲為例
趙建民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
42 99DFA0200014 廖志恒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 馮朝霖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責任、對話、正義：Emmanuel Levinas
學系
他者哲學及其教育學意涵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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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條碼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及系所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任職機構
43 99DFA0200026 謝素芳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 吳安妮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研究所
44 99DFA0200019 吳雅玲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 季延平
管理學系
尚孝純

45 99DFA0400003 洪馨蘭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 陳祥水
學研究所
莊英章

46 99DFA0400001 游博清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 黃一農
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 傅大為
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神經 曾志朗
科學研究所

47 99DFA0400005 秦先玉
48 99DFA2200001 蔡佩舒

49 99DFA2200002 張葶葶

國立陽明大學神經 郭文瑞
科學研究所

50 99DFA2300002 陳淑琦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劉淑慧
輔導與諮商學系暨
研究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江芳盛
比較教育學系（
所）
陳怡如

51 99DFA1200003 洪榮良

52 99DFA1200002 侯建州

53 99DFA1200007 吳奇浩
54 99DFA0100026 鄭雯馨
55 99DFA0100046 吳佳瑾
56 99DFA0100010 劉彥蘭

57 99DFA0100001 徐逸祥
58 99DFA0100013 林君安
59 99DFA0100009 郭銘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
作學系（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歷史學系（所）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
文學系暨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
學系暨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
環境資源學系暨研
究所

黃源協

林蘭芳
葉國良
陳建中
張康聰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 朱子豪
環境資源學系暨研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 陳亮全
與城鄉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 王鼎銘
學系暨研究所
黃紀

60 99DFA0100025 安井伸介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 陳思賢
學系暨研究所
林俊宏

博士論文計畫名稱
董事背景差異(diversity)對董事薪酬、
跨公司合作與公司財務績效的影響:綜
合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 An Examination of Web 2.0 Services –A
系
Knowledge-Creating Perspective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
系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 臺灣六堆地區外祖敬拜與客家地方社
所
會之型塑：一個姻親關係實踐的土著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 觀點
系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 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組織研究：
究中心
以1815年為例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 臺灣的家戶技術發展與性別關係演變
研究所
史（1949～1991）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探討語意在中文字詞辨識及語句理解
層次之處理與表徵的行為及電磁生理
訊號研究
國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 Notation dependence of symbolic number
究所
processing in the human inferior parietal
cortex – evidence from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 敘事取向督導中受督者賦能經驗之歷
諮商學系暨研究所
程研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
育學系（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
育學系（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所）

1980年代後義務教育改革政策的趨勢
研究－澳洲、日本與台灣之比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
系（所）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暨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
研究所
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
學系

華風、和風、西洋風：多元雜揉的臺
灣漢人服飾文化（1624-1945）
論《儀禮》之禮例研究法—以鄭玄、
賈公彥、淩廷堪為例
The role of chromatic contents in
symmetry detection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in fallowing land based on farmers
’ particip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simulation
應用光學式衛星影像雲霧處理技術改
進土地利用判釋效率之研究
住宅生產與都市過程─台北步登公寓
的社會分析
並立式混合選制下兩票之連動效果：
日本眾議員選舉自民黨重複提名之策
略與成效

管理主義下的醫務社會工作專業之研
究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空間
資訊研究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
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
心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 中國無政府主義之思想研究
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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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條碼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及系所
61 99DFA0100017 莊額嘉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
金融學系暨研究所
62 99DFA0100007 莊惠菁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
金融學系暨研究所
63 99DFA0100008 黃思綺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
金融學系暨研究所
64 99DFA0100014 周盈吟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
企業學系暨研究所

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任職機構
曾郁仁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
系暨研究所
管中閔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
系暨研究所
李存修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
系暨研究所
洪茂蔚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
系暨研究所

65 99DFA0100033 鄭鈞云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 湯明哲
企業學系暨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
系暨研究所

66 99DFA0100016 張窈菱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
學系暨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
學系暨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
學系暨研究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劉啟群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暨
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暨
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
研究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財務金
融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翻譯研究所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
研究所

林玉体

67 99DFA0100028 張哲嘉
68 99DFA0100035 陳志豪
69 99DFA2500001 蘇義凱

70 99DFA0300005 祝若穎

林嬋娟
李文良
繆維中

博士論文計畫名稱
中央風險優越的檢定與應用
Predicting Default Intensity with Regime
Switching: Mode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Essays on royalty in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s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pricing under the Heath- Jarrow-Morton
model with stochastic volatility
Investment Strategies under Uncertainty:
Syndication Networks in U.S. Venture
Capital
Incentives for Banks to Adopt the Fair
Value Option under SFAS No. 159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清代臺灣的土地制度與邊區社會：十
九世紀竹塹地區開墾史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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