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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 95 年-96 年博碩士論文 

一、人文類 

1. 羅瑞芬：台灣寺廟籤詩文化中的文學性--以宜蘭昭應宮廟籤為例（佛光人文社會學

院文學系 95 年碩士論文） 
2. 黃秀雲：「台灣省兒童文學創作獎」童話得獎作品主題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兒童

文學研究所 95 年碩士論文） 
3. 李昀儒：台灣古蹟修復技術史的研究（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 95 年

碩士論文） 
4. 陳宣武：台灣與日本的創造力教育之比較（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 95 年碩士論

文） 
5. 陳曉菁：台灣高科技專業人員所須具備之會議經營能力（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95 年碩士論文） 
6. Talbott：台灣與宏都拉斯經濟發展的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臺灣研究英語碩士學

程 95 年碩士論文） 

二、社會類 

1. 莊富源：轉變中的臺灣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有關學校公民教育問題面向及其發展

趨勢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2. 陳 德：臺灣教師人權保障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 95 年碩

士論文） 
3. 徐忠民：台灣公共建設閒置之成因與解決之道（東海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95 年碩士

論文） 
4. 曹一文：臺灣原住民族群認同與原住民電視收看行為、動機與滿足之關聯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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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佛光大學傳播學研究所 95 年碩士論文） 

三、商學類 

1. 章明輝：台灣金融業合併溢價決定因素之研究（國立台北大學會計學系 95 年碩士

論文） 
2. 陳文波：氣候衍生性金融商品---研究臺灣雨量選擇權（國立交通大學財務金融研究

所 95 年碩士論文） 
3. 葉佐偉：台灣水泥業廠商之技術效率分析-視窗 DEA 法之應用（國立台北大學經濟

學系 95 年碩士論文） 

四、管理類 

1. 黃冠文：台灣飲食文化之權變因素探討─以淡水名產之文化阿給為例（輔仁大學管

理學研究所 95 年碩士論文） 
2. 鄭金泉：台灣企業在醫療器材發展機會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95 年碩士論文） 
3. 劉玉琦：權變避險模式在台灣股市之應用（南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95 年碩士論

文） 
4. 楊佳翰：臺灣生技農業產業組合與創新政策分析（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95 年碩士論文） 

五、政治類 

1. 陳信傑：台灣的國家定位：三種國家類型的探討（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95
年碩士論文） 

2. 張淑玲：台灣地區個人社經地位與健康行為、自評健康之研究（國立台北大學社會

學系 95 年碩士論文） 
3. 楊長政：從中共崛起論台灣應有的安全戰略（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

務碩士在職專班 96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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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術類 

1. 黃筱婷：台灣七○年代鄉土繪畫之現實主義精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 95 年

碩士論文） 
2. 楊紹鑫：台灣傳統神像研究－以苗栗獅頭山勸化堂泥塑神像為例（大葉大學造形藝

術學系 95 年碩士論文） 
3. 曾家浪：台灣地區傳統打鐵店的技術變遷（華梵大學建築學系 96 年碩士論文） 

七、自然科學類 

1. 廖庭萱：影響台灣鄉村老人士氣之相關因素（亞洲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 96 年碩士

論文） 
2. 王昭華：台灣土雞產蛋能力與脂肪細胞功能之探討（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95 年碩士論文） 
3. 吳榮笙：台灣高山田鼠（Microtus kikuchii） 的婚配制度: 野外資料及微隨體基因

的證據（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95 年碩士論文） 

八、體育類 

1. 劉盈君：台灣運動教育學論文之整合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95 年碩士

論文） 
2. 吳建宏：台灣運動健身俱樂部產業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95 年碩士論

文） 
 

 
2006 年歐美博碩士論文 

 
1. 論文名稱： The implication of schema theory, metacognition and graphic organizers in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for technical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Pan, Lin-Mei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Spald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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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論文題目： Explor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hat action research means to 

English teacher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Lin, Ho-hui (Frances)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3. 論文題目：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ources of hostility: Taiwanese and Chinese 

relations, 1975 to 2004 
 論文作者： Lai, Wenyi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4. 論文題目： Equality or propriety: A cultural models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social 

hierarchy 
 論文作者： Tsai, Annie Y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Stanford University  
5. 論文題目： Parents and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roles, effectiveness, and barriers of 

parent involvement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Taipei of Taiwan  
 論文作者： Yang, Shu-Lien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Spalding University 
6. 論文題目： Improvement of school performance: Implementing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learning organization in selected 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 technological 
colleges, and colleges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Taiwan 

 論文作者： Wu, Shyi-Huey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Spald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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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論文題目：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Taiwanese identity and museum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Hsu, Sheng-chieh 
 學位名稱： M.A. 
 畢業學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8. 論文題目：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wan 
 論文作者： Chun, Chen-Cheng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9. 論文題目： Structure and agency: Youth's proces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Calgary 

and Taipei (Alberta, China, Taiwan) 
 論文作者： Lee, Jennifer Wen-Shya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10. 論文題目：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professionals' career decision-making on their 

participation reason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Taiwan 
 論文作者： Wu, Shiow-Hwa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11. 論文題目： A stud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active multimedia, using a teacher-

guided multimedia CD-ROM program, for teaching English vocabulary to 
EFL learners among college junior student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Tsai, Shih-Chieh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Idaho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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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論文題目：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values and career choice among 

hospitality management student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Hsieh, Chia-Li Amber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Idaho State University 
13. 論文題目： China, Taiwan, and the question of reunification 
 論文作者： Busi, Daniel A 
 學位名稱： M.A. 
 畢業學校： Webster University 
14. 論文題目： A study of the interrelatedness between gender stereotypes, the attitudes of 

gender equity, and the needs of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mong four-year 
technology institute student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Fang, Wen-Hui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Spalding University 
15. 論文題目： An exploration of job stress impacts and th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clinical nursing instructors at one university in Taiwan 
 論文作者： Chang, Shu-Yuan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16. 論文題目： The perceptions of Taiwa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interactive 

multimedia-based instruction 
 論文作者： Chang, Francis Mou-Te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Ida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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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論文題目： Grade level differences in perceptual learning style preferences and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grade seven to grade nine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Taiwan  

 論文作者： Chen, Tzu Hsiu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Idaho State University 
18. 論文題目： An investigation of participative behavior, perceived ability,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intercollegiate golfer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Hsiung, Wan-Chun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 論文題目： Athletes' perceived and preferred leadership behavior of basketball coaches 

at universitie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Chang, Diing-Ching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20. 論文題目： A comparison of motives across psychologically committed fans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in Taiwan 
 論文作者： Chien, Chih-I James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1. 論文題目： Merging libraries and computing centers in Taiwan: Factors affecting 

decision-making 
 論文作者： Hwang, Chiou-shu Justina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Emporia State University 

 



 

 
103

 研 究 論 文

22. 論文題目： Perceptions of United States academic library services of first-year 

graduate students from Taiwan: A photo-elicitation study 
 論文作者： Lin, Shao-Chen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23. 論文題目： Obtaining dual citizenship for their babies: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ese 

women giving birth in the United States 
 論文作者： Lien, Luyi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4. 論文題目：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achers' verbal and nonverbal immediacy 

behaviors and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speak in English in central Taiwanese 
college classrooms 

 論文作者： Hsu, Lisa Li-i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Oral Roberts University  
25. 論文題目： Organizational,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of 

electronic commerce adoption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Lin (Xenos), Chang-Shuo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Lynn University 
26. 論文題目：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on critical literacy: Investigating an 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Kuo, Jun-min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Indian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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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論文題目： Call, culture and EFL acquisi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using a 

network-based cultural language curriculum on Taiwanese students 
 論文作者： Hsu, Po-Yen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8. 論文題目： Culturing on the borderlands: A critical ethnography on Taiwanese and 

Chinese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論文作者： Cheng, Hsin-I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29. 論文題目：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Case study of Taiwan 
 論文作者： Chow, Yachun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Forestry  
30. 論文題目： Deadlock or dilemma: Sinicized nationalism and Taiwanese democracy. 

Political detour and security zigzag beyond the Taiwan issue 
 論文作者： Jiang, Maorong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31. 論文題目： The role of Taiwanese music in Taiwan'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a survey of music appreciation instructors in 
general education 2005 

 論文作者： Lin, Shih-Yu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05

 研 究 論 文

32. 論文題目： Hsiao Tyzen's "1947 Overture": The intersection of music,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Taiwan 
 論文作者： Sho, Jennifer 
 學位名稱： D.M.A. 
 畢業學校：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of Music 
33. 論文題目： The effects of motivation on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論文作者： Hsu, Hsiu-I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Idaho 
34. 論文題目： Work-school conflict and coping strategies: Perceptions of Taiwanese non-

traditional students in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論文作者： Chen, Ching-Yi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Idaho 
35. 論文題目： The formation of leaders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hurch in Taiwan: 

Explo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nvisioning the future 
 論文作者： Chai, Tzu-Kao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Luther Seminary 
36. 論文題目： The perceptions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regarding their working relationships with subject matter experts (SMEs) 
during the training design process 

 論文作者： Lin, Yi-chun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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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論文題目： The effects of jigsaw cooperative learning on 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 at 

Chung-Hw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aiwan 
 論文作者： Wang, Ren-Shing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38. 論文題目： Constructing Taiwanese ethnicity: Identities in a city on the border of China 

and Japan 
 論文作者： Dawley, Evan Nicholas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Harvard University 
39. 論文題目： Taiwanese perspectives on young children's early schooling experiences 
 論文作者： Chen, Chin-Hsiu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40. 論文題目： Factors influencing osteoporosis preventive behavior among Hakka 
 論文作者： Hsieh, Ching-Hsing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41. 論文題目： Resili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aiwanese survivors of childhood cancer 
 論文作者： Chou, Li-Na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42. 論文題目： Cognitively diagnostic examination of Taiwanese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on TIMSS-1999 
 論文作者： Chen, Yi-Hsin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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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論文題目： Parental behaviour of mathematically competent preschool children in 

Taiwan 
 論文作者： Liu, Janice Chia-ling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44. 論文題目： Unpacking racial ideologies in Taiwan: How Han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view other racial groups in national and global contexts 
 論文作者： Pan, Yihyeh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45. 論文題目： Negotiating harmony: Women, work and family in Taiwan 
 論文作者： DeHaas, Jocelyn H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46. 論文題目： The effect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Taiwa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論文作者： Liu, Chien-Liang 
 學位名稱： D.B.A. 
 畢業學校：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47. 論文題目： Cross-cultural ethics: A study of cognitive mor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maturity of United States and Japanese expatriate managers in Taiwan and 
Taiwanese managers 

 論文作者： Huang, Chunlong 
 學位名稱： D.I.B.A. 
 畢業學校：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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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論文題目： The dynamics of social changes and family attainment norms: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education, sibship structur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on school 
transition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Chang, Huey-Chi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49. 論文題目： Communication satisfaction in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The experience of 

a Taiwan agency 
 論文作者： Chang, Joshua C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Touro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50. 論文題目： Syn-tectonic extension and lateral extrusion in Taiwan: The tectonic 

response to a basement high promontory 
 論文作者： Gourley, Jonathan Richards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51. 論文題目：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riential marketing strategy 

and guests' leisure behavior in Taiwan hot-spring hotels 
 論文作者： Lin, Kuo-Ming 
 學位名稱： D.S.M. 
 畢業學校： United States Sports Academy 
52. 論文題目： Keeping the peace in a changing regime: Police work in Taiwan 
 論文作者： Martin, Jeffrey T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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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論文題目： Imagining the other: The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Chen, Hsueh-hua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54. 論文題目： The lost lily: State, sociocultural change and the decline of hunting culture 

in Kaochapogan, Taiwan 
 論文作者： Taiban, Sasala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