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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 95 學年度博碩士論文 

一、文學類 

1. 黃馨嬋： 葉石濤文學思想與戰後臺灣文學發展之關係（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95 年碩士） 
2. 王正良： 戰後臺灣現代詩論研究（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5 年博士） 
3. 羅瑞芬、卓克華：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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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陳建宏： 臺灣年度散文選集研究（1981-2001）（佛光大學文學系 95 年碩士） 
5. 周巽祥： 從臺灣的哈日文化看異文化的交流問題（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95 年碩

士） 
6. 徐時福： 臺灣原住民小說的都市書寫（佛光大學文學系 95 年碩士） 
7. 江碧芬： 九○年代臺灣女同志小說中的情慾書寫—－以邱妙津、陳雪為主要探討

對象（佛光大學文學系 95 年碩士） 
8. 鄭淑娟： 臺灣飲食散文研究（佛光大學文學系 95 年碩士） 
9. 劉珮君： 學習如何成功寫作碩士論文文獻回顧：以一個臺灣碩士班為研究案例

（元智大學應用外語學系 95 年碩士） 
10.李麗華： 再現的自我與自我的再現--臺灣解嚴後的女性自傳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

學系 95 年博士） 
11.陳曉菁：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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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邱苑伶： 臺灣貿易商高階經理人員所需具備之談判能力（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

系 95 年碩士） 
13.殷昭文： 陳黎作品的臺灣關懷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 95 年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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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羿賢、張寧：臺灣手語動詞形態:分散構詞之分析（國立中正大學語言所 95 年碩

士） 
15.王函葦： 格位習得在英語人稱代詞上的發展與變異：以臺灣中小學學生為例（高

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95 年碩士） 
16.蔡宜蓁： 工作特性選擇之探討-以臺灣南部地區大專院校學生為例（高雄師範大學

回流中文 95 年碩士） 
17.陳玟惠： 臺灣「現代劇場歌子戲」創作劇本研究--西元 2001 至 2005 年（高雄師範

大學國文學系 95 年博士） 
18.施建隆： 臺灣大學生及寫作自我效能、焦慮、動機、經驗及其英文寫作之關聯性

（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95 年碩士） 
19.黃仁峰： 臺灣南部不同性別老年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及策略之比較（高雄師範大

學英語學系 95 年碩士） 
20.李文瑛： 臺灣高中學生英語發音問題探究（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95 年碩士） 
21.江啟綸： 日治中晚期臺灣儒學的變異與發展─以《孔教報》為分析對象

（1936~1938）（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95 年碩士） 
22.周華斌： 從敷島到華麗島的受容與變異-探討日據時期從日本到臺灣的短歌與俳句

文學（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95 年碩士） 
23.曾琮琇： 嬉遊記：八○年代以降臺灣「遊戲」詩論（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

博士班 95 年碩士） 
24.張俐璇： 兩大報文學獎與臺灣文壇生態之形構（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95

年碩士） 
25.邱雅萍： 從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探究「臺灣式白話文」的面貌（國立成功大

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95 年碩士） 
26.蔡寶瑤： 日治時期臺灣歌仔冊之文化意義（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 95

年碩士） 
27.呂鎔任： 臺灣閩南諺語所反映的運命觀－以《福全台諺語典》為研究中心（國立

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 95 年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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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陳康芬： 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臺灣五○年代反共文學研究（國

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95 年博士） 
29.張亞男： 臺灣小詩選研究（1979~2007）（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96 年碩

士） 
30.駱香芸：廖添丁傳說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 96 年碩士） 
31.陳維文：基隆礦工生活與民間文學（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研究所 96 年碩士） 
32.彭美琴：清水祖傳說故事與信仰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 96 年碩

士） 

二、歷史類 

1. 劉偉君： 敘事與臺灣棒球文化的記憶建構（1945-2006）（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

所 95 年碩士） 
2. 張志平、陳靜瑜： 大洛杉磯臺灣移民社團發展探析（1971-2006）（中興大學歷史

學系所 95 年碩士） 
3. 張倩容： 日治時期臺灣的觀光旅遊活動（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95 年碩士） 
4. 高雯楓： 清代臺灣海難事件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95 年碩士） 
5. 蔡艷卿： 清代兒童及青少年教養問題研究－以臺灣為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碩博士班 95 年碩士） 
6. 鄭秀美： 日治時期臺灣婦女的勞動群相（1895-1937）（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

博士班 95 年碩士） 
7. 王昱婷： 輾轉的容顏─從黃土水的「蕃童」論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形象的呈現與

再現（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95 年碩士） 
8. 丁文惠： 臺灣日治時期瘧疾防治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95 年碩士） 
9. 陸健媺： 晚清臺灣兵制的變化─以棟軍為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95

年碩士） 
10.李隆楙： 臺灣正一道壇神像藝術的研究（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96 年碩士） 
11.曾家浪：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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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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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葉玟芳： 臺灣民間祭祖習俗之研究－以北部地區陳林二姓為例（臺北大學民俗藝

術研究所 95 年碩士） 
13.陳瑋琪： 木屐工藝及其在社區與學校發展之研究－以蘇澳白米社區為例（臺北大

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95 年碩士） 
14.黃馨儀： 日治時期臺灣紅茶文化研究－以三井合名會社為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

研究所 95 年碩士） 
15.林芳瑜： 臺灣《十殿閻王圖》研究（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95 年碩士） 
16.陳玉玲： 臺灣木刻糕餅印模造型與圖案之研究（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95 年碩

士） 
17.沈佳姍： 二十世紀前半葉臺灣漢人之清潔生活－以身體清潔為主（臺北大學民俗

藝術研究所 95 年碩士） 
18.塗婉琪： 基隆廣遠壇道教四府掛軸之研究（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 95 年碩士） 

三、哲學類 

1. 李桂蘭： 從懷德海的過程哲學來談臺灣數學教育的變遷與困境（南華大學哲學研

究所 95 年碩士） 

四、社會科學類 

1. 游 莉： 臺灣中老年人常見骨科疾病的變化趨勢--以羅東聖母醫院為例（佛光大學

未來學系 95 年碩士） 
2. 陳英鈞： 臺灣地區高級職業學校之未來發展---從 1990 年到 2010 年（佛光大學未

來學系 95 年碩士） 
3. 江育同： 臺灣地區健保總額制度下婦產科診所未來發展---以東興婦產科為例（佛

光大學未來學系 95 年碩士） 
4. 張振東： 由運動行銷觀點探討臺灣足球運動未來整合行銷策略之研究（佛光大學

未來學系 95 年碩士） 
5. 邱翔羚： 東南亞地區華人對臺灣休閒農業之旅遊意象區隔及市場定位之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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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馬來西亞為例（佛光大學未來學系 95 年碩士） 
6. 黃耀陞： 臺灣競爭力未來趨勢研究（佛光大學未來學系 95 年碩士） 
7. 蔡璧娟： 臺灣社會的老年歧視之研究－以嘉義縣水上鄉民生社區為例（南華大學

生死學研究所 95 年碩士） 
8. 廖庭萱： 影響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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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楊長政： 從中共崛起論臺灣應有的安全戰略（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

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96 年碩士） 
 

 
歐美博碩士論文 

 
1. 論文題目：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university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Wang, Jiunn-Tzer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Walden University  
 畢業年份： 2007 
2. 論文題目： Meshing motivation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Taiwanese 

legislature 
 論文作者： Batto, Nathan Frank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畢業年份： 2007 
3. 論文題目： Taiwanes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Chinese textbooks 

from the 1970s to 2004 
 論文作者： Lee, Sheue-jen Ou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畢業年份：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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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論文題目：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ping, anxiety,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Taiwanese 

post-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 patients 

 論文作者： Tung, Heng-Hsin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畢業年份： 2007 

5. 論文題目： The experiences of ESRD pati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adaptation 

to a dialysis treatment modality in Taiwan 

 論文作者： Chen, Mei-Chun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畢業年份： 2007 

6. 論文題目：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emotional response levels of division I male intercollegiate 

soccer player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Tsai, Feng Hua 

 畢業年份： 2007 

7. 論文題目： Using the 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 to compare leaders' roles, 

managerial activities/behaviors,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between 

generations of family busines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Huang, Wen-Chia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畢業年份：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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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論文題目： The Balanced Scorecard: Creating a management system for private 
technical universitie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Chuang, Mang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Spalding University  
 畢業年份： 2007 
9. 論文題目： The effects of integrating e-learning into the regular first-year general 

English curriculum for technical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Chen, Hsin Mei 
 學位名稱： Ed.D. 
 畢業學校： Spalding University  
 畢業年份： 2007 
10. 論文題目：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tivation factors and physic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論文作者： Chang, Sean 
 學位名稱： Ph.D. 
 畢業學校：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畢業年份：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