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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東海南海產錦鱗蜥魚之型態測定學之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Morphometric Study of Saurida tumbil (BLOCH) 

from the East China and Sourth China Seas.

民60[1971] 劉錫江 葉顯椏

2
台灣花腹鯖型態統計學之研究= Morphometric Study on 

Scomber australasicus of Taiwan
民60[1971] 張崑雄 方新畴

3 中國南海海水化學成分之研究 民60[1971] 陳汝勤 鄭偉力

4 黃鰭鮪年齡與成長之比較研究 民60[1971] 楊榮宗 黃哲崇

5 黑潮經23°45′N流況之研究 民60[1971]
   朱祖佑   

  姚能君
范光龍

6

東南海區、台灣海峽產白口魚之年齡成長與生殖生態的研

究=On the Age.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of White Croaker, 

Argyrosomus argentatus (HOUTTUYN),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 

he East China Sea and Taiwan Strait.

民61[1972] 劉錫江 曾萬年

7

東海、南海產赤鯮之生殖生態的研究=Maturity and Fecundity

of Yellow Sea Bream ( Dentex tumifrons) in the Eas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s

民61[1972] 劉錫江 蘇茂森

8

台灣南部近海黃鰭鮪及正鰹成熟與產卵之研究=Maturity and

Spawning Activity of Yellowfin Tuna and Skipjack Tuna in the

Southern Waters of Taiwan

民61[1972] 楊榮宗 胡 菲

9
台灣近海湧昇流的研究

民61[1972]
  朱祖佑    

  富永政黃
殷 富

10

台灣產扁紅鰺消化系統及食性研究=Study on digestive system

and feeding habit of Decapterus Kurroides aka-adsi ABE in the

waters of Taiwan

民61[1972] 張崑雄 巫文隆

11

中國南海深海岩芯，V19-134浮游性有孔蟲化學成分之研究

=Chemical Variations of Planktonic Foraminiferal Fauna in Deep

Sea Core V19-134, South China Sea

民61[1972] 陳汝勤 陳民本

12 巴士海峽海水中主要金屬元素之分布 民61[1972] 陳汝勤 李賢文

13 利用受波器排列以改進振波信號─雜音比的研究 民61[1972] 潘玉生 徐春田

14
颱風波浪推算之研究

民61[1972]
 湯麟武   

富永政黃
王建造

15
台灣東北海域地質構造代的地磁研究=A Geomagnetic Study

of the Offshore Geologic Structures Northeast of Taiwan
民61[1972]

Thomas 

W.C. Hilde
王正松

16 規則性絕食對蝦類影響之研究 民61[1972] 廖一久 李正森

17
海 水 中 合 成 胺 基 酸 之 研 究 =The Study of Synthetic Amino

Acids in Sea Water
民62[1973] 洪楚璋 黃榮康

18
台灣近海鮪類的寄生蟲=Prasites of Tunas in Waters Around

Taiwan
民62[1973] 楊榮宗 陳鏡如

19
汞及DDT對海洋浮游藻類影響之研究=Effects of Mercury and

DDT on The Marine Phytoplankton
民62[1973] 江永棉 黃  穰

20
花 蓮 進 海 海 域 地 球 物 理 初 步 探 勘 =Offshore Geophysical

Reconnaissance Survey Near Hualian
民62[1973] 潘玉生 何邦碩

21
台灣附近大陸棚沉積物之礦物及化學研究=Mineralogy and

Geochemistry of Shelf Sediment Adjacent to Taiwan
民62[1973] 陳汝勤 施光祖

22 台灣海峽及中國南海大陸棚沉積物之礦物、化學與粒度之 民62[1973] 陳汝勤 呂善淡

23 吳郭魚雜交試驗之電泳研究 民62[1973] 楊榮宗 胡舜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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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隆港水污染研究報告

民62[1973]
  洪楚璋   

李啟成
黃熾宏

25 有機氯劑農藥對台灣養殖魚貝類之影響 民63[1974] 鄭森雄 孫藍天

26 通過巴士海峽颱風對台灣南端波浪之關係 民63[1974] 湯麟武 吳清吉

27 從地震總震動時間計算台灣地區地震之規模 民63[1974] 游世高 林再興

28 台灣產魚尉  魚血清蛋白和肌肉抽取蛋白的電泳研究 民63[1974] 楊榮宗 蔡懷楨

29 花腹鯖血合肉乳酸脫氫酵素特性之研究 民63[1974] 鄭森雄 蔣宏隆

30 有關烏魚(Mugil cephalus Linnaeus)生殖腺之組織學研究 民63[1974] 廖一久 卞伯仲

31 南海產赤鰭笛鯛之年齡與成長 民63[1974] 劉錫江 賴翰林

32 台灣西北近海海域磁性基磐之模式分析 民63[1974] 潘玉生 蔡護仙

33 澎湖水道的地球物理探測 民63[1974] 潘玉生 粱滬源

34 高雄港污染之研究 民63[1974] 洪楚璋 楊國祥

35 台灣東部大陸棚波之數值解答 民63[1974] 李啟運 沈世傑

36 烏魚脂質之組成與荷爾蒙處理對其之影響 民63[1974] 鄭森雄 許鐘榮

37 花蓮地區之微震調查 民64[1975] 陳汝勤 黃清隆

38 花蓮東北海域地質構造之地球物理解析 民64[1975] 潘玉生 曹昌桂

39 台灣附近海域磁力資料解析之研究 民64[1975] 盧世民 顧駿偉

40 台灣東南海域斷層之探討 民64[1975] 蔡一本 林進興

41 波階法與代表波法之整合 民64[1975] 梁乃匡 王  冑

42 台灣海峽低頻率波動 民64[1975] 李啟運 陳慶生

43 浮台在海中波浪作用下之反應 民64[1975] 湯麟武 林澄貴

44 花蓮暴潮推算之研究 民64[1975] 朱祖佑 黃壽銘

45 對台灣海峽內大陸棚波之波譜分析研究 民64[1975] 姚能君 周台黃

46 湧浪模式極分析方法之探討─蘇澳港實力分析─ 民64[1975] 梁乃匡 湯世燦

47 台灣產洋菜之探討 民64[1975] 楊光雄 蘇惠美

48 台灣Carrageenans之研究=A Study of Carrageenans from Taiwan 民64[1975] 楊光雄 林惠清

49
台灣產Carrageenans之性質分析=Properties of  Carrageenans 

Prepared from Some Taiwan Red Seaweeds
民64[1975] 楊光雄 林惠清

50 東海、南海產金線紅姑魚之生殖生態 民64[1975] 劉錫江 郭慶老

51 東海、南海產金線紅姑魚外部形態形質之比較 民64[1975] 劉錫江 許建宗

52 嘉鱲魚消化腔吸蟲的數量與分佈的研究 民64[1975] 張崑雄 陳章波

53 草蝦之卵至稚蝦期之呼吸研究 民64[1975] 廖一久 黃漢津

54 鯉魚卵生長之研究 民64[1975] 黃火鍊 曾煥仁

55
鯖魚血合肉及白肉之myosin 與 actomyosin蛋白質之抽出及

其特性
民64[1975] 鄭森雄 羅秀婉

56 台灣海域產沙鮻屬魚類系統分類學之硏究 民65[1976] 張崑雄 邵廣昭

57 台灣東部海岸山脈安山岩之地球化學研究 民65[1976] 陳汝勤 莊文星

58 海水溫度及大氣潮汐對北太平洋颱風之生成與加強之關係 民65[1976] 徐明同 賴宗慶

59 台中港暴潮之數值推算 民65[1976] 梁乃匡 林文宗

60 蘇澳港潮汐水位漲落與外海潮流的分析 民65[1976] 朱祖佑 鄭  康

61 水、沉積物及牡蠣中碳氫化合物之分析研究 民65[1976] 洪楚璋 李榮利

62 菊花心種龍鬚菜的季節性觀察及其洋菜分析 民65[1976] 楊光雄 許志清

63 朴子溪河水之急性毒性與養殖貝類之大量死亡 民65[1976] 鄭森雄 陳松堅

64 東澳硫化鐵礦床之微量元素分析及其在生成上的意義 民65[1976] 陳汝勤 黃明哲

65 橢圓模式之颱風波浪推算法之硏究 民65[1976] 梁乃匡 侯永昌

66 東石、金湖貝類養殖區水、沉積物及生物體中汞含量分析 民65[1976] 洪楚璋 林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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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臺灣西部沿岸海洋酵母之分離鑑定及生化學之硏究 = The

isolation,identification and biochemistry of some marine occuring

yeasts from west coast of Taiwan

民65[1976] 林良平 鄭玉珍

68
大莖種龍鬚菜之 季節 性變 化及 其洋 菜成 分分 析 = The

seasonal variation and the agar content of Gracilaria gigas in 
民65[1976] 楊光雄 張慶蕙

69

台灣產紫菜之硏究 : 狹葉紫菜(Porphyra angusta) 絲狀體之培

養及化學成分分析 = Studies on porphyra of Taiwan-culture

study & chemical analysis of the conchocelis-phase of P. angusta

民65[1976] 江永棉 廖金鳳

70

台灣四周海域橈脚類生產量及生產力之硏究 = A study of

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of Calanus(Copepoda) in the

surrounding water of Taiwan

民65[1976] 譚天錫 謝  偉

71 鯉魚內臟高濃度鋅之硏究 民65[1976] 鄭森雄 柳家瑞

72
台灣產紫菜之硏究 : 紫菜之種類及其分布 : 果孢子發芽之

硏究 : 殼孢子囊形成之硏究
民65[1976] 江永棉 王仁瓊

73
台灣近海圓花鰹的外部形態形質、成長、生殖腺及胃內含

物之硏究
民65[1976] 楊榮宗 孫志陸

74 大肚溪之水質污染及其對魚貝類影響之硏究 民65[1976] 鄭森雄 王松賓

75
使 用 波 動 方 程 移 位 法 測 繪 地 下 結 構 之 硏 究 = Seismic

mapping og Subsurface Structure Using Wave Equation Migration 
民66[1977] 潘玉生 王乾盈

76 台灣北部大陸棚表層沉積物之硏究 民66[1977] 陳汝勤 黃國青

77 高雄地區河川沉積物及河水中重金屬之分佈 民66[1977] 陳汝勤 李慶龍

78 高雄港海水懸浮物質之化學特性 民66[1977] 陳汝勤 朱其玲

79 二維震測模型之數字型移位修正硏究 民66[1977] 潘玉生 陳雄茂

80 從P波殘餘值來探討台灣的地殼速度模型 民66[1977] 蔡義本 李元正

81 臺灣呂宋地區構造演化上的一些證據 民66[1977] 盧世民 郭錫焱

82 利用傅氏分析轉移海域地磁異常至極區的兩個應用 民66[1977] 盧世民 黃文義

83 風力潮的數學模式設計及其應用 民66[1977] 連三郎 孫兩傳

84 蘇澳港潮汐與潮流之觀測分析 民66[1977] 朱祖佑 何文傑

85 海上作業工作天數之統計及預測 民66[1977] 梁乃匡 徐進華

86 橢圓函數波作用於水中管路之波力硏究 民66[1977] 湯麟武 彭桓沂

87

利用水力輸送中層拖網磷蝦漁獲至魚艙之可能性硏究 =

Study on the availability of transporting krill form midwater trawl

to the hold by hydraulic power

民66[1977]
  張崑雄   

黃博治
廖順澤

88
風飄流速度剖面之硏究 = Research on velocity profile of wind

drift current
民66[1977] 黃博治 唐存勇

89 自由流經過縮收流管所引起的上吸流之硏究 民66[1977] 湯麟武 黎東傑

90

台灣西部沿岸纖維素分解菌與幾丁質分解菌之分離及生化

學硏究=The Isolation and Biochemistry of Cellulolytic Bacteria 

and Chitinoclastic Bacteria from West Coast of Taiwan

民66[1977] 梁乃匡 林雪平

91
以數理統計方法分析固定旋轉軸浮體受不規則波作用之動

力反應
民66[1977] 陳維宗 謝景崇

92
利用省產褐藻生產藻膠之硏究 : 褐藻膠收量及其質的測定,

由馬尾藻抽取褐藻膠之條件的硏討,南灣地區馬尾藻的生態
民66[1977] 林良平 周宏農

93 河口地區的流況探討和應用 民66[1977] 梁乃匡 王安培

94 蝦蟹殼、基丁質及基多珊吸著重金屬之硏究 民66[1977] 李常聲 韓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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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臺灣沿岸矽藻種類和形態的研究:澎湖沿岸的矽藻、南灣沿

岸Mastogloia屬的矽藻、一種中心型矽藻Hydrosera triquetra 

Wallich矽殼的超顯微結構、一種生活於膠質管中的矽藻

Navicula ramosissima Ag. Var. mollis (W. Smith) Aleem 其矽殼

之殼環帶與殼面外套區之間的關係

民66[1977] 江永棉 李家維

96

台灣北部基隆島及金瓜石石英安山岩之地球化學硏究

=Geochemistry of Dacites from Keelungtao and Chinkuashih, 

Northern Taiwan

民67[1978] 陳汝勤 扈治安

97 台灣地區地震規模與頻率關係之探討 民67[1978] 蔡義本 羅仕榮

98
彭佳嶼安山岩之地球化學硏究 = Geochemistry of andesite

from Pengchia Hsu
民67[1978] 陳汝勤 林炳楠

99 震測資料之適配預測解回旋 民67[1978] 陳汝勤 許慶詳

100
Studies on geochemistry of andesites from Kueishantao = 龜山島

安山岩之地球化學硏究
民67[1978] 陳汝勤 章懋棟

101
恆春半島藻類相之硏究 = The Studies of Marine Flora in Heng-

Chu'n Peninsula
民67[1978] 張崑雄 陳玄信

102 鰻魚抗藥細菌之抗藥性 民67[1978] 郭光雄 陳宏遠

103 台灣水域環境中含鎘、鉛、銅、汞之研究 民67[1978] 洪楚璋 於  鷗

104
漂沙量與波浪、沿岸流關係

民67[1978]
  梁乃匡  

侯和雄
曾若玄

105
應用Whitham的波動理論對破碎波的探討

民67[1978]
  梁乃匡  

侯和雄
林永稱

106 台灣南端沿岸海流波譜分析與硏究 民67[1978] 陳維宗 劉長遠

107

歧異指數及其測度台灣南端潮間帶魚類群聚季節性變化之

硏 究 = Studies on the Diversity Index and Its Measure on

Seasonal Variation of Littoral Fish Community Around Sonthern

Tip of Taiwan

民67[1978] 楊榮宗 劉尚志

108 綠貽貝Mytims Smaragdinus的基礎生物學硏究 民67[1978] 廖一久 陳紫媖

109
在碎波帶作用於水下管線之波力分析 = Wave Forces on

Submerged Pipelines in Surf Zone
民67[1978] 湯麟武 陳慶淋

110 旮適海脊的形成 民67[1978] 盧世民 廖聚源

111 功率譜分析及維納濾波器之應用於地磁異常的解析 民67[1978] 盧世民 劉立業

112
台灣南端裙礁魚類之食性 = Food Habits of Fringing Reef

Fishes around the Waters off Southern Tip of Taiwan
民67[1978]

  張崑雄   

林曜松
趙循緹

113

環境因子與正龍鬚菜的生長.色素及其所含洋菜質量的硏究

=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growth, pigmentation

and agar content of Gracilaria verrucosa (Hudson) Papenfuss

民67[1978] 江永棉 黃金湖

114
波浪加水流之涵管群透波率硏究

民68[1979]
 湯麟武   

凃盛文
張長圖

115 震波描線的倒反處理與擬似速度柱狀圖 民68[1979] 潘玉生 江朝生

116 菲律賓海深海鑽探計劃三十一航次玄武岩之地球化學硏究 民68[1979] 陳汝勤 陳隆煇

117 溫差發電起伏運動之硏究 民68[1979] 梁乃匡 薛其祥

118 臺灣海峽中北部大陸棚洋流的數學模式 民68[1979] 范光龍 王逸民

119 應用SAH 模式推算核能電廠冷卻水熱效應之硏究 民68[1979] 李賢文 陳金堂

120 沖繩海槽西南段的地質構造 : 由熱流、磁力及震測資料的 民68[1979] 盧世民 潘正忠

121 虱目魚苗基礎生物學及其成長之硏究 民68[1979] 廖一久 嚴宏洋

122 草蝦生殖腺之組織學及其人工催熟之初步硏究 民68[1979] 廖一久 陳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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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牡犡與藤壼附苗習性之比較硏究 =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tting behavior of Oyster(Crassostrea gigas Thunberg) and

Barnacle(Balanus amphitrite albicostatus Pilsbry)

民68[1979] 談天錫 宋克義

124

台灣東北角岩岸潮間帶底棲無脊椎動物及藻類相群聚結構

之 硏 究 = Study on community structure of intertidal benthic

invertebrate fanua and algae flora on rocky shore at North-East 

民68[1979] 談天錫 王繼忠

125
台灣北部金山附近海域之漁業分析 = Fishery analysis of

waters adjacent to Chinshan area, northern Taiwan
民68[1979] 張崑雄 陳泰惇

126 震波在成層介質中傳播的硏究 民68[1979] 潘玉生 洪坤炎

127 微地動特性之硏究 民68[1979] 蔡義本 黃漢楨

128 臺灣海峽東部海洋地球物理資料的初步解析 民68[1979] 盧世民 陳敬忠

129 菲律賓海遠洋沉積物之礦物成份與化學特性 民68[1979] 陳汝勤 郭政隆

130 台灣西海岸中部波能量推算模式與漂沙量之關係 民68[1979] 侯和雄 張鴻洋

131 臺灣南部旗山地區震波行進方向及視速度之硏究 民68[1979] 蔡義本 陳元龍

132 波浪週期統計量與波譜參數間之關係 民68[1979] 梁乃匡 張先民

133 馬鞍山核電廠建廠前的南灣區域漁業實況調查 民68[1979] 楊榮宗 陳秋熊

134 理論地震波之硏究 民68[1979] 蔡義本 曾榮芳

135 黑潮流經台灣東南海岸外流況之硏究 民68[1979] 范光龍 張美珠

136 台灣東北海域冷水團之硏究 民69[1980] 范光龍 劉茂修

137 東海南部產白口魚資源評估 民69[1980] 劉錫江 邱台生

138 西南沖繩海槽沈積物之礦物成份及化學特性 民69[1980] 陳汝勤 張  麟

139 台灣北部沿海有機碳循環之硏究 民69[1980] 洪楚璋 林祥和

140 臺灣北部海域馬糞海膽(Tripneustes gratilla(L.)) 生殖生態學 民69[1980] 張崑雄 葛正中

141

台灣五種吳郭魚屬種類[Tilapia mossambica(Peters); Tilapia 

aurea(Steindachner); Tilapia nilotica(Linnaeus); Tilapia 

zilli(Gervas)及Red tilapia] 之形態及生態及其成長特性之比較

民69[1980] 廖一久 林正義

142 臺灣北部海域冬季波候硏究 民69[1980] 梁乃匡 高治平

143 興達港外淺水地區海流特性及成因之硏究 民69[1980] 姚能君 蘇青和

144
基隆港港內水力動力數值模式分析

民69[1980]
  殷  富    

梁乃匡
郭南榮

145
五鬚蝦 Palaemon (Exopalaemon) orientis Holthuis 之基礎生物

學硏究
民69[1980] 廖一久 陳嘉祺

146 利用對數功率譜及維納濾波器分析臺灣東部海域之地磁資 民69[1980] 徐春田 廖傑生

147
溫差發電浮台之波力分析

民69[1980]
 周宗仁   

梁乃匡
鍾禎儀

148
表面漂浮射流模式之硏究

民69[1980]
 王瑞仁   

范光龍
連仁杰

149
台灣海峽波浪統計與季風波浪推算

民69[1980]
 姚能君   

侯和雄
劉正忠

150
影響異型塊堤面遡上高度因素之硏究

民69[1980]
 湯麟武   

侯和雄
李大富

151

台灣西部海域沉積物物理性質與動力性質之硏究 =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marine geo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western Taiwan offshore sediments

民69[1980] 陳民本 宋國士

152 通信理論在地球物理上的兩個應用 民69[1980] 潘玉生 吳啟南

153 台灣附近大陸棚沉積物中黏土之礦物學及化學硏究 民69[1980] 陳汝勤 鄺啟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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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地殼表層之SH 波轉換函數 : 單表層及雙表層的情況

民69[1980]
 蔡義本   

王正松
黃小玲

155
花蓮產九孔(Haliotis diversicolor supertexta LISCHKE) 年齡及

成長的硏究
民69[1980] 張崑雄 彭秀琴

156
四種重金屬對草蝦的慢性毒性硏究

民69[1980]
 談天錫   

陳弘成
劉擎華

157

鹽度對正龍鬚菜(Gracilaria verrucosa) 與石花菜(Gelidium 

japonicum)生長之影響及該兩種紅藻對無機氮鹽選擇吸收性

之硏究

民69[1980] 江永棉 黃聲蘋

158
九孔(Haliotis diversicolor supertexta Lischke) 耗氧量與水中溶

氧量關係之探討
民69[1980] 張崑雄 詹榮桂

159
淺海中波浪交會後性質變化之硏究 = On the vari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two wave trains crossing in intermediate depth
民70[1981] 湯麟武 蔡清標

160
利用核能廠廢熱設立海洋溫差發電廠的系統分析

民70[1981]
 梁乃匡   

尹士豪
羅煥波

161
台灣南部海域水團之硏究

民70[1981]
 范光龍   

陳慶生
余金源

162 有限元素法之水動力數值模式分析與應用 民70[1981] 李賢文 李瀛恆

163 大火啇和 小平方波譜在海洋物理上的應用 民70[1981] 李賢文 陳國材

164 台灣海域有機碳與營養鹽及基礎生產力之關係硏究 民70[1981] 洪楚璋 黃清江

165 大火啇法在地球物理上之應用 民70[1981] 潘玉生 文天祐

166 台灣崙坪及曾文地磁總強度變化之比較及地磁海岸效應之 民70[1981] 蔡義本 陳光榮

167 西部太平洋黃鰭鮪胃內含物之硏究 民70[1981] 楊榮宗 鍾榮峰

168 強震儀陣列記錄所含之地殼表層構造效應 民70[1981] 王正松 應立志

169 台灣養鰻業產銷分析之硏究 民70[1981] 楊榮宗 徐雅各

170 風浪數值預報模式 民70[1981] 梁乃匡 李汴軍

171
潮流之垂直結構分析

民70[1981]
 姚能君   

陳慶生
王經偉

172 南灣海域珊瑚的群聚結構及其生態之硏究 民70[1981] 楊榮宗 戴昌鳳

173
波浪在紊流場中的衰退現象 = The decaying wave in 

turbulence field
民70[1981]

 陳慶生   

梁乃匡
陳淑蕙

174

香山潮間帶底棲生物與環境之關係 =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entho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tidal zone along 

Hsiang-Shan coast

民70[1981]
  林曜松  

談天錫
龐元勳

175 貝類作為重金屬污染指標之硏究 民70[1981] 洪楚璋 郭崇義

176 台灣北部產翼枝菜之硏究 民70[1981] 江永棉 葉文吉

177
農葯對虱目魚苗及草蝦苗之毒性硏究

民70[1981]
  陳弘成  

談天錫
謝  紀

178
餌料用微細藻之硏究 : (一)環境因子對Ochromonas sp. 生長

的影響(二)Ochromonas sp. 與其他五種餌料藻之成份分析
民70[1981] 江永棉 曾淑峯

179 造形濾波器 民70[1981] 潘玉生 潘延鴻

180 頻率域移位資料處理 民70[1981] 潘玉生 孫鎮球

181
風飄流之混合層模式

民70[1981]
  姚能君   

陳慶生
林俊德

182 有限元素內插法在自動化等值線繪製上的應用 (遺失) 徐春田 喬凌雲

183 浮力式溫差發電動力系統之硏究 民71[1982] 梁乃匡 簡仲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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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臺灣淡水地區潮間帶槍蝦Alpheus edwardsii (Andouin)之棲所

硏究
民71[1982] 張崑雄 鄭明修

185
台灣西部沿海養殖地區腺嘌呤核泒酸,粒狀性有機碳及葉綠

素甲關係之硏究
民71[1982] 洪楚璋 韓柏檉

186
溫差發電膨脹袋式動力系統的初步研究

民71[1982]
  梁乃匡  

陳呈芳
郭振華

187
台中港東北季風期間風、浪特性分析以及簡易波浪預報模

式之推導
民71[1982]

  姚能君   

侯和雄
曾哲茂

188 台灣東部海域地殼構造之硏究─由地震體波所推導之結果 民71[1982] 王正松 丁仁東

189 澎湖玄武岩之地球化學 民71[1982] 陳汝勤 高熙玫

190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德基地震前震與餘震之硏究 民71[1982] 王正松 石瑞銓

191 台灣西部及西北部海域地磁異常的統計分析 民71[1982] 徐春田 張資宜

192 地層中薄地層之分析 : 模型及實例 民71[1982] 陳汝勤 童明華

193 湧升流垂直剖面硏究 民71[1982] 陳慶生 彭國源

194 花蓮外海大陸邊緣穩定度分析 民71[1982] 陳民本 田文敏

195 非線性 小平方法在磁力解釋上之應用 民71[1982] 徐春田 曾焕仁

196 小平方差模擬法在岩脈構造磁力異常解釋之應用 民71[1982] 陳汝勤 陳世顥

197
南海海盆V19-134 岩心與台灣東部陸坡TMS-125岩心中浮游

性有孔蟲化石氧同位素含量之硏究
民71[1982]

  陳汝勤   

鄭偉力
陳銘叔

198 利用重力異常值推求三義、卓蘭間之淺部地質構造 民72[1983] 蔡義本 顏宏元

199
近岸流之理論解析

民72[1983]
  梁乃匡  

林銘宗
劉景毅

200 大陸棚海水成層形成環流之數學模式 民72[1983] 范光龍 張茂興

201
台灣養殖文蛤貝殼之化學成分及其氧碳同位素之硏究

民72[1983]
  陳汝勤  

鄭偉力
陳智能

202 環境因子對於鞭毛藻(Hymenomonas SP.)生長的影響 民72[1983] 江永棉 楊绣玉

203
南灣魚類攝食生態的硏究

民72[1983]
  楊榮宗  

沈世傑
鄒燦陽

204 台灣分枝狀造礁珊瑚共棲十腳類甲殼動物之硏究 民72[1983] 張崑雄 陳育賢

205 1966年3月12日臺灣東北方海底地震系列之再定位 民72[1983] 蔡義本 蔡金松

206 利用有限元素法硏究隱沒帶之溫度分佈 民72[1983] 蔡義本 郭本垣

207 地熱水溫度變化的模擬硏究 民72[1983] 徐春田 周穎蔚

208 希伯轉換在磁力異常解釋之應用 民72[1983] 徐春田 賴炤輝

209 高雄外海海域岩心之古地磁與古海洋之硏究 民72[1983] 陳民本 呂自誠

210 淺海海流向岸方向流速變化之數學模式 民72[1983] 梁乃匡 劉惠明

211 利用時間項分析法推求台灣東北角之地殼構造 民72[1983] 蔡義本 廖滄龍

212 南灣海域歷刺網漁業漁獲物之魚種組成及其時空變化 民73[1984] 楊榮宗 張文炳

213 台灣海域產鯖河魨屬魚類分類∪生殖及食性之究 民73[1984] 張崑雄 陳孟仙

214
臺灣北部龜吼地區太平洋眞雀鯛(Stegastes Fasciolatus)的日

行性活動及領域性之硏究
民73[1984] 張崑雄 邱建勇

215 寶來地區細碧岩之地球化學及同位素硏究 民73[1984]
  陳汝勤   

鄭偉力
郭景聖

216 台灣安山岩之稀土元素地球化學硏究 民73[1984] 陳汝勤 黃清波

217
台灣產海草THALASSIA HEPMPRICHII和HALODULE 

UNINERVIS之生態及化學成份的硏究
民73[1984] 江永棉 丁必誠

218 草嶺山鹼性玄武岩的地球化學硏究 民73[1984] 陳汝勤 黃昌盛

219 小火啇解迴旋法在震測資料處理上的應用 民73[1984] 徐春田 巫慶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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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台灣北部地區波浪與微地動間之關係

民73[1984]
  陳慶生   

陳汝勤
楊德建

221 澳洲西北陸棚產Nemipterus nematopus(Bleeker)之年齡與成長 民73[1984] 劉錫江 吳繼倫

222 以聯合震源定位法重定1972年4月24日瑞穗地震系列 民73[1984] 蔡義本 蔣守同

223 金瓜石礦床、圍岩置換帶地球化學及同位素之硏究 民73[1984] 陳汝勤 洪崇勝

224 興達潮間帶底棲動物與環境之關係 民73[1984] 譚天錫 郭立信

225 南灣附近海域低頻運動之硏究 民73[1984] 范光龍 葉國傑

226 經驗正交函數在潮流頻率域能譜分析之應用 民73[1984] 陳慶生 吳俊德

227 澳洲西北陸棚產摩拉巴笛鯛之年齡與成長 民73[1984] 葉顯椏 陳志遠

228 鹿港海域附近海流特性 民73[1984] 陳慶生 徐明銀

229 澎湖後寮潮間帶石珊瑚中鑽孔貝類之棲所及群聚硏究 民73[1984] 張崑雄 黃沂訓

230 衛星遥測海面溫度之初步硏究 民73[1984] 劉倬騰 劉瑞貞

231 腺嘌吟核苷基能量負載在海洋生態環境上之硏究 民73[1984] 洪楚璋 王啟成

232 溫度,光度,鹽度與餌料對切除單眼柄草蝦卵巢發育影響之硏 民73[1984] 廖一久 鍾國仁

233 鹽度對四種Penaeus幼蝦之成長和活存率的影響硏究 民73[1984] 廖一久 陳金源

234 移動颱風影響波浪極值之探討 民73[1984] 梁乃匡 林景庸

235 台灣地區珊瑚碳氧同位素及微量元素之硏究 民74[1985]
  陳汝勤   

鄭偉力
陳國琨

236 台灣西南海域上昇流區域沈積物中浮游性有孔蟲之硏究 民74[1985] 陳民本 郭欽慧

237 台灣遠洋雙船拖網漁業之經營分析 民74[1985] 劉錫江 楊三品

238 三維向量時間序列解析方法應用於海面風場上之分析 民74[1985] 王  冑 周東皇

239 以空載多譜掃描儀對海面葉綠素甲濃度的探測 民74[1985] 劉倬騰 呂黎光

240 高屏地區水域環境中含銅,鉛,鋅,鎘與陰離子之硏究 民74[1985] 洪楚璋 鮑清景

241 1972年4月24日花蓮瑞穗地震系列之硏究 民74[1985] 王錦華 詹軍威

242 臺灣海峽南部產正蜥魚之年齡與成長 民74[1985] 葉顯椏 李英周

243 大陸邊緣的羅氏波場 民74[1985] 蕭屏東 彭整源

244 颱風受遮蔽之波浪模式探究 民74[1985] 梁乃匡 彭海鯤

245 一維及二維功率譜推算磁體深度的硏究 民74[1985] 徐春田 許惠慈

246 菲律賓海錳核化學特性與生長速率之硏究 民74[1985] 陳汝勤 余英芬

247 桃園-新竹間淺部地質構造之重力硏究 民74[1985] 蔡義本 袁時正

248 利用地震時間項和重力波譜分析法硏究大屯火山區之地殼 民74[1985] 蔡義本 陳朝輝

249 沈積特吸附陽離子之硏究 民74[1985] 陳汝勤 楊嚴武

250
誘發眞泥鰍,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產生二倍體雌核生殖

及三倍體之硏究
民75[1986] 廖一久 陳士集

251 澎湖北寮及關西六畜地區玄武岩中超基性團塊之地球化學 民75[1986] 陳汝勤 楊懷仁

252 台灣海峽潮波會合現象之探討 民75[1986] 莊文思 林秋峰

253 颱風波浪推算法研究 民75[1986] 梁乃匡 沈舉立

254 繫泊船隻受風引起運動之硏究 民75[1986] 梁乃匡 陳春榮

255
鹽度刺激對吳郭魚之呼吸和碳水化合物代謝影響之探討 : 

與鯉魚和虱目魚比較
民75[1986] 郭欽明 林仁仁

256 中央山脈東綠和海岸山脈底下地殼波速構造之分析解釋 民75[1986]
  王正松   

徐春田
李志偉

257 台灣東部和東方海域人工震波的走時和時間項之分析 民75[1986]
  王正松   

徐春田
袁美蘭

258 汞、銅、鎘、鋅等四種重金屬對各期草蝦幼苗之急性毒硏 民75[1986] 廖一久 謝介士

259 有限水深非線性重力波特性之實驗硏究 民75[1986]
  陳慶生   

王  冑
李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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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澳洲西北陸棚產正蜥魚之年齡與成長=Age Det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Lizard fish, Saurida undosquamis  (Richardson), in the 

Northwestern Shelf of Australia

民75[1986]
  劉錫江   

葉顯椏
溫台祥

261 中國南海岩心SCS-15A中浮游性有孔蟲之碳, 氧同位素硏究 民75[1986] 陳民本 羅聖宗

262 南非角礫雲母橄欖岩中之超基性團塊的地球化學硏究 民75[1986] 陳汝勤 何恭算

263 桃園南崁地區之重力與微震硏究 民75[1986] 陳汝勤 蔡欽舜

264 地形對大陸棚波的效應 民75[1986] 蕭屏東 莊家春

265 鈹的分配係數及Be-10在侵蝕上的應用 民75[1986]
  李太楓   

陳汝勤
游鎮烽

266

印度洋鮪釣漁業長鰭鮪的有效漁獲強度與資源評估， 1963-

1983  = Estimation of overall effective fishing intensity and stock 

assessment of Indian Ocean albacore, Thunnus alalunga  

(Bonnaterre), of longline fishery, 1963-1983

民75[1986]
  劉錫江   

王健雄
黃富鐵

267 波浪折射─繞射與水流共同效應之有限─邊界元素解析 民75[1986]
  林銘崇   

王  冑
許永誠

268 以質點運動之軌跡來探討渦流之結構 民75[1986] 蕭屏東 蔡豐輝

269
紫菜絲狀體之化學分析 = Chemical analyses of conchocelis of 

Porphyra  spp. In culture
民75[1986]

  江永棉   

黃  穰
張國廷

270

總殘留氯對眞牡蠣Crassostrea gigas幼生期急毒性之硏究= 

The Study on the Acute Toxicity of Total Residual Chlorine to 

Larval Stages of Pacific Oyster Crassostrea gigas

民75[1986] 陳瑤湖 周昱翰

271 應用船舶雷達觀測海面波浪 民75[1986] 劉倬騰 陳世熾

272 南非角礫雲母橄欖岩中之超基性團塊的地球化學研究 民75[1986] 陳汝勤 吳滿全

273 颱風波浪推算方法之比較硏究 ─Bretschneider颱風模式 民76[1987] 梁乃匡 葉健行

274 高雄港水域底棲動物相及其分佈 民76[1987] 徐崇仁 葉永誠

275 臺灣西部新第三紀砂岩之地球化學硏究 民76[1987] 陳汝勤 鄭光倫

276 與1986年5月20日花蓮地震之餘震相關之地鳴之硏究 民76[1987]
  王正松   

徐春田
張逸中

277 西菲律賓海、南海與枋山外海沈積物之礦物及化學組成 民76[1987] 陳汝勤 李靜忠

278 定差法應用於SH波之傳遞 民76[1987] 王錦華 馬國鳳

279 鱗鰭魚類之粒線體核酸限制圖型分析與分子演化關係 民76[1987]
  吳金洌   

葉顯椏
黃仁斌

280 臺灣附近海域鎘、鉛、銅之分布與錯合能力之硏究 民76[1987] 洪楚璋 陳長榮

281 鋰七/鋰六比值在熱液蝕變岩中之變化 民76[1987] 陳汝勤 朱天弘

282 以波線追跡法探討台灣東緣之地殼構造 民76[1987]
  王正松   

徐春田
鄭文彬

283
利用DGRF模型和近似梯度法以減少基準面誤差對磁力異

常解釋的影響
民76[1987] 徐春田 許樹坤

284 風浪場小波之觀測實驗硏究 民76[1987]
  陳慶生   

王  冑
蘇怡良

285 變動風應力下海洋混合層之數值模擬 民76[1987] 陳慶生 鄭震雄

286

澳洲北部及西北部海域產短吻笛鯛之年齡與成長=Age 

Det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Lutjanus alitifrontalis in the Arafura 

Sea and North West Shelf of Australia

民76[1987]
  葉顯椏   

劉錫江
朱達仁

287 成功外海之多譜掃描資料分析 民76[1987] 劉倬騰 劉建麟

288 台灣西南海域溫鹽細部結構之硏究 民76[1987] 蕭屏東 呂學修

289 地層速度變化對頻率─波數域移位之硏究 民76[1987] 徐春田 朱義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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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鹽度、溫度、生長激素及營養源對渦鞭毛藻Prorocentrum 

minimum (Pavillard)Schiller生長影響之硏究 =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Salinity, Temperature, Growth Regulator and Nutrient 

Source on the Growth of Dinoflagellate Prorocentrum minimum ( 

Pavillard) Schiller

民76[1987]
  江永棉   

黃  穰
周賢鏘

291 臺灣新生代晚期火山岩之定年與地球化學硏究 民77[1988] 陳汝勤 莊 文星

292 繫泊船隻受風浪作用下的運動及纜繩拉力的統計分析 民77[1988]
  梁乃匡   

邱逢琛
劉順能

293 台灣西南海域之水團分析及演替 民77[1988]
  蕭屏東   

白書禎
林勝豐

294 船上營養鹽之分析與微量金屬元素預濃縮技術之探討 民77[1988] 白書禎 方天熹

295 重力波與紊流相互影響之實驗觀測 民77[1988] 陳慶生 詹 森

296 台灣海峽的風浪特性 民77[1988] 王  冑 黃致達

297 烏魚汛期衛星遥測臺灣海峽海況之微細構造與漁場形成之 民77[1988] 徐崇仁 唐力平

298 臺西地區文蛤(Meretrix Lusoria)養殖池底棲動物相之硏究 民77[1988] 徐崇仁 蘇永銘

299 海產橈腳類 Schmackeria dubia (Kiefer,1936)之攝食選擇性 民77[1988]
  雷淇祥   

黃哲崇
蕭澤民

300
龍鬚菜(Gracilaria tenuistipitata var.liue Zhang & Xia)吸收氮鹽

及生長之硏究
民77[1988] 江永棉 林俊亮

301

草蝦(Penaeus monodon Fabricius)脫殼週期與脫殼激素之硏究

=Processes and Echystroids Involved in the Molting Cycle of 

Tiger Shrimp, Penaeus monodon Fabricius

民77[1988]
  郭欽明   

劉錫江
林文文

302
溫度和塩度對土水貝(Mytilopsis sallei R'ecluz)濾水率及活存

率之影響硏究
民77[1988] 廖一久 鄭新鴻

303 臺北SRO測震站地尾波之硏究 民77[1988] 王錦華 劉坤松

304 西菲律賓海與南海沉積物之放射地球化學硏究 民77[1988]
  陳汝勤   

扈治安
彭儒亮

305 海水中銅、鉛、鎘之錯合能力與有機錯合物之硏究 民77[1988] 洪楚璋 陳坤伸

306 臺灣地熱區熱水蝕變岩之化學成分與
7
Li／

6
Li比值 民77[1988] 陳汝勤 曾華生

307 應用邊界積分法探討地形及異常體對震波之效應 民77[1988]
  邱鴻智   

徐春田
黃蕙珠

308 應用有限元素法探討台灣地區應力分佈情形 民77[1988]
  徐春田   

葉永田
鄭世楠

309 強震資料處理軟體系統之設計 民77[1988]
  葉永田   

徐春田
王惠敏

310 台灣東南外海海床表層沉積物之硏究 民77[1988] 陳民本 石清杉

311 高屏峽谷底層流之變化 民77[1988] 劉倬騰 馮世墩

312 以衛星單頻道熱輻射資料推求海表面溫度之探討 民77[1988] 劉倬騰 呂台生

313 非線性規則波浪流場特性之實驗硏究 民77[1988]
  陳慶生   

王  冑
曾相茂

314 臺灣海峽產石首魚科系統分類之硏究 民77[1988]
  沈世傑   

葉顯椏
余立誠

315 海洋環境中銅之形態,分佈,生物累積與錯合能力之硏究 民77[1988] 洪楚璋 韓柏檉

316
台灣株塔瑪藻的生物特性 =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lexandriumtamarense tki collected from Taiwan
民78[1989] 江永棉 蘇惠美

317 銅離子對Ischrysis sp. 生長的影響 (遺失) 黃  穰 詹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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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垂吊式海洋溫差發電冷水管受船體平移運動的週期態反應 民78[1989]
  梁乃匡   

邱逢琛
黃建成

319
海洋沈積物中吸附性重金屬萃取法之探討及台灣東北角濂

洞灣之實例硏究
民78[1989]

  陽肇岳   

白書禎
梁松子

320 離子層析儀分析海水之氯溴及硫酸根離子之硏究 民78[1989] 洪楚璋 賴真甫

321 臺灣周圍海域熱輻射影像之硏究 民78[1989] 劉倬騰 李祐青

322 澳洲北部阿拉夫拉海域產川紋笛鯛之年齡與成長 民78[1989] 葉顯椏 劉啟超

323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產雀鯛科魚類攝食生態之硏究 民78[1989] 邵廣昭 郭世榮

324 台灣南部珊瑚礁魚類群聚結構及其穩定性之硏究 民78[1989] 邵廣昭 陳立文

325 台灣海域產紅尾蝦(Penaeuo penicillatu)族群遺傳學之硏究 民78[1989] 黃齊明 林俊成

326 茄萣附近海域浮游植物與其環境因子關係之硏究 民78[1989] 黃  攘 張建華

327
以電泳法判定台灣海域產豎琴蝦蛄(Harpiosquilla hazpax)短

狀蝦蛄(Squilla interrupta)及蝦蛄(Squilla oratoria)之族群
民78[1989] 李信徹 李淑敏

328
探討由年齡形質判讀法與體長頻度模擬法推定成長參數的

相容性
民78[1989] 許建宗 張水鍇

329
以熱擊誘發歐利亞吳郭魚(oreochromis aureus)產生三倍體之

硏究= Triploidy induced by heat shock in Oreochromis aureus
民78[1989] 許建宗 張賜玲

330 利用自由空間重力異常值硏究臺灣東部海域的地殼構造 民78[1989] 劉錫江 黃光照

331
臺灣溫泉與地熱水之化學成分與7Li/6Li比值之變化及其與

地溫之關係
民78[1989] 廖一久 姚永昌

332 台灣地區近震源地動之特性 民78[1989] 徐春田 江憲宗

333 大槪似解迴旋法在震測資料處理上的應用及探討 民78[1989] 陳汝勤 林俊昌

334 臺灣東南外海海床沉積物物理、力學及聲波性質之硏究 民78[1989]
  葉永田   

徐春田
錢正明

335 臺灣地區芮氏地震規模之估計與測站地質效應 民78[1989] 徐春田 高銘鴻

336 陽明山地區溫泉水之放射化學初探 民78[1989] 陳民本 葉秋娟

337

蘭嶼海脊晚更新世沈積物內之浮游性有孔蟲及其在古海洋

學上之意義=Late Pleistocene Paleoceanography from Planktonic 

Foraminifera of Lanhsu Ridge Deposits

民78[1989]
  邱宏智   

徐春田
羅  立

338

龍鬚菜葉綠體之核醣體蛋白質基因rps3及rp116之分離與定

性 = Isolation andcharacterization of cholroplast genes coding for 

ribosomal proteins rps3and rp116 of gracilaria tenuistipitata var. 

liui zhang & xia

民78[1989]
  陳汝勤   

汪中和
高致翔

339 臺灣北部中西部及海域新生代玄武岩之地球化學硏究 民78[1989] 陳民本 劉紹國

340 海洋環境中銅之形態,分佈,生物累積與錯合能力之硏究 民78[1989] 洪楚璋 韓柏檉

341 金門及香港地區花岡岩之地球化學硏究 民79[1990] 陳汝勤 孫麗敏

342 臺灣東南海域的沉積環境與沉積構造 民79[1990]
  劉家瑄   

徐春田
蘇振清

343 台南盆地東部上第三系震測地層硏究 民79[1990] 俞何興 林香珍

344
台灣東南外海晚更新世沈積物內之浮游性有孔蟲及其在古

海洋學上的意義
民79[1990] 陳民本 黃兆愷

345 Lg波的衰減與規模 民79[1990]
  葉永田   

徐春田
葛文忠

346 利用地震S波的分離作用探討台灣北部地殼之非均向性 民79[1990]
  葉義雄   

徐春田
梁文宗

347 應用AKi-Larner方法模擬蘭陽平原地下構造對地震波之影響 民79[1990] 邱宏智 呂俊龍

348 中部琉球群島火山岩之地球化學硏究 民79[1990] 徐春田 余聲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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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台灣產庫氏天笠鯛相似種群魚種間之比較硏究 民79[1990] 陳汝勤 陳正平

350
轉殖水生動物之硏究 : 基因轉殖技術之評估與九間玻蘿之

基因轉殖
民79[1990] 邵廣昭 耿全福

351 眞骨魚類胚胎和仔魚皮質素醇之硏究 民79[1990]
  吳金洌   

葉顯椏
吳淑美

352 黃錫鲷之生殖生理與雌二醇激素之變化 民79[1990]
  黃鵬鵬   

謝文陽
陳永松

353
應用泛線性模式法與本間法對臺灣在大西洋鮪延繩釣漁業

中長鰭鮪之資源量指標校正時之適用性探討
民79[1990]

  羅秀婉   

葉顯椏
鄒天水

354 以合成法決定颱風設計波浪之硏究 民79[1990]
  葉顯椏   

許建宗
許明德

355 柔性管壁承受負靜水壓力之力學硏究 民79[1990] 梁乃匡 康世興

356 台灣北部河流及近海沈積物總有機碳量的初步硏究 民80[1991] 劉康克 張豐穎

357 循環系統中鹽度對草蝦成長及活存率之硏究 民80[1991] 廖一久 吳銘圳

358 屏東縣南灣海域產長身鰺之年齡與成長硏究 民80[1991] 葉顯椏 張賴穎平

359 柳珊瑚攝食和海流的關係 民80[1991] 戴昌鳳 林明炤

360 台灣產凹頂藻屬(Laurencia)之分類硏究 民80[1991] 江永棉 陳鏇光

361
臺灣株塔瑪藻(Alexandrium tamarense)麻痺性毒之分離及其

與環境因子間之關係
民80[1991]

  江永棉   

周宏農
蕭斯欣

362 海洋性固氮細菌具有含鐵-釩固氮酵素可能性之探討 民80[1991] 謝文陽 呂誌翼

363 不同溫度與鹽度下降對草蝦無機氮排泄之影響 民80[1991] 陳瑤湖 林美朱

364
台灣近海以屏東及高雄為主之鮪廷繩釣漁業黃鰭鮪的漁場

變動與資源解析
民80[1991] 王健雄 姚菊芳

365 以離子層析儀測定溶解態鉻之硏究 民80[1991] 洪楚璋 黃種源

366 潮流及落山風對南灣近岸水溫的效應 民80[1991] 范光龍 傅鑫寶

367 台灣海域波浪持續特性之硏究 民80[1991] 梁乃匡 吳 基

368 新竹外海冬季低頻海流運動特性 民80[1991]
  陳慶生  

王冑
王信雄

369 二仁溪附近海域沈積物與海水中銅物種與型態之關係硏究 民80[1991] 洪楚璋 孟培傑

370 尤拉-解迴旋法逆推磁體分佈之硏究 民80[1991] 徐春田 陳松春

371
台灣南部海域之重力分析 : 孤陸碰撞帶之地殻構造與均衡

狀態
民80[1991]

 郭本垣   

劉家瑄
江協堂

372 台灣西南海域的棚坡地形及其3.5千赫回聲型態的硏究 民80[1991] 余何興 溫耀鸿

373 消除長週期海底複反射之硏究 民80[1991] 劉家瑄 李淑文

374 火成岩對鈷60,鍶90,銫137及鋂241之吸附硏究 民80[1991] 陳汝勤 曾漢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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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沉積物中重金屬物種之分離研究=Study on Speciation of 

Trace Metals in Sediments
民80[1991] 林斐然 曾鈞懋

376
鞭毛藻Hymenomonas sp.的硝酸鹽同化作用及化學組成的日

變化之硏究
民80[1991]

  黃  穰      

鄭偉力
陳秀春

377

台灣西南部曾文溪、二仁溪剖面磁性礦物與磁地層之硏究 

= Study of magnetic minerals and magnetostratigraphy of the 

Tsengwenchi and Erhjenchi sections, southwestern Taiwan

民80[1991]
  陳汝勤   

陳民本
洪崇勝

378 印度洋長鰭鮪之族群動態硏究 (遺失 ) 劉錫江 李英周

379
愛氏槍蝦ALPHEUS EDWARDSII(AUDOUIN)成對之機制及

其行為生態之硏究
民80[1991]

  張崑雄   

江永棉
鄭明修

380 台灣東北海域冷水團之硏究 民80[1991] 范光龍 劉茂修

381 東海南部產白口魚資源評估 (遺失) 劉錫江 邱台生

382 西南沖繩海槽沈積物之礦物成份及化學特性 民80[1991] 陳汝勤 張  麟

383 台灣北部沿海有機碳循環之硏究 民80[1991] 洪楚璋 林祥和

384 臺灣北部海域馬糞海膽(Tripneustes gratilla(L.)) 生殖生態學 民80[1991] 張崑雄 葛正中

385

台灣五種吳郭魚屬種類[Tilapia mossambica(Peters); Tilapia 

aurea(Steindachner); Tilapia nilotica(Linnaeus); Tilapia 

zilli(Gervas)及Red tilapia] 之形態及生態及其成長特性之比較

民80[1991] 廖一久 林正義

386 臺灣北部海域冬季波候硏究 民80[1991] 梁乃匡 高治平

387 興達港外淺水地區海流特性及成因之硏究 民80[1991] 姚能君 蘇青和

388
基隆港港內水力動力數值模式分析

民80[1991]
   殷  富     

 梁乃匡
郭南榮

389
五鬚蝦 Palaemon (Exopalaemon) orientis Holthuis 之基礎生物

學硏究
民80[1991] 廖一久 陳嘉祺

390 利用對數功率譜及維納濾波器分析臺灣東部海域之地磁資 民80[1991] 徐春田 廖傑生

391
溫差發電浮台之波力分析

民80[1991]
  周宗仁   

梁乃匡
鍾禎儀

392
表面漂浮射流模式之硏究

民80[1991]
  王瑞仁   

范光龍
連仁杰

393
台灣海峽波浪統計與季風波浪推算

民80[1991]
  姚能君   

侯和雄
劉正忠

394
影響異型塊堤面遡上高度因素之硏究

民80[1991]
  湯麟武   

侯和雄
李大富

395

台灣西部海域沉積物物理性質與動力性質之硏究 =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marine geo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western Taiwan offshore sediments

民80[1991] 陳民本 宋國士

396 通信理論在地球物理上的兩個應用 民80[1991] 潘玉生 吳啟南

397 台灣附近大陸棚沉積物中黏土之礦物學及化學硏究 民80[1991] 陳汝勤 鄺啟聖

398
地殼表層之SH 波轉換函數 : 單表層及雙表層的情況

民80[1991]
蔡義本   

王正松
黃小玲

399
花蓮產九孔(Haliotis diversicolor supertexta LISCHKE) 年齡及

成長的硏究
民80[1991] 張崑雄 彭秀琴

400

鹽度對正龍鬚菜(Gracilaria verrucosa) 與石花菜(Gelidium 

japonicum)生長之影響及該兩種紅藻對無機氮鹽選擇吸收性

之硏究

民80[1991] 江永棉 黃聲蘋

401
九孔(Haliotis diversicolor supertexta Lischke) 耗氧量與水中溶

氧量關係之探討
民80[1991] 張崑雄 詹榮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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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澎湖玄武岩之地球化學特性及與南中國海玄武岩之比較 民80[1991] 陳汝勤 許朱男

403 台灣東北部黑潮與東海交界鋒面鉛-210,釙-210之硏究 民81[1992] 楊肇岳 林慧菁

404

澳洲西北陸棚漁場底棲魚類漁獲物組成之變遷與產量分析 

Catch composition and yield analyses of groundfish resources 

from the northwestern shelf of Australia

民81[1992]
  葉顯椏   

劉錫江
溫 台祥

405
台灣東北海域黑潮鋒面水文化學之硏究 Chemical 

Hydrography of the kuroshio front in the sea northeast of Taiwan
民81[1992]

  劉康克   

白書禎
龔 國慶

406

橈腳類短角異劍水蚤之生理生態學硏究 Studies on the 

physioecology of a copepod, apocyclops royi (Family: cyclopidae) 

 eng

民81[1992]
  黃哲崇   

黃  穰
張 文炳

407

西菲律賓海、南海及東海水體中鎘垂直分佈之硏究 =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cadmium in the Philippine sea,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民81[1992] 白書禎 陳宏瑜

408 懸浮式柔性海底管路振動之硏究 民81[1992]
  梁乃匡  

邱逢琛
張相傑

409

台灣東北海域水體中陸棚至深海斷面間錳元素分佈初探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manganese along a 

cross-shelf transect off northeast Taiwan

民81[1992] 魏慶琳 孫守仁

410 臺灣東北海域陸棚邊緣區半日潮垂直結構之硏究 民81[1992] 唐存勇 李大偉

411
紫菜及頭髮菜之脂肪酸含量及化學成份分析硏究= Study on 

fatty acid content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p
民81[1992]

  江永棉  

周宏農
盧重光

412

黑鯛血漿中卵黃前質與雌二醇濃度的變動 與肝臟卵黃生成

作用相關性之硏究 = Changes in plasma vitellogenin and 17 β-

estradiol concentr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vitellogenin synthesis of 

liver in the female black porgy(Acanthopagrus schlegeli)

民81[1992]
  羅秀婉   

謝文陽
陳盛良

413
南大西洋產長鰭鮪之年齡與成長硏究 = Age det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albacore (Thunnus alalunga) in the South Atlantic 
民81[1992] 葉顯椏 李梁康

414

中國東海陸棚單拖漁業重要漁獲魚種豐度及其組成變動之

硏究= Fluctuations of ground fishes species caught by Taiwanese 

otter trawlers in the East China Sea

民81[1992]
葉顯椏  劉

錫江
柯若萍

415 臺灣南部南灣海域軟珊瑚毒性及骨針之比較 民81[1992] 戴昌鳳 張聖明

416

黃鰭鯛生長激素cDNA的定序及其在大腸桿菌的表現 = 

Yellowfin porgy (Acanthopagrus latus) growth hormone cDNA 

and its expression in Escherichia coli

民81[1992]
  葉懷禎  

黃哲崇
林谷霖

417

斑慈鯛及黑鯛之基因轉殖硏究= Gene transfer of zebra-cichlid 

(Cichlasoma nigrofasciatum) and black sea bream (Acanthopagrus 

schlegeli)

民81[1992]
  吳金洌   

葉顯椏
龔紘毅

418
台灣西南海域高屏大陸斜坡的地形，3.5仟赫回聲特徵與地

體構造
民81[1992] 余何興 李忠台

419 台灣東北外海表層沉積物之構造、組織和粘土礦物 民81[1992] 陳民本 林庚鈴

420
澎湖海域大氣懸浮物之微量元素硏究 Trace elements in 

marine aerosols over the Penghu Islands
民81[1992] 林斐然 許世傑

421 差分式全球定位系統在1992年初於臺灣地區之使用效率評 民81[1992] 宋國士 黃文憲

422 東南印度洋脊下之低溫異常 民81[1992]
 郭本垣    

劉家瑄
葉振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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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臺灣東部海域晚第四紀之古海洋 The paleoceanography off 

eastern Taiwan during Late Quaternary
民82[1993]

  陳民本   

汪中和
謝 英宗

424 南灣潮流數值模式及潮汐餘流 民82[1993]
  范光龍  

李賢文
李宏仁

425

澳洲-南極錯亂帶地區的海床地形及大地水準面異常之動力

機制 = The dynamic mechanism for the anomalous topography 

and geoid around the Australian-Antarctic discordance

民82[1993]

郭本垣

喬凌雲 洪淑蕙

426
龍鬚菜(Gracilaria tenuistipitata var.liui)吸收及累積鋅之硏究 = 

Uptake and retention of zinc by gracilaria tenuistipitata var.liui
民82[1993] 江永棉 黃壬瑰

427
能行發酵性增殖的一株海洋性脫氮細菌之硏究 = A marine 

denitrifying bacterium capable of fermentative growth
民82[1993] 謝文陽 劉家名

428 台灣北部地殼非均向性初探 : 岐異度與地質效應 民82[1993]
  郭本垣  

徐春田
陳承俊

429
瘤砂葵(Palythoa tuberculosa Esper) 及一種軟海綿(Halichondria 

sp.)上異營性細菌固氮之硏究
民82[1993] 謝文陽 林勇民

430 繫箱網圓柱浮體在波浪中反應之初步硏究 民82[1993] 梁乃匡 蘇彥享

431
台灣西部沿海沈積物重金屬分布及控制機制 = 

Character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 in the west 
民82[1993] 林曉武 黃國書

432 臺灣西南部海域之泥貫入體硏究 民82[1993] 劉家瑄 張成華

433

綠島沿岸熱泉中好熱性細菌之分離及其特性硏究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rmophilic bacteria from coastal hot 

springs in Lutao of Taiwan

民82[1993] 謝文陽 簡文達

434
以平衡生產量模式評估印度洋大目鮪系群 = An assessment 

of Indian bigeye tuna stock by equilibrium production model
民82[1993] 許建宗 張小娟

435

利用釷-234/鈾-238不平衡探討臺灣附近海域水體中之清除

現象 = Studies of scavenging phenomena in the water column 

around Taiwan:application of 234Th/238U disequilibrium

民82[1993] 魏慶琳 洪慶章

436

黃鰭鯛促性腺素α次單元基因的選殖及其在大腸桿菌的表

現 = 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α-subunit gene for Yellowfin 

Porgy (Acanthopagrus latus) Gonadotropin in Escherichia coli

民82[1993]

蔡懷楨

黃哲崇 陳元龍

437 臺灣東部溪畔地區片麻岩之地球化學硏究 民82[1993] 陳汝勤 李勳煌

438
日本海中新世玄武岩之地球化學硏究 = Geochemistry of the 

Miocene Basaltic Rocks from sites 797C and 795B,Japan Sea
民82[1993] 陳汝勤 李國琳

439
海水及生物殼體中鍶-90的分析 = The determination of 

Strontium-90 in seawater and shells
民82[1993] 魏慶琳 李許睿

440

臺中港附近海域產紅斑赤蝦之年齡成長硏究 = Age and 

growth of Red-spot Prawn (Metapenaeopsis barbata) from the 

adjacent waters of Taichung harbor

民82[1993] 葉顯椏 曾宗德

441 沈積物中腐植物質與銅錯合能力之硏究 民82[1993] 洪楚璋 蔡憲昌

442

東海陸棚表層沉積物重金屬分布及控制機制 = 

Characteriz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 in the East China 

Sea continental shelf sediment

民82[1993] 林曉武 陳俊銘

443
圈扇藻含氮脂質化合物的分析硏究 = Nitrogen-containing 

lipids from Zonaria diesingiana
民82[1993]

白書禎

周宏農 梁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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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臺灣東北大陸棚邊緣之流場 = Current on the edge of 

continental shelf northeast of Taiwan
民82[1993] 唐存勇 湯文慈

445 潮間帶魚類致死高溫的研究 民82[1993] 張崑雄 黃淑錦

446 沈積特吸附陽離子之硏究 民82[1993] 陳汝勤 楊嚴武

447 規則性絕食對蝦類影響之研究 民82[1993] 廖一久 李正森

448

臺灣東北海域陸棚與陸坡區之水體 和沉積地層中粒狀性金

屬元素之分佈與傳輸 = Distribution and transport of particulate 

metals in the water and sediment columns along the shelf and 

slope off northeast Taiwan

民82[1993] 林斐然 蕭立銘

449

腐植物質在地化系統上之硏究 Fu chih wu tzu tsai ti hua hsi 

t'ung shang chih ten chiu Studies of humic substances in 

geochemical systems

民82[1993]
  洪楚璋   

鄭偉力
郭 崇義

450
台灣地區Qp值之空間分佈及其特性 Distribution of Qp in 

Taiwan Area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eng
民82[1993]

  葉義雄   

徐春田
陳 光榮

451
應用不平衡生產量模式評估印度洋長鰭鮪系群  tock 

assessment on Indian albacore using nonequilibrium production 
民82[1993] 許建宗 張 水鍇

452

蜈蚣藻(Grateloupia sparsa)原生質體之分離、培養、超微構

造及其細胞化學之硏究 Isolation, cultivation, ultrastructure and 

cytochemistry of protoplasts from Grateloupia 

sparsa(Halymeniaceae,Rhodophyta)

民82[1993] 江永棉 陳 衍昌

453
能行發酵性增殖的一株海洋性脫氮細菌之硏究 = A marine 

denitrifying bacterium capable of fermentative growth
民82[1993] 謝文陽 劉家名

454

臺灣東北海域陸棚與陸坡區之水體 和沉積地層中粒狀性金

屬元素之分佈與傳輸 = Distribution and transport of particulate 

metals in the water and sediment columns along the shelf and 

slope off northeast Taiwan

民83[1994] 林斐然 蕭立銘

455

台灣西南上新─更新世泥岩及西南外海沉積物的有機碳和

還原硫的地球化學初探=A preliminary geochemical study of 

organic carbon and reduced sulfur in the Plio-Pleistocene 

mudstone in Southwstern Taiwan and marine sediments off SW 

民83[1994] 劉康克 李祚豪

456

南灣海域劍水蚤(Order:Cyclopoida)類別組成和季節變化之硏

究 = A study of composition and seasonal variation of Cycopoida 

in Nanwan Bay, southern Taiwan

民83[1994]
  黃哲崇   

張文炳
黃妙方

457 牡蠣體內之金屬硫蛋白與金屬銅、鋅、鎘關係之初探 民83[1994] 鄭偉力 鄭宇欽

458
南太平洋長鰭鮪之資源評估 = Stock assessment of South 

Pacific Albacore
民83[1994]

  王健雄   

葉顯椏
何明潭

459 應用陰極剝除伏安法分析臺灣西部附近海域微量錫離子之 民83[1994] 洪楚璋 林俊傑

460

帶碼線型微標識應用於人工培育草蝦苗之成長、活存、標

識脫落率硏究 = The growth, survival and tag loss rates of 

hatchery juvenile grass prawn(Penaeus monodon) tagged with 

coded wire microtag

民83[1994]
  葉顯椏   

蘇茂森
謝忠振

461 水域環境中影響重金屬吸附沈降之化學因子探討 民83[1994] 洪楚璋 陳續賢

462
海水硝酸鹽之氮同位素組成：分析方法之探討及台灣東北

海域之初探
民83[1994] 劉康克 蘇美娟

463
台灣產兩種不同塔瑪藻株間光合色素及痲痺性毒之分析與

光度因子影響之探討
民83[1994]

  楊肇岳   

周宏農
李榮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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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臺灣東岸黑潮之夏季空間結構 = Spatial struture of kuroshio in 

summer east of Taiwan
民83[1994] 唐存勇 游正輝

465 衛星遙測台灣附近海域的葉綠素甲濃度分布 民83[1994] 劉倬騰 許俊森

466

臺灣東部海域的地形與反射震測特徵及其在大地構造的意

義 = Bathymetry and seismic characteristics offshore Eastern 

Taiwan, and its tectonic implication

民83[1994] 劉家瑄 林淑娟

467

溶解態二價鐵及三價鐵測定方法之建立與其在自然水體中

的應用 = Analysis of Dissolved Ferrous & Ferric Iron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natural water

民83[1994] 白書禎 何東垣

468 枋寮海底峽谷的形貌、震測特徵及其物理沉積作用 民83[1994] 余何興 盧俊臣

469 北臺灣海域海水中甲烷含量之硏究 民83[1994] 鄭偉力 陳彥谷

470
由3.5仟赫聲納數位化信號探討聲波在海床表層沈積物中的

衰減性質
民83[1994] 劉家瑄 任國治

471 應用震源機制估計區域構造應變與應力之硏究 民83[1994] 喬凌雲 江準熙

472 單一錨碇式柔性管受流、浪作用之反應探討 民83[1994] 梁乃匡 林宏仁

473 葉片形和板葉形珊瑚骨骼細微結構與生長型式的硏究 民83[1994] 戴昌鳳 黃興倬

474

南灣海域三種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spp.)的有性生殖及族羣

結構 = Sexual reproduction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three 

Sinularia species in Nanwan Bay

民83[1994] 戴昌鳳 吳誠十

475 我國東北黑龍江省五大連池地區晚新生代玄武岩之地球化 民83[1994] 陳汝勤 陳宏圖

476 南灣海域白鞭珊瑚(Junceella fragilis)的生殖和生長 民83[1994] 戴昌鳳

Marc J. 

Vermeire(

馬日華)

477
臺灣產隱囊多囊海鞘(Polycarpa cryptocarpa(OKa,1906))和圓

線柄海鞘(Clavelina obesa Nishikawa & Tokioka,1976)的有性生
民83[1994] 戴昌鳳 陳永澤

478

東海南部陸棚產錦鱗蜥魚年齡成長及全死亡係數之硏究 = 

Age growth and total morality of lizard fish ( Saurida tumbil )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East China Sea eng

民83[1994] 葉顯椏 林頂榮

479

台灣東北陸棚區域海水冷卻影響黑潮入侵的數值模型研究

= A numerical study on the respose of Kuroshio intrusion to the 

cooling of continental shelf water northeast of Taiwan

民83[1994] 唐存勇 塗溥仁

480
台灣草蝦養殖池浮游動物相之研究= The zooplankton study 

of grass shrimp ponds in Taiwan
民83[1994]

  黃哲崇   

張文炳
王泉傳

481 渤海及鄰近海域表層懸浮物質的空間分布與季節性變化 民83[1994] 劉倬騰 張世穎

482

台灣東北海域陸棚與陸坡地區沉積物之硫酸鹽還原作用 = 

Sulfate reduction in the continental shelf and slope sediments off 

northeast Taiwan

民83[1994] 林曉武 黃國銘

483 寶來地區細碧岩之地球化學及同位素硏究 民83[1994]
  陳汝勤   

鄭偉力
 郭景聖

484

臺灣東北部海域鯖  資源聲訊群量分佈與海況間關係之探

討 Hydroacoustic studies on distribution and oceanographic 

conditions of mackerel and scad resources in the waters off 

Northeastern Taiwan eng

民83[1994]
葉顯椏   

劉錫江
朱 達仁

485

高剝蝕率島嶼之碳的生物地球化學 : 以蘭陽溪流域為例 = 

The biogeochemistry of carbon on an island of high denudation 

rate:a case study of the Lanyang Hsi watershed

民84[1995] 劉康克 高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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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台灣海峽流場季節變化之硏究 民84[1995]
  陳慶生   

王  冑
詹 森

487
臺灣產馬尾藻(Sargassum)的分類硏究 Taiwanese taxa of 

sargassum (sargassaceae, fucales, phaeophyta)
民84[1995] 江永棉 楊 海寧

488

濃縮管柱板塊模式之建立及對測定海水中微量物質之應用 

Establishment of a plate model for the column-type pre-

concentr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determinations of trace 

民84[1995] 白書禎 鍾 仕偉

489 琉球島弧北端櫻島火山岩地球化學之硏究 民84[1995]
  陳汝勤   

陳中華
鍾文淨

490
中國東海東南區底棲魚類資源之評估硏究 = Assessment on 

the groundfish resources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east China 
民84[1995] 葉顯椏 田士金

491
東海海水懸浮物及沉積物之地球化學硏究 = Geochemical 

study on sea water particulates and sediments from the east China 
民84[1995] 林斐然 楊高峰

492 臺灣北部與陸棚邊緣的夏季流場 民84[1995] 唐存勇 馬嘉昌

493 南海北部海域春季之水團空間分佈特性 民84[1995]
  陳慶生   

王  冑
胡智凱

494 南灣陸棚冷水入侵之初步硏究 民84[1995] 范光龍 李春坤

495 氣象衛星資料導出之渤黃海懸浮物濃度分佈 民84[1995] 劉倬騰 賴文君

496

一株綠島海濱熱泉好熱性脫氮細菌之硏究 = A Thermophilic 

denitrifying bacterium isolated from a coastal hot spring in 

Lutao,Taiwan

民84[1995] 謝文陽 王敏鈺

497

臺灣東北角濂洞灣酸礦排水出海口酵母菌的計數、分離、

鑑定與耐砷特性之硏究 = Enumeration,isolation,identification 

and arsenate-tolerance of yeasts at the acid mine drainage outlet of 

Lian-tong Bay,northeastern Taiwan

民84[1995] 謝文陽 陳祈森

498

南灣之Thalassia hemprichii 和 Halodule uninervis 兩種海草根

圈脫氮之硏究 = Denitrification in the rhizosphere of the two 

seagrasses Thalassia hemprichii and Halodule uninervis from 

Nanwan Bay

民84[1995] 謝文陽 楊景泰

499

時間序列分析法應用在印度洋長鰭鮪系群資料指標預測之

可行性硏究 = Feasibility study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on the 

abundance index forecast of albacore stock in the indian ocean

民84[1995] 許建宗 汪淑慧

500

台灣產松藻屬(Codium)之分類及分布硏究 = On the taxonomy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genus codium stackhouse (chlorophyta, 

codiaceae) from Taiwan

民84[1995] 將永棉 張睿昇

501
漁業開發前後黃鰭鮪成長之比較 = Comparison of the growth 

of yellowfin tuna (thunnus albacares bonnaterre,1788)
民84[1995] 王健雄 李存富

502 南太平洋長鰭鮪資源變動分析 努力量修正結果的影響 民84[1995] 王健雄 葉裕民

503

新種海洋兼性嫌氣性發酵細菌之分離及特性硏究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wo new marine facultatively anaerobic 

fermentative bacteria

民84[1995] 謝文陽 陳彥霖

504
台灣西南部海域泥貫入體之分佈與陸上諸背斜之關係及其

對沈積環境之影響
民84[1995] 劉家瑄 黃偉倫

505
地形線性分析對基隆海谷成因之探討硏究 = The Genetic of 

the Chilung Sea Valley revealed by topographic lineaments
民84[1995] 宋國士 馬中平

506 D"的大尺度剪波速側向變化 民84[1995] 喬凌雲 吳冠儀

507 台灣東北海域沈積物顆粒粒徑分佈所顯示的沈積現象 民84[1995] 陳民本 劉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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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臺灣西部近岸沈積物之重礦物組成 : 由Q型因子分析法推測

近岸沈積物傳輸方向
民84[1995] 施學銘 黃序文

509
東海南部海域之溶解相碘 = Dissolved iodine in the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民84[1995]

  黃天福   

林曉武
林政儒

510
海水硝酸鹽氮同位素分析方法之改進及蘭陽溪河口顆粒有

機氮之初探
民84[1995] 劉康克 薛成儒

511

東海陸棚與陸坡之沉積速率與有機碳的埋藏 = Sediment 

accumulation rates and organic carbon deposition in the east China 

sea continental margin sediments

民84[1995] 林曉武 陳星光

512 臺灣環境中無機砷物種分析之硏究 民84[1995] 洪楚璋 廖旭茂

513

利用放射性核種210Pb及210Po硏究臺灣北部海域水體之清

除現象 = Particle scavenging in the water column off northern 

Taiwan : implication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210Pb and 210Po

民84[1995] 魏慶琳 楊明權

514 中國東北及山東地區新生代火山岩之岩石學及地球化學 民85[1996] 陳汝勤 許朱男

515 小尺度河川水舌的物理機制 陰陽海 民85[1996]
  趙慎餘   

范光龍
林 俊德

516 軟珊瑚的生物力學硏究 羣體形態、機械特性和水流的關係 民85[1996] 戴昌鳳 林 明炤

517 臺灣南北部海域葉片形珊瑚的生活史與族群動態 民85[1996] 戴昌鳳 樊 同雲

518

臺灣產殼狀珊瑚藻之形態硏究 The Morphological studies of 

crustose coralline red algae(corallinales, rhodophyta) from Taiwan 

eng

民85[1996] 江永棉 王 瑋龍

519 中國東北及山東地區新生代火山岩之岩石學及地球化學 民85[1996] 陳汝勤 許 朱男

520

利用形態及粒線體去氧核醣核酸的12SrRNA序列探討天竺

鯛科魚類分類與類緣關係 Systematic and phylogenetic studies 

on the apogonidae by using morphology and 12S rRNA sequence 

of mtDNA eng

民85[1996]
邵廣昭   

許祖法
陳 正平

521
熱帶海洋大尺度風場變化及其海洋反應 Basinwide wind 

variations and ocean responses in the tropical ocean eng
民85[1996] 唐存勇 楊 穎堅

522 以船舶噪音從事傳播損耗及聲源辨向硏究 民85[1996] 劉倬騰 洪瑞隆

523 拉緊式繫箱網圓柱浮體在波浪中反應之硏究 民85[1996] 梁乃匡 林吉祥

524

臺灣北部海域水體之清除現象 : 鈾-238/釷-234不平衡之應用 

= Particle scavenging in the water column off northern Taiwan : 

application of 238U/234Th disequilibrium

民85[1996] 魏慶琳 李佳明

525 黑潮流經巴士海峽之時空變化 民85[1996] 莊文思 馬名軍

526 利用重力及地形資料探討海洋岩石圈的力學性質 民85[1996] 喬凌雲 張翠玉

527
尤拉解迴旋法及功率譜逆推法之探討及其應用於台灣東北

沿海磁力異常之結果
民85[1996] 徐春田 池美蒨

528
天然及人為放射性核種在沉積動力學上的硏究 Studies of 

sediment dynamics using natural and artificial radionuclide
民85[1996] 魏慶琳 朱 更生

529

白腹鯖與眞魚參活魚單體標物反射強度之硏究 Target 

strength analyses on alive common mackerel(Scomber japonicus) 

and atlantic horse mackerel (Trachurus japonicus) of individuals

民85[1996] 葉顯椏 吳 明忠

530 吳金浦撰 民85[1996] 梁乃匡 吳 金浦

531

自然水體中微量溶解性磷酸鹽濃縮及測定之硏究 Pre-

concentration and dererminatioon of low-level phosphate in 

natural waters

民85[1996] 白書禎 李 世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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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宜蘭海域產紅斑赤蝦之年齡成長與台灣沿近海產本蝦種其

形態測定學之比較硏究 Age and growth of red-spot prawn 

(metapenaeopsis barbata) from the water off I-Lan and the 

comparative morphometric studies of the species collected from 

waters surrounding Taiwan

民85[1996] 葉顯椏 邱 進祥

533

金瓜石--濂洞溪砷的來源,傳輸過程和去處 The 

source,transport process and sink of the arsenic in Lian-Tong 

Creek, Chinkuashih area

民85[1996] 楊肇岳 金 翁正

534 更新世一百萬年以來南沙海域超微化石之硏究 民85[1996] 陳民本 紀 素貞

535 吸附樹脂法分析有機錫之硏究 民85[1996] 洪楚璋 翁 志雄

536

臺灣東北部海域鯖鰺圍網漁場現場標物反射回訊分佈與漁

獲組成間之比較硏究 A comparison between in situ target 

strength and the catch of purse seine in the waters off northeastern 

民85[1996] 葉顯椏 張 引

537 福建馬祖地區基性至酸性岩脈之地球化學 民85[1996] 陳汝勤 張 宏銘

538 台灣西南部曾文溪及二仁溪地區泥岩之地球化學 民85[1996] 陳汝勤 張 育德

539 上部地函不連續面地震轉換波之探討 民85[1996]
  黃柏壽   

喬凌雲
陳 伯飛

540

臺灣東北海域湧昇區之流量及硝酸鹽傳輸通量之模式計算 

Model estimation of volume transport and nitrate fluxes in the 

upwelling zone northeast of Taiwan

民85[1996] 劉康克 陳 良宇

541 臺灣地區水域環境中汞分析之硏究 民85[1996] 洪楚璋 陳 明德

542

臺灣西岸陸棚坡沈積物硫酸鹽還原作用與有機碳之沈降通

量 Sulfate reduction and organic carbon deposition in shelf and 

slope sediments of the Taiwan strait

民85[1996] 林曉武 陳 金良

543 D 剪波速側向變化 大尺度構造的逆推硏究 民85[1996]

  郭本垣    

 喬凌雲    

徐春田

陳 建宏

544
宜蘭灣刺公鯷和異葉公鯷的初期成長與死亡 Early growth 

and mortality of Encrasicholina puntifer and E. heteroloba in I-Lan 
民85[1996]

  劉錫江   

丘臺生
陳 璋玲

545

臺灣海域斜花珊瑚(Mycedium elephantotus)的族群遺傳結構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 Mycedium elephantotus 

(anthozoa:scleractinia)in Taiwan

民85[1996]
  李信徹   

戴昌鳳
游 智凱

546 由SPOT衛星影像推算海底地形變化之硏究 民85[1996] 劉倬騰 賀 文凱

547
利用3.5仟赫聲納迴聲信號遥測海床表層沈積物特性可行性

之探討
民85[1996]

  劉家瑄   

陳琪芳
黃 偉克

548
核糖體在DNA基因區位(Intergenic spacer)在海邊珊瑚

Junceella fragilis種內變異之硏究
民85[1996] 戴昌鳳 楊 曉珮

549 海洋沈積物三丁基錫之分析硏究 民85[1996] 洪楚璋 劉 博平

550

澎湖紅鬍魁蛤Barbatia fusca (Bruguirere,1789)的生殖及生長

之硏究 The reproduction and growth of the almond ark Barbatia 

fusca (Bruguirere,1789)in Peng-hu

民85[1996]
  鄭明修   

戴昌鳳
盧 樹欣

551

臺灣東北海域海水中顆粒性有機碳及顆粒氮的分佈及其季

節性變化之硏究 The distribution and seasonal variation of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and particulate nitrogen in the sea off 

northeastern Taiwan

民85[1996] 劉康克 賴 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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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二仁溪口附近海域浮游動物組成與生產估算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estimation of production of zooplankton 

community in the water near Erhjin Chi, Taiwan

民85[1996] 黃哲崇 韓 仕龍

553
二維地球物理資料之自動化線型描繪 Automatic extraction of 

linear features on 2-D geophysical data eng
民86[1997] 宋國士 張 逸中

554 台灣西部沿岸生物體有機錫分析 民86[1997] 洪楚璋 李東益

555
臺灣西南外海海床表層沉積現象之硏究 Sedimentology of 

surface sediments off southwest Taiwan eng
民86[1997] 陳民本 陳 儀清

556 台灣南部陸上及海域弧陸斜向碰撞及隱沒構造之演化 民86[1997] 劉家瑄 傅 式齊

557

中洋脊地幔溫度結構異常對海洋岩圈冷卻作用的影響 

Thermal evolution of oceanic lithosphere from mid-ocean ridge 

with anomalous upper mantle temperature

民86[1997] 喬凌雲 王 奇偉

558 臺灣東北海域的水團特性 夏季南海水的時空變化 民86[1997]
陳慶生   

王   胄
王 柏建

559

海洋上層水中硝酸鹽類之測定及其氮同位素之分析 

Determination of Concentrations and Nitrogen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Nitrate in the Upper Ocean Water Column

民86[1997] 劉康克 江 東山

560

東海陸坡沈積物重金屬之埋藏與自生黃鐵礦物相關性之硏

究 Deposition and Pyritization of Trace Metals in the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Continental Slope Sediments

民86[1997] 林曉武 吳 政哲

561
彭佳嶼海域大氣懸浮微粒之化學硏究 The chemistry of 

marine atmospheric aerosols at Pengchiayu
民86[1997] 林斐然 吳 政鴻

562

輸日超低溫冷凍鮪魚價量因果關係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of 

Japanese ultra low temperature frozen tuna market-an application 

of causality tests

民86[1997]
  劉錫江   

孫立群
徐 萬昌

563

台灣近海鮪釣漁業大目鮪漁況變動分析 Fluctuations of 

bigeye tuna(thunnus obesus) caught by Taiwanese inshore tuna 

longline fishery

民86[1997] 王健雄 張 文彥

564 以海水光譜推算高屏海域葉綠素甲濃度之適用性硏究 民86[1997] 劉倬騰 張 明海

565

臺灣西南外海海床沉積物物理及力學性質之硏究 The study 

of physical and geotechnical properties of the surface sediments 

off southwest Taiwan

民86[1997] 陳民本 張 鐸耀

566

高屏峽谷浮游植物生物量與海水物化因子相關性之硏究 

Study on the phytoplankton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marine 

physico-chemical factors along the Kaoping canyon southwest of 

民86[1997] 黃   穰 連 育瑋

567

紫外光影響海洋微細藻類的色素,生長速率,蛋白質及胺基酸

之硏究 Effects of UV-B radiation on pigments, growth rate, 

protein and amino acids of marine unicellular algae

民86[1997] 黃   穰 陳 怡君

568 海洋水色照相儀影像的模擬及其在海洋水色觀測的應用 民86[1997] 劉倬騰 陳 泰安

569

東海表水之清除現象 234Th 210Pb及210Po之分佈 Scavening 

phenomenon in the aurface water of the East China Sea 

234Th,210Pb and 210Po Distributions

民86[1997] 魏慶琳 陳 嘉興

570

鐵對海洋浮游植物生長.營養鹽吸收及化學組成影響之硏究 

Iron effects on growth, nutrient uptake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marine phytoplankton

民86[1997] 黃   穰 曾 馨嬅

571 抑制圓柱渦漩剝離振動之數模硏究 民86[1997]
  范光龍   

楊德良
黃 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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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從震源機制的觀點探討隱沒板塊在呂宋島弧和台灣碰撞帶

之間的構造特性
民86[1997]

  高   弘   

劉家瑄
黃 國欽

573
就地測取熱導係數法之探討及其應用於沖繩海槽西南端與

東海大陸斜坡間之地熱探測
民86[1997] 徐春田 黃 耀昇

574

台灣西部海岸沈積物的來源與散佈形態 An Application of 

Fourier Grain-shape Analsis to the Study of Source and Dispersal 

Pattern of Coastal Sediments on the West Coast of Taiwan 傅立

葉顆粒外形分析法之應用

民86[1997] 施學銘 廖 宏儒

575 台灣東南地區海陸地形特徵及板塊構造之意義 劉佩琨撰 民86[1997] 宋國士 劉 佩琨

576

以兩種海洋微細藻Skeletonema costatum與Dunaliella sp.去除

生活污水中無機氮,磷之硏究 Study on the removal of inorganic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the sewage effluent by marine 

microalgae Skeletonema costatum and Dunaliella sp.

民86[1997] 黃   穰 蕭 一眞

577

單束式測深之水下地形解析度及精確度的硏究 The study of 

bathymetrical resolution and accuracy by single-beam echo-

sounding measurement

民86[1997] 宋國士 蕭 國寬

578 越南中部邦美蜀地區新生代玄武岩之地球化學 民86[1997] 陳汝勤 鍾 佩娥

579

東石港附近海域產日本對蝦之年齡成長硏究 Age and growth 

of Kuruma shrimp (penaeus japonicus bate) in the waters off 

tungshih harbor

民86[1997] 葉顯椏 藍 惟騰

580 台灣東北海域棚 : 坡區的地形與北棉花峽谷的硏究 民86[1997] 俞何興 李明龍

581
華南地區新生代玄武岩之岩石學與地球化學硏究 Petrology 

and Geochemistry of Cenozoic Basalts from Southern China eng
民87[1998] 陳汝勤 何 恭算

582

臺灣東北外海沈積物來源與傳輸以及水體中微量金屬之地

球化學 Sources and transport of sediments and trace metal 

geochemistry in the water column off Northeastern Taiwan eng

民87[1998]
  鄭偉力   

林斐然
許 世傑

583

東海及台灣海峽產斑節蝦資源之系群結構與評估 Stock 

structure and assessment of Kuruma Shrimp (Penaeus japonicus) 

from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Taiwan Strait eng

民87[1998] 葉顯椏 曾 宗德

584

綠島沿岸熱泉內中度好熱性異營細菌之硏究 Moderately 

thermophilic, heterotrophic bacteria isolated from coastal hot 

springs in Lutao, Taiwan eng

民87[1998] 謝文陽 簡 文達

585
東南印度洋上地幔的三維S波速度構造 3-D shear wave 

velocity structure in the upper mantle beneath the southeast Indian 
民87[1998]

  喬凌雲   

郭本垣
梁 文宗

586

河口環境中銅物種與腐植物質錯合能力之硏究 

Characteristics of copper species and complexing capacity of 

humic substances from an estuarine environment eng

民87[1998] 洪楚璋 孟 培傑

587

淡水長臂大蝦卵黃蛋白分子特性及生成之硏究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and formation of yolk protein in freshwater giant 

prawn,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eng

民87[1998]
  郭欽明   

許建宗
陳 英男

588 韓國馬山灣浮游植物生物量的影響因素之硏究 民87[1998] 黃   穰 金 正善

589

台灣東部地殻P波速度構造及其在地體構造上之意義 

Crustal P-wave velocity structure of the Eastern Taiwan region 

and its tectonic implications eng

民87[1998]
  徐春田   

王正松
鄭 文彬

590 台灣西海岸波候估算法之硏究 民87[1998] 梁乃匡 胡重威

591 東海沈積物重金屬及礦物之硏究 民87[1998] 陳汝勤 張甯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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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台灣北部的流場與黑潮的擺動 = The flow pattern north of

Taiwan and the migration of the kuroshio eng
民87[1998] 唐存勇 戴任華

593 二仁溪水體中鐵,鉛與銅之相態硏究 民87[1998] 洪楚璋 曾永祥

594
東亞海域波浪場的時空變化 : 以WAM波浪模式1986-1995年

的追算結果為例
民87[1998] 唐存勇 黃華興

595

獲自淡水河河口紅樹林沈積物的一株綠球藻的生長色素和

脂肪酸之硏究 = Growth, pigments and fatty acides of a strain of

Chlorella sp. isolated from the mangrove forest sediment of the

Tansui River estuary eng

民87[1998] 謝文陽 邱秀慧

596
竹圍地區漁業生產結構之硏究 = Study on the fishery

production of Chuwei area eng
民87[1998] 王健雄 周郁棟

597 橫向海脊對西方邊界流流徑影響之探討 民87[1998]
  陳慶生

王   胄
高英勛

598

台灣鮪延蠅釣在印度洋的作業特性和漁獲物組成間關係的

硏究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ese longline fishing

patterns and catch composi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eng

民87[1998]
  劉錫江

許建宗
林傳炯

599 高屏棚坡區之地體架構 : 楔形體上方堆積區 民87[1998] 俞何興 蔣正興

600

臺灣週邊海域產花腹鯖及白腹鯖之族群遺傳結構的硏究 =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 scomber australasicus and scomber

japonicus from the waters of Taiwan eng

民87[1998]
  葉顯椏

李信徹
林月鈺

601

淡水河河口紅樹林沈積物中脫氮細菌之硏究 = Denitrifying

bacteria in the sediment from the mangrove forests of the Tansui

River estuary eng

民87[1998] 謝文陽 林育德

602

浮油之水溶性部分對文蛤(Meretrix lusoria)濾食,呼吸以及潛

沙行為的影響 = Influence of water-soluble fraction of spilled oil

on the filtration, respiration and burrowing behavior of hard clam,

Meretrix lusoria eng

民87[1998] 黃哲崇 林康捷

603 臺灣西南海域壽山海底峽谷的形貌及其在斜坡邊界上的意 民87[1998] 俞何興 黃譯增

604
比較反射及折射震波速度分析方法並探討台灣西南海域沈

積物震波速度特性
民87[1998] 劉家瑄 黃寶賢

605 越南地區新生代玄武岩之地球化學特性 民87[1998] 陳汝勤 葉禮旭

606

東海及台灣海峽產斑節蝦資源之系群結構與評估 = Stock

structure and assessment of Kuruma Shrimp (Penaeus japonicus)

from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Taiwan Strait / 曾宗德撰

民87[1998] 葉顯椏 曾宗德

607

礦泉水中各金屬元素的相關性及利用產地特徵建立來源辨

識制度之可行性硏究 = Study on major and trace elements in

mineral water--Feasibility of using th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to set up a source identification system eng

民87[1998] 白書禎 張美惠

608
台灣海岸致災潛能評估 = The assessment of the coastal

vulnerability index along the coastline of taiwan eng
民87[1998] 施學銘 簡仕峰

609 西北太平洋的表面環流 民87[1998] 劉倬騰 鄭世培

610

台灣西部前陸盆地地體架構.彎曲隆起演化及彎曲張裂構造

型態 Tectonic framework, flexural uplift history and structural

patterns of flexural extension in western Taiwan foreland basin

民88[1999] 俞何興 周 穎蔚

611
台灣花東海域陸坡沉積物穩定性硏究 The stability of the

sediments of the continental slope off Huatung Eastern Taiwan
民88[1999]

  陳民本

范正成
羅 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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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氣力揚升式人工湧升流之實驗與理論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study of air-lift artificial upwelling eng
民88[1999] 梁乃匡 彭 海鯤

613
南灣潮流驅動渦漩及冷水入侵成因之探討 Tidally induced

eddies and cold water intrusion in Nan Wan Bay eng
民88[1999]

  趙愼餘

范光龍
李 宏仁

614

利用珊瑚鍶鈣比重建綠島長時間尺度海表溫記錄之硏究

Long term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records deduced from Lutao

coral Sr/Ca ratios eng

民88[1999]
  陳汝勤

李太楓
邱 景星

615

應用年齡群化生產量模式評估印度洋大目鮪系群 = Stock

assessment of indian bigeye tuna (Thunnus obesus) by age

structured production model eng

民88[1999]
  許建宗

劉錫江
賴怡汝

616 水深採樣點之網格化與解析能力 民88[1999] 宋國士 陳冠宇

617
寬頻地震紀錄對微弱信號之解析能力分析 : 以上地幔不連

續面為例
民88[1999] 高   弘 林純棉

618

西太平洋大目鮪之年齡與成長硏究 = Age det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bigeye tuna, thunnus obesu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eng

民88[1999] 孫志陸 黃建龍

619
南海大尺度風場與上層海洋熱含量之探討 = Basinwide

variations of wind and upper ocean heat content in the South
民88[1999] 唐存勇 詹智丞

620 核三廠溫排水擴散型態與潮流關係之硏究 民88[1999] 范光龍 邱章銘

621 臺灣海峽颱風波浪推算硏究 民88[1999] 梁乃匡 陳弘毅

622
臺灣海域劍旗魚之年齡與成長硏究 = Age and growth study

of swordfish,xiphias gladius,in the waters of Taiwan eng
民88[1999] 孫志陸 王勝平

623 利用合成孔徑雷達(SAR)探查船隻訊息 民88[1999]
梁乃匡

陳錕山
陳彥甫

624

中尺度渦旋對臺灣海流(黑潮)體積通量之影響 = Mesoscale

eddies'influence on the Taiwan current(Kuroshio)volume transport

eng

民88[1999] 劉倬騰 楊益

625 多重排列式圓柱體波浪透射率之初步硏究 民88[1999] 梁乃匡 許建文

626
西太平洋大目鮪之生殖生物學硏究 =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bigeye tuna thunnus obesu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eng
民88[1999] 孫志陸 朱淑玲

627 花東縱谷豐濱段之發震構造辨識及分佈特性 民88[1999]
  高   弘

喬凌雲
陶彩霞

628 台灣西部沿岸蚵螺體內重金屬對其性變異之硏究 民88[1999] 洪楚璋  劉永貴

629 消除長週期海底複反射技術之應用與探討 民88[1999] 劉家瑄 葉金勳

630
頭髮菜藻紅蛋白異價體性質分析硏究 = Characterization on

the R-phycoerythrin charge isomers of bangia atropurpurea C.Ag
民88[1999]

  周宏農

黃   穰
鄭俊明

631 客雅溪流域水體和沈積物中銅物種與形態的硏究 民88[1999] 洪楚璋 丘福龍

632

自然水體中氨氮靛藍分析法之探討與蘭陽溪氮磷物種之分

布 = Diagnosis of analytical problems of the indophenol blue

colorimetry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mmonia in natural water &

the distribution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species in lanyang hsi

民88[1999]
  劉康克

白書禎
林恆毅

633 澎湖海谷之形貌,3.5KHz回聲圖及其海床表面可能的沈積作 民88[1999] 俞何興 黃任億

634

應用年齡群化生產量模式對印度洋長鰭鮪系群進行系群評

估及風險分析 = Stock assessment and risk analysis for Indian

ocean albacore (thunnus alalunga) using an age-structured

production model eng

民88[1999] 許建宗 馬志宗

635 海南島文昌與泰國坤敬地區所產似曜岩類之地球化學 民88[1999]  陳汝勤 李永棠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畢業論文目錄

書名 出版時間 指導教授 作者

636 臺灣南灣海域兩種眞雀鯛魚類領域特質之硏究 民88[1999]
  詹榮桂

戴昌鳳
 鄭安怡

637

台灣東北角海兔的分類與族群生態之硏究 = Studies on the

taxonomy and population ecology of the sea hare in the northeast

coast of Taiwan eng

民88[1999]
  王健雄

鄭明修
林昕佑

638

台南地區草蝦養殖池的橈腳類組成與生產量估計 =

Composition and production of copepods in the grass shrimp

ponds in Tainan, Taiwan eng

民88[1999] 黃哲崇 邱仕彰

639 台灣海峽的風吹流現象 : 小波轉換之應用 民88[1999]
  陳慶生

王   胄
徐   鳳

640
小原甲藻的生長及生活史之硏究 = Growth and life cycle of

the marine dinoflagellate prorocentrum minimum (dinophyceae)
民88[1999] 黃   穰 楊紹政

641

南沖繩海槽深部顆粒清除作用 : 釷-234/鈾-238不平衡之應用

= Particle scavenging in the deep water of southern Okinawa

through : application of 234TH/238U disequilibria eng

民88[1999] 魏慶琳 張雨靑

642
魚類生長激素基因在水產養殖上的應用 = Application of the

fish growth hormone gene in aquaculture eng
民88[1999]

  蔡懷楨

許建宗
陳信良

643

海洋單細胞綠藻Dunaliella tertiolecta 的似鐵傳遞蛋白質

(transferrin-like protein)及其基因序列之硏究 Studies on the

transferrin-like protein and gene of the green alga Dunaliella

tertiolecta eng

民89[2000] 黃   穰 郭 榮烈

644
以多示蹤劑法探討東海之沈積動力學 Sedimentation

dynamic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 multitracer approach eng
民89[2000]

  扈治安

陳汝勤
蘇 志杰

645
台灣產兩種原甲藻之毒素硏究 Toxins of prorocentrum spp.

(Dinophyta) isolated from Taiwan
民89[2000]

  黃   穰

周宏農
盧 重光

646

海洋藻類的凝集活性及鉅齒麒麟菜與扁乳節藻凝集素之分

離純化 Agglutinating activity of marine algae and purification of

agglutinins from Eucheuma serra and Galaxaura marginata eng

民89[2000]
  黃   穰

林榮耀
廖 婉茹

647

網紋圓雀鯛(Dascyllus reticulatus)稚魚群棲特性之硏究 = The

characteristic of juvenile colonization in a damselfish, Dascyllus

reticulatus eng

民89[2000]
  詹榮桂

戴昌鳳
蕭靑毅

648

淡水河半日潮週期作用下浮游幼生的分布 = Effect of

semidiurnal tide circulation on distribution of planktonic larvae in

Tean-shui River eng

民89[2000]
  陳章波

謝蕙蓮
范嵐楓

649 臺灣西部沿岸蚵螺性變異與有機錫關係之硏究 民89[2000] 洪楚璋 許文癸

650

西南北太平洋產黑鮪之生殖生物學硏究 =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bluefin tuna, thunnus thynnus, from the southwestern

north Pacific eng

民89[2000] 許建宗 陳國書

651 台灣東部源頭山花岡片麻岩及金門地區花岡岩之地球化學 民89[2000] 陳汝勤 湯于軒

652 二維生長薄板的撓曲 : 理論推導與數值解 民89[2000]
  郭本垣

喬凌雲
林佳人

653

南太平洋長鰭鮪分佈與洄游之初步探討 =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distribution and migration of South Pacific

Albacore(thunnus alalunga) eng

民89[2000] 王健雄 許泰隆

654 南海底層環流的數值模擬 民89[2000]
  陳慶生

王   冑
林媺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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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有效努力校正前無資訊漁區補正方法之探討 = Research on

how to mend the CPUE before estimating the effective effort eng
民89[2000] 王健雄 葉昭慶

656 有機錫物種對蚵螺與牡蠣性別影響之硏究 民89[2000] 洪楚璋 許元東

657 高屏海底峽谷上游曲流型態及其可能的成因 民89[2000] 俞何興 陳曉慧

658
Ocean Drilling Program(ODP)184航次南海北坡1146站位晚中

新世至晚上新世超微化石的古海洋意義
民89[2000] 陳民本 陳妙珍

659 東海陸棚沉積物於有機碳限制下硫酸鹽還原速率之時序變 民89[2000] 林曉武 林富良

660

南沖繩海槽深部水體顆粒體清除與傳輸作用 : 210Po/210Pb

不平衡應用 = Particle scavenging and transport in the deep water

of southern Okinawa through: application of 210Po/210Pb

disequilibria eng

民89[2000] 魏慶琳 吳炫賦

661 烏坵嶼附近海域的3.5千赫回聲型態及沈積作用 民89[2000] 俞何興 邱瑞焜

662

海洋兼性嫌氣性發酵產氣細菌之分離與特性硏究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arine facultatively anaerobic bacteria that

ferment carbohydrates with gas production eng

民89[2000] 謝文陽 陳怡彣

663

高美濕地雲林莞草Bolboschoenus planiculmis (F.Schmidt) T.

koyama根圈中可培養異營性細菌之群落結構與其時節變化

= Structure and temporal variation of the culturable heterotrophic

bacteria community in the rhizosphere of bolboschoenus

planiculmis (F.Schmidt) T. koyama in Kao-mei wetland eng

民89[2000] 謝文陽 徐昭龍

664 呂宋黎薩及廣東茂名地區所產似曜岩類之地球化學 民89[2000] 陳汝勤 蘇郁雅

665 下地幔底部D"層的剪波速梯度構造 民89[2000]
  郭本垣

喬凌雲
陳勁吾

666
台灣北部沿岸海水類創傷弧菌之硏究 = Vibrio vulnificus-like

bacteria in seawater from the coast of northern Taiwan eng
民89[2000] 謝文陽 周靑慧

667

應用形態學方法硏析台灣沿近海紅尾圓鯵資源之系群結構

= Application of morphometric methods on stock discrimination of

redtail scad (Decapterus kurroides) in the waters surrounding

Taiwan eng

民89[2000] 葉顯椏 王識鈞

668

在密度分層流體中之氣力揚升式人工湧升流實驗 =

Experimenatal of air-lift artificial upwelling in a two-layer stably

stratified fluid eng

民89[2000] 梁乃匡 余仲謹

669 黑潮短期變動與綠島鍶鈣比之關係 民89[2000] 劉倬騰 劉光宗

670

南大西洋長鰭鮪資源豐度指標之標準化及資源現況評估硏

究 Studies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abundance indices and stock

assessment of south atlantic albacore

民90[2001] 葉顯椏 吳 繼倫

671

從反射震測資料分析及地震重新定位硏究 對琉球隱沒系統

西端終止於台灣弧陸碰撞帶的新看法 Modes of the ongiong

arc-continent collisional processes in Taiwan new insights from

seismic reflection analyses and earthquake relocation

民90[2001] 劉家瑄 方 怡芳

672 澎湖峽谷數值地形模型之分析模擬 民90[2001] 劉家瑄 陳之馨

673
震測資料處理技術之應用與探討 : EW9509-14反射震測剖面

資料的再處理
民90[2001] 劉家瑄 賴國榮

674 臺灣附近海域表層沈積物之組織、礦物與化學對比 民90[2001] 陳汝勤 李知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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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軸孔珊瑚(Acropora)核糖體第二轉錄區間(ribosomal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2)的分子演化:平行系效應與祖先多型性的

證據 = Molecular evolution of the ribosomal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2 in Acropora (cnidaria; scleractinia): effects of paralogy

and ancestral polymorohism

民90[2001]
  戴昌鳳

陳昭倫
魏汝薇

676

淺海水域異營性細菌生產力空間變異及生長控制機制探討

= Spatial variation of heterotrophic bacterioplankton production

and its controlling mechanisms in neritic ecosystems

民90[2001]
  劉康克

夏復國
陳宗岳

677

新竹地區河川與鄰近海域沈積物重金屬之空間分佈與垂直

分佈 = Spatial and vertical variations of heavy metals in the Hsin-

chu area riverine and near shore sediment

民90[2001] 林曉武 王金聲

678
西太平洋黑皮旗魚年齡與成長硏究 = Age and growth of the

blue marlin, makaira mazara,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民90[2001] 孫志陸 陳炳仲

679

香山地區牡蠣群體、沈積物及懸浮顆粒重金屬含量之季節

與區域性變化 = The oyster, suspended particle and sediment

seasonal and spatial heavy metal variation of the Sien-San Area,

民90[2001] 林曉武 黃品薰

680

台灣海峽化學水文資料分析及其在東海盒子模式之應用 =

The chemical hydrography and water mass analysis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a box model for the East China Sea

民90[2001] 劉康克 陳冠靑

681

水體中懸浮顆粒有機碳、氮同位素之硏究 : 淡水河及東海

南部 = A study of organic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ic

compositions in the Tanshui River and in the Southern East China

民90[2001] 劉康克 陳冠倫

682
以落塵核種探討台灣東北海域之沉積動力 = Sedimentation

dynamics off northeastern Taiwan elucidated from fallout nuclides
民90[2001]

  扈治安

陳汝勤
李時雨

683

台灣核能二廠鄰近海域受人工輻射性核種之污染 = The

pollution of the artificial radionuclides on adjacent seashore of the

nuclear power plant(II) in Taiwan

民90[2001] 楊肇岳 郭欣雕

684

應用粒線體DNA序列硏析印度洋劍旗魚(Xiphias gladius)之

系群結構 = Stock structure of the swordfish (Xiphias gladius) in

the indian ocean inferred by mitochondrial DAN sequence

民90[2001] 葉顯椏 魯謹萍

685 南海北部內波特性之硏究 民90[2001]
  王   胄

陳慶生
林唐穩

686 半封閉圓管組抗波箱網之初步動力硏究 民90[2001] 梁乃匡 蘇中弘

687 海床影像側掃聲納之硏究 : 併圖影像之修正 民90[2001] 宋國士 林俊賢

688

模糊綜合評判在評估印度洋長鰭鮪資源之應用 = An

application of fuzzy synthesis theory on the assessment of

albacore stock in the Indian Ocean

民90[2001]
  許建宗

劉錫江
汪淑慧

689

利用商業性拖網漁獲資料解析聚集性海洋生物之空間分佈

= Analytic and statistic analysis of spatial syructure in aggreative

marine populations using commercial catch and effort data from

trawl fisheries

民90[2001]
  許建宗

謝復興
葉裕民

690
地幔對流與海床地形 = Mantle convection and seafloor

topography
民90[2001]

  喬凌雲

郭本垣
林淑娟

691 ODP 1144站位末次冰期/間冰期之古海洋學硏究 民90[2001]
  陳民本

謝英宗
陳思宏

692
南海晚新生代沉積物中黏土、石英含量之變化及其對季風

變遷之隱示
民90[2001] 陳民本 郭季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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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南海內孤立子的硏究 = A study of internal solit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民90[2001] 唐存勇 張明輝

694 臺灣周圍的流場 = Current around Taiwan 民90[2001] 唐存勇 柯銘澤

695

粒線體 COI 基因之歧異顯示了臺灣條紋章魚同胞種的存在

= The sequence divergence of mitochondrial COI gene indicate a

sibling species in Octopus marginatus (cephalopoda:octopodidae)

from Taiwan

民90[2001]
  陳昭倫

戴昌鳳
何瓊紋

696

投餌頻率與光週期對鱗片輪紋形成影響之探討 : 以吳郭魚

幼魚為例 = The influence of feeding frequency and photoperiod

on the formation of circuli in scale of juvenile tilapia (Tilapia

民90[2001] 王健雄 江淑麗

697
海水中氨氮測定干擾之硏究 = Study on the interferenc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ammonia in seawater
民90[2001] 白書禎 楊岱宜

698

臺灣南部海域黃鰭鮪鱗片膠質纖維層作為年齡查定形質可

行性之硏究 = Study on the collagenous fibrillary plate of scale

of yellowfin tuna (Thunnus albacares bonnaterre, 1788) in the

southern waters of Taiwan for age determination

民90[2001] 王健雄  廖錦焜

699
臺灣北部核能電廠附近海域水溫、氣溫與水位長期變化之

初探
民90[2001]

  洪楚璋

范光龍
陳怡靜

700 花東海盆內沈積物分布之初步硏究 民90[2001] 劉家瑄 楊朝敏

701

脈結指形軟珊瑚(Sinularia gibberosa)骨針之形成與膠結之顯

微硏究 = Ultrastructural investigation of spicule formation and

cementation in the soft coral, sinularia gibberosa

民90[2001]
  鄭明修

戴昌鳳
蕭伊眞

702 臺灣地區地震危害度分析 民90[2001] 陳汝勤 潘照芳

703

長江三角洲與東海陸棚沈積物內有機碳13C同位素之區域

分佈與垂直變化 =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organic carbon {212444}13C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East

China Sea shelf sediments

民90[2001]
  林曉武

汪中和
林殷田

704
台灣台北地區大氣Pb-210沈降通量 = Atmospheric Pb-210 flux

in metropolitan Taipei, Taiwan
民90[2001] 魏慶琳 楊明德

705 東海陸棚沈積物中金屬元素之地球化學硏究 民90[2001] 林斐然 呂冠霖

706 越南包樂與廣東茂名地區所產似曜岩類之地球化學 民90[2001] 陳汝勤 林瑞仁

707 從臺灣西南海域之海床溫度推估甲烷氣水包合物的深度硏 民90[2001] 徐春田 陳育鍾

708 南沖繩海槽構造與火成岩體分佈之硏究 民90[2001] 劉家瑄 羅正平

709 澎湖海底峽谷之形貌、起源及演化過程 民90[2001] 俞何興 莊清堯

710

南灣海域松藻的分類、生活史及其季節性生長對珊瑚群聚

的影響 = The taxonomy, life cycle and seasonal growth of

Codium and its effect on coral communities in Nanwan Bay,

民90[2001]
戴昌鳳

江永棉
張睿昇

711
南海上層海溫及海流變化之硏究 Study of upper ocean thermal

and current vari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民91[2002] 莊文思 梁 文德

712
台灣颱風湧浪預報模式之硏究 A study on typhoon swell

model in Taiwan
民91[2002] 梁乃匡 林 文宗

713
聖嬰事件對台灣東部海水面的影響 = Sea Level Response to

the El nino events in the vicinity of eastern Taiwan
民91[2002] 施學銘 郭陳澔

714 台北都會區大氣懸浮微粒的化學特性硏究 民91[2002] 林斐然 黃譯樘

715 東海南部大氣中金屬元素之濃度、來源及通量硏究 民91[2002] 林斐然 鐘博章

716
蝦白點症病毒四種基因轉錄分析之硏究 = Transcriptional

analysis of four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 (WSSV) genes
民91[2002]

  戴昌鳳

郭光雄
王涵靑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畢業論文目錄

書名 出版時間 指導教授 作者

717
利用Chelex-100鉗合樹脂濃縮法測定台灣西南海域海水中之

鎳、鎘、銅及鉛
民91[2002] 林斐然 黃潔瑩

718 東海陸棚沈積物中金屬元素之垂直分佈硏究 民91[2002] 林斐然 楊嘉豪

719 江蘇省南京附近新生代玄武岩之地球化學與岩石成因 民91[2002] 陳汝勤  陳荷薪

720

以MULTIFAN體長頻度分析法估計西太平洋黑皮旗魚年

齡、成長及死亡率 = Estimates of age, growth and mortality of

blue marlin, makaira mazara, in the western pacific using the

length-based MULTIFAN method

民91[2002] 孫志陸 戴川淵

721
ASIAEX區間海溫、海流的時空變化 = Variability of water

temperature and current velocity at ASIAEX
民91[2002] 唐存勇 劉怡茹

722
西太平洋黑皮旗魚生殖生物學硏究 =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blue marlin makaira mazara in the western pacific
民91[2002] 孫志陸 曾建中

723
彭佳嶼海域大氣懸浮微粒中金屬元素的濃度、來源及粒徑

分佈硏究
民91[2002] 林斐然 黃鈴珺

724
台灣南部海域三種軟珊瑚的有性生殖 = Sexual reproduction

of three alcyonacean species in southern Taiwan
民91[2002]

  戴昌鳳

樊同雲
周郁翔

725 淡水河口海岸帶地形地貌及沈積物特性 民91[2002] 俞何興 吳偉健

726

臺灣南部海域領域性黑眞雀鯛(Stegastes nigricans)種內攻擊

之硏究 = Intraspecific aggressiveness of territorial dusky gregory,

Stegastes nigricans (Teleostei, Pomacentridae)

民91[2002]
  詹榮桂

夏復國
何政擇

727
以生物指標硏究全球海域大目鮪族群之分佈 = Study of

world bigeye tuna population by biomarkers
民91[2002]

  許建宗

楊西苑
江欣潔

728 巴士海峽MD972145岩心末次冰期以來之古海表溫硏究 民91[2002] 陳民本 黃瓊慧

729 澎湖水道南端,風、流、水位變化之分析 民91[2002] 莊文思 陳致宏

730

利用衛星遥測海面高度及海面溫度對熱帶太平洋上層海洋

熱含量異常的硏究 = Astudy of upper layer heat storage

anomaly in tropical pacific using satellite altymetry and

民91[2002] 劉倬騰 粘慶熙

731

以DPD光度法、碘光度法測定總殘餘氧化劑量之可行性硏

究 = Comparison of the DPD and iodine colorimetry on their

feasibility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residual oxidant in nature water

民91[2002] 白書禎 程偉麒

732

水中矽酸鹽測定中矽鉬複合物之呈色反應動力硏究 =

Reaction kinetics of silicomolybdenum complex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silicate in natural water

民91[2002] 白書禎  廖瑞芬

733 澎湖海底峽谷形貌與馬尼拉海溝相接之地體構造意義 民91[2002] 俞何興 張仁福

734 淺水多音束聲納測深資料的誤差分析硏究 民91[2002] 宋國士 陳明欽

735

台灣東南沿海賞鯨船對瑞氏海豚(Grampus griseus)行為之影

響 = Effect of whale-watching boats on behavior of risso's

dolphins (Grampus griseus)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southeastern

民91[2002]
  周蓮香

葉顯椏
郭秋燕

736

沖繩海槽北段6-22 ka的古海洋變遷 : 岩心CSH-2記錄 =

Paleoceanography of the northern Okinawa Trough in the last 6-22

ka : records from CSH-2 core

民91[2002]
  劉家瑄

黃奇瑜
王麗豐

737

宜蘭大溪漁港漁船作業型態與其漁獲特徵間之判別分析硏

究 = Discriminant analysis on fishing gear versus its landing

characters at the dashi fishing port of ilan county

民91[2002] 葉顯椏 何逸然

738 屏東大鵬灣之硫化礦物物種與硫酸鹽還原作用之硏究 民91[2002] 林曉武  潘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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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

北大西洋長鰭鮪資源豐度指標之標準化硏究 =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abundance indices of north atlantic albacore

based on 1968-1999 Taiwanese longline fisheries data

民91[2002] 葉顯椏 楊士賢

740

台灣北部海域產紅星梭子蟹之成長、死亡率和抱卵數硏究

= Growth, mortality, and fecundity of the swimming crab,

portunus sanguinolentus, for commercial pot fishery in the waters

off northern Taiwan

民91[2002] 許建宗 李卉華

741 台灣海峽東側海域之海床表層沉積物及其可能的沉積作用 民91[2002] 俞何興 張植翔

742
臺灣西北部竹圍沿岸海域浮游動物群聚 = Zooplankton

communities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Chu-Wei, Northwestern
民91[2002] 黃哲崇 邱伊君

743
三索錯碇圓柱浮體在汳浪作用下纜繩張力變化之硏究 = A

study of the mooring ling tension of a three wire tautly-moored
民91[2002] 梁乃匡 李智飛

744
多重排列式直立圓柱堤之消波特性 = A study of wave

sheltering through multi-layer vertical cylinder fences
民91[2002] 梁乃匡 黃任生

745 多音束測深邊坡資料之編輯曁展示 民91[2002] 宋國士 蕭仁宏

746
地面波消除與震測資料重合前成像改進 Ground roll

suppression and seismic prestack image enhancement
民92[2003] 徐春田 許 慶詳

747
西太平洋中尺度渦漩及其對黑潮的影響 Meso-scale eddi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Kuroshio
民92[2003] 莊文思 李 逸環

748

淡水河系懸浮顆粒與沉積物重金屬之時空及沉降變化之硏

究 Deposition,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heavy metals in

suspended particles and sediments of the Tanshui river drainage

system, Taiwan

民92[2003] 林曉武 黃 國銘

749
呂宋海峽西側海流的季節內變化 = Intra-seasonal variation of

current velocity west of Luaon strait
民92[2003] 唐存勇 蔡育奇

750 EK500聲學回跡與水文參數間關係之初步硏究 民92[2003]
  王   冑

陳慶生
 陳昭強

751

利用耳石估算台灣海域劍旗魚幼魚的日齡與成長 = Age and

growth study of the young swordfish (xiphias gladius) in Taiwan

waters using otoliths

民92[2003] 孫志陸 林筱齡

752

台灣南部南灣跳石海域南灣結節海葵(condylactis

nanwanensis)的分類與生殖 = Taxonomy and reproduction of a

sea anemone condylactis nanwanensis n. sp. (cnidaria:actiniaria) at

Tiaoshi in Nanwan bay, southern Taiwan

民92[2003]
  戴昌鳳

樊同雲
蔡宛栩

753

紅鞭珊瑚的微隨體基因座及基因體結構 = Microsatellite

DNA and clonal structure in the sea whip, junceella juncea

(octocorallia:gorgonacea)

民92[2003]

  戴昌鳳

樊同雲

于宏燦

劉商隱

754
高溶解態有機碳海域內群聚呼吸率之硏究 = Seasonal

variation of community respiration in a coastal system with high
民92[2003] 夏復國 吳宗翰

755

南海北部海域水體清除作用之時序變化 : 釷-234/鈾-238不平

衡之應用 = Temporal variation of particle scavenging in the

upper layer of South China Sea : application of 234TH/238U

民92[2003] 魏慶琳 林俊銘

756 颱風湧浪預報模式受海流影響的探討 民92[2003] 梁乃匡 謝祥志

757
氣揚式幫浦應用於吸魚機之可行性基礎硏究 = A feasibility

basic study of air-lift fish pump
民92[2003] 梁乃匡 古寬閔

758
新竹外海岩心沉積物之粒度、礦物與化學特性及其隱示之

地質意義
民92[2003] 陳汝勤 趙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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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

臺灣近海鮪延繩釣漁業黃鰭鮪的年齡、成長、死亡率與單

位加入生產量 = Age, growth, mortality, and yield-per-recruit of

yellowfin tuna Thunnus albacares caught by the Taiwanese

offshore tuna longline fishery

民92[2003] 孫志陸 蘇楠傑

760 宜蘭陸棚與周圍沉積物分布及特徵之初步硏究 民92[2003] 劉家瑄 張曉嵐

761

南灣珊瑚礁海域初級生產力時空變異與經驗模式之硏究 =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primary production and

empirical model in Nan-Wan coral reef system

民92[2003] 夏復國 曾于芳

762

海綿共存異營細菌之多樣性及抑菌作用 = Diversity and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heterotrophic bacteria associated with

sponges

民92[2003]
  謝文陽

簡文達
黃于玲

763

珊瑚礁生態系統的潮汐湧升現象對浮游植物與細菌生長影

響之硏究 = Short-termed differential responses of biomass,

production and turnover rate of phytoplankton as well as

bacterioplankton in a coral reef system with spring tide induced

民92[2003] 夏復國 李國源

764

利用菌落聚合酶連鎖反應快速檢測海水中瘡傷弧菌可行性

之探討 = Possibility to use colony PCR method for rapid

detection of vibrio vulnificus in seawater

民92[2003] 謝文陽 林金盈

765

台灣海域角鯊目之系統分類及分子類緣關係之硏究 =

Taxonomic and molecular phylogenetic study of the order

squaliformes from Taiwan

民92[2003]
  邵廣昭

戴昌鳳
 李柏鋒

766

應用形態測定學硏析台灣沿近海產鏽斑蟳資源之系群結構

= Morphometric studies on stock discrimination of swimming

crab(Charybdis feriatus) in the offshore areas of Taiwan

民92[2003] 葉顯椏 俞怡君

767
北太平洋黑鮪系群生物參考點之估計 = Estimation of

biological reference points for North Pacific bluefin Tuna
民92[2003] 許建宗 黃向文

768

鎘銅還原法測定水中硝酸鹽實驗條件優化曁無載流自動分

析儀之設計 = Optimizaton of the cadmium-reductor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nitrate with a carrier-free design on the

automated analyzer

民92[2003] 白書禎 江承濂

769

台灣北部沿岸海域中發光細菌表型特性及親緣關係之探討

= 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and phylogency of luminescent

bacteria isolated from the coastal water of northern Taiwan

民92[2003]
謝文陽

簡文達
周曉慧

770

淡水河河口營養鹽變化之硏究 : 多點採樣與定點延時觀察

之比較 = Variation of nutrients in the Danshuei river estuary :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patial observation and temporal

monitoring at a fixed station

民92[2003] 白書禎 許智為

771
由流體地球化學探討台灣泥火山的成因 = Geochemistry and

sources of Mud-volcano fluids in Taiwan
民92[2003]

陳汝勤

楊燦堯
葉高華

772

沿岸與河口環境中好鹽性革蘭式陽性細菌之多樣性 =

Diversity of halophilic Gram-positive bacteria isolated from

coastal and estuarine environments

民92[2003] 謝文陽 鄭伃珊

773 台灣西南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分布之探討 民92[2003] 劉家瑄 陳格忠

774 台灣附近上地幔P波的層析成像 民92[2003]
喬凌雲

黃柏壽
林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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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長江三角洲與東海陸棚沉積物重金屬之堆積與埋藏 =

Deposition and burial of heavy metal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adjacent continental shelf sediments

民92[2003] 林曉武 謝一之

776

日本沙菜之半乳糖專一性凝集素純化與定性 = Pur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ew galactose-specific lectin from the

marine red alga hypnea japonica

民92[2003]
  黃   穰

廖婉茹
陳冠佑

777 白鞭珊瑚的生長策略 = The growth strategy of junceella fragilis 民92[2003]
  戴昌鳳

樊同雲
張琬蘭

778
台灣鄰近邊緣海總溶解硫之硏究 = Total dissolved sulfides in

marginal sea waters adjacent Taiwan
民92[2003] 溫良碩 莊佳穎

779 淺水多音束測深系統扇形音束精度之分析硏究 民92[2003] 宋國士 任偉麗

780

淡水河系中上游河水中氮物種之時空變化 =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bility of nitrogen species in streams of danshuei

drainage system

民92[2003]
  劉康克

高樹基
黃蔚人

781 鵝鑾鼻岬南端近岸海床地貌硏究 民92[2003] 宋國士 周佳毅

782
南海中部內潮的分析 = Analysis of internal tide in the central

south China sea
民92[2003] 唐存勇 劉海淇

783
台灣北部海岸沙丘致災潛能評估 = The assessment of the

coastal dune vulnerability index along the northern coast of
民92[2003] 施學銘 吳家倫

784 沉積物磷物種分析方法之探討 民92[2003] 林曉武  胡雁翠

785

北太平洋劍旗魚之性別 年齡結構模式及資源評估 Sex-

specific age-structured model for stock assessment of swordfish

(xiphias gladius)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民93[2004] 孫志陸 王 勝平

786

紅柴溝與南海時序測站上層磷酸鹽之硏究 = Phosphate

variations in the upper water column at hung-tsai trough and south

east Asia times-series station(SEA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民93[2004]
劉康克

黃天福
蘇濬宇

787

利用耳石硏究中西太平洋我國鰹鮪圍網漁獲正鰹的年齡與

成長 = Age and growth study using otoliths of skipjack tuna

caught by Taiwanese tuna purse seine fishery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

民93[2004] 孫志陸 陳之婕

788 台灣北部草嶺山白榴基玄武岩之地球化學及岩石成因 民93[2004] 陳汝勤 張哲維

789

東海南部陸棚沉積物重金屬的分佈與垂直變化 = Spatial and

vertical heavy metals variations of sediments in the continental

shelf of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民93[2004] 林曉武 林裕程

790

臺灣東部海域雨傘旗魚族群動態及資源評估 =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stock assessment of sailfish (istiophorus platypterus)

in waters off eastern Taiwan

民93[2004] 孫志陸 江偉全

791 沖繩海槽西南端岩心沉積物之礦物組成與地球化學 民93[2004] 陳汝勤 張逸安

792

溫度對萼柱珊瑚(Stylophora pistillata)和尖枝列孔珊瑚

(Seriatopora hystrix)生長與存活影響的比較 : 中型生態箱硏

究 = Temperature effects on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of reef corals

stylophora pistillata and seriatopora hystrix : a mesocosm study

民93[2004]
  戴昌鳳

樊同雲
童亞瑄

793

溫度與光度對萼柱珊瑚(Stylophora pistillata)光合作用的影響

=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light intensity on the

photosynthesis in reef coral Stylophora pistillata

民93[2004]
  戴昌鳳

樊同雲
吳岱穎

794
桃竹苗區域之海岸帶地質特徵 = Ge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costal zone along Taoyuan, Hsinchu and Miaoli in western Taiwan
民93[2004] 俞何興 王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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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 以強震紀錄分析台北盆地之震波放大 民93[2004]
  徐春田

邱宏智
張文洲

796 台北地區大氣懸浮微粒中金屬元素之濃度、來源及通量硏 民93[2004] 林斐然 黃教信

797 以波形比對反演大漢陣列之井下速度構造 民93[2004]
  徐春田

邱宏智
邱致中

798
赤道太平洋區暖池的位置及其變化 = Location of warm pool

and its variation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ocean
民93[2004] 唐存勇 黃謝勛

799 波浪作用下圓柱式抗波箱網之最大受力硏究 民93[2004] 梁乃匡 黃郁濬

800

台灣西南海域顆粒有機碳垂直輸出通量之硏究 = Vertical

export flux of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from the water column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3[2004] 魏慶琳 蔡閔曲

801

東海南部大氣懸浮微粒中金屬元素之組成及特性硏究 =

Characterization of trace element composition in marine aerosols

over the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民93[2004] 林斐然 曾心瑩

802
台灣清水與馬槽地區熱水蝕變岩之微量與稀土元素之分佈

及其地質意義
民93[2004] 陳汝勤 黃少薇

803

南海有光層海水溶解態磷物種分析與季節變化初探 =

Seasonal variations of dissolved phosphorus in the euphonic zone

of oligotrophic south China sea

民93[2004] 溫良碩 侯琇凡

804
南海海域溶解醣類的分析與分佈探討 = Dissolved suga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A preliminary study
民93[2004] 溫良碩 江逸婷

805
台灣北部沿岸海水中海洋弧菌之多樣性 = The diversity of

marine vibrios in coastal seawater of northern Taiwan
民93[2004] 謝文陽 林育震

806

能生長於TCBS平板培養基的沿岸海水中細菌多樣性之探討

= Diversity of bacteria in coastal seawater as investigated by

cultivation on TCBS agar medium

民93[2004]
  謝文陽

簡文達
李晃銘

807

風速與日照對同步衛星遥測海面溫度的影響 = Wind and

diurnal effect on the accuracy of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from geostationary satellite

民93[2004] 劉倬騰 陳建銘

808

以多組分子遺傳標誌探討表孔珊瑚屬的分子親緣關係 =

Multi-loci approached to the molecular phylogeny of reef-building

coral, Montipora (Cnidaria; Scleractinia)

民93[2004]
  陳昭倫

戴昌鳳
張朝欽

809

台灣東部海域與中西太平洋正鰹之年齡與成長硏究 = Age

and growth of skipjack tuna, katsuwonus pelamis, in waters off

eastern Taiwan and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

民93[2004] 孫志陸 林富家

810

台灣北部近岸地區小型浮游動物(Mesozooplankton)群聚組

成、時間變異及其對浮游植物攝食之影響 =

Mesozooplankton community structure、temporal variation as

well as grazing impact on phytoplankton in the coastal sea of

民93[2004]
  夏復國

許建宗
蔡其芳

811

新竹香山地區沉積物與牡蠣汞之時序與空間變化 = Spatial

and seasonal mercury varation in the oyster and sediment of the

Sien-San Area, Taiwan

民93[2004] 林曉武 張欣華

812

台灣近海鮪延繩釣黃鰭鮪資源分布與海洋環境因子關係之

探討 =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ellowfin tuna

(Thunnus albacares) distribution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for

Taiwanese offshore longline fishery

民93[2004] 孫志陸 邱文毓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畢業論文目錄

書名 出版時間 指導教授 作者

813

東海陸棚夏季長江沖淡水中細菌生長率之硏究 : 空間分佈,

年間差異及經驗模式分析 = Summer bacterial growth in the

Chiang-Jiang plume in the East China Sea shelf : spatial and inter-

annual variation as well as empirical modeling

民93[2004] 夏復國 蔡旭仁

814

亞熱帶沿岸海域細菌呼吸率與群聚呼吸率之季節變化硏究

= Seasonal variation of bacterial respiration and community

respiration in a subtropical coastal system

民93[2004] 夏復國 賴昭成

815

多齒圍沙蠶種群形態與分子遺傳標誌變異之硏究 =

Morphological and molecular variations of the perinereis nuntia

(polychaeta: nereididae) species group

民93[2004]
陳昭倫

謝蕙蓮
郭美貞

816

台灣西南海域產紅星梭子蟹外部型態統計及生物參數估計

= Statistical analyses of extern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and

biological parameters estimation of swimming crab, portunus

sanguinolentus, in the waters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3[2004] 許建宗 張小娟

817

「聖嬰 - 南方震盪」對台灣地區降雨和沿海水位變化之影

響 = Effects of E1 niño - southern oscillation on rainfall and sea

level changes in Taiwan

民93[2004] 范光龍 林國龍

818

中西太平洋與台灣東部海域正鰹之生殖生物學硏究 =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skipjack tuna, katsuwonus pelami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 and waters off eastern Taiwan

民93[2004] 孫志陸  傅信欽

819
台灣東北棚裂區的流速分佈 = Current distribution on the shelf

break northeast of Taiwan
民93[2004] 唐存勇 郭昭雄

820 海域及都會區大氣懸浮微粒之化學特性硏究 民93[2004] 林斐然  劉建麟

821
微囊藻毒檢測方法與毒理機制的探究 = Studies on the

detection and toxicology of microcystins
民93[2004]

黃  穰

周宏農
陳逸民

822 南海東北端與中國大陸陸棚間之地熱硏究 民93[2004] 徐春田 黃世興

823

亞熱帶貧營養鹽海域中束毛藻固氮作用在異營性細菌置換

率及有機碳傳輸效率方面之潛在衝擊力 = Potential impacts

of N2-fixing Trichodesmium on heterotrophic bacterioplankton

turnover rates and organic carbon transfer efficiency in the

subtropical oligotrophic ocean system.

民93[2004] 夏復國 林慧雯

824

南海初級生產力之估算與SEATS測站顆粒態有機質之觀測 :

應用於南海物理-生地化耦合模式之驗證與改進 = Estimation

of primary produ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bservation of

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 at SEATS station : application in the

valid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coupled physical-

biogeochemical model of south China sea

民93[2004] 劉康克 陳英傑

825
南海產南魷資源之漁業聲學硏究 Fisheries acoustic studies on

the purpleback flying squid resour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民94[2005] 葉顯椏 張 引

826
台灣海峽海潮流之硏究 A study of tidal and subtidal current in

the Taiwan strait 林勝豐[(Sheng Fong Lin)]撰
民94[2005] 唐存勇 林 勝豐

827

中國東部魯皖蘇地區新生代玄武岩之地球化學與岩石成因

Geochemistry and petrogenesis of cenozoic basaltic rocks from

Shandong, Anhui and Jiangsu provinces, eastern China

民94[2005] 陳汝勤 李 永棠

828

南海有光層中溶解性氮物種分析與季節變化初探 = Pilot

study of dissolved nitrogenous species in the euphotic zone of

oligotrophic South china sea

民94[2005] 溫良碩 蔡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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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超基性捕獲岩中之微量元素分布及其所隱示之地質意義 民94[2005] 陳汝勤 李坤璋

830

應用形態測定學判別台灣沿近海產善泳蟳(Charybdis natator)

資源之系群結構 = Morphometric study on stock discrimination

of the swimming crabs, Charybdis natator in the waters

民94[2005] 葉顯椏 李明政

831 由海洋鑽探計畫鑽井資料來探討增積岩體的孔隙率分佈情 民94[2005] 劉家瑄 楊國威

832
西太平洋黃鰭鮪生殖生物學硏究 =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Yellowfin tuna Thunnus albacar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民94[2005] 孫志陸 王尉任

833 彭佳嶼海域大氣懸浮微粒中金屬元素之組成及來源探討 民94[2005] 林斐然 郭瓊文

834 東港小型鮪延繩釣漁業漁況分析及黃鰭鮪資源評估 民94[2005] 王健雄  劉正文

835 衛星遥測海面高度異常值探討 : 臺灣東側海域個案硏究 民94[2005] 唐存勇 葉妍伶

836

以臺東沿海密毛龍蝦之體長資料估計其年齡、成長與死亡

率以及單位加入生產量分析 = Age, growth, mortality and

yield-per-recruit analysis based on length data for the spiny lobster

panulirus penicillatus in coastal waters off southeastern Taiwan

民94[2005] 孫志陸 陳郁凱

837

以台灣近海鮪延繩釣漁業大目鮪體長資料估計其年齡、成

長與死亡率以及單位加入量分析 = Age, growth, mortality and

per-recruit analyses based on length data for the bigeye tuna

thunnus obesus of Taiwanese offshore tuna longline fishery

民94[2005] 孫志陸 劉姵妤

838 三維重力分析與台灣區域地殼構造之大尺度變化 民94[2005]
  郭本垣

劉家瑄
陳愛筑

839

台灣東北海域花腹鯖(Scomber australasicus)單位加入生產量

之硏究 = Study of yield-per-recruit model for spotted mackerel,

Scomber australasicus, in the waters off northeastern Taiwan

民94[2005] 許建宗 劉恒信

840
海洋褐藻小海帶抽出物之免疫活性探討 = Immunological

activity of extracts from the marine brown alga, Endarachne
民94[2005] 黃  穰 李惠婷

841

印度洋長鰭鮪系群之體長別單位加入生產量分析 = Length-

based yield per recruit analysis for albacore, thunnus alalunga, in

the indian ocean

民94[2005] 許建宗 柯靑秀

842

由單船ADCP資料推算東海六月平均流 = The residual current

derived from ship-board ADCP measurements of east china sea in

june 1999

民94[2005] 劉倬騰 王迪慰

843

餵飼海藻飼料對糖尿病大白鼠血糖濃度之影響 = Feeding

effects of seaweed diets on hypoglycemic activities in STZ-

induced diabetic rats

民94[2005] 黃  穰 李昌庭

844 台灣北部陽明山地區靑山瀑布呈層狀安山岩之地球化學特 民94[2005] 陳汝勤 郭育安

845

高雄市沿近海動力漁船作業型態與其漁獲特徵間之判別分

析硏究 = Analysis on catch composition versus fishing gear

relations from landings of Kaohsiung inshore fisheries

民94[2005] 葉顯椏 許振豪

846 淡水河口海岸帶與濁水溪口海岸帶地質特徵之比較 民94[2005] 俞何興 吳秋慧

847 淡水河至後龍溪海岸帶地質特徵 民94[2005] 俞何興 徐瑋琦

848

台東沿海密毛龍蝦生殖生物學硏究 =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the spiny lobster Panulirus penicillatus in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waters off Taiwan

民94[2005] 孫志陸 張以杰

849

翡翠水庫浮游植物與異營浮游細菌的拮抗現象 = The

antagonism of phytoplankton vs. heterotrophic bacterioplankton in

the Fei-Tsui reservoir

民94[2005]
  夏復國

戴昌鳳
許庭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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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翡翠水庫異營性細菌生產力時空變化 = Temporal-spatial

variation of bacterial production in the Fei-Tsui reservoir
民94[2005]

  夏復國

戴昌鳳
盧季謙

851 雙平面波陣列分析應用於臺灣寬頻網 : 方法檢驗 民94[2005]
  郭本垣

喬凌雲
陳志如

852

颱風對翡翠水庫葉綠素甲濃度時空變化之影響 = Typhoon

impacts on the temporal-spatial variation of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s in the Fei-Tsui reservoir

民94[2005]
  戴昌鳳

夏復國
 林靜英

853 在斜坡多音束側擊的資料分析硏究 民94[2005] 宋國士 翁聖博

854

東海湧升流區異營性浮游細菌時空變異之硏究 = The

temporal-spatial variation of bacterioplanktonin the upwelling

region, East China Sea

民94[2005]
  夏復國

戴昌鳳
 許丁元

855
颱風造成之南海內慣性運動 = Typhoon induced inertial

mo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民94[2005]

  唐存勇

莊文思
陳譽愷

856

台灣西南海域表層沉積物金屬與顆粒組成空間分佈與控制

因子 = Spatial variations and factors control sedimentary metal

and grain size in the continental margin of the southwestern

民94[2005] 林曉武 林佳緯

857
生物技術在海洋水產養殖生物之硏究與應用 Studying and

application of biotechnology in marine aquacultural species
民95[2006]

  蔡懷楨

黃  穰
陳 信良

858

彰雲潮流沙脊之形貌、沈積作用及演化模式 The

morphology, sedimentation and evolution of Changyun sand ridge

offshore western Taiwan

民95[2006] 俞何興 廖 宏儒

859

台灣西南海域高屏陸坡盆地及澎湖海底峽谷 水道系統的沉

積作用及演化 Sedimentation and evolution of Kaoping slope

basin and Penghu submarine canyon  channel system off

southwest Taiwan

民95[2006] 俞何興 黃 任億

860
台灣沿岸海洋弧菌之收集、分離與分類 Collection,isol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marine vibrios from coastal waters in Taiwan
民95[2006] 謝文陽 邱 秀慧

861

印度-南大西洋產長鰭鮪資源之系群結構及南大西洋系群之

現況評估硏究 Albacore (thunnus alalunga)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Indo-South Atlantic Oceans and stock assessment of south

Atlantic albacore

民95[2006] 葉顯椏 李 梁康

862

臺灣西南部珊瑚礁在矽質碎屑古環境中最初發育機制之探

討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coral reefs in siliciclastic

paleoenvironments,southwestern Taiwan

民95[2006] 戴昌鳳 王 士偉

863
紅樹林沉積物中脫氮細菌之硏究 The study of denitrifying

bacteria from mangrove sediments
民95[2006] 謝文陽 林 育德

864

臺灣東北部海域花腹鯖與眞{252147}混群之漁業聲學硏究

Fishery acoustic studies on two species gathering of scomber

australasicus and trachurus japonicus in the waters off northeastern

Taiwan

民95[2006] 葉顯椏 劉 仁銘

865 非線性內波在南海北部大陸棚傳遞之模擬 民95[2006] 劉倬騰 趙彥翔

866
鹽寮海域浮游動物生產與群聚分析 = Zooplankton production

and communities in Yan-Liao bay,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民95[2006] 黃哲崇 宋傳正

867

彭佳嶼海域大氣懸浮微粒之傳輸及化學特性硏究 =

Transport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tmospheric aerosols at

pengchiayu island

民95[2006] 林斐然 陳亦芃

868 地幔P波速度的全球三維變化 民95[2006] 喬凌雲  范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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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
翡翠水庫病毒豐度之時空變化 = Temporal-spatial variation of

virus abundance in the Fei-Tsui reservoir
民95[2006]

  戴昌鳳

夏復國
陳宜龍

870

台灣西南海域泥貫入體分佈與構造活動之關係 =

Distribution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of mud diapirs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5[2006] 劉家瑄 莊惠如

871

南海岩芯MD012396之磁學硏究 : 46萬年來南海的環境變遷

= Magnetic study of core md012396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

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ince 460 ka

民95[2006]
  李德貴

劉家瑄
陳國峰

872

臺灣東部海域鬼頭刀的日齡與成長之硏究 = Studies on age

and growth of the dolphinfish(coryphaena hippurus) in the waters

off eastern Taiwan

民95[2006] 孫志陸 張伊坊

873

台灣西部近岸水體清除現象 : 釷-234與鈾-238不平衡的應用

= Particle scavenging in the nearshore waters of western Taiwan :

234 th / 238 u disequilibrium elucidation

民95[2006]
  魏慶琳

溫良碩
蔡靜如

874

台灣西南海域海底泥火山之分布特徵與噴發機制 =

Distribution and mechanism of submarine mud volcanoes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5[2006] 劉家瑄 曾威豪

875

以生產量模式評估資源動態結果之比較 : 中西太平洋黃鰭

鮪為例 = Assessing the stocks by production model for yellowfin

tuna distributed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

民95[2006] 王健雄 連永祥

876 臺中至苗栗西南外海近岸的地形與地貌 民95[2006] 宋國士 謝凱惠

877
台灣北部上地幔非均向性之探討 = Upper mantle anisotropy in

the northern taiwan
民95[2006]

  黃柏壽

劉家瑄
徐毅振

878
紅樹林沉積物中脫氮細菌之硏究 = The study of denitrifying

bacteria from mangrove sediments
民95[2006] 謝文陽 林育德

879

碘光度測氧法干擾因子之硏究 = Interference study of the

colorimetric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dissolved oxygen in

seawater

民95[2006] 白書禎 黃冠綸

880

淡水河口至濁水溪海岸帶的特徵與海水面上升的可能影響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astal zone along Tanshui estuary to

Choshui river basin and the probable effects of sea level rise

民95[2006] 俞何興 李政帥

881

絲珊瑚屬的粒線體基因體及其細胞色素氧化酶次單位I基因

介入子之分子演化硏究 = Mitogenomics and molecular

evolution of the group i intron in the cytochrome oxidase i gene of

siderastrea (cnidaria;scleractinia;siderastreidae)

民95[2006] 陳昭倫 莊曜陽

882
大台北地區大氣汞濕沉降之時序變化 = Temporal variation of

wet deposition of atmospheric mercury in metropolitan Taipei
民95[2006] 曾鈞懋 陳安芃

883
台灣東部海域白皮旗魚之年齡與成長硏究 = Age and growth

of black marlin, makaira indica,in the waters off eastern Taiwan
民95[2006] 孫志陸 劉建賢

884
新種洋菜分解性海洋細菌之分離與特性探討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marine agarolytic bacteria
民95[2006] 謝文陽  劉東岩

885

細基龍鬚菜萃取產物之免疫與抗癌活性分析 =

Immunological and antitumor activity assays for the marine red

alga gracilaria tenuistipitata.

民95[2006] 黃  穰 任雅罄

886
濁水溪流域海岸帶特徵 = Characteristics of coastal zone in the

Choshui basin
民95[2006] 俞何興 李昆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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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

台灣珊瑚群聚分布及氣候變遷對其衝擊之硏究 = Cor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s under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民95[2006] 戴昌鳳 洪聖雯

888
非持續性的南海暖流 = The non-persistent south China sea

warm current
民95[2006] 唐存勇 楊凱絜

889 台灣海峽內的低頻海流 = Subtital current in the Taiwan strait 民95[2006]
唐存勇

范光龍
梁恩昱

890

養殖環境對造礁珊瑚生理的影響 : 生態缸與裸缸的比較 =

The effect of culturing environment on physiology of reef corals :

a comparison between mesocosm and tank

民95[2006]
戴昌鳳

樊同雲
林榕珊

891

台灣西南海域沉積物之硫酸鹽還原作用與甲烷擴散之關係

= Relationship between sulfate reduction and methane migration

in sediments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5[2006] 林曉武 謝偉琦

892

台灣東南海域弧前盆地之構造演化特徵 =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forearc basin offshore

southeastern Taiwan

民95[2006] 劉家瑄  陳麗雯

893
中太平洋下方D"的溫度梯度 = The temperature gradient in d"

beneath the central Pacific
民95[2006]

  郭本垣

喬凌雲
李筑薏

894
台灣西南海域岩心沈積物之特性與來源 =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of core seduments in southwestern offshore Taiwan
民95[2006] 陳汝勤 黃柏鈞

895

海洋聚球藻藻藍素的免疫抗癌及抗氧化活性 =

Immunological,anti-tumor and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phycocyanin from marine synechococcus sp

民95[2006] 黃  穰 徐慧君

896

利用微隨體基因座探討軸孔珊瑚種間界線與族群遺傳之硏

究 = Utility of microsatellite markers in species boundary and

population genetics of acropora

民95[2006] 陳昭倫 陳建維

897

台灣車籠埔斷層鑽井A井岩心之碳酸鹽類礦物碳氧同位素

硏究 = Oxygen and carbon isotopic studies of carbonate minerals

from tcdp hole-a drill cores in Taiwan

民95[2006] 王珮玲 巫佳靜

898 水下目標物的偵搜與超短基線水下定位法 民95[2006] 宋國士 周靜歆

899
台灣南部海域增積岩體的構造特徵 =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accretionary wedge offshore southern Taiwan
民95[2006] 劉家瑄 馮力中

900

東海南部1990-2003年間底棲資源豐度指標之標準化硏究 =

Standardization on abundance indices of groundfish resource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East China Sea from 1990 to 2003

民95[2006] 葉顯椏 蕭益清

901
硫磺怪方蟹對硫化氫的耐受度與解毒機制 = Sulfide tolerance

and detoxification of the vent crab, xenograpsus testudinatus
民95[2006]

戴昌鳳

鄭明修
張誠茂

902
鹽寮海域浮游動物生產與群聚分析 = Zooplankton production

and communities in Yan-Liao bay,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民95[2006] 黃哲崇 宋傳正

903 大屯火山群井下溫度監測硏究 民95[2006] 徐春田 吳書恒

904

台灣西南海域岩心沉積物之礦物、化學與物理特性 =

Mineralogical, chemical an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red

sediments from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5[2006] 陳汝勤 羅健瑛

905
台灣周遭海域表水浮游植物色素分佈初探 = Pigments

distribution in coastal surface waters off Taiwan
民96[2007] 溫良碩 董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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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

比較三種泛線性模式標準化大西洋大目鮪族群豐度指標之

適合度 = Comparison of standardized abundance index of bigeye

tuna (thunnus obesus) in the atlantic ocean by three general linear

民96[2007] 許建宗 羅壬廷

907
南海北部深水區非線性內波之傳播特性 = Non-linear internal

wave propagation in the deep zone of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民96[2007] 劉倬騰 李昶緯

908
電纜觀測海流在地球磁場中引起的電壓 = Cable

measurement of flow-induced voltage in earth magnetic field
民96[2007] 劉倬騰 邱元玠

909

使用附著式小型溫度探針量測海底沉積物之溫度梯度並推

估天然氣水合物底部之硏究 = Using attachable miniature

temperature probes to measure sub-seafloor temperature gradients

and estimate the base of gas hydrate stability zone

民96[2007] 徐春田  林書晢

910

比較三種泛線性模式標準化印度洋大目鮪族群豐度指標之

適合度 = Comparison of standardized abundance index of bigeye

tuna (Thunnus abesus) in the Indian ocean by three general linear

民96[2007] 許建宗 馬慧珊

911

台灣南部珊瑚礁海域兩種固曲齒雀鯛食性適應性之硏究 :

利用胃內含物和穩定同位素分析 = Plasticity of feeding habits

of two Plectroglyphidodon damselfishes on coral reefs at southern

Taiwan, evidence from stomach content and stable isotope

民96[2007] 孫志陸 傅以承

912

以微隨體基因標誌檢驗台灣南部細枝鹿角珊瑚的有性生殖

幼生、群體內基因型變異、以及異型合子過量現象 =

Sexually derived larvae, intracolonial genotypic variations, and

heterozygosity excess of a brooded coral (Pocillopora damicornis)

in Taiwan revealed by microsatellite markers

民96[2007] 戴昌鳳 楊尚儒

913
新型硝酸鹽分析儀之硏究 = Development of a new type of

nitrate analyzer
民96[2007] 白書禎 謝志強

914

北南海陸坡海域之第二斜壓模內孤立波 = Mode-2 internal

solitary wave in the shelf break zone of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方盈智

民96[2007] 唐存勇 方盈智

915

台灣產多囊海鞘屬之分類及分子親緣關係 = The taxonomy

and molecular phylogeny of solitary ascidians genus Polycarpa

(Stolidobranchia: Styelidae) in Taiwan

民96[2007] 戴昌鳳 呂在明

916
台灣北部及西部外海近岸海床地形分析之硏究 = The study

of underwater topography off Northern and Western Taiwan
民96[2007] 宋國士 蘇儀眞

917

臺灣海峽表層水體顆粒清除作用探討 : 釷-234/鈾-238不平衡

應用 = Scavenging phenomenon in the Taiwan strait :

234Th/238U disequilibria

民96[2007] 魏慶琳 侯雁睿

918
單點錨碇圓柱浮體欄栅的消波機制硏究 = A study on wave

sheltering of single-mooring spar buoy fences
民96[2007] 梁乃匡 戴光翊

919

硫酸錳催化靛藍法測氨之硏究 = Determination of ammonia in

water by the Indophenol blue method catalyzed by manganese

sulfate

民96[2007] 白書禎 林盈君

920

氣力揚昇幫浦應用於海域甲烷水合物輸送之初步硏究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irlift pump to transport

ocean methane hydrates

民96[2007] 梁乃匡 朱弘傑

921

金山至萬里岬灣海岸帶地質特徵 =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pe and bay of coastal zone from Jingshan to Wanli,

Northern Taiwan

民96[2007] 俞何興 張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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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聖嬰現象對臺灣沿海水位波動的影響 = The effects of EL Niñ

o on the sea-level fluctuations along the coast of Taiwan
民96[2007] 范光龍 張毓堯

923

台灣海域與南中國海之白皮旗魚生殖生物學硏究 =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black marlin, Makaira indica, in the

waters off Taiwan and South China Sea

民96[2007] 孫志陸 劉宗昀

924

臺灣產鯖科魚類之親緣關係與花鰹屬仔魚之鑑別 =

Relationship of the scombridae (pisces, perciformes) in Taiwan

and discriminating of the larvae of the genus Auxis

民96[2007]
  孫志陸

王友慈
曾以中

925
模擬山腳斷層錯動之同震位移模式 = Coseismic displacement

modeling of the sanchiao fault
民96[2007]

  黃柏壽

喬凌雲
簡順忠

926

表現病毒外套膜蛋白的擬球藻轉殖品系 = A stable-

transmitted transgenic microalgae, nannochloropsis oculata,

harbors a DNA fragment encoding a viral protein

民96[2007]
  黃   穰

蔡懷楨
孫可蘋

927

晚新生代台灣西部前陸盆地之震測地層學、前凸起隆升與

前陸演化 = Seismic stratigraphy, forebulge uplift and foreland

evolution, late cenozoic, West Taiwan foreland basin

民96[2007] 俞何興 張日新

928

扁蟹奴(Sacculina plana)幼蟲發育及白紋方蟹(Grapsus

albolineatus)遭寄生情形 = Larval development and prevalence of

Sacculina plana and its host Grapsus albolineatu

民96[2007]
  戴昌鳳

鄭明修
塗子萱

929
台灣產巨口魚目魚類之分類及分子類緣關係之硏究

Taxonomic and molecular phylogenetic studies of stomiiforms
民96[2007]

  邵廣昭

戴昌鳳
廖 運志

930
軸孔珊瑚種間關係的探討 Interspecies relationships in

Acropora (Cnidaria: Scleractinia)
民96[2007]

  陳昭倫

戴昌鳳
魏 汝薇

931

有機物質蓄積對河口底棲化學性質、微生物群聚,以及底棲

動物的衝擊 The impact of organic matter enrichment on benthic

chemical properties,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benthos in the

estuary

民96[2007]
  陳章波

謝文陽
范 嵐楓

932
側掃聲納數位影像之解析與辨識分析硏究 Target recognition

and image resolution of the digital sidescan sonar image
民96[2007] 宋國士 劉 佩琨

933
雀鯛科魚類攝食關係再評估 A re-appraisal of feeding

relationships of damselfishes
民96[2007]

  詹榮桂

戴昌鳳
何 政擇

934

台灣東北部海域三種腔吻鱈屬鼠尾鱈的食性及棲所資源分

配之硏究 = Utilities of food and habitat of three congeneric

grenadiers (Coelorinchus spp.) in waters of Northeastern Taiwan

民96[2007]
  邵廣昭

許建宗
李境超

935

宜蘭陸棚上的淺層沈積構造及沈積物傳輸模式 = Shallow

sedimentary structures and sediment transport processes on the

Ilan shelf

民96[2007] 劉家瑄  許鶴瀚

936

以兩種光度法測試酸礦水溶氧的可行性硏究 = Comparison

of the two modified colorimetric methods on the feasibility of

measuring oxygen in acidic mine water

民96[2007] 白書禎 鄭家侖

937

台灣海域不同時空背景下草蝦的形態變異 = Morphometric

variations of giant tiger prawn (penaeus monodon) under different

spatiotemporal conditions in the waters of Taiwan

民96[2007]
 許建宗

丘臺生
藍聰文

938

籬枝軸孔珊瑚體內共生藻群聚在時間上的變動與光合生理

差異 = Temporal and photophysiological variations of symbiont

communities in the reef-building coral, isopora palifera

民96[2007]
 陳昭倫

王志騰
許嘉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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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

利用二維離散元素法探討增積岩體的變形模式 =

Deformation of accretionary wedges based on 2D distinct element

modeling

民96[2007]

 盧佳遇

喬凌雲

胡植慶

王芳琳

940
南海北部海域大氣汞的時序變化 = Temporal variation of

atmospheric mercury over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民96[2007]

  林斐然

曾鈞懋
 劉全盛

941

利用基因演算法標定地震波相相對到時的探討 = Relative

seismic travel time determined by the genetic algorithm and the

micro genetic algorithm

民96[2007] 喬凌雲 余尚學

942
雀鯛科魚類攝食關係再評估 = A re-appraisal of feeding

relationships of damselfishes
民96[2007]

詹榮桂

戴昌鳳
何政擇

943
一參數化颱風模式適用性之探討 = On the accuracy of a

parameterized typhoon model
民96[2007] 陳慶生 陳玉春

944
東沙島附近之潮流 : 當地模式模擬 = Tidal currents near

dongsha : a local model
民96[2007]

  莊文思

唐存勇
吳淑芬

945
鹿角珊瑚科珊瑚的粒線體基因組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the

pocilloporid scleractinian
民97[2008]

  戴昌鳳

陳昭倫
陳建勳

946
南海巨大振幅內波之硏究 Study of large-amplitude nonlinear

internal wa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民97[2008]

  唐存勇

連仁杰
張明輝

947

利用貝氏統計估計太平洋黑鮪族群動態並考慮其不確定性

Incorporating uncertainty into the estimation of population

dynamics for Pacific bluefin tuna using Bayesian state-space

民97[2008] 許建宗 李 卉華

948

全球大目鲔族群結構與親緣地理學之硏究 Phylogeography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bigeye tuna (Thunnus obesus) inferred

from 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s

民97[2008]
  許建宗

楊西苑
江 欣潔

949
上層海洋對颱風通過反應之數值模擬硏究 Numerical model

study of upper ocean response to tropical cyclones
民97[2008] 陳慶生 蔡 雅鈴

950

東海中部底棲魚類資源之評估與管理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n the demersal fish resources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East China Sea

民97[2008] 葉顯椏 田 士金

951
西北太平洋變色雀鯛的族群連通性 Population connectivity of

pomacentrus coelestis in northern west-pacific
民97[2008] 戴昌鳳 劉 商隱

952

比較微型浮游動物於沿岸海域及河口區時空分布之硏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micro-

zooplankton in the coastal and estuarine ecosystems

民97[2008] 夏復國 鍾 家祿

953 澎湖海域亞熱帶石珊瑚群聚之硏究 民97[2008] 戴昌鳳 謝 恆毅

954
南海北部強非線性內波之數值模擬 =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trongly non-linear internal wave in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民97[2008] 劉倬騰 符勇慶

955
紅柴海溝234Th,210Pb,及210Po生地化行為之比較 =

Comparative geochemistry of 234Th, 210Pb, and 210Po in the
民97[2008] 魏慶琳 周伶樺

956
西北太平洋適合發展溫差發電的物理海洋環境硏究 = A

study on physical oceanographic parameters for the OTEC in NW
民97[2008] 梁乃匡 彭柏深

957
台灣海峽東側沉積物之來源及其傳輸途徑 = Sources and

transport of sediments in the eastern Taiwan strait
民97[2008] 蘇志杰  張嫚珊

958
海水矽酸鹽測定方法中遮蔽劑之機制硏究 = Study of the

masking reagents use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silicate in seawater
民97[2008] 白書禎 簡怡芳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畢業論文目錄

書名 出版時間 指導教授 作者

959

以鎘銅還原法測定河口環境中硝酸鹽之鹽度干擾及解決之

道 = Elimination of salt effec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nitrate in

estuarine waters

民97[2008] 白書禎 甯愛華

960

台灣沿岸十六烷和環己烷的分解性細菌之多樣性硏究 =

The diversity of bacteria degrading hexadecane or cyclohexane in

coastal waters from Taiwan

民97[2008]
  謝文陽

簡文達
吳旻曉

961

海洋脊椎與無脊椎動物雄性配子之超低溫保存 : 以六斑刺

河魨與白蝦為例 = Cryopreservation of male gamete of marine

vertebrate and invertebrate - studies in porcupine fish (Diodon

holocanthus) and white shrimp (Litopenaeus vannamei)

民97[2008]
  謝文陽

趙乃賢
陳雨農

962
台灣沿岸海水中耐冷細菌多樣性之硏究 = The diversity of

psychrotolerant bacteria in coastal seawaters of taiwan
民97[2008] 謝文陽 廖建勛

963
香山濕地沉積物中脫氮細菌多樣性之探討 = Diversity of

denitrifying bacteria in the sediments from Shiangshan wetland
民97[2008]

  謝文陽

簡文達
莊桓昌

964
台灣沿岸海水中耐熱細菌多樣性之硏究 = The diversity of

thermotolerant bacteria in coastal seawaters of taiwan
民97[2008] 謝文陽 張曉芸

965
淡水河流域中鐵之地球化學硏究 = Geochemical behavior of

dissolved iron in the danshuei river watershed
民97[2008] 溫良碩 馮英哲

966
淡水河流域銀之物種變化與空間分布 = Speci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ilver in the danshuei river watershed
民97[2008] 溫良碩 李承軒

967
西太平洋邊緣海銀之分佈硏究 = Silver in waters of western

pacific marginal seas
民97[2008] 溫良碩 王俊凱

968

台灣西南海域陸源有機碳沉降受鄰近島嶼型河川顆粒傳輸

影響之硏究 = Deposition of terrestrial organic materials from

small mountainous rivers on the narrow continental shelf,

southwest of Taiwan

民97[2008] 林曉武 許鳳心

969

台灣北部海域單拖漁船漁獲組成與群聚指標之硏究 = Catch

composition and community indicators based on recovered

logbooks of Taiwanese otter trawlers fished in the waters off

民97[2008] 葉顯椏 林翰飛

970

利用耳石穩定性碳氧同位素組成探討鮪魚之生活史 = Study

of tuna life history by otolith stable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

composition

民97[2008] 蕭仁傑 王士瑋

971

應用非平衡生產量模式評估太平洋黑鮪系群 = Stock

assessment of Pacific bluefin tuna (Thunnus orientalis) by non-

equilibrium global production model analysis

民97[2008] 許建宗 鍾豐駿

972
造礁珊瑚黑病之菌相分佈硏究 = Bacterial consortium

associated with the "black disease" of reef-building corals
民97[2008]

  陳昭倫

湯森林
廖敏惠

973
海洋藻類萃取液對海洋弧菌的抗菌活性 = Antibiotic activity

of marine algae extracts against marine vibrios
民97[2008] 黃   穰 蔡宇軒

974
西藏Hi-CLIMB資料之陣列分析 = Array analysis of Hi-CLIMB

data of Tibet
民97[2008]

  郭本垣

喬凌雲
楊書安

975

台灣西南海域福爾摩沙海脊之構造及沉積特徵 = The

structural and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osa ridge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7[2008] 劉家瑄 廖奕翔

976

恆春半島西側與南側海底地形特徵初步探討 = Preliminary

study of marine top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round western and

southern Hengchun penisula

民97[2008] 宋國士 高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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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7
渦漩在南海引起的季節內變化 = Eddies induced intra-seasonal

vari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民97[2008] 唐存勇 黃于盈

978

無共生藻石珊瑚和有共生藻石珊瑚粒線體基因組之演化比

較硏究 = Mitochondrial genomic comparison provides

evolutionary insights into relationships between azooxanthellate

and zooxanthellate scleractinians (Cnidaria; Anthozoa)

民97[2008] 陳昭倫 林梅芳

979

台北陽明山區與嘉義鄉間酸沉降之化學特性探討 =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cid precipitationat yangmingshan in

Taipei and the rural site in Chiayi

民97[2008] 蘇志杰 陳以瑛

980
南沖繩海槽之地殼構造 = The crustal structure of sourthern

Okinawa trough
民97[2008]

  張翠玉

喬凌雲
王淑榕

981
單點錨錠圓柱浮體的消波機制硏究 = A study on wave

sheltering of singly-moored spar buoys
民97[2008] 梁乃匡 洪建如

982

台灣東部海域白皮旗魚生活史參數與生物參考點之估計及

相關未確定性分析 = Estimation of life history parameters,

biological reference points, and associated uncertainties for black

marlin (makaira indica) in the waters off eastern Taiwan

民97[2008] 孫志陸  方惠平

983

台灣東部海域竹節鰆生活史參數與生物參考點之估計及相

關未確定性分析 = Estimation of life history parameters,

biological reference points, and associated uncertainties for wahoo

(Acanthocybium solandri) in the waters off eastern Taiwan

民97[2008] 孫志陸 李倉名

984

多音束測深機音鼓的側旋與測深精度的探討硏究 = The

accuracy study of sounding measured by a tilted multi-beam

transducer

民97[2008] 宋國士 王詩靚

985

台灣西南海域非活動型大陸邊緣海底塊體運動之探討 =

Submarine mass movements in the passive margin offshore of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7[2008] 劉家瑄 黃一剛

986

彭佳嶼海域大氣懸浮微粒中金屬元素及水溶性離子之化學

特性硏究 =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ce elements and water-

soluble ions in marine aerosols over Pengchiayu Island

民97[2008] 林斐然 曾幀琳

987
測深波浪補償的修正硏究 = The study of bathymetry sounding

correction : heave compensation
民97[2008] 宋國士 鄭文菁

988 新竹外海構造硏究 = Structures in offshore Hsinchu area 民97[2008] 劉家瑄  沈玟劭

989

鴛鴦湖生態保護區內湖水與森林沈降水之化學與硫同位素

特徵 =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lfur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forest precipitations and lake water in the Yuanyang Lake forest

民97[2008] 王珮玲 陳鑑禕

990

台灣東北角地區能利用葡萄糖或半乳糖為單一碳源的細菌

之分離與特性硏究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bacteria which can use glucose or galactose for single carbon

source from seawater in Taiwan northeast coast

民97[2008]
謝文陽

簡文達
吳俊毅

991

南海北部輸出生產力季節變化 : 釷-234/鈾-238不平衡估算及

沈降顆粒收集器量測 = Seasonal variation of export production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 234Th/238U disequilibrium and

floating trap approaches

民97[2008] 魏慶琳 林筱雨

992
台灣南部海域海底崩移之分佈與特徵 = The distribution of

submarine and characteristics landslides offshore southern Taiwan
民97[2008] 劉家瑄 吳佳瑜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畢業論文目錄

書名 出版時間 指導教授 作者

993

臺灣西南海域之天然氣水合物穩定帶底部與沉積物熱導係

數異常之探討 = The Base of Gas Hydrate Stability Zone and the

anomalous sediment thermal conductivity offshore of SW Taiwan

民97[2008] 徐春田 李信宏

994
南沖繩海槽表層沈積物中黏土礦物之硏究 = Clay mineral

distribution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the Southern Okinawa Trough
民97[2008] 蘇志杰 鄭智睿

995

香山濕地的非發酵性兼性厭氧細菌之分離與特性探討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onfermentative facultative

anaerobic bacteria from Shiangshan wetland

民97[2008]
   謝文陽

簡文達
廖珠佑

996

台灣熱帶與副熱帶地區的萼柱珊瑚熱抗性與逆境蛋白表現

的空間差異 = Spatial variation of thermal resistance and stress

protein expression in stylophora pistillata from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Taiwan

民97[2008]
  陳昭倫

王志騰
許嘉合

997

以海床迴聲特徵探討台灣海峽及台灣西南海域之淺層沈積

作用 Near-bottom sedimentation processes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from echo character studies

民98[2009] 劉家瑄 邱 瑞焜

998

反射震測資料之震波速度與震幅 : 支距分析推估台灣西南

海域地層中天然氣水合物之潛能 = Seismic velocity and

amplitude versus offset analyses to estimate gas-hydrate resource

potential offshore SW Taiwan

民98[2009]
  劉家瑄

史菲力
 蔡志勤

999

福衛二號衛星多光譜影像推估南灣海域水深分佈 =

Determination of water depth at Nanwan from Formosat-2

multispectral image

民98[2009] 劉倬騰 劉忠誠

1000
以砂箱實驗探討增積岩體的前緣增積作用 = Frontal accretion

of accretionary wedges based on sandbox experiments
民98[2009]

  喬凌雲

盧佳遇
潘昌志

1001
菁山、竹子湖與擎天崗三口井的地溫變化 = The down hole

temperature monitoring of chinshan, chuhihu and chinteinguan
民98[2009] 徐春田 蔡季達

1002
溫帶氣旋湧浪預報初步硏究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swell

forecasting of extra-tropical cyclone
民98[2009]

  梁乃匡

范光龍
許庭軒

1003
南海深層水流量之探討 = The volume transport of the cold

deep wat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民98[2009] 唐存勇 徐偉倫

1004

翡翠水庫浮游植物色素及群聚組成之季節性變化 = Seasonal

succession of phytoplankton pigment and its composition in Fei-

Tsui reservoir

民98[2009] 夏復國 林芷嫻

1005

發展浮游動物影像自動化辨認系統 : 以東海生態系為例 =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n automatic image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the mesozooplankton in the east China sea

民98[2009] 謝志豪 張君屹

1006

東沙島以南大陸邊緣構造及沉積物分布之探討 = Structure

and sediment distribution in the continental margin south of the

dongsha island, south China sea

民98[2009] 劉家瑄 陳政儀

1007

高屏海底峽谷的曲流特徵及其在沉積物傳輸的意義 =

Sinuosity and sediment dispersal of meandering segments in the

Kaoping submarine canyon

民98[2009] 俞何興 劉玲雯

1008

浮游食物網中跨營養階層攝食行為對於體型大小頻譜之影

響 = Size spectrum is critically affected by omnivorous and

detritivorous feeding in plankton food webs

民98[2009]
  謝志豪

三木健
張俊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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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台灣西南海域枋寮海底峽谷的沉積/形貌特徵與沉積物散佈

= Morpho/sedimentary features and sediment dispersal of the

fangliao submarine canyon offshore SW Taiwan

民98[2009] 俞何興 張亦慧

1010
台灣北部短週期噪訊硏究 = On short period ambient noise of

northern Taiwan
民98[2009]

  龔源成

喬凌雲
 陳映年

1011
側掃聲納回散射訊號之海床地貌影像分析硏究 = The study

of side-scan sonar image for sea bed propreties
民98[2009] 宋國士 陳昭儒

1012
利用周遭雜訊逆推沖繩海槽地下構造 = Using ambient noise

to invert for structure beneath okinawa trough
民98[2009]

  喬凌雲

龔源成
方慧圓

1013
利用驗潮紀錄估計臺灣沿岸地表垂直運動 = Estimating

vertical crustal motion along Taiwan coast using tide gauge
民98[2009]

  張翠玉

趙   丰
姜介中

1014

台灣南部海域星狀軟珊瑚之有性生殖及族群動態硏究 =

The sexual reproduction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soft coral

Asterospicularia laurae in southern Taiwan

民98[2009] 戴昌鳳 林育朱

1015

矽磷同步分析儀之設計與海域環境之應用 = Design of a

new-type flow analysis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silicate and phosphat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ocean environmental

民98[2009] 白書禎 丁建豪

1016

台灣小河川溶解性物質之區域性與季節性變化 =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and flux of dissolved inorganic components in

the small mountainous rivers of Taiwan

民98[2009] 林曉武 連凱莉

1017
台灣海峽冬季流量觀測 = Observations of volume transport in

Taiwan Strait in winter
民98[2009] 劉倬騰 陳柏豐

1018

臺灣沿岸細菌分離株降解十六烷之硏究探討 = Comparison

of hexadecane utilization by bacteria isolates from coastal water of

Taiwan

民98[2009]
  謝文陽

簡文達
 陳盈廷

1019

台灣周邊兩千年以來高解析度之地磁場世紀變化記錄 : 以

南沖繩海槽MD05-2907岩芯為例 = High-resolution

geomagnetic secular variation record around Taiwan for the past

2,000 years : a case study of marine core MD05-2907 in southern

民98[2009]
  洪崇勝

蘇志杰
陳國航

1020
台灣東部颱風湧浪預報的探討 = A study of typhoon swell

forecasting in East Taiwan
民98[2009]

  梁乃匡

范光龍
林俊傑

1021

2007年夏季與2008年冬季東海陸棚仔稚魚的時空分布 =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larval fish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of the East China Sea in 2007 summer and 2008 winter

民98[2009] 蕭仁傑 林矩平

1022
台灣東部海域竹節鰆之生殖生物學硏究 =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wahoo (Acanthocybium solandri) in the waters off
民98[2009] 孫志陸 曾淑芳

1023

使用有限元素法修正淺層地溫梯度之地形效應並推估天然

氣水合物的底部深度 = Using finite elemente method to correct

topography effect of sub-bottom thermal gradient and estimate the

base of gas hydrate stability zone

民98[2009] 徐春田 樓文琳

1024

台灣東部沿海密毛龍蝦之脫殼成長硏究 = Growth and

molting of captive pronghorn spiny lobster, Panulirus penicillatus,

in the eastern coast of Taiwan

民98[2009] 孫志陸 黃盈瑋

1025
台灣西南海域陸棚及峽谷內沈積物傳輸方式 = Transport of

sediments in shelf and submarine canyons off SW Taiwan
民98[2009] 蘇志杰 曾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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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利用連續變頻聲納回聲影像及反射震測速度分析來探討台

灣東北海域沈積物之聲學特性 = Acoustic properties of

seafloor sediments offshore northeastern Taiwan from echo

characters and seismic velocity analyses

民98[2009] 劉家瑄 陳怡心

1027
東北歐亞大陸地幔底部之極低速帶的探討 = Ultralow

velocity in the lowermost mantle beneath the northeast Eurasia
民98[2009]

  郭本垣

喬凌雲
楊惠婷

1028

台灣西南部關子嶺泥泉之微生物代謝多樣性硏究 =

Microbial diversity study of the Kuantzulingmud spring in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8[2009] 王珮玲 林悦婷

1029

2008年夏季東海底棲性魚類多樣性及海洋生物與環境之相

關性 = Biodiversity and biological-environmental relationships of

the demersal fish assemblage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2008

民98[2009] 蕭仁傑  張妮娜

1030

臺灣沿岸海域中抗藥性細菌之分離與特性探討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ntibiotic-resistant bacteria from coastal

waters of Taiwan

民98[2009] 謝文陽 江蕙君

1031
生活史策略應用企鵝之保育 = Life history strategies in

penguin conservation
民98[2009] 葉顯椏 翁嘉妤

1032
台灣海峽北部現代沈積物之沈積速率與傳輸途徑 = Modern

sedimentation in the northern Taiwan Strait : rates and pathways
民98[2009]

  扈治安

劉家瑄
高慧如

1033

台灣熱泉生態系統中微生物代謝之生物能量評估 =

Bioenergetic evaluations of microbial metabolisms in

hydrothermal ecosystems, Taiwan

民98[2009] 王珮玲 陳冠樵

1034

利用耳石探討台灣東部海域竹節鰆的年齡與成長 = Age and

growth study of wahoo, acanthocybium solandri, in the waters off

eastern taiwan using otolith

民98年7月 孫志陸 詹麗華

1035

台灣西南部關子嶺泥泉之微生物代謝多樣性硏究 =

Microbial diversity study of the Kuantzulingmud spring in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8年7月 王珮玲 林悦婷

1036

利用疊前深度移位處理技術探討台灣西南海域天然氣水合

物之分布特性與飽和度 = Using pre-stack depth migration

techniqu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aturation of gas

hydrate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9[2010] 劉家瑄 塗書琳

1037

利用魚類行為-物理洋流耦合模式探討日本鯷於東海至台灣

之產卵洄游途徑 = Using coupled fish behavior-hydrodynamic

model to investigate spawning migration of Japanese anchovy,

engraulis japonicus, from the East China Sea to Taiwan

民99年6月
  謝志豪

曾于恒
杜貞儀

1038
壬基苯酚降解性海洋細菌分離株之特性硏究 =

Characterization of nonylphenol- degrading marine bacterial
民99年6月

  謝文陽

簡文達
 林俊甫

1039

呂宋海峽內之黑潮不穩定 : 地形與分層效應 = Instability of

the kuroshio in luzon strait : effects of bottom topography and

stratification

民99年6月

唐存勇

Glen

Gawarkie-

wicz

 戴仁華

1040
花東海盆南部沉積環境演化與地體構造硏究 =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d tectonic evolution in southern Huatung basin
民99[2010] 劉家瑄  洪浩庭

1041

應用三維反射震測技術調查台灣西南海域天然氣水合物系

統 = Applying 3D seismic technique for gas hydrate investigation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9[2010] 劉家瑄   廖士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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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台灣西南海域泥貫入體之活動與演化 = Development of mud

diapirs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99[2010] 劉家瑄  柯佳君

1043

東沙島以南大陸邊緣火成岩體時空分布之探討 =

Distribution and activities of igneous bodies in the continental

margin south of the Dongsha Island,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民99[2010] 劉家瑄 莊松棱

1044

利用紅外線熱像儀釐定利氏海底熱流探針之熱容量及偵測

沉積物中之天然氣水合物的探討 = Using the infrared thermal

camera to determine the heat capacity of lister-type marine heat

probe and detect the gas hydrate in coring sediments

民99[2010] 徐春田  廖可鈞

1045

中西太平洋大目鮪之豐度指標標準化及資源評估 =

Standardization of abundance indices and stock assessment for the

bigeye tuna Thunnus obesu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民99[2010] 孫志陸  陳惠貞

1046

以耳石穩定性碳氧同位素探討烏魚洄游生活史 = Migratory

life history of grey mullet (Mugil cephalus) inferred from otolith

stable isotopes

民99[2010] 蕭仁傑 黃詩珊

1047

利用P波速度修正地溫梯度與天然氣水合物穩定帶底部深

度 = Using P wave velocity to correct geothermal gradient and

base of gas hydrate stability zone

民99[2010]
  劉家瑄

徐春田
蔡佑聰

1048

利用穩定同位素探討浮游動物之個體大小與營養階層關係

在不同水生生態系統下的變動 Investigation of size-trophic

level relationships of zooplankton in different ocean environments-

a stable isotope approach

民99年7月 謝志豪 鄧瑋萱

1049

颱風造成之海洋反應 以2009年熱帶風暴莫拉菲(Molave)為

例 Ocean response caused by typhoon and eddy interaction a case

study of tropical storm Molave(2009)

民99年7月 唐存勇  劉欣怡

1050
南海水體中鉛-210及釙-210的季節分佈與通量研究 210pb

and 210po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easonal distributions and
民99年7月 魏慶琳 易美君

1051
東北歐亞大陸地幔底部之極低速帶的探討 Ultralow velocity

in the lowermost mantle beneath the northeast Eurasia
民99年7月

  郭本垣

喬凌雲
楊惠婷

1052

南海北部不同深度的菌相與多樣性硏究 The diversity and

compositions of stratified microbial assemblages in the interior of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民99年7月
  謝文陽

湯森林
賴虹君

1053

海面粗糙度對衛星雷達與視覺影像的異同 = Similarity and

dissimilarity of surface roughness to satellite radar and to visual

image

民99年7月 劉倬騰 張志榮

1054

溫度回推法檢視海洋營養鹽歷史資料之準確性 = Evaluation

of historical ocean nutrient data by correlating with temperature

using a regression method

民99年7月 白書禎 洪士維

1055
台灣海峽北部潮流的主要分量 = Major constituents of tidal

currents north of Taiwan strait
民99年7月 劉倬騰 蔡維琳

1056
以海洋光學測繪南灣底質分布 = Marine optical mapping of

bottom type in Nanwan
民99年7月 劉倬騰 陳秀睿

1057
台灣北部沿海酵母菌之分離及特性硏究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yeasts in coastal seawaters of north Taiwan
民99年6月 謝文陽 張皓涵

1058
書名 淡水河流域主要離子之濃度分布 Concentrations of

major ions in the Danshuei river watershed
民99年7月 溫良碩 林順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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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

台灣海峽表水懸浮顆粒之粒徑與重金屬元素含量變化硏究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in size fractionated suspended

particles in surface waters of Taiwan Strait

民99年7月 溫良碩  曾偉綸

1060

西太平洋邊緣海域浮游植物光合色素分佈硏究 Distribution

of phytoplankton pigment in waters of western Pacific marginal

seas around Taiwan

民99年7月 溫良碩 林苾芬

1061

2009年夏季東海表水元素汞海氣交換通量與分布

Distribution and air-sea exchange flux of Hg0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summer 2009

民99年7月 曾鈞懋 張蟬如

1062
台灣周圍海域表水鉛-210與釙-210的分佈 Distributions of

210Pb and 210Po in surface water of the seas surrounding Taiwan
民99年7月 魏慶琳 陳品叡

1063

利用FlowCAM硏究西太平洋亞熱帶海域浮游動物體型大小

與攝食率的關係 Field estimates of food preference and

ingestion rates of juvenile mesozooplankton using FlowCAM in

the subtropical western Pacific

民99年7月 謝志豪 田有理

1064

書名 臺灣中北部陸棚底魚漁獲組成特性年間指標變動之硏

究 Yearly fluctuation of groundfish composition indices inferred

from data collected by Taiwanese trawlers fished on the shelf

areas off northern and central Taiwan

民99年7月 葉顯椏 楊存銘

1065

東海中部底魚漁獲組成特性年間指標變動之探究 Yearly

fluctuation of groundfish composition indices inferred from data

collected by Taiwanese trawlers fished in the central east China

民99年7月 葉顯椏 陳思宏

1066

利用X波段雷達硏究海表面流場 以淡水河口為例 A study on

of ocean surface currents by using X-band marine radar the case at

Danshui river estuary

民99年8月 王   冑 謝佳穎

1067

以TAIGER陸上炸測震源推求臺灣北部之地殼速度構造

Crustal structure across northern taiwan determined by the 2008

taiger land refraction experiment data

民99年7月
黃柏壽

喬凌雲
林靑靑

1068
利用生命條碼進行台灣周邊海域柳葉鰻之分類硏究

Taxonomy and barcoding of leptocephali around Taiwan
民99年7月

  邵廣昭

孫志陸
蔡素甄

1069
原始腹足目四物種之粒線體基因組 = Mitochondrial genomes

of four species in vetigastropoda (mollusca: gastropoda)
民99年7月

戴昌鳳

陳韋仁
李欣

1070
台灣海峽震源機制及其應力狀態 = Earthquake focal

mechanisms and the inferred stress orientations in the Taiwan
民99年7月

喬凌雲

趙   里
 陳硯歆

1071
南海東北部大陸邊緣的構造型態 = Structural styles of

continental margin in the nor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民99年7月 劉家瑄  張怡婷

1072
台灣海域紅肉旗魚之年齡與成長硏究 = Age and growth of

striped marlin (kajikia audax) in waters off Taiwan
民99年7月 孫志陸 許文聲

1073

應用年齡結構生產量模式進行南大西洋劍旗魚之資源評估

= Stock assessment of swordfish in the south atlantic ocean using

the age-structured production model

民99年7月 孫志陸 吳維章

1074
北呂宋島弧東側之構造特徵 =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eastern flank of the northern luzon arc
民99年7月 劉家瑄 林聖心

1075

哀牢山地體演化與楚雄前陸盆地形成的關係 = Tectonic

evolution of ailao shan mountain belt in relation to formation of

chuxiong foreland basin, Yunnan, China

民99年7月 俞何興 林依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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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

2003年夏季東海海域大氣汞的分布和成因 = Distribution of

gaseous elemental mercury with its controlling factors over the

east China sea in summer 2003

民99年7月 曾鈞懋 嚴煜庭

1077
高雄壽山外海海床擴張構造之硏究 = The study of extensional

tectonics on the seafloor off Shoushan, Kaohsiung
民99年7月 宋國士  林佳紅

1078
台灣東北部宜蘭平原及龜山島之地熱硏究 = The geothermal

study in Ilan plain and Kueishantao in northeastern Taiwan
民99年7月 徐春田 江協堂

1079

正模投影應用於有限深度範圍潮流分析之探討 Applicability

of normal modes projection using finite-depth current

measurement on tidal analysis

民99年7月 唐存勇 王柏松

1080
淡水河流域汞之空間分布 Distribution of mercury in the

Danshuei River and its estuary with estuarine system
民99年8月 曾鈞懋 葉士肇

1081

2003年夏季東海表水二氧化碳之時空變化與控制機制探討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sea surface fCO2 and its

controlling factors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summer 2003

民99年7月 曾鈞懋 沈柏源

1082
以即時聚合連鎖反應快速鑑定鮪魚種類 =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tuna species by real-time PCR
民99年8月 蕭仁傑   陳孟宜

1083

太平洋黑皮旗魚空間性別年齡結構模式及資源評估 = A

spativally, sex- and age-structured model for stock assessment of

blue marlin (makaira nigricans) in the Pacific ocean

民99年12月 孫志陸  蘇楠傑

1084

台灣西南海域沉積物之自生重晶石富集與甲烷移棲之關係

= The use of diagenetic barite enrichment in modeling duration of

methane migration in sediments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0年1月 林曉武  王煒誠

1085
台灣海峽陸棚區域潮位修正研究 = The study of tide

correction at Taiwan strait continental shelf area
民100年1月 宋國士 沈宗甫

1086

風場與潮汐對於臺灣海峽北部流量及營養鹽通量之影響 =

The influence of wind and tide on volume transport and nutrient

fluxes in northern Taiwan strait

民100年1月 劉倬騰 游雅淳

1087

火山灰與煤灰氣膠中可溶微量金屬組成對矽藻及聚球藻生

長的影響 = The effects of trace metals leached from volcanic and

coal ashes on some marine phytoplankton growth

民100年1月
  何東垣

溫良碩
黃君瑗

1088

臺灣墾丁海域維氏腦紋珊瑚的宿主族群遺傳與共生藻組成

= Host genetic and Symbiodinium composition in brain coral,

Platygyra verweyi in Kenting, southern Taiwan

民100年1月 陳昭倫 藍家宏

1089

從BATS及TAIGER測站記錄探討台灣地殼非均向性 =

Crustal seismic anisotropy observed beneath BATS and TAIGER

broadband stations in Taiwan

民100年1月
  梁文宗

張翠玉
邢博森

1090

北太平洋長鰭鮪生活史特徵及單位加入生產量分析 = Life-

history traits and yield-per-recruit analysis of North Pacific

albacore (thunnus alalunga)

民100年1月 許建宗 陳國書

1091

南中國海及台灣東北海域深海底棲性生物的多樣性及食物

網分析 = Studies of the diversity and food web of the deep-sea

demersal organisms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ern coast

民100年1月 蕭仁傑 林佩諭

1092

叢生棘杯珊瑚共生藻組成差異與海水表面溫度間之關係 =

Symbiont community differentiation in Galaxea fascicularis across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boundary

民100年1月 陳昭倫 董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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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3
枋寮外海海床的地形地貌硏究 = Geomorphologic study

offshore the Fangliao area
民100年4月 宋國士  邱子軒

1094

變換菜單 : 浮游生物食物網內跨食階攝食行為強度對體型

分布頻譜之影響 = Changing the menu : effect of omnivory on

the structure of size spectrum in a plankton foodweb

民100年6月
謝志豪

三木健
何珮綺

1095
淺水多音束聲納資料之誤差檢核分析硏究 = Bathymetry

cross-over check for shallow-water multibeam data
民100年6月 宋國士 林芸如

1096

海洋耐冷細菌蛋白酶的特性探討及細菌分離株的鑑定 =

Characterization of protease from marine psychrotolerant bacteria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bacterial isolates

民100年6月 謝文陽   黃冠勳

1097
Alteromonadales目菌種分子親緣關係之探討 = Molecular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Alteromonadales species
民100年6月 謝文陽 徐正育

1098
行星胚的鐵核形成 = Numerical modeling of iron core formation

in planetary embryos
民100年6月

Taras

Gerya

喬凌雲  郭

林佳人

1099
調適型遷移對競爭消費者的影響 = Effects of directed

dispersal on competing consumers
民100年6月

    三木健

謝志豪
林瑋庭

1100

台灣東部海域密毛龍蝦資源評估硏究 = Stock assessment of

the spiny lobster Panulirus penicillatus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f

eastern Taiwan

民100年7月 孫志陸  張以杰

1101

澎湖地區海上箱網養殖漁業對於鄰近海域環境及亞熱帶珊

瑚礁生物群聚之影響 = Impacts of marine cage culture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subtropical coral reef benthic

communities in penghu islands, Taiwan

民100年7月 陳昭倫 黃元照

1102

大型海水維生系統中水質之監測與管理 =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quality in a large scale seawater life support

system

民100年7月 白書禎 程偉業

1103
亞熱帶水庫系統鹼性磷酸酶活性降尺度硏究 = Downscaling

alkaline phosphatase activity in a subtropical reservoir
民100年7月 夏復國 曾于芳

1104

耳石日周輪與鍶鈣比分析在銀魚洄游生活史之硏究 =

Migratory life history of icefishes (Teleost: salangidae) revealed

by otolith daily increment and Sr/Ca ratio

民100年7月 蕭仁傑 陳建宇

1105

以耳石微細結構與穩定性同位素組成探討深海底棲魚類之

生活史 = Life history of deep-sea demersal fishes revealed by

otolith microstructure and stable isotopic composition

民100年7月 蕭仁傑 林先詠

1106
台灣海域紅肉旗魚之生殖生物學硏究 =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striped marlin, Kajikia audax, in the waters off Taiwan
民100年7月 孫志陸 張筱筠

1107

台灣近海石珊瑚寄生性珊虱(橈足類)之系統分類學與生態

學 = Systematics and ecology of xarifiid copepods associated with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the surrounding seas of Taiwan

民100年7月 戴昌鳳 鄭有容

1108

印度洋黃鰭鮪之體長別單位加入生產量和單位加入產卵群

生物量評估分析 = Length-based yield and spawning stock

biomass per recruit analyses of yellowfin tuna (thunnus albacares)

in the Indian Ocean

民100年7月 許建宗 謝昀融

1109
莫拉克颱風引起台灣東南海域黑潮之逆風流反應 = The

head-wind kuroshio southeast of Taiwan during typhoon morakot
民100年7月 唐存勇 廖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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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第一模內波傳播受一垂直於其行進方向之斜壓地轉流影響

之數值實驗硏究 = Numerical study of mode-1 internal wave

propag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transverse baroclinic

geostrophic flow

民100年7月 詹 森 郭天俠

1111

低魚粉及零魚粉飼料對黃錫鯛成長之影響 = Effects of low

fishmeal and non-fishmeal diets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silver sea bream (rhabdosargus sarba)

民100年7月
  孫志陸

廖文亮
魏劭先

1112

臺灣 : 琉球隱沒與碰撞交界地區的構造特徵 = Structure

features of the forearc region in the Taiwan-Ryukyu subduction-

collision zone

民100年7月 劉家瑄 林綉媚

1113
海流流速估算內孤立波海底壓力變化 = Seafloor pressure

variation of internal solitary wave estimated from current velocity
民100年7月

  唐存勇

楊穎堅
楊謦維

1114

台灣周圍海域人工魚礁區魚類群聚結構之探討 = A study on

the structure of fish communities around artificial reefs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Taiwan

民100年7月
  詹榮桂

戴昌鳳
林其穎

1115

側掃聲納影像於海床底質測繪上的應用 : 台灣與澎湖間的

海床底質與地貌 = The application of acoustic seafloor habitat

mapping using side-scan sonar image : the seafloor habitat and

topography between Taiwan and Penghu island

民100年7月 宋國士 陳益緯

1116

台灣澎湖地區玉柱蟲Ptychodera flava之生殖週期 = Annual

reproductive cycle of the acorn worm ptychodera flava in Penghu,

Taiwan

民100年7月 游智凱 林靖益

1117

利用地震學方法討論花東海盆之岩石圈年齡 = A

seismological constraint on the age of a subducting slab : the

huatung basin offshore Taiwan

民100年7月
  郭本垣

喬凌雲
張硯香

1118

中國雲南楚雄前陸盆地系統之地層架構與堆積區劃分 =

Stratigraphic architecture and depozones in Chuxiong foreland

basin system, Yunnan, China

民100年7月 俞何興 吳沛臻

1119
星野黑皮海綿轉錄體之分析 =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Terpios hoshinota
民100年7月

  湯森林

謝文陽
楊承諭

1120
南海深層鉛-210與釙-210通量的時序變化 = Temporal

variation of 210Pb and 210Po fluxes in the deep basin of the south
民100年8月 魏慶琳 賈昭源

1121

南海東北部過去四萬年古海洋沉積作用和氣候變遷紀錄 =

Records of the past 40k years sedimentation and climatic

variations in the nor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民100年8月 林曉武  施迎瑩

1122

東沙海域大氣懸浮微粒中水溶性離子之化學特性硏究 =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soluble ions in marine aerosols

over Dongsha Atoll

民100年8月 林斐然 葉純伶

1123

大西洋黑皮旗魚之豐度指標標準化及資源評估 =

Standardization of abundance indices and stock assessment for the

blue marlin Makaira nigricans in the Atlantic Ocean

民101年1月 孫志陸 蔡易霖

1124

澎湖桶盤嶼東側外海的海床形貌分類調查研究=The study of

seabed morp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in the eastern offshore of

Tungpanyu (Penghu)

民101年1月 宋國士 李玉涵

1125
台灣西南海域下枋寮盆地的震測地層分析 = Seismic

stratigraphic analyses of the lower fangliao basin offshore
民101年1月 劉家瑄 張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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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台灣西南海域濁流沈積對沈積型黃鐵礦化作用影響之初步

硏究 =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urbidite depositional influences

on the sedimentary pyrite formation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1年1月 王珮玲 張哲銘

1127
利用區域深震之接收函數硏究地殼速度構造 = P-wave

receiver functions from regional deep earthquakes
民101年2月

  曾泰琳

張翠玉
李文蕙

1128

利用合併生態不確定性之生產量模式評估大西洋大目鮪族

群 = Incorporated ecological uncertainty on growth productivity of

the production model to assess the atlantic bigeye tuna stock

民101年4月 許建宗 薛方琪

1129

東海橈腳類群集生長速率與體型大小、溫度及食物可得性

的關係 : 生態代謝理論之檢驗 = Copepod community growth

rates in relation to body size, temperature, and food availability in

the East China Sea : a test of metabolic theory of ecology

民101年5月 謝志豪 林冠宇

1130
霧社水庫內沉積物的沖積與生長 = Growth of the deposit

wedge in the Wushe Reservoir
民101年6月 宋國士 陳又嘉

1131

南東海的季節性水文環境對細菌聯合群聚的影響 =

Determinism of bacterial metacommunities dynamics in the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varies depending on seasonal hydrography

民101年6月 謝志豪 葉怡君

1132

臺灣-呂宋島聚合帶沈積物散佈系統及其從源到匯之意義 =

Sediment dispersal system along the Taiwan-Luzon

convergentmargin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urce-to-sink

民101年6月 俞何興 熊衎昕

1133

臺灣西南海域永安海脊熱流變化對天然氣水合物穩定帶的

影響 = The effect of heat flow on the base of gas hydrate stability

zone in the Yung-An ridge area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1年6月
劉家瑄

徐春田
 彭于珊

1134

生活史特徵與漁撈壓力對魚類族群空間分布的變異度-平均

值關係之影響 = Influences of life history traits and fishing on

the spatial variance-mean relationship of fishes

民101年6月 謝志豪 郭庭君

1135
旗山斷層於海外延伸 : 轉換拉張機制之探討 = Offshore

extension of Chi-Shan Fault : occurrence of a transtensional
民101年6月 宋國士 周泓群

1136
利用貝氏統計估計產卵群 : 加入群關係之陡度 = Estimating

steepness of stock : recruitment relationship using bayesian
民101年6月 許建宗 吳純綺

1137

寬頻強地動模擬 : 以2010年甲仙地震與恆春斷層情境地震

模擬為例 = Broadband ground motion simulation : case studies

of 2010 Jiashian earthquake and Hengchun earthquake scenario

民101年7月
李憲忠  喬

凌雲
張育儒

1138

應用震測屬性探討台灣西南海域永安海脊地區天然氣水合

物之分布與特性 = Applying seismic attribute analysis for gas

hydrate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Yung-An ridge

area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1年7月 劉家瑄 李佳芳

1139
臺灣地區水體中水氡之空間分布初探 =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don-in-water around Taiwan : a preliminary result
民101年7月 蘇志杰 林其郁

1140

臺灣西南海域沈積物重力流引發之海底電纜斷裂事件 =

Sediment gravity flow induced submarine cable failures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1年7月 蘇志杰 鄭屹雅

1141

分析長週期潮汐對地球日長量變化的影響 = Determination

of the earth's zonal response in length-of-day variation to the long-

period tides

民101年7月
  趙 丰

張翠玉
施宗融

1142
台灣與東沙環礁淺海的八放珊瑚群聚 = Octocoral

communities on shallow water reefs in Taiwan and Dongsha atoll
民101年7月 戴昌鳳 楊青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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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南大西洋長鰭鮪資源評估模式間之比較研究 = Comparisons

on adopted production models of assessing the south atlantic

albacore stock

民101年7月 葉顯椏 張鳳貞

1144
海洋浮游動物體內的微量金屬元素 = Trace metals in marine

zooplanktons
民101年7月 溫良碩 林佩萱

1145
南沖繩海槽上部地殼的速度構造 = Upper crustal velocity

structure of the southern Okinawa trough
民101年7月

  劉家瑄

鄧屬予
范美琪

1146
盧碧颱風造成上層海洋之溫度變化 = Upper ocean thermal

variations caused by typhoon Lupit
民101年7月 唐存勇 白儀芬

1147
西菲律賓海溶解態銅之化學反應性及物種 = Chemical

reactivity and speciation of dissolved copper in West Philippine
民101年7月 溫良碩 黃雅慧

1148

南海北部大陸邊緣斜坡海脊含天然氣水合物地層的構造與

沉積特徵 = Sedimentary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ydrate-

bearing strata on a slope ridge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continental margin

民101年7月 劉家瑄 倪錦江

1149
水聲層析法逆推流速場之研究 = A study of current field

inversion using ocean acoustic tomography
民101年7月 黃千芬  陳彥翔

1150
呂宋海峽東邊的內潮 = Internal tides east of the Luzon strait 蔡

承達
民101年7月 唐存勇 蔡承達

1151

臺灣西南海域南海棚坡與高屏棚坡上海底峽谷形貌之比較

= Geomorphic comparison of submarine canyons between South

China Sea and Kaoping shelf/slope regions offshore southwestern

民101年7月 俞何興 吳依璇

1152

衛星影像應用於臺灣秋刀魚漁業之漁海況變動研究 =

Studies on the fishing and oceanographic conditions of Taiwanese

pacific saury (Cololabis saira) fishery using multi-sensor satellite

民101年7月 孫志陸 曾振德

1153

書名 臺灣南部海域馬尼拉隱沒系統的構造特徵 = Tectonic

features and structural styles of the Manila subduction system

offshore southern Taiwan

出版項 民101[2012]

民101年7月
  劉家瑄

林殿順
莊哲平

1154

由長支距震測資料比較截距時間-波線參數及速度頻譜速度

分析方法 = Comparing the velocity structures from intercept-

time and velocity spectrum methods based on large offset seismic

民101年7月 劉家瑄 洪健桓

1155

印度西太平洋三帶圓雀鯛的親緣地理關係及遺傳結構 =

Phylogeography and genetic structure of dascyllus aruanus in

Indo-West Pacific Ocean

民101年7月
  戴昌鳳

陳韋仁
張鳳婷

1156
馬尼拉海溝北段隱沒前緣之地震群研究 = 2006 earthquake

swarm at the northern Manila Trench
民101年7月

  張翠玉

雷蒂夏
 薛皓方

1157
利用海嘯模擬討論大地震之震源 = Study of seismic sources

of recent great earthquakes using numerical tsunami simulations
民101年7月

  張翠玉

趙  丰
賴姵妤

1158
臺灣海峽表層沈積物中黏土礦物分布之研究 = Clay mineral

distribution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the Taiwan strait
民101年7月 蘇志杰 陳琪鈺

1159
淡水河流域中磷物種的分布與型態變化 = Speci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hosphorus in Danshuei tributary-estuary
民101年7月 溫良碩 黃勝騰

1160

淡水河流域中溶解有機碳之濃度分布與物種變化 =

Distribution and speciation of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in the

Danshuei River and its tributary

民101年7月 溫良碩 王宣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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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

綠島(台灣)星野黑皮海綿(Terpios hoshinota)之有性生殖研究

及野外族群幼生排放之觀察 = Sexual reproduction of the black

sponge Terpios hoshinota and in situ observation of its larval

民101年7月
 野澤洋耕

戴昌鳳
黃玉馨

1162

台灣西南海域永安海脊沉積物中厭氧甲烷氧化對於硫同位

素及黃鐵礦物生成的影響 = An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ulfur isotope and pyrite formation in the Yung

民101年7月 林曉武 許介瑋

1163
市售鯊魚魚翅重金屬含量之研究 =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of commercial shark fin
民101年8月 蕭仁傑 鄭詩萍

1164

臺灣沿岸海域共棲性雀鯛幼魚食性探討 = Dietary study of

cohabiting juveniles of different damselfishes (Pomacentridae) in

coastal waters of Taiwan

民101年8月
  詹榮桂

戴昌鳳
吳庭光

1165
頭索動物文昌魚bHLH-PAS基因之研究 = The bHLH-PAS

genes in the cephalochordate amphioxus Branchiostoma floridae
民101年11月 游智凱 李坤龍

1166

中國陸棚底棲魚類資源1974-1989年間之時空分布特徵 =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1974-1989, of groundfish

resources in continental shelves off mainland China

民102年1月 葉顯椏 程予

1167

台灣附近海域對西行颱風通過反應之數值模擬研究 =

Numerical study of the westward moving typhoon induced upper

ocean responses in the vicinity of Taiwan

民102年1月 陳慶生 郭怡君

1168

台灣西北近岸環境中釷-234、鉛-210和釙-210的地化特性比

較 = Comparative geochemical of 234Th 210Pb and 210Po in the

nearshore waters off northwestern Taiwan

民102年1月 魏慶琳 黃資雯

1169

2009年至2011年間夏季東海底棲性魚類群聚組成 =

Assemblage composition of demersal fish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summer 2009 to 2011

民102年1月 蕭仁傑 邱鈺婷

1170

臺灣西部前陸盆地前凸起遷移與潮汕凹陷的震測相分析與

其在南海北部大陸邊緣盆地演化之意涵 = Forebulge

migration in the western Taiwan foreland basin and seismic facies

analyses in the Chaoshan depression : implications for basin

evolution of the northern continental margin, south China sea

民102年1月 俞何興 張日新

1171

資源分配因子為競爭或生理限制 : 以黑唇青斑海蛇為例 =

Resource partitioning by competitions or physiological constraints

: take laticauda laticaudata for example

民102年1月
   杜銘章

戴昌鳳
張碩文

1172

2006年秋季東海表水二氧化碳之空間分佈與控制機制探討

= Distribution of sea surface fCO2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in the

east China sea in fall 2006

民102年1月 曾鈞懋 楊胤飛

1173

台灣小河川溶解性物質之季節性變化與極端事件影響 =

Seasonal and extreme events on flux of dissolve materials export

to the ocean from Taiwan small rivers

民102年1月
 林曉武

陳宏宇
賴怡萱

1174

台灣東部雷公火泥火山噴泥中微生物產甲烷作用與鹽度及

溫度變化之關係 = Salinity and temperature constraints on

microbial methanogenesis in the lei-gong-huo mud volcano of

民102年1月 王珮玲 孫宛鈴

1175
高解析度海洋地熱量測設備之研發 = The development of

seafloor high-resolution heat flow instruments
民102年1月 徐春田 張宏毅

1176
小琉球嶼東南側海床邊坡塊體運動研究 = The study of

seabed slope mass motions in the southeast side of the Liu-Chiu
民102年4月 宋國士 葉芝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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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

臺灣南部海域藍綠光鰓雀鯛(Chromis viridis)生殖時的能量

分配 = Energy allocation in relation with fractionation of stable

isotopes δ13c and δ15n in reproduction of chromis viridis

民102年6月
  詹榮桂

戴昌鳳
何宜璇

1178

東北季風期間黑潮入侵東海南部陸棚對臺灣東北部海岸水

溫及水位之影響及其動力現象之探討 = Influences of the

wintertime Kuroshio intrusion on the temperature and sea level

along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Taiwan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its

民102年7月
  詹  森

陳世楠
王心秀

1179

能以3-羥基丁酸作為生長單一碳源的海洋細菌之分離與特

性探討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arine bacteria

which utilize β-hydroxybutyrate as a sole carbon source

民102年7月 謝文陽 林姵伶

1180

從震測資料探討臺灣西南及東北海域沈積物散布系統 =

Seismic imaging of sediment dispersal systems : southwest and

northeast Taiwan perspectives

民102年7月 劉家瑄 許鶴瀚

1181

利用反射震測探討南海東北部被動大陸邊緣地形與構造特

徵 = Morphology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sive

margin of the Nor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from seismic

reflection profile analyses

民102年7月 劉家瑄 謝宗霖

1182

中西北太平洋紅肉旗魚時空分布與資源評估 = Spatio-

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stock assessment of striped marlin

(kajikia audax)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North Pacific Ocean

民102年7月 孫志陸 連永祥

1183

利用穩定同位素分析探討臺灣東部海域旗魚之食物階層動

態 = Trophic dynamic of billfishes in eastern Taiwan waters

inferred from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民102年7月
  孫志陸

江偉全
張芸甄

1184
臺灣南部藍綠光鰓雀鯛(Chromis viridis)生殖習性研究 =

Spawn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romis viridis in south Taiwan
民102年7月

  詹榮桂

戴昌鳳
林明賢

1185

海水中測定溶氧之精密光學方法及其干擾因子研究 = High

precision colorimetric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dissolved

oxygen in seawater and studies of possible interfering factors

民102年7月 白書禎  李承和

1186
利用雷達測流推估台灣海峽在冬季之海水傳輸量 =

Estimating volume transport in Taiwan strait in winter by using hf
民102年7月 劉倬騰 蔡維騰

1187

仔稚魚短期群聚組成變動及採樣設計相關性研究 : 以淡水

河口為例 = Short-term variations in larval fish community and

relations in sampling designs : a case study in Tamsui River

estuary, Northern Taiwan

民102年7月
  邵廣昭

孫志陸
 石淯銘

1188

臺灣西南海域重力流引發海底地質災害事件之研究 = A

study on submarine geohazards induced by gravity flows off

Southwest Taiwan

民102年7月 劉家瑄 夏培正

1189

以耳石微細結構與穩定性同位素組成探討深海底棲魚類之

發育垂直遷徙 = Ontogenetic vertical migration of deep sea

demersal fishes revealed by otolith microstructure and stable

isotope composition

民102年7月 蕭仁傑  劉恩諭

1190

噪音交互相關函數之時變化成因探討 : 以臺灣東部外海海

底地震儀資料為例 = Temporal variation of low-frequency

sound coherence observed in the OBS measurement off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民102年7月 黃千芬 林士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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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

淺海環境中流速對高頻聲波傳播之研究 = A study of ocean

current on high-frequency acoustic propagation in coastal water

environments

民102年7月 黃千芬 廖康淵

1192

春夏期間東海表水二氧化碳海氣交換通量之時空變化 =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sea surface pco2 in the East

China Sea from spring to summer

民102年7月 曾鈞懋 陳宜倫

1193

東海底棲性魚類群聚與環境因子之關聯 : 論優養化之影響

=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assemblage

structures of demersal fish in the east china sea : impacts of

eutrophication

民102年7月 蕭仁傑 張妮娜

1194
北大西洋長鰭鮪資源評估 = Stock assessment of albacore

(thunnus alalunga) in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民102年7月 孫志陸 謝其衡

1195

不同溫度環境下維氏腦紋珊瑚的有性生殖 = Sexual

reproduction of the scleractinian coral, Platygyra verweyi

(Scleractinia; Merulinidae) exposed to different thermal

民102年7月 陳昭倫 劉佳妍

1196

高頻雷達觀測流場補缺值問題之探討 : 以台灣東北部海域

為例 = A study on data filling from incomplete dataset of HF

radar measured ocean currents : a case study of the flow field

northeast of taiwan

民102年7月
  王  冑

詹  森
陳俞彣

1197

以耳石微細結構及穩定性同位素組成分析核電廠溫排水對

於河鱸生活史的影響 = Impact of anthropogenic thermal stress

on european perch (Perca fluviatilis) inferred by otolith

microstructure and stable isotopic analysis

民102年7月 蕭仁傑 黃婕

1198

由海底地震儀資料探討南海北坡被動大陸邊緣地殼速度構

造 = Crustal velocity structure of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 from ocean-bottom seismometer data

民102年8月 劉家瑄 陳紀辛

1199
變頻聲納對海床表面底質分類的應用研究 = Application of

chirp sonar reflection coefficient for sea floor sediment
民102年10月 宋國士 江定遠

1200
台南外海淺水區之地形特徵 =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water

topography offshore Tainan
民102年10月 宋國士 陳昭瑜

1201
台灣北部金山外海的地形地貌研究 = Geomorphologic study

offshore the Jingshan area
民102年11月 宋國士 洪廷毅

1202
磁力探測對搜尋水下目標物之應用研究 = The applicational

study searching underwater target using marine magnetometer
民102年12月 宋國士 黃琇文

1203
長江大洪水事件增強東海表水二氧化碳分壓之吸收力 =

Changjiang floods enhance the CO2 uptake of the East China Sea
民103年1月 曾鈞懋 暨昌學

1204

臺灣北部沿海中2-甲基萘降解細菌的分離及特性研究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2-methylnaphthalene-degrading

marine bacteria from the coastal water of northern Taiwan

民103年1月
   謝文陽

簡文達
蔡涵聿

1205

以空間規劃模式分析台灣北部沿岸劃設海洋保護區之建議

= Design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on northern coast of taiwan

using the spatial planning model

民103年1月 戴昌鳳 李觀宏

1206
鮋亞目魚類毒素基因解序及演化分析 = Venom gene

determination and evolution in scorpaenoidei
民103年1月 蕭仁傑 莊博舜

1207

熱帶西太平洋上近一年之錨碇量測上層海洋溫度與颱風對

其影響 = Yearlong mooring observations of upper ocean

temperature with typhoon impacts in the tropical western pacific

民103年2月

唐存勇

趙慎餘

王    冑

張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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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印度西太平洋鱟之演化史與保育遺傳 = 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conservation genetics of horseshoe crabs in the Indo-West

Pacific

民103年2月 陳昭倫 楊明哲

1209

美國奧勒岡州奧懷希高原與High Lava Plains岩石圈構造之

接收函數分析 = The lithospheric structure beneath the high lava

plains and the owyhee plateau, oregon, usa, from receiver function

民103年6月 陳勁吾 侯統源

1210

利用臺灣東部外海海底地震儀觀測T波 : 聲速隨機擾動與地

形對T波的影響 = T-wave observations on ocean-bottom

seismometers offshore eastern taiwan : effects of ocean sound

speed perturbations and seafloor topography

民103年6月
    黃千芬

陳勁吾
林建文

1211

利用雙性別模式進行西北太平洋海域灰鯖鮫之資源評估與

管理 = Stoc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shortfin mako

shark, Isurus oxyrinchus, in the Northwest Pacific ocean using a

two-sex approach

民103年6月
    孫志陸

劉光明
 蔡文沛

1212

利用水下無人載具描繪臺灣西南海域斷層帶海床孔洞與線

形槽溝特徵 = AUV surveys reveal seafloor asymmetric

depressions and linear troughs along a fault zone offshore

民103年6月 劉家瑄 陳姿婷

1213

生態競爭對用貝氏估計生產量模式評估大西洋黃鰭鮪與大

目鮪資源的影響 =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mpetition on

assessing yellowfin tuna (thunnus albacares) and bigeye tuna

(thunnus obesus) stocks in the Atlantic Ocean by production

model with a bayesian approach

民103年6月 許建宗 石佳隴

1214

利用接收函數與移位成像探討臺灣之莫荷不連續面 = The

Moho discontinuity beneath Taiwan : receiver functions and

migration imaging

民103年6月 陳勁吾 張芯堞

1215

南海內波對自營性超微浮游生物24小時週期分布之影響研

究 = Internal wave impacts on the diel patterns of

picophytoplankt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民103年7月 夏復國 傅韋堃

1216

海洋菌株Alteromonas sp. D5所產脂肪分解酶之部分純化及

特性探討 = Partial pur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lipolytic

enzymes from a marine bacterium Alteromonas sp. D5

民103年7月 謝文陽 陳慶瑜

1217

氣候變遷對於寒帶淡水湖泊沉積物中硫循環的影響 =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nfluence on sulfur enrichment in the

freshwater lake sediment

民103年7月 林曉武 曾景暘

1218
不同粒徑浮游生物體內微量元素的濃度變化 = Trace element

concentrations in size-fractionated marine planktons
民103年7月 溫良碩 陳昱亨

1219

利用生命條碼分析臺灣市售魚翅種類與其在漁業管理和物

種保育上之應用 = Species identification of shark fins in Taiwan

markets by using DNA barcode : the application to fishery

management and species conservation

民103年7月 蕭仁傑 黃建綱

1220

尖枝列孔珊瑚在不同空間尺度之族群遺傳結構 = Genetic

structure of Seriatopora hystrix population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

scales

民103年7月 戴昌鳳 陳宜暄

1221

以穩定性同位素組成探討尖頭細身飛魚之洄游動向及食性

階層 = Migratory patterns and trophic niche of flying fish

Hirundichthys oxycephalus inferred by stable isotope composition

民103年7月 蕭仁傑 袁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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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單音束測深機音鼓姿態效應與測深誤差之相關性研究 =

The study of transducer attitude bias of the single beam echo

sounder related with sounding error

民103年7月 宋國士 徐明誼

1223

頭索動物文昌魚Vasa/Nanos基因及生殖發育之研究 =

Expression of the germline markers vasa/nanos and germline

development in the amphioxus asymmetron lucayanum

民103年7月 游智凱 彭立穎

1224

台灣西南海域極端事件引發海底地質災害對有機碳埋藏的

影響 = Impact of extreme events on organic carbon burial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3年7月 蘇志杰 蔡帛軒

1225

臺灣東北角潮間帶海藻相組成與端足類群聚時間變動之關

係 = Temporal variations of amphipod assemblages associated

with intertidal macroalgal flora in northeastern taiwan

民103年7月
   戴昌鳳

張睿昇
張景淳

1226

環境變遷對於南海東北部沉積物中生物矽含量時序變化之

影響 =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on biogenic silica

temporal variation in sediments of the nor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民103年7月 林曉武 蔡旭濱

1227

紅珊瑚科系統分類與親緣關係之研究 = Systematics and

phylogeny of deep-sea precious corals (anthozoa: octocorallia:

coralliidae)

民103年7月
 鄭明修

戴昌鳳
塗子萱

1228
台灣北部鹽寮灣海域珊瑚群聚之研究 = Studies on the coral

communities in Yenliao bay, Northern Taiwan
民103年7月 戴昌鳳 何旻杰

1229

探討褐藻小海帶抑制人類癌細胞生長 = Study on the

inhibition of human carcinoma cells by the brown alga petalonia

binghamiae (phaeophyceae)extracts

民103年7月
黃  穰

孫志陸
李惠婷

1230

天然群落中微型浮游植物的元素含量及組成變化 =

Elemental and trace metal composition of nano-phytoplankton in

natural assemblage

民103年7月 溫良碩 杜家瑋

1231

中西太平洋大型洄游魚類生態風險評估 =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large migratory specie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

民103年7月 孫志陸 陳柏沅

1232
台灣東部雷公火泥火山之碳循環 = Carbon cycle in lei-gong-

huo mud volcano of eastern taiwan
民103年7月 王珮玲 宋翊羣

1233

以觀測與理論波形之比較探討臺灣中部隱沒板塊的存在 =

Examining the existence of subducted slab beneath taiwan by

comparison of recorded and synthetic waveforms

民103年7月
   趙  里

喬凌雲
黃郁婷

1234

利用三維震測影像探討臺灣西南海域永安海脊區之天然氣

水合物儲集層特性 =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ung-An

Ridge gas hydrate fields from 3D seismic images offshore

民103年7月 劉家瑄 陳昌駿

1235
弧菌屬分離株所產纖維素分解酶之純化與特性探討 =

Pur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ellulase from a vibrio isolate
民103年7月 謝文陽  鄭世璿

1236

風場數據可靠性及變異性對東海二氧化碳海氣交換通量估

算的影響 = Effect of wind regarding reliability and variability on

the flux estimates of the air-sea CO2 exchange in the East China

民103年7月 曾鈞懋 羅智譽

1237
臺灣西南外海重力流堆積物之可能物源 = The provenance of

submarine gravity flow deposits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3年7月 蘇志杰 陳昱彤

1238

臺灣東部海域雨傘旗魚之營養階層結構與攝食生態研究 =

Trophic size-structure and feeding ecology of sailfish, istiophorus

platypterus, in eastern Taiwan waters

民103年7月 孫志陸 蔡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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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

以隨機模擬建立之解析尺度協助插值方法中經驗參數之選

擇 = Stochastically established resolution analysis helps to

determine empirical tuning parameters in general interpolation

民103年7月 喬凌雲 葉治宇

1240

魚體大小及食階對東海底棲魚體內含汞濃度的影響 : 全球

邊緣海的比較 = Effects of size composition and trophic position

on mercury levels in the demersal fish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

comparisons with global marginal seas

民103年7月 曾鈞懋 姜喆予

1241
岩石鋰同位素的分析方法 : 應用多接收感應耦合電漿質譜

術 = Lithium isotopic analysis of rocks : using multiple-collector
民103年7月 朱美妃 楊秉澔

1242

探討太平洋黑鮪成體年齡結構之時空變化 = Spatial and

temporal analysis of adult demographic structures for the Pacific

bluefin tuna thunnus orientalis

民103年7月 王慧瑜 陳穎萱

1243

高食物品質和低捕食壓力提升浮游動物的營養轉移效率 :

以北西太平洋邊緣海為例 = High food quality  and low

predation pressure enhance the trophic transfer efficiency of

plankton in the marginal seas of Northern West Pacific

民103年7月 謝志豪 蘇民弦

1244

海洋懸浮顆粒中210Pb、210Po與234Th濃度與顆粒粒徑之關

係 = 210Pb, 210Po, and 234Th in size - fractionated marine

particles

民103年9月 魏慶琳 林韋利

1245

探討周遭噪訊交互相關函數中雜訊的特性以及其應用 = On

the noise level  of the ambient noise cross-correlation  function

and

民103年10月
    龔源成

喬凌雲
陳映年

1246

搜尋花蓮一號沉船及沉船聲納影像辨識工作研究 = Search

for Hualien  no.1 and a study on the recognition of shipwrecks

using sonar imaging

民103年10月 宋國士 許琬婷

1247
臺灣東南海域綠島海脊上海流的變化 = The variations of

current on Green Island ridge in the southeast of Taiwan
民103年12月

唐存勇

楊穎堅

張明輝

林鼎鈞

1248

奇美海底峽谷與深海扇系統的形貌、構造及震測特徵 =

Morphology,  structures and seismic characters of the Chimei

Canyon-Fan  system offshore eastern Taiwan

民103年12月 劉家瑄 謝雨寰

1249

以α-矽鉬黃間歇式流動分析法測定自然水體中矽酸鹽之研

究 = Determination of silicate in natural waters based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yellow α-silicomolybdenum  using a step flow

analysis

民104年1月 白書禎 陳煥樺

1250

利用穩定同位素標定研究台灣西南海域甲烷氧化菌和甲基

氧化菌 = Stable-isotope probing of methanotrophs and

methylotrophs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4年1月 王珮玲 劉品辰

1251

三維底質回聲影像技術建立 : 以永安海脊與下枋寮盆地為

例 = Establishing 3D chirp imaging technique : examples from the

Yung-An Ridge and Lower FangLiao Basin

民104年1月 劉家瑄 沈俊諺

1252

西太平洋地區鮟鱇科、棘茄魚科及單棘躄魚科(鮟鱇目)之

分子系統分類 = Molecular systematics of the lophiidae,

ogcocephalidae, and chaunacidae (lophiiformes) occurring in

western Pacific Ocean

民104年1月
    陳韋仁

何宣慶
黃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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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

利用海底地震儀震測資料探討南海北部大陸邊緣地殼速度

構造 = Crustal velocity structure of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continental margin from ocean-bottom seismometer data analysis

民104年1月 劉家瑄 黃意超

1254

利用連續變頻聲納對海底沉積物之淺層反射係數的估算研

究 = A study for estimating the reflec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layering sediments using chirp sonar

民104年1月 宋國士 楊 橋

1255
臺灣東部海域深海水團之溫鹽性質與來源探討 = Sources

and routes of deep water masses east of Taiwan
民104年1月

詹  森

唐存勇
周宏瑋

1256
東海橈足類群集結構與水文之關係 = Copepo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relation to hydrography in the East China Sea
民104年2月 謝志豪 歐冠婷

1257

反應溫度對磷鉬銻藍法測水中磷酸鹽之影響與間歇式流動

分析方法 = Influence of reaction temperature on the

phosphoantimonylmolybdneum blue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phosphate in natural waters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step-by-

step flow analysis

民104年2月 白書禎 王子源

1258

沉積物沉降速度對於高屏海底峽谷異重流結構影響 =

Hyperpycnal flow structure in gaoping submarine canyon-

sensitivity to settling velocity

民104年2月 陳世楠 蘇政緯

1259
宜蘭陸棚與南沖繩海槽沉降通量探討 = Sedimentary flux

study on the Ilan shelf and the southern Okinawa trough
民104年5月 林曉武 賴昱甫

1260

致沉流風場下湧升環流的生成機制 = Generation of upwelling

circulation under downwelling-favorable wind in the presence of

buoyant coastal current

民104年5月 陳世楠 陳思妤

1261

利用雷射粒徑探針分析淡海水混合時的懸浮顆粒分佈狀態

= Application of laser particle analyzer on suspended particle

distribution during river-sea water mixing

民104年6月 溫良碩 李律

1262

臺灣東部高頻雷達表面海流觀測之資料品質管理與初步結

果 = Observation of surface currents using HF radar off east coast

of Taiwan : data quality control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民104年6月 楊穎堅 李宗勇

1263

利用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鑑定旗魚種類 = Identification of

billfish (xiphiidae, istiophoridae) species by a real-time PCR

technique

民104年6月 蕭仁傑 張宏安

1264
內潮傳播受地轉流影響之數值研究 = Numerical study of

internal tide propag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geostrophic flow
民104年7月 詹 森 王仲安

1265

呂宋海峽到台灣東部海域黑潮水團演化之動力過程研究 =

Evolution of the water ma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Kuroshio from

the Luzon Strait to the east of Taiwan

民104年7月 詹 森 孟偉安

1266

颱風及極端降雨在翡翠水庫中經由上行效應對浮游生物的

影響 = Influences of typhoons and extreme rains on plankton

through bottom-up effects in Feitsui Reservoir

民104年7月 謝志豪 黃煒忠

1267
中尺度雙極渦旋運動之數值模式探討 = Numerical model

study of the mesoscale dipolar eddy
民104年7月 陳慶生 鄭宥騰

1268

溶解態及膠體態有機磷在西菲律賓海有光層中的分佈與變

化 = 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 of dissolved and colloidal organic

phosphorus in euphotic zone of the western Philippine Sea

民104年7月 溫良碩 鄭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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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

可利用資源量對臺灣東部黑潮區植物性浮游生物體型大小

結構季節性變化之影響 = Resource availability determines

seasonal variation of phytoplankton size structure in the Kuroshio

east of Taiwan

民104年7月 謝志豪 林梵絃

1270

高頻雷達觀測臺灣西南海域冬季表面流路徑 = Pathways of

the surface current off southwest Taiwan in winter : observations

from HF radar /

民104年7月
    楊穎堅

詹  森
汪威

1271

以耳石穩定性同位素與年輪探討太平洋黑鮪的年齡與成長

以及其來源 = The origin, age and growth of pacific bluefin tuna

(thunnus orientalis) inferred from otolith isotopic composition

民104年7月 蕭仁傑 呂翰駮

1272

台灣西南海域底棲魚體內釙-210與鉛-210活度探討 =

Investigation of po-210 and pb-210 activities in demersal fishes

collected from the sea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4年7月 魏慶琳 唐慧純

1273

利用水氡及鐳同位素建立高屏沿岸海底湧泉輸出及通量 =

Estimating SGD flux in the Pingtung plain coastal area using

radon and radium isotopes

民104年7月 蘇志杰 張堯禮

1274
臺灣西南海域現代沈積物之傳輸途徑與機制 = Modern

sediment dispersal paths and mechanisms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4年7月 蘇志杰 徐聖婷

1275

利用倒置式迴聲儀估算海洋中尺度水文場的變動 : 應用於

臺灣東部及呂宋東北方海域 = Using pressure-sensor equipped

inverted echo sounder (PIES) to estimate variation in hydrographic

field : application to the variability off the east of Taiwan and

north east of Luzon

民104年7月 詹 森 蔡承儒

1276

利用水氡與鐳同位素評估宜蘭地區海底湧泉輸出與通量 =

Using Radon and Radium isotopes to estimate submarine

groundwater flux in Yilan Bay

民104年7月 蘇志杰 黃俊凱

1277

食物品質與化學計量不匹配對橈足類生長速率之影響 =

Effects of food quality and stoichiometric mismatch on copepod

growth rates

民104年7月 謝志豪 黃以斯

1278

捕食者及獵物多樣性關係及其對食階交互作用之影響 : 以

海洋浮游性細菌與超微細鞭毛蟲為例 = Predator and prey

biodiversity relationship and its consequences on trophic

interaction : interplay of marine nanoflagellates and

民104年7月 謝志豪 楊箴芸

1279

哥倫比亞西北部下馬格達萊納盆地構造及地層架構 =

Structural and stratigraphic frameworks of Lower Magdalena

Valley of northern Columbia

民104年7月
 俞何興

蘇志杰
文湘君

1280

以耳石微細結構與穩定性碳氧同位素組成探討深海底棲性

魚類之發育垂直遷徙 = Ontogenetic vertical migration of deep

sea demersal fishes revealed by otolith microstructure, δ13C and

δ18O stable isotope composition

民104年7月 蕭仁傑 隋宗達

1281

溫度變化和漁業壓力如何對魚群的體長結構造成影響? =

How do temperature and fishing affect the size structure of fish

populations?

民104年7月 謝志豪 鄭匡庭

1282

日本鰻早期人工誘導對卵巢發育影響之研究 = Initial

artificial induc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ovary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eel (anguilla japonica)

民104年7月
   羅秀婉

孫志陸
黃彥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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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

南海東沙島小潟湖內放射性核種(釷-234、鉛-210及釙-210)

與顆粒體關係之探討 = Interaction between 238U-series

radionuclides (234Th, 210Pb, 210Po) and marine particulates in

the lagoon water of Dongsha atoll

民104年7月 魏慶琳 田弘安

1284
台灣東部海域齒鰆之生殖生物學研究 =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striped bonito, sarda orientalis, in the waters off eastern Taiwan
民104年7月 孫志陸 黃鈞淳

1285

臺灣北部沿岸久置海水中細菌的分離和特性研究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bacteria in aged coastal seawater from

north Taiwan

民104年7月 謝文陽 葉宇庭

1286

香山濕地日本鰻草海草床中脫氮細菌的分離和特性研究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denitrifying bacteria within a

seagrass bed (zostera japonica) in Siangshan wetland

民104年7月 謝文陽 羅政為

1287

結合反射震測與折射震測資料探討臺灣南部呂宋隱沒帶的

構造特徵 = Combining seismic reflection and refraction data to

investigate tectonic features of the Luzon subduction complex

south of Taiwan

民104年8月 劉家瑄 陳憶萍

1288

利用反射震測剖面探討南海海盆的構造形態和沉積物分布

=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sediment distribu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ep sea basin from seismic reflection profile analysis

民104年8月 劉家瑄 劉得鈺

1289

利用魚類行為-物理洋流耦合模型探討聖嬰現象對於日本鯷

在東海產卵洄游之影響 = Investigating ENSO effects on the

spawning migration of Japanese anchovy in the East China Sea

using a behavior-hydrodynamic model

民104年8月
  謝志豪

陳世楠
楊捷旭

1290

臺灣西南海域春、秋季之流場低頻變化 = Low-frequency

variations of currents in spring and autumn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4年8月

   唐存勇

楊穎堅

王冑

蔡依霖

1291

南海東北坡在過去四萬年間氣候變遷沉積記錄與區域性變

化 = Sedimentation and regional variation in the Northeastern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past 40000 years

民104年8月 林曉武  鄭婉言

1292
日月潭的地形地貌及淤積形態研究 = The topography,

morphology and sedimentation patterns in Sun Moon Lake
民104年9月 宋國士 梁中寧

1293
東海微型浮游植物體內元素組成 = Trace metal composition of

marine micro phytoplankton in East China Sea
民104年9月 溫良碩 謝般蕇

1294
全球海床冷卻之沉降率變化 = Global variation of the seafloor

cooling and the subsidence rate
民104年10月 喬凌雲 黃柏儒

1295
恆春半島西側海域紅柴峽谷之成因探討 = Development of

the Hongtsai Canyon, offshore western Hengchun Peninsula
民105年1月 劉家瑄 陳冠文

1296

多頻道震測訊號接收浮纜之定位及海流對浮纜漂移影響之

探討 = Multichannel seismic streamer relo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stream feathering and ocean current

民105年1月 劉家瑄 趙國涵

1297

南沙群島鄭和環礁北邊海域的地殼特徵 = Crustal characters

in the northern offshore area of the Chenho Reefs, Southern South

China Sea

民105年1月 劉家瑄 邱瀛輝

1298

利用反射震測以及海底地震儀震測資料探討南海北部地殼

構造 = Crustal structures of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continental margin revealed by multi-channel seismic reflection

and ocean bottom seismometer observations

民105年1月 劉家瑄 王晧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畢業論文目錄

書名 出版時間 指導教授 作者

1299

利用耳石元素組成探討日本鯷之族群結構 = Otolith

microchemistry to explore population structure for the Japanese

anchovy Engraulis japonicus

民105年1月 王慧瑜 張格唯

1300
非洲東部阿法爾裂谷岩石圈地震移位成像 = Seismic

migration imaging of the lithosphere beneath Afar Rift, East
民105年1月 陳勁吾 李定宇

1301

南海北坡被動大陸邊緣海底沉積層之震波速度特性 = P-

wave velocity of marine sedimentary layers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continental margin

民105年1月 劉家瑄 余康豪

1302
台灣西南海域海底水系分析 = The analyses of seafloor

drainage system offshore southwest Taiwan
民105年1月 劉家瑄 林詠竣

1303

西菲律賓海浮游動物類群間元素含量變化 = Interspecies

variation of element concentrations in marine zooplanktons of the

Western Philippine Sea

民105年1月 溫良碩 吳孟珊

1304
台南近岸外海淺層地質構造 = Shallow geological structure

offshore Tainan City
民105年1月 宋國士 謝正緯

1305
金線魚科之分子系統分類 = Molecular systematics of threadfin

breams and relatives (teleostei: nemipteridae)
民105年1月 陳韋仁 洪國瑋

1306

東亞島弧海域小鰭鰭尾鯙初期生活史與族群遺傳結構之探

討 = Early life history and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of

uropterygius micropterus around East Asian island arc

民105年1月
    蕭仁傑

廖德裕
黃文謙

1307

東沙海域大氣懸浮微粒之來源、傳輸與化學特性研究 =

Sources, transport and 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atmospheric

aerosols over the dongsha island

民105年2月
   林斐然

蘇志杰
蕭鈺亭

1308
南海海域汞的大氣循環及海氣交換研究 = Atmospheric

cycling and air-sea exchange of mercu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民105年4月 曾鈞懋 陳韋志

1309
南沖繩海槽南端火成活動相關地震研究 = Magmatic-related

earthquakes in the southern-most okinawa trough
民105年5月

   林靜怡

蘇志杰
孫旭孝

1310

根據1990年和2012年地震序列的發震特性討論花東縱谷北

端的岩石圈破裂機制 = Lithospheric deformation at the northern

longitudinal valley, in light of focal mechanism solutions of the

1990 and 2012 earthquake sequences

民105年6月
   雷蒂夏

張翠玉
 鄭厚昇

1311

利用雷利波探討菲律賓海盆之速度構造及非均向性 =

Rayleigh-wave tomography and azimuthal anisotropy of the

Philippine sea basin

民105年6月
  張翠玉

賽德利克
李欣瑜

1312

海床地熱資料處理新演算法及西南海域燦堯泥火山熱模型

= New data processing algorithm for marine heat flow and thermal

modeling for Tsan-Yao mud volcano offshore SW Taiwan

民105年6月
   劉家瑄

喬凌雲
吳俊鼐

1313

南海深層短半衰期釷放射核種的沉降通量時序變化 =

Sinking fluxes of short-lived thorium radionuclides in the deep

basi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民105年6月 魏慶琳 陳映穎

1314

溫度與橈足類豐度對亞熱帶仔稚魚成長率的影響 : 以日本

帶魚為例 = Complex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copepod

abundance on early life growth of subtropical fishes : based on

cutlassfish Trichiurus japonicus

民105年6月 王慧瑜 江勻楷

1315
南海現代沈積作用與極端事件紀錄 = Modern sedimentation

and extreme eve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民105年6月 蘇志杰 陳宇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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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南海海底地形與年齡關係之探討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pth and ag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民105年6月

   喬凌雲

許樹坤
彭奕睿

1317

台灣東岸及外海海底地震儀周遭噪訊分析 : 噪訊來源及岩

石圈構造速度逆推 = Ambient seismic noise analysis : origin of

noise source and tomographic inversion for lithospheric velocity

structure offshore eastern Taiwan

民105年6月 陳勁吾 劉若珊

1318

石首魚科分子系統分類及生物地理學研究 = Molecular

systematics and biogeography of the family sciaenidae (teleostei :

perciformes)

民105年7月 陳韋仁 羅珮純

1319

南海深層210Pb與210Po放射核種的沉降通量時序變化 =

Temporal variation of sinking fluxes of 210pb and 210poin the

deep basi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民105年7月 魏慶琳 陳彥君

1320

利用海床底質回聲影像探討臺灣西南海域沉積物液化對海

床穩定性影響 = Chirp sonar images on liquefac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seafloor stability offshore SW Taiwan

民105年7月
   劉家瑄

蘇志杰
盧翊維

1321

台灣北部地熱區低度變質岩之碳氮硫地球化學特徵 =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C, N, and S) of low-grade

metamorphic rocks in geothermal fields, northern Taiwan

民105年7月 王珮玲 張庭逢

1322

黑皮旗魚在太平洋及東印度洋之族群遺傳結構和族群變動

史 =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of blue

marlin, Makaira nigricans, in the Pacific and eastern Indian oceans

民105年7月
  孫志陸

邵廣昭
陳卉

1323
台灣苗栗近岸海域變形前緣之搜尋與探討 = Investigating

occurrence of the deformation front offshore Miaoli, Taiwan
民105年7月 宋國士 江珮姍

1324
台灣北部關渡濕地微生物甲烷氧化速率研究 = Microbial

methane oxidation rates in Guandu wetland of northern Taiwan
民105年7月 王珮玲 游子慧

1325

臺灣西南海域冷泉環境厭氧甲烷氧化作用下自生性礦物差

異之研究 = An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 and authigenic mineral

formations in the cold seep environments, SW Taiwan

民105年7月 林曉武 曾意婷

1326

高屏海底峽谷大型底棲動物群聚結構與環境因子之關係 =

Environmental controls on macrofaunal community in the gaoping

submarine canyon off the SW Taiwan

民105年8月 魏志潾 陳冠銘

1327

以區域波形震源逆推探討黑海東部及小高加索扎瓦赫季高

地之地震特性 = Using regional waveform source inversion to

investigate the earthquake properties in Eastern Black Sea and the

Javakheti highland in the Lesser Caucasus

民105年8月
  曾泰琳

陳勁吾
許哲豪

1328

吳郭魚代謝性組織與耳石有機物之穩定性同位素分餾 =

Stable isotopic fractionation in metabolic tissue and otolith organic

matrix of tilapia (Oreochromis mossambicus)

民105年8月 蕭仁傑 鄭力綺

1329
利用拖曳式發收器於淺海環境聲測流研究 = Shallow-water

acoustic mapping of ocean currents using towed transceivers
民105年8月 黃千芬 李允文

1330
珊瑚共生體和入添在熱逆境下的反應多樣性 = Response

diversity of coral holobionts and recruitment under thermal stress
民105年8月 陳昭倫 許嘉閔

1331

持久熱逆境決定共生藻洗牌程度與維氏腦紋珊瑚白化後之

生存率 = Prolonged thermal stress determines the degree of

symbiont shuffling and platygyra verweyi survival after bleaching

民105年8月 陳昭倫 高國瑋

1332
側掃聲納影像在邊坡之應用研究 = The application study of

side scan sonography on steep side-slopes
民105年8月 宋國士 鄧福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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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桃園外海近岸海床的地形與地貌 = The topography and

morphology of the Taoyuan offshore seabed
民105年8月 宋國士 林尚瑩

1334

墾丁國家公園的籬枝同孔珊瑚宿主遺傳結構與共生藻群聚

之時空變異 =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host genetic

structure and symbiont community in the catch bowl coral, isopora

palifera (scleractinia; acroporidae), in the kenting national park,

民105年9月
    陳昭倫

單偉彌
方慧玲

1335

溫度與縮小化對於南台灣維氏腦紋珊瑚有性生殖之影響 =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and downsizing on the reproductive

patterns of brain coral, platygyra verweyi, (scleractinia;

merulinidae) in southern Taiwan

民105年10月 陳昭倫 曹景昕

1336

福爾摩沙峽谷與澎湖峽谷以及高屏斜坡沉積物細菌的分離

和特性研究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ediment bacteria

from Formosa and Penghu submarine canyons and Kaoping slope

民106年1月 謝文陽 陳芝吟

1337

溫度對亞熱帶淡水生態系群聚呼吸率的調控 = Temperature

effects on plankton community respiration in a subtropical

freshwater ecosystem

民106年1月 夏復國 賴昭成

1338

魚類族群之空間變異會隨著年齡截切及豐度變動而提升 =

Undermined age structure and abundance elevate spatial

variability of exploited fish populations

民106年1月 謝志豪 王政喻

1339
側掃聲納影像之能量補償修正研究 = Energy compensation

correction of sidescan sonar image
民106年1月 宋國士 顏志儒

1340
背景流場對颱風冷尾跡之影響 = Impacts of background flow

field on the typhoon-induced cold wake
民106年1月 張明輝  謝宛廷

1341
海鰱總目之系統分類及其視紫質基因的演化 = Systematics

and rhodopsin gene evolution in the elopomorpha (teleostei)
民106年1月 陳韋仁 陳貞年

1342

內孤立波受淺化地形影響之觀測 : 自下沉型轉化為上舉型

= Observation of shoaling effect on internal solitary waves :

conversion from depression to elevation wave

民106年1月 張明輝 蔡婕媛

1343
海水中矽鉬複合物呈色反應機制研究 = Study on the

formation reaction of the silico-molybdenum complex in seawater
民106年2月 白書禎 王程筠

1344
臺灣北方海域新近紀的盆地演化 = The neogene basin

development offshore northern Taiwan
民106年2月 劉家瑄 楊懿丞

1345

台灣北部石珊瑚有性生殖及Dmrt基因家族在珊瑚生殖的角

色 = Sexual reproduction of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northern

Taiwan and roles of dmrt gene family in coral reproduction

民106年4月

   陳韋仁

張清風

識名信也

陳倢蓁

1346

棲息地複雜性對珊瑚礁恢復力的影響 : 觀察與生態模式 =

Effects of habitat complexity on coral reef resilience;empirical and

modelling approaches

民106年6月
  三木健

野澤洋耕
張栢然

1347

東沙島潟湖兼性嫌氣性發酵細菌的分離及特性研究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facultatively anaerobic,

fermentative bacteria from lagoon of Dongsha island

民106年6月 謝文陽  陳姿尹

1348

利用P波接收函數法探討台灣北部大屯火山群地殼速度不

連續面 = Crustal seismic discontinuities beneath the Tatun

volcano group in northern Taiwan from p receiver functions

民106年6月 陳勁吾 鄭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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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9

2007-2009年台北都會區大氣汞時序變化 ; 濃度、機制與來

源 = Temporal variation of atmospheric mercury in metropolitan

Taipei during 2007-2009 : concentrations, mechanisms, sources

and implication / 廖聆均(Ling-Chun Liao)撰

民106年6月 曾鈞懋 廖聆均

1350

東沙島潟湖沉積物中硝酸還原/脫氮細菌的分離和特性探討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itrate reducing/denitrifying

bacteria from the lagoon sediment of dongsha island

民106年7月 謝文陽 夏浩庭

1351

東沙島潟湖沉積物中固氮細菌及氮清除細菌的分離和特性

研究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itrogen-fixing/nitrogen-

scavenging bacteria from a lagoon in Dongsha island

民106年7月 謝文陽 陳彥婷

1352

玉山國家公園高海拔山區土壤中低溫細菌多樣性之研究 =

The biodiversity of psychrotrophic bacteria from the soil of high-

elevation regions in Yushan national park

民106年7月 謝文陽 孫君寧

1353

歐亞大陸中陸域泥火山之微生物的生物地理學模式 =

Microbial biogeographic patterns of terrestrial mud volcanoes

across eurasian continent

民106年7月
  王珮玲

林立虹
陳俐陵

1354

綠島附近海域流切變不穩定波之觀測及動力研究 =

Dynamic of kelvin-helmholtz (KH) billows observed around

Green Island, east of Taiwan /

民106年7月 張明輝 張珈瑄

1355
隱沒帶的鋰同位素特徵 : 以琉球弧為例 = Lithium isotopes in

subduction zone : a perspective from the Ryukyu arc
民106年7月 朱美妃  謝岳峰

1356
小帽螺生物多樣性探勘及親緣關係研究 = Biodiversity

exploration and phylogeny of cocculiniform gastropods
民106年7月

陳韋仁

Sarah

Samadi

李欣

1357
小島尾渦流之數值模擬研究 = Numerical studies of small

island wakes in the kuroshio
民106年7月 張明輝  劉治綸

1358

台灣車籠埔斷層之流體成分及溫度 = Fluid temperature and

composition associated with displacement of the chelungpu fault

in Taiwan

民106年7月  王珮玲 黃子灝

1359

台灣北部河岸濕地甲烷通量與環境影響因子研究 = Factors

influencing methane emissions from riverine wetlands in northern

Taiwan

民106年7月  王珮玲 盧俊宏

1360
台灣東側海域海面高度值變動之研究 = A study of sea

surface height variability east of Taiwan
民106年7月

    王  冑

詹  森
楊凱絜

1361
臺灣礁區魚類生態角色之地區及深度差異 = Regional and

depth differences in the ecological role of reef fish in Taiwan
民106年7月 單偉彌 陳建彣

1362

以數值模擬討論台灣西南地區地表變形和斷層發育 =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he surface deformation and fault

development in southwest Taiwan

民106年7月
   譚   諤

張翠玉
李芳儀

1363

南海現代深海事件層中顆粒性有機碳之組成與來源 =

Composition and provenances of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within

the modern deep-sea event-lay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民106年7月 蘇志杰 阮行健

1364

絲珊瑚科珊瑚粒線體基因體與細胞色素I介入子演化探討 =

Evolutionary aspects of mitochondrial genomes and cox1 introns

in the scleractinian corals, family siderastreidae

民106年7月 陳昭倫 莊曜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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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5

浮標觀測颱風中心附近海域的海氣象變化之研究 =

Investigation of data buoys observed sea surface atmosphere and

upper ocean variations during Typhoons

民106年8月
   楊穎堅

張明輝
謝佳穎

1366

 以穩定性同位素分析解析七星鱸魚之棲地利用與辨識養殖

和野生個體 = Application of isotopic analysis to reconstruct

habitat use of Japanese sea bass (lateolabrax japonicas) and

discrimination from reared fish

民106年8月 蕭仁傑 謝瑀

1367

南海大陸斜坡上沙丘海域之內孤立波特性 = Properties of

large-amplitude internal solitary waves in the sand-dune area on

upper continental slope of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民106年9月 楊穎堅  薛成皓

1368

2006年屏東地震引發沉積物之跨峽谷傳輸地質紀錄 = 2006

Pingtung earthquake doublet induced sediment cross-canyon

transport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6年9月 蘇志杰 陳彥庭

1369
八里海洋放流管管床形貌變化之研究  = The study of

morphological change along Bali marine outfall pipeline trench
民106年10月 宋國士 洪崧恩

1370
臺灣新竹外海淺層構造初探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hallow structures in the Hsinchu offshore area, Taiwan
民106年10月 宋國士 吳宜欣

1371

以反射震測資料探討臺灣西南海域南海大陸斜坡之天然氣

水合物儲集系統  = Seismic study on the gas hydrate syste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inental slope offshore sw taiwan

民106年11月 劉家瑄 韓為中

1372

微生物胺基酸碳同位素之組成型式與生理代謝關係研究  =

Carbon isotopic patterns of microbial amino acids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metabolic pathways and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民107年1月 王珮玲 蕭光廷

1373

臺灣近海康氏馬加鰆之年齡成長與季節性分布  = Age,

growth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narrow-barred Spanish

mackerel (Scomberomorus commerson) in the water off Taiwan

民107年1月 蕭仁傑 羅允信

1374

以水中鐳同位素之源匯傳輸探討臺灣海峽沿岸海底地下水

滲流之現象= Submarine groundwater discharge along the coast

of the Taiwan strait indicated by source and sink transport of

民107年1月 蘇志杰 許鳳心

1375

臺灣西南海域增積岩體下部斜坡區構造特徵= Tectonics

features in the lower slope domain of the accretionary wedge

offshore southwestern Taiwan

民107年2月 劉家瑄 溫修敏

1376

利用長支距震測資料和重力模擬探討南段琉球弧前地區的

地殼構造= Crustal structure of the southernmost ryukyu forearc

region from large offset seismic data and gravity modeling

民107年2月 劉家瑄 陳勁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