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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9401 蔡純姿 學校經營創新模式與衡量指標建構之研究 
曾燦燈 
蔡培村 

博9402 李嘉齡 語言運動在近年台灣認同政治上的角色 蔡榮貴 

博9403 莊淑琴 心像策略教學在國民小學國語科的實驗研究 蔡榮貴 

博9404 李端明 國小組織運作中的校長領導-一種自傳研究 丁志權 

博9405 黃志順 
一位男性國小教師/博士研究生的教師身分認同歷程

與反思 
成虹飛 

博9406 柳雅梅 
平衡閱讀教學對國小學童英文閱讀能力及閱讀動機之

影響 
黃秀霜 

博9407 巫有鎰 
學校與非學校因素對台東縣國小學生學業成就的影

響：結合教育機會均等與學校效能研究的分析模式 
劉慶中 
黃毅志 

博9408 劉世雄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模式與學生學習因素之研究 尹玫君 

博9409 黎瓊麗 
國小英語學習動機、學習策略與學習成就之相關性研

究：以屏東地區國小為例。 
劉慶中 
鍾榮富 

博9410 趙康伶 高雄市幼稚園評鑑之後設評鑑研究 劉慶中 

博9411 張楓明 
親子、師生及同儕關係對國中學生初次偏差行為影響

之動態分析研究 
黃秀霜 
董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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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9504 張廣義 
國民小學教師教學關聯資本、教學信念、班級經營策略

與教學行為表現之研究 
劉慶中 

博9505 劉炳輝 
國小原住民學童適應行為文化認同自我調整學習與其學

業成就關係之研究 
劉慶中 

博9516 陳明和 臨床視導對國小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影響之研究 顏慶祥 

博9517 莊筱玉 
教師專業知識建構、轉化及發展之研究-一位技術學院

英文教師的個案研究 
陳美玉 

博9518 陳寧容 兩位小琉球幼教師課程意識與實踐研究 鄭瑞菁 

博9519 黃玉幸 校務評鑑實施歷程組織文化現象與變異之研究 
蔡培村 
張慶勳 

博9520 莊啟文 
鳳師地區攤商家庭升學主義意識型態與成就價值觀之歷

史社會學分析 
陳枝烈 

博9521 李明堂 學校組織變革歷程及管理策略之研究 劉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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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9601 
朝倫愛

登 
蒙古綜合中學校長多元領導策略與學校組織效能關係之

研究 
張慶勳 

博9602 張凱元 國中小校長對老子管理思想認同與應用知覺之研究 劉慶中 

博9603 許國忠 國小自然領域實習輔導之研究 林顯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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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9701 林廷華 兩位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及其發展歷程之研究 谷瑞勉 

博9702 蔡孟翰 
國民小學教師合理薪酬設計之研究-公平性、策略性與

功績性觀點 
劉慶中 

博9703 許明珠 幼稚園園長課程領導研究-組織生命週期觀點 
陳慶瑞 
盧美貴 

博9704 莊逸萍 
九年一貫課程評鑑架構之研究-以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為例 
林進材 
李勝雄 

博9705 李嘉莉 
新移民女性母職覺知與實踐之研究：以一位越南籍母

親為例 
陳慶瑞 

博9706 江滿堂 
國民小學校長多元領導型態、團體動力、學校組織文

化特質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劉慶中 

博9707 張新基 國民小學創新經營、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 張慶勳 

博9708 林天印 
國民中小學行政人員人格特質、資訊素養對工作績效

影響之研究-以高屏地區為例 
林志隆 

博9709 李國基 東南亞外籍配偶子女雙族裔認同之研究 王瑞賢 

博9710 曾南薰 美國中小學學校類型與行政體制之研究 
劉慶中 

丁志權 

博9711 高珠鈴 
教育品質自我評估之實證研究—以美國國家品質獎為

參考架構 
顏慶祥呂

執中 

博9712 葉運偉 屏東縣國民小學教育經費效率與充足性的研究 劉慶中 

博9713 劉耕安 高等教育組織動態競爭能力：市場化觀點 顏慶祥 

博9714 陳翎甄 
國小音樂教學融入生命教育對學童生活適應影響之研

究 

王以仁 

顏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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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9801 張文禎 
休閒能力與休閒教育策略關係之研究－以個人休閒生

命週期觀點 
陳慶瑞 

博9802 徐欽祥 
非營利組織志工自由時間管理、自主管理、認真休閒

效益與自我實現關係之研究 
郭明堂 

博9803 邱怡和 
競值途徑應用在國民中學校長領導行為、學校組織文

化、學校組織效能之研究 
陳慶瑞 

博9804 葉麗錦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以儒家教育思想

為核心 
陳慶瑞 

博9805 林靜憶 科技大學英語教育政策執行之研究 劉慶中 

 

  



6 

九十九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9901 趙素貞 台灣原住民族語教育政策分析之研究 陳枝烈 

博9902 許嘉政 
國民小學校長權力資源運用、權力文化類型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張慶勳 

博9903 李宗鴻 台日國小教師在職進修政策比較研究 李勝雄 

博9904 張瑞菊 我國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培用之研究 劉慶中 

博9905 傅敏芳 運用網路合作學習於英文寫作行為之研究 顏慶祥 

博9906 陳學賢 海峽兩岸國小師資培育政策之比較研 陳慶瑞 

博9907 林榮俊 
我國課程改革政策評估之研究—以九年一貫課程改革

為例 
陳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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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ОО 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10001 蔡佩娟 一位國小校長推動攜手計畫課程與教學領導之研究 湯維玲 

博10002 楊千儀 一個稱為國小的地方 顏慶祥 

博10003 陳煜清 
以平衡計分卡建構地方政府教育處績效評估指標之研

究—以宜蘭縣為例 
劉慶中 

博10004 簡福成 
成人學習動機、學習行為、創新能力與訓練成效關係

之研究—以 T 公司主管人才培訓班為例 
劉慶中 

博10005 陳芝筠 我國國小校長培用制度之研究 劉慶中 

博10006 江文吉 
校長靈性領導、教師領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顏慶祥 
鄭英耀 

博10007 卓石能 閱讀磐石學校之個案研究—以高雄市某國民小學為例 王瑞賢 

博10008 陳奕翔 
國民小學校長權力運用策略與組織架構類型對學校組

織效能影響之研究 
張慶勳 

博10009 盧玉琴 
置身在離散與混雜之間：三位越籍新移民女性生命故

事之研究 
劉慶中 
周德禎 

博10010 楊雯齡 兩岸幼兒師資培育制度之比較研究 陳慶瑞 

博10011 林乃馨 跨兩岸幼兒園經營之比較研究—以平安幼兒園為例 陳慶瑞 

博10012 鄭婉妮 幼兒園傳染病危機管理參考指標建構之研究 劉慶中 

博10013 王宏彰 
國民小學校長權力運用與學校組織氣候關係之研究—
以處室主任政治行為與教師決策參與為中介變項 

陳慶瑞 

博10014 陳郁汝 校長領導反思與專業發展之研究 張慶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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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О 一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10101 宋孔慨 
高雄市基層員警知覺警察主管人格特質、領導風格與

其組織承諾及組織效能相關之研究 
劉慶中 

博10102 林保源 
臺灣大型民俗節慶活動效益評估指標建構及模式驗證

之研究-以台東炸寒單爺民俗節慶活動為例 
戰寶華 

博10103 羅麗春 一位脊髓性肌肉萎縮症患者之敘說研究 劉慶中 

博10104 謝相如 影響國小家長選擇學校偏好相關因素之研究 劉慶中 

博10105 陳慶得 從國家競爭力談教育指標之建構 黃靖文 

博10106 林素秋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成效之行動研究：以國小中年級弱

勢低閱讀能力學童為對象 
周德禎 

博10107 陳文龍 
國民小學校長領導、教師專業承諾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 
張慶勳 

博10108 林純宇 
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之個案研究-以一所 Innoschool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獲獎學校為例 

林官蓓 

博10109 張雯玲 大學校院知識管理與學校文化應用於檔案管理之研究 劉慶中 

博10110 王文霖 
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資訊融入教學與教育品質關

係之研究 
張慶勳 

博10111 顏永進 一位國小校長領導的生命故事 張慶勳 

博10112 陳琦瑋 幼兒統計概念教學之探究 
陳慶瑞 
楊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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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О 二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10201 蔡靜宜 
從哲學實踐者觀點反思台灣高等技職教育課程之內

涵：以大學觀光休閒產業系所就業力為例 
簡成熙 

博10202 王乙婷 兩岸身心障礙教育政策比較研究 陳慶瑞 

博10203 黃啟峯 
高雄市國民小學校長人格特質、課程領導、組織創新

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劉慶中 

博10204 連娟瓏 
教育行政人員從事志工者之休閒涉入、情緒耗竭、心

流體驗與抽離傾向關係之研究-以工作需求資源模型為

基礎 
戰寶華 

博10205 李黛華 數位學習應用模式提升英語學習成效之研究 張慶勳 

博10206 莊雯瑾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領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培用之研

究 
劉慶中 

博10209 王光宗 一所國小老舊校舍重建歷程之探究 張慶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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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О 三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10301 林春貴 
高雄市國中校長教育資源運用、經營策略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張慶勳 

博10302 林玲吟 國小校長領導的微觀政治分析個案研究 郭明堂 

博10304 張惠怡 
兩岸大學整併政策之比較研究-以台灣東華大學與大陸

廣州大學為例 
陳慶瑞 

博10305 陳光亮 
兩岸大學整併變革後對組織影響之比較研究-以台灣東

華大學與大陸廣州大學為例 
陳慶瑞 

博10306 柯保同 日治時期公學校國史教科書意識形態之分析 陳慶瑞 

博10307 張本文 
國小校長服務領導、教師領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

競爭優勢關係之研究 
戰寶華 

博10308 羅鳳珍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實踐之研究 戰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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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О 四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104201 黃啟晉 
以代理理論觀點建構國中小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指標

系統與模式驗證 
黃靖文 

博104202 陳詠禎 
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與教育品質關係之研究－以教育的

組織信任為中介關係 
陳慶瑞 

博104203 林立生 
台灣高等教育輸出－境外台灣教育中心經營策略之探

討 
吳清基 
劉慶中 

博104204 張坤宏 
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學校公共關係、組織創新經

營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黃靖文 

博104205 顏志榮 
陸生來臺就學學習歷程與學習成效及臺灣師生對陸生

政策相關知覺之研究 
劉慶中 
李樑堅 

博104206 林蓉儀 
國民小學行政主管人格特質、組織承諾對學校特色課

程影響之個案研究 
李銘義 

博104207 洪鵬傑 刑事鑑識倫理守則建構之研究－以警察機關為例 劉慶中 

博104208 林君屏 一所推動理念學校校長學習領導敘述說之研究 張慶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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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О 五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 105101 宋建輝 
保險人員團隊學習、服務創新、專業成長與工作績效

關係之研究 
黃靖文 

博 105102 陳彥心 台灣高等技職校院實施英語文畢業門檻觀點之研究 李銘義 

博 105201 邱坤玉 客語生活化課程發展之研究 張慶勳 

博 105202 李曉峰 
台灣小學「原住民族文化」課程之研究-以屏東四所原

住民地區小學為例 
張慶勳 

博 105203 邱世杰 國民小學初任校長領導行為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 
李銘義 
劉鎮寧 

博 105204 黃暐睿 
國民小學校長學習領導行為指標建構及其實證調查之

研究 
李銘義 
劉鎮寧 

博 105205 吳子宏 國民小學教師領導行為指標建構之研究 劉鎮寧 

博 105206 羅栩淳 一位校長生命故事之敘說研究 張慶勳 

博 105207 吳佩修 我國國立博物館作業基金績效評估之研究 戰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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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О 六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106201 呂淑屏 「國民中、小學環境教育永續發展指標」建構之研究 李銘義 

博106202 謝文德 
群眾外包、虛擬品牌社群與共同創新對價值共創的影

響之研究 
黃靖文 

博106101 胡龍朝 臺灣檢察組織評核指標之建構--以組織動態能耐為觀點 
李銘義 
楊東震 

博106203 林琮智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小師資職前教育「健康與體

育」課程教學指標之建構 
陳坤檸 

博106205 凃棟隆 
高雄市國民小學校長家長式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林官蓓 

博106206 陳勇助 
國民小學校長創新領導、權力運用策略、教師社群互

動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黃靖文 

博106207 詹孟傑 
國民小學校長正向領導、教師希望感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張慶勳 

博106208 杜昌霖 
以平衡計分卡概念建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績效評估

指標之研究 
陳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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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О 七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107201 張瑋佳 
實驗教育學校教學信念、創造力自我效能、學習環

境、學習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黃靖文 

博107202 薛雅純 
跨層次觀點下家長式領導、倫理氣候、組織承諾與組

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 
黃靖文 

博107203 黃志和 
大學校務行政資源分配策略之賽局理論化初探分析：

以國立屏東大學生活輔導組為例的理論性模型 
劉慶中 
廖于賢 

博107204 張昭陽 教師工作投入與工作滿意、組織承諾之後設分析 張慶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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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О 八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108101 邱怡蓁 原住民實驗小學建構文化認同歷程之個案研究 林官蓓 

博108102 羅麗珍 
我國技術型高中鏈結產業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以教

師赴企業界公民營機構研習為例 
張慶勳 

博108103 陳黎娟 擺盪、跨越到肯認：探尋一位巫師校長的生命嘉年華 林官蓓 

博108104 王逸棻 一位初任校長邁向靈性領導之敘說研究 林官蓓 

博108201 王英明 
屏東社區童軍團之個案研究~童軍活動與合作問題解

決能力之培養 
李銘義 

博108202 鄭葉敏芬 
美國南加州中文學校華語文教師教學效能與工作滿意

度關係之研究 
黃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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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О 九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109101 田建中 
國民小學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發展現況、運作困境與

解決策略之研究 
劉鎮寧 

博109102 林雅萍 
國民小學教師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觀點與需求對

教師專業表現之相關研究 
陳新豐 

博109201 陳麗如 幼兒園教師領導個案研究 
鄭瑞菁 

博109202 鍾乙豪 
優勢學校評估指標建構即 S.M.A.R.T.模型實證研究－

以小學為例 
戰寶華 

博109203 林雅芳 
偏鄉小學初任校長的課程領導－以108課綱跨領域學

校本位課程為例 
劉鎮寧 

博109204 趙錫清 
海洋教育校訂課程發展之行動研究~以一所漁村小校

為例 
郭明堂 

博109205 黃玉玲 
科技大學創新經營、行銷策略與品牌形象及南部高職

學生選校意願之研究 
林官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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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О 學年博士論文 

檢索碼 姓  名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博110201 曾昱山 
原住籍校長課程領導之研究－以屏東縣排灣族學校推

動民族文化課程為例 
劉鎮寧 

博110202 徐儷瑗 
反轉生命藍圖：一個家庭中婚姻暴力復原歷程之個案

研究 
李銘義 

博110203 陳惠美 
排灣族文化本位教科書教學轉化之研究-以米靈案國民

小學為例 
劉鎮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