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論文題目 學生 指導教授 畢業年份

1 應用英語系碩士論文文獻探討章節中 字串使用之語料庫分析 黃郁珊 許正義 2020

2 個別化寫作回饋對於台灣大學生英語寫作流暢度的影響 周仕杰 馮蕙嫻 2020

3 以關鍵字分析編纂電子工程學術英文詞彙表 張海蒂 馮蕙嫻 2020

4 全民英檢初級寫作受試者的字彙使用研究 吳秀英 許正義 2020

5 探討英語歌曲對台灣英語系學生字彙學習的影響 戴瑋 李美玲 2020

6 個人背景變數對中高齡英語學習者學習動機取向之影響 孫婉鈞 洪豐生 2020

7 探討台灣英語系學生透過工作坊學習閒談技巧的看法 鄭諭 李美玲 2019

8 臺灣英語系大學生線上寫作字串使用之語料庫分析 王乙瑄 許正義 2019

9 探討台灣英語系學生使用行動學習之行為與態度研究 陳美伶 李美玲 2019

10 兒童動畫的字彙涵蓋量之語料庫分析 黃馨誼 許正義 2019

11 外籍英語教師教學對臺灣學習英語為外語的兒童文法表現之影響 梁靜尹 洪豐生 2019

12 以遊戲設計法促進學生學習之回顧研究 蔡宜芩 洪秀婷 2019

13 透過影片學英語：探討台灣英語系學生的看法 金韞昊 李美玲 2019

14 以特徵分析法檢視英語為外語情境下的單字任務成效 陳姿秀 黃俐絲 2019

15 個別化教學對工科學生英語發音學習之效益研究 萬蓓思 李美玲 2019

16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競選言論之批判言談分析 安俊恩 陳其芬 2018

17 國中英語教師與學生對於英語課程銜接看法之城鄉研究 羅如芬 吳怡萍 2018

18 學生譯者對台灣小吃英譯困難度與策略認知之研究 陳婉妤 李美玲 2018

19 互動式電子白板與電子書對國小學童英語字彙習得之效益研究 陳俊志 李美玲 2018

20 運用數位閃卡輔助小學生英語字彙學習之探索性研究 黃柏嘉 洪秀婷 2018

21 探究大學生對於其英語翻轉學習經驗之觀點 陳明銹 洪秀婷 2017

22 日本大學生參與英語為外語情境之海外短期研修營成效研究 王映婷 許正義 2017

23 字母拼讀法之學習經驗對五年級學生拼讀能力的影響 許艷真 陳其芬 2017

24 探討英語系學生使用訊息通訊科技資源之質性研究 張又方 洪豐生 2017

25 研究台灣英語系學生之溝通策略使用 李伍騏 李美玲 2016



編號 論文題目 學生 指導教授 畢業年份

26 比較社會人士與大學生在回覆抱怨信之語用策略運用 李翊銘 陳其芬 2016

27 探索英語學習者藉由線上影片進行刻意式字彙學習的經驗 陸瑜芳 洪秀婷 2016

28 數位原生與數位移民大學生使用訊息通訊工具學習英語之研究 俞冠群 洪豐生 2016

29 台灣與金門大學生使用行動應用程式學習英語之研究 吳念真 洪豐生 2016

30 數位遊戲式語言學習之回顧研究 張若羚 洪秀婷 2015

31 台灣英語學習者使用關係子句之錯誤分析 陳正傑 黃俐絲 2015

32 非英文系學生對英語學習態度之實證研究:以台灣與越南學生為例 阮如比 顧伯庸 2015

33 口語焦慮與隨到隨說交誼廳之參與的相關研究 王淑薇 洪豐生 2015

34 臺灣高中生對紙本與數位化英語補充教材使用之偏好 魏睿瑩 洪豐生 2015

35 播客對英語系學生字彙習得之效益研究 黃依雯 李美玲 2015

36 播客對英語系學生聽力理解能力之效益研究 許君強 李美玲 2015

37 台灣英語系大學生在寫作上連貫副詞的使用之語料庫分析研究 李宜倫 許正義 2014

38 台灣地區大學英語系學生英語口說表現中字彙使用之語料庫分析 吳玉潔 許正義 2014

39 台灣英語系大學生在寫作上連貫副詞的使用之語料庫分析研究 李宜倫 許正義 2014

40 台灣地區大學英語系學生英語口說表現中字彙使用之語料庫分析 吳玉潔 許正義 2014

41 學習英語為外語的台灣大學生對英語發音的看法與態度 馬廷瑄 洪豐生 2014

42 影片對英語系學生聽力理解能力之效益研究 王苡儒 李美玲 2014

43 影片教材對英語系學生習得詞彙之效益研究 龔依婷 李美玲 2014

44 多模態文本之探究：以英語簡報設計為例 劉芳秀 洪秀婷 2014

45 英語為外國語學習者使用話語標記語‘well’之語料庫分析:以中文、日文、法文為母語三群大學生為例 黃鈺婷 許正義 2014

46 台灣大學生參與英語為國際語情境之短期研修營成效研究 簡毓芸 許正義 2014

47 台灣南部學生國中階段英語單字量研究 高昱翔 許正義 2014

48 科技大學老師對於學生英語學習成敗之歸因 蔡宛真 陳其芬 2014

49 學習日誌對於英語學習者學習自主之影響 吳孟珍 吉邁克 2014

50 大學英語系學生在英語會話課之溝通行為研究 黃靖雯 李美玲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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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臺灣高科技產業工程師的英語溝通技巧之調查研究 梅曉琪 洪豐生 2014

52 主修外語的學生使用電腦輔助學習資源之比較研究 楊易宸 洪豐生 2014

53 以數位故事輔助大學生英語學習之探索性研究 趙瑜雯 洪秀婷 2014

54 利用搜尋引擎來加強英語主修生的寫作表現之調查研究 朱信融 洪豐生 2014

55 測驗類型對臺灣英語學習者聽力理解表現之影響 郭品欣 洪豐生 2013

56 大學生英語敘事寫作分析研究 周麗雲 陳其芬 2013

57 幽默翻譯與翻譯策略探討：以《頑童流浪記》為例 李信儀 吳怡萍 2013

58 科技大學中施行以辯論活動為主課程之研究 李馥安 許正義 2013

59 台灣地區大學英語系學生口語課程活動設計之研究 李玫儀 許正義 2013

60 以行動科技輔助大學生英語字彙學習之探索性研究 葉律妤 洪秀婷 2013

61 運用語料庫探討英語報紙意志動詞與名詞子句使用之研究 呂姿儀 許正義 2013

62 英語系學生在學術口語報告所面臨的困難與訓練需求之研究 李昀曄 李美玲 2013

63 台灣英語教師教學決策之個案研究 謝寶生 洪秀婷 2012

64 從學生角度看商業英語簡報 楊雯琇 陳其芬 2012

65 臺灣英語系大學生之摘要寫作策略 劉燕芬 顧伯庸 2011

66 台灣高職學生英文字彙學習策略使用調查 黃瓊瑩 洪豐生 2011

67 母語為中文的英語學習者在口語及寫作語料中的字詞搭配錯誤 黃雅萍 黃俐絲 2011

68 英語發音對大學生聽力焦慮及聽力理解之研究 陳淳祺 洪豐生 2011

69 論證教學法對英語學習者寫作表現之研究 周君豪 洪秀婷 2011

70 辭典使用對英文發音學習之影響 羅俊翔 洪豐生 2011

71 高職學生英語學習成敗歸因之研究 蔡宜璋 陳其芬 2011

72 台灣英語學習者在英語口語中的自我修正 陳怡霖 黃俐絲 2011

73 探討辭典查閱行為、英語能力與閱讀理解之關係 林宗民 洪豐生 2011

74 使用「省時省力法」檢視非英語系大一生重新學習英文舊單字之效果 劉婷婷 顧伯庸 2011

75 英語系學生在會話課使用自主學習法之態度研究 潘炳翰 李美玲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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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不同文章主題對大學生聽力焦慮與聽力理解之研究 余博凱 洪豐生 2011

77 英語學習者及母語人士口語語料中的主題化與主題左置移位現象 王敏如 黃俐絲 2011

78 影響大學英語系學生在外語學習課程中學習注意力因素 呂佳音 顧伯庸 2011

79 科技大學學生英語學習成敗歸因之研究 李俊賢 陳其芬 2010

80 英語學習者簡報設計之多模態分析 邱婉婷 洪秀婷 2010

81 運用語料庫探討2002到2009年臺灣地區英語報紙字彙使用之研究 鄭夙涵 許正義 2010

82 大學英語系學生線上寫作字彙使用之語料庫分析 黃蔓鈞 許正義 2010

83 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教英語：補習班英語教師的經驗談 張哲恩 洪秀婷 2010

84 臺灣鋼鐵業的成長與發展－以中鋼為中心 劉政忠 陳志坪 2010

85 工學院與管理學院新生的專業單字量 王怡雅 顧伯庸 2010

86 外語焦慮對臺灣英語系學生學習英語及第二外語之影響 張博凱 洪豐生 2010

87 個人特質對於成人學習者學習信念及學習策略之影響 張惠翔 洪豐生 2010

88 國中學生中文與英文學習成敗歸因之比較研究 張潔妤 陳其芬 2009

89 線上辯論應用於英語專業課程之研究：學生辯論策略與批判思考成效 曾怡菁 陳其芬 2009

90 非同步線上英語辯論之禮貌表現:反對意見表達之探討 陳淑君 陳其芬 2009

91 科技大學英語系學生對電腦輔助發音學習之態度研究 藍恩明 李美玲 2009

92 不同文章主題及格式對大學生閱讀焦慮與自我勝任感之研究 賴琦瑾 洪豐生 2009

93 大學生英語口說及書寫敘事分析研究 吳秀惠 陳其芬 2009

94 探討學生對服務學習應用於英語教學法課程之觀點 吳仲強 洪秀婷 2009

95 線上協同寫作工具於外語課程上之應用 蔡嵐妮 洪秀婷 2009

96 英語專業課程中非同步討論之同儕互動型態與學習成效 張亞雯 陳其芬 2008

97 台灣高職學生英語字彙量之調查與研究 吳季昭 李美玲 2008

98 教師對於密集式英語課程的看法與教法─以台灣某國立科技大學為例 鄭昶怡 洪秀婷 2008

99 英語課堂中之會話式協商 周憲甫 黃俐絲 2008

100 非同步討論應用於國中英語實驗班之成效 何姸萱 陳其芬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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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故事教學對國小學生英語學習的影響 陳美芳 李美玲 2007

102 台灣地區技職體系大學生英語字詞搭配的運用與其寫作能力相關性之探討 林侑音 許正義 2007

103 運用文學小圈圈在科技大學閱讀課程之成效研究 黃心怡 許正義 2007

104 探討臺灣高中和專科學校之英文寫作教學 張思靜 洪豐生 2007

105 台灣地區大學英語系學生寫作活動設計之評估研究 王怡人 許正義 2007

106 國立科技大學工科大學生對於專業教科用書看法之探究 莊青樺 顧伯庸／洪豐生 2007

107 科技大學英語系學生對自主學習之態度研究 鄭贊瑞 李美玲 2007

108 英語為第二語言或外國語言寫作教科書連貫副詞之詞料庫研究 游秋暖 許正義 2007

109 補習班在學童英語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 欒澤浩 洪豐生 2006

110 應用朗讀教學提升國中生之聽力理解 陳奕君 洪豐生 2006

111 英文分級讀本中的文化專有名詞：文本研究 楊珮吟 顧伯庸 2006

112 兒童英語外籍教師教室管理之個案研究 施泊琹 陳其芬 2006

113 英語學習者使用日誌來學習目標文化之研究 劉昭吟 黃俐絲 2006

114 性別意識在外語寫作中之呈現:社會結構與自我之衝突 黃凱侖 陳其芬 2006

115 台灣高中英語教科書動詞-名詞字詞搭配之語料庫研究 王瑞欣 顧伯庸 2006

116 英語學習者的英語能力與三項字彙知識之關聯性研究 劉相吟 許正義 2005

117 科技大學工學院學生專業原文書使用量研究 邱宜敏 顧伯庸 2005

118 線上寫作軟體用於台灣大專英文寫作課之研究分析—以MyAccess為例 鄭為元 陳其芬 2005

119 台灣地區國立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學生英語字詞搭配能力與其口語能力相關性之探討 邱筑瑤 許正義 2005

120 科技大學工學院學生對英文字典使用偏好之研究 梁瑜方 顧伯庸 2005

121 高中英語教科書中的文化類別 劉蓓樺 顧伯庸 2005

122 大學生對自主學習的觀點：以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多媒體英語自學中心為例研究 鄭文文 李美玲 2005

123 英文讀書會對台灣成人學習者之研究─以中台灣主婦聯盟基金會英文讀書會為例 高慧君 許正義 2005

124 台北地區小學英語文法教學之調查研究 李碧玉 李美玲 2005

125 台灣大專學生英語即席演講之策略技巧研究 方宏凱 陳其芬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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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影響三代同堂臺語保存的社會文化因素 李漢明 洪豐生 2004

127 透過美國漫畫評量台灣英語系學生文化語彙之知識 施孟君 顧伯庸 2004

128 使用字彙解釋來提昇科技大學非英語系學生之英文閱讀及字彙學習 鄭英雪 顧伯庸 2004

129 字詞搭配教學對於臺灣大學生的英語聽力之效益研究 徐麗珍 許正義 2004

130 台灣英語系學生英文動詞-名詞字詞搭配能力之研究 吳亮慧 顧伯庸 2004

131 英語聽力問題及策略使用之探究:針對四名臺灣大專生之質化研究 許惠慈 洪豐生 2004

132 影響南部科技大學英語系學生文化常識的關鍵因素 楊蕙郁 顧伯庸 2004

133 中文報紙夾用台語及英語現象探討之社會語言學研究 李淑雅 顧伯庸 2003

134 臺灣學生寫作策略之運用與調整 黃有廉 洪豐生 2003

135 臺灣醫學專業人員對英文醫學期刊中謹慎語之理解程度及態度 簡慧玲 洪豐生 2002

136 台灣大專外語學習者的「悅讀」經驗：偏好、困難、及態度之研究 洪玉如 李美玲 2002

137 導讀對科技大學學生理解困難英語文章之影響 黃恒綜 李美玲 2002

138 台灣企業組織溝通管道運用之研究 黃綉惠 洪豐生 2001

139 電腦輔助教學中「點選」型與「鍵入」型字典對字彙習得、閱讀理解與查詢行為之影響 林碧君 李美玲 2001

140 關於技術編撰行業在台灣需求及專業能力的研究 邱曉芳 顧伯庸 2001

141 台灣外語學習者之外語焦慮與英語能力的關係 陳永煌 李美玲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