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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學生系所 學生年級 指導老師 中文題目 

劉湘淳 物治系 三年級 張玲慧 某地區長期照護復能專業服務使用概況與成效初探 

朱英綺 職治系 三年級 黃雅淑 國小一年級學童寫字表現的早期預測因子探討 

葉佳欣 職治系 三年級 黃雅淑 手部生物力學因子對小一學童寫字速度和工整性的影響 

蘇宇玟  職治系 三年級 張玲慧 符合社區職能治療實務需求的臺灣版參與量表 

蘇亭羽 醫學系 二年級 張志偉 無止血帶使用對全膝人工關節置換手術的術後早期影響 

王伯驊 醫學系 六年級 楊岱樺 
以中空螺釘構築三角結構對橫向髕骨骨折固定的力學效應-微創骨

折固定技巧初探 

蕭至芩 護理系 四年級 高綺吟 影響癌症病人參與臨床試驗之因素探討-系統性文獻回顧 

曾嘉琦 醫學系 四年級 彭貴春 探討牛樟芝萃取物對登革病毒感染巨核細胞的抑制機制 

陳姸勳 藥學系 三年級 洪欣儀 夏枯草的甲醇萃取物中分離具 P-gp抑制效果之化合物 

顏瑜萱 藥學系 三年級 洪欣儀 5-HD作為針對 CIPN之神經保護劑的構效關係 

廖仲崙 醫學系 六年級 林裕晴 
肉毒桿菌毒素治療腦性麻痺兒童流口水的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

分析 

陳潔妤 物治系 三年級 郭怡良 核心穩定對棒球揮棒腰椎運動學之比較 

彭鈺婷 物治系 三年級 蔡一如 以行動裝置評估羽球步伐之可性 以行動裝置評估羽球步伐之可性 

蔡佩霓 物治系 三年級 蔡一如 橫膈膜對身體活動度的影響 

張語真 職治系 二年級 黃百川 失智症著色表現評估之發展：評分者信度與效標關聯效度 

陳采愉 職治系 三年級 黃百川 失智症與健康同儕的著色畫作品特徵之比較 

盧以理 職治系 二年級 陳官琳 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兒童與正常發展兒童社交能力之比較 

陳亭涵 醫技系 二年級 陳百昇 探討乳癌中 TARBP2調控 PDL1的機制 

林芮妘 醫技系 二年級 陳百昇 
探討 AGO2調控的 Akt活化在 everolimus抗藥性乳癌細胞株中扮

演的角色 

陳悅敏 醫技系 二年級 蔡佩珍 抗生素被單寧鐵奈米吸走了! 

楊婷琪 醫技系 二年級 林世杰、陳百昇 探討 Exportin 5對乳癌細胞上皮-間質型態轉換的調控機制 

陳立珊 醫技系 三年級 王貞仁 B型流感病毒之流行病學、基因譜系與重症關聯性研究分析 

葉思妘 醫技系 三年級 陳珮君 探討多巴胺 D3受體和 ATP敏感性鉀離子通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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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蕙瑄 醫技系 三年級 阮振維 探討調控腸道菌相可塑性之機制 

蔡雨辰 醫技系 三年級 蔡佩珍 困難梭狀桿菌愛醣嗎？ 

薛愷沄 醫技系 三年級 阮振維 探討 DUSP6基因對口腔癌細胞之影響 

謝坤翰 醫技系 二年級 莫凡毅 以小鼠模式探討靈芝對腹主動脈瘤的作用 

張毓珊 醫學系 一年級 王德華 
研究中藥藥浴對異位性皮膚炎病人表皮細菌的影響: 專注於病原

體的研究 

陳軒誼 醫學系 二年級 白明奇 訓練對阿茲海默症者的時間感知之影響 

吳宥朋 醫學系 二年級 鄭宏祺 以纖連蛋白片段發展對抗癌症轉移之疫苗 

吳菉 醫學系 二年級 王德華 研究中藥藥浴對異位性皮膚炎病人表皮細菌的影響:宿主因素 

李孟純 醫學系 二年級 蔡坤哲 半胱胺酸蛋白質酵素對腦部的研究探討 

李昱融 醫學系 二年級 杜威廷 
利用全外顯子基因定序進行 Rubinstein-Taybi syndrome 的分子

診斷 

林歆祐 醫學系 二年級 鄭宏祺 纖連蛋白在腫瘤進展初期的角色探討 

陳秀羚 醫學系 二年級 鄭宏祺 研究受 mTOR所抑制癌症轉移的機制 

蔡如庭 醫學系 二年級 劉秉彥 探討 RAS 抑制劑與影響 ACE2 基因表現程度之研究 

鄭晴文 醫學系 二年級 蔡坤哲 細胞治療與失智症的研究探討 

王景玉 醫學系 三年級 許釗凱 介白素 4與 13在蟹足腫的致病機轉所扮演的角色 

呂秉豪 醫學系 三年級 郭耀隆、陳百昇 探討乳癌中雄激素受體對 Dicer的調控 

李思妤 醫學系 三年級 莊偉哲 
探討龜殼花蛇毒蛋白(trimucrin)的 RGD迴圈(loop)與其 C端區域

的作用對於辨識整合蛋白的影響 

羅紹瑋 醫學系 四年級 鄭宏祺 酒精不耐受症與癌症轉移之預防 

許祐寬 醫學系 五年級 許釗凱 機器學習於發炎性皮膚疾病之病理診斷 

李庭萱 醫學系 四年級 蔡孟哲 
台灣經濟弱勢家庭中青少年糧食匱虞的軌跡與長期心理健康和睡

眠品質的相關性 

劉家益 醫學系 四年級 蔡孟哲 
檢視年輕時期性別認同與危險性行為的關係: 潛在中介因子的長

期分析 

王瑋伶 藥學系 三年級 張惠華 
Kynurenine代謝途徑及其相關基因多型性對於難治型癲癇患者治

療反應之關聯性研究 

宋昂蓉 藥學系 三年級 鄭靜蘭 抗血小板製劑在腎功能不全患者之療效及安全性之觀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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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昊澤 藥學系 三年級 林少紅 中草藥抗發炎活性成分研究 

陳玟婷 藥學系 三年級 鄭靜蘭 評估 Penicillin皮膚敏感試驗的臨床效用 

黃宣瑜 藥學系 三年級 林少紅 中草藥抗登革熱病毒活性成分研究 

林奕佐 藥學系 五年級 張尹凡 骨質疏鬆症藥物在骨折初級預防之生活品質評估分析 

胡嘉倩 藥學系 四年級 邱靜如 中高齡長者的健康促進行為之探討 

許育煊 藥學系 五年級 吳至行 骨鬆藥物使用對總死亡率的影響-健保資料庫分析 

羅銘賢 藥學系 四年級 郭賓崇 
利用超高效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開發天然物微量生理活性成分分

析方法 

石葉敏 護理系 二年級 洪筱瑩 懷孕婦女醫療親子同室醫療決策影響因素之探討 

宋蘅繹 護理系 二年級 李歡芳 穴位按摩對失眠的療效與臨床應用：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黃逸庭 護理系 三年級 鄭宏祺 樟芝酸 K在牛樟芝抑制癌轉移中的角色 

蔡明蒨 護理系 一年級 李歡芳 音樂對失眠改善之成效：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林美孜 護理系 三年級 陳嬿今 神經回饋訓練對於愛滋感染者睡眠品質之成效 

孫佩筠 護理系 三年級 陳嬿今 使用漱口水對於住院病人口腔健康之成效 

張伶羽 護理系 四年級 方素瓔 大專女生乳癌認知、罹擔憂之現況及相關因素探討 

劉映辰 護理系 四年級 方素瓔 護理人員對基因、遺傳知識應用於護理實務工作相關因素之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