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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KUMCS2022001 林妤芯 護理系/四年級 陳柏熹 運用獎勵制度於雙相症病患之智慧照護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02 張為綸 物治系/二年級 蔡一如 長距離跑者疲勞後與接受震動恢復介入後下肢肌肉特性的改變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03 吳永承 物治系/三年級 楊政峯 巴金森氏症軀幹前彎者的姿勢控制評估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04 林郁婕 物治系/三年級 蔡一如 長距離跑者橫膈膜功能與有氧運動能力之關係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05 張雨涵 物治系/三年級 林冠吟 遠距物理治療對孕產婦的效果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06 呂東霖 職治系/三年級 古佳苓 中風患者日常生活功能的表現與困難度：患者-代理人一致性探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07 沈佳恩 職治系/三年級 林玲伊 探討學齡前兒童身體活動量與動作技巧之關係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08 林昱文 職治系/三年級 郭立杰 吉他彈奏之生物力學分析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09 郭宸秀 職治系/三年級 陳官琳 以電腦遊戲評估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孩童執行功能表現之可行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10 萬柔 職治系/三年級 古佳苓 足月兒胼胝體結構的量化指標與個體差異特徵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11 劉涵靚 職治系/三年級 郭立杰
以智慧化策略探討肌少症介入成效 以智慧化策略探討肌少症介

入成效 以智慧化策略探討肌少症介入成效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12 蔡昀真 職治系/三年級 陳官琳 自閉症類群障礙兒童之執行功能及其社交互動之關聯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13 蘇逸晞 職治系/三年級 林玲伊 探討學齡前兒童遊戲行為與社交技巧之間的關係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14 王慧雯 醫技系/四年級 巫政霖 黏膜組織原發惡性黑色素細胞瘤之臨床流行病學研究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15 賴虹樺 醫學系/一年級 張雅雯
微小膠質細胞在中風引起的心血管功能障礙中扮演的角色：生物

資訊學分析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16 吳竑霆 醫學系/二年級 王秀雲 小鎮醫師吳新榮的醫療實作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17 江選文 醫學系/六年級 鄭裕生 探討面臨不孕難題的夫妻間親密關係和性功能的變化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18 曾嘉琦 醫學系/六年級 蔡孟哲
探討運動作爲童年創傷與心理症狀之中介變數：BDNF能否調節中

介模型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19 范姜心妤 藥學系/三年級 賴嘉鎮 抗膽鹼藥物負擔與老人之肺炎風險分析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20 王譽璇 藥學系/四年級 歐凰姿
重大心血管事件與周邊動脈疾病病人使用降血脂藥品之相關性：

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合分析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21 何昱欣 藥學系/四年級 鄭靜蘭 比較不同抗血小板製劑在冠心症患者的療效與安全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22 房宣年 藥學系/四年級 歐凰姿 藥事照護系統於社區藥局環境以REDCap為例: 應用、整合與優化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23 周恩慧 護理系/二年級 林靜蘭 疫情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24 陳伊軒 護理系/二年級 洪筱瑩 穴位按壓對產後疲倦之影響-一個系統性文獻回顧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25 劉凱晴 護理系/二年級 洪筱瑩 探討穴位按壓對生產疼痛與產程之影響: 一個系統性文獻回顧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26 易芷婕 護理系/三年級 陳幸眉 醫學院學生課業壓力調適、失眠及憂鬱與失志症候群之相關研究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27 涂涵淳 護理系/三年級 李歡芳
情境式行動學習裝置對護生在身體評估之自信心成效：以呼吸系

統為例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28 許之琳 護理系/三年級 李歡芳 維他命B對失眠成人睡眠品質之改善成效: 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統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29 郭函妮 護理系/三年級 賴維淑 COVID-19疫情對接受安寧居家療護病人臨床特徵之影響：世代研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30 楊翔貿 護理系/三年級 賴維淑
運用AMBER照護模式及早確認加護單位病況不確定性病人其安寧

緩和療護需求：可行性研究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31 謝允 護理系/三年級 許玉雲 褥瘡傷口之智慧判讀-AI 應用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32 謝珮慈 護理系/三年級 許玉雲 下肢水腫之智慧偵測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33 紀佳 護理系/四年級 高綺吟 長期照護機構護理人員緩和醫療照護知識及末期照護態度之初探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34 陳孟彤 護理系/四年級 陳嬿今
探討睡眠呼吸中止症居家使用正壓呼吸器病人其常見不適症狀主

訴及提升順應性之相對策略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35 楊佳穎 護理系/四年級 陳嬿今 輪班護理師的睡眠品質與代謝症候群之關係:一項前瞻性研究設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36 蔡明蒨 護理系/四年級 高綺吟 數位學習與實體課程之成效: 公共衛生危機與災難應變為例 健康照護

*NCKUMCS2022037 鄭風翔 護理系/四年級 林靜蘭 運用遊戲化於雙相症病患之智慧照護 健康照護

經111/5/23暑期研究獎學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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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如下：

中文: 本文作者感謝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暑期研究獎助計畫編號NCKUMCSxxx-xxx經費支持。

英文: The authors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Summer Research Project Grant no. NCKUMCSxxx-xxx from College of Medicine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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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KUMCS2022038 林詩琪 醫學系/六年級 李芷婷 單基因性糖尿病的全外顯子定序與功能性驗證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39 林姿雅 牙醫系/四年級 吳尚蓉 登革類病毒免疫複合物之超微立體結構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40 曾宜廉 醫技系/二年級 黃偉倫 探討短片段游離DNA(cfDNA)用於癌症診斷的潛力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41 莊芸晴 醫技系/二年級 陳百昇 建立HIF-1alpha 基因編輯以及剔除之乳癌細胞模型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42 黃宸緯 醫技系/二年級 陳百昇 篩選及驗證 Exportin-5 基因剔除之乳癌細胞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43 鄭以晨 醫技系/二年級
王羽安、楊省

三、王德華
我們來開始養魚吧！建立斑馬魚作為皮膚傷口癒合的動物模式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44 李沛恩 醫技系/三年級 陳昌熙
研究溶酶體恆定對宿主在細菌膜穿孔毒素之內生性細胞防禦作用

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45 袁子傑 醫技系/三年級 王家義 解構轉錄因子TFE3在維持中心體恆定之新穎功能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46 曾恩慈 醫技系/三年級 王家義 探討初級纖毛對胰導管腺癌之上皮間質分化所扮演之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47 蒙家楨 醫技系/三年級 蔡佩珍 鎳運輸系統是否為幽門螺旋桿菌的尿素酶活性的重要決定因子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48 黃婉寧 醫技系/四年級 巫政霖 惡性黑色素細胞瘤淋巴轉移之數位病理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49 陳約晴 醫學系/二年級 郭耀隆、陳百昇 在不同乳癌細胞中進行UBE2S 基因剔除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50 何盈佳 醫學系/二年級 吳偉立 探討腸道微生物相在小鼠視覺誘發之內生性防禦行為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51 李佳軒 醫學系/二年級 林聖翔
異常之小細胞外囊泡微核糖核酸的目標基因表現在難治性思覺失

調症中的作用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52 林欣愷 醫學系/二年級 姜學誠 探討蛋白質合成、降解在記憶形成、消退中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53 柯東廷 醫學系/二年級 吳偉立 探索交感神經系統於小鼠腸-腦軸之貢獻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54 梁耕綸 醫學系/二年級
劉威廷、王德

華、傅子芳
是敵是友？探討葉酸在黑色素瘤扮演之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55 陳品軒 醫學系/二年級 許釗凱 探討色素異常性皮膚澱粉樣變性症角質細胞凋亡的分子機轉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56 楊婕筠 醫學系/二年級 陳珮君 利用小鼠棕色脂肪細胞觀察FGF21運輸機制之探討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57 廖浩鈞 醫學系/二年級 王德華 光動力可以降低微生物的抗藥性? 我們來研究看看吧!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58 林辰恩 醫學系/三年級 姜學誠 探討記憶痕跡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59 林煒宸 醫學系/三年級 莫凡毅 CCN1在脂肪引發血管平滑肌細胞性狀變化之作用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60 高鵬宜 醫學系/三年級 歐弘毅 糖尿病生物指標之相關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61 張伃萱 醫學系/三年級 蔡少正 胰臟癌細胞分泌之細胞外囊泡對胰臟星狀細胞活化之機制探討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62 郭宇芸 醫學系/三年級 朱家葆 化膿性汗腺炎基因表達資料庫整合分析與臨床驗證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63 廖苡君 醫學系/三年級 歐弘毅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人血中Cardiotrophin-1濃度與非酒精性脂肪

肝嚴重程度之相關性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64 蔡崇德 醫學系/三年級 薛元毓 驗證創新的近紅外光譜儀平台來偵測開放性傷口癒合中組織含氧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65 鄧惟銘 醫學系/三年級 莫凡毅 血管張力素 II 對血管平滑肌細胞整合素表現之作用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66 王妍潔 醫學系/六年級 林永傑 新生兒生命早期暴露因子與出生後至幼年期年之成長速度的相關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67 孫聖晏 醫學系/六年級 蔡孟哲 青春期時間的基因影響意涵與兒時逆境的交互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68 馬晨瑄 藥學系/二年級 洪欣儀 化學修飾牛蒡苷元用以反轉化療抗藥性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69 簡巧宜 藥學系/二年級 鄭宏祺 辨認促使癌細胞表面纖連蛋白組裝之受體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70 曾弘毅 藥學系/三年級 郭賓崇 阿斯匹靈製劑之安定性測試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71 李昊澤 藥學系/五年級 郭賓崇 天然資源抗發炎活性成分探索:台灣佛甲草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72 黃宣瑜 藥學系/五年級 張惠華
利用多基因風險評分與環境因子剖析雙極症患者在色胺酸代謝上

的異質性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73 許沛羽 藥學系/四年級 林少紅 白花蛇舌草抗登革熱活性成分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74 張先佑 護理系/二年級 余建泓 調控人類細胞中的轉譯起始速率以改變移框位移效率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75 蔡依倫 醫學系/六年級 戴大為
Denosumab的療程長度(treatment duration)與藥物遵從性(drug

adherence)對於髖部骨折患者整體死亡率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22076 蔡睿哲 醫學系/二年級 鄭宏祺 AKT功能反彈在失巢凋亡與癌症轉移中的角色 醫學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