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編號 學生姓名 學生系所 指導老師 題目 組別

NCKUMCS2021001 高鵬宜 醫學系 歐弘毅 針對成大醫院全身麻醉手術患者的麻醉風險認知問卷分析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02 呂穎 醫學系 鄭宏祺 探討miR-196a抑制懸浮癌細胞表面組裝多聚體纖連蛋白之機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03 侯宇翔 醫學系 蔡昆霖
接受前導性化學合併免疫治療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進行離心腳踏

車訓練其體適能及生活品質的成效探討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04 陳珆琳 護理系 李歡芳 肝硬化病人發生肌少症之現況調查及其相關影響因素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05 劉姿妤 護理系 李歡芳
芳香療法對降低護理人員工作壓力成效之探討：系統性文獻回顧

與統合分析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06 呂京芸 護理系 許玉雲 周邊性水腫智慧化評估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07 范晏晴 護理系 林梅鳳 音樂應用於泡泡龍病患之介入成效與其特徵分析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08 潘怡謙 護理系 林梅鳳 負向的夫妻情感互動是否會惡化其對偶調適：三組比較研究法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09 陳柏驊 牙醫系 陳永崇 開發與測試一主動式振動控制模組來減少牙科診間之PM2.5 含量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10 陳睿甫 牙醫系 黃則達 驗證FCF衍生物在口腔鱗狀細胞癌中之抗癌作用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11 劉邦彥 牙醫系 莊淑芬 上釉對牙科氧化鋯的性質與抗老化穩定性之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12 蘇安榆 牙醫系 黃則達 分析在口腔鱗狀細胞癌中DNA甲基化修飾劑之調控機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13 陳采君 物治系 郭怡良 棒球打擊之髖關節與脊椎動作順序:青少年與成年棒球打者之比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14 陳柏均 物治系 蔡一如 以行動裝置評估腰椎穩定性之可行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15 黃曉愉 物治系 蔡一如 執行頭眼協調動作下的頭部與軀幹穩定度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16 楊俐婷 物治系 林呈鳳 核心肌群訓練對游泳選手動態軀幹穩定度及游泳表現的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17 蔡凱捷 物治系 林冠吟 便秘患者的身體活動量與骨盆底肌功能之關聯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18 魏禎儀 物治系 林冠吟 便秘患者骨盆底功能之評估 : 不同評估方式之比較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19 高于鈞 物治系 蔡坤哲 電刺激在腦部疾病的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20 康瑤 職治系 林玲伊 學齡前兒童的情緒調節發展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21 郭宸秀 職治系 林玲伊 學齡前兒童的手眼協調能力發展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22 方文廷 醫技系 黃偉倫
分析不同cfDNA萃取方法在不同樣態臨床檢體中對致癌基因突變

液態切片診斷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23 余順宏 醫技系 黃偉倫 利用石墨烯量子點奈米訊息放大技術提升致癌基因突變檢測的靈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24 蒙家楨 醫技系 蔡佩珍 具尿素分解酵素沉默之幽門螺旋桿菌的奧秘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25 王慧雯 醫技系 巫政霖 本土惡性黑色素細胞瘤之免疫化學組織染色合併數位病理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26 卓倢伃 醫技系 黃珍語 多潛能幹細胞分化血管平滑肌微組織力學分析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27 陳泓文 醫技系 蔡慧頻 單純疱疹第一型抗藥性病毒株生長特性之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28 陳姿奕 醫技系 楊孔嘉 醫院環境廢水中病毒檢測之研究與應用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29 黃舒詵 醫技系 黃珍語 多潛能幹細胞分化微心肌組織製備與動作電位量測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30 劉思琳 醫技系 許釗凱 探討Naltrexone治療Hailey-Hailey disease的分子機轉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31 蔡佳齡 醫技系 蔡佩珍 困難梭狀桿菌外泌體在菌株間的溝通力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32 鍾昀蓁 醫技系 陳昌熙 功能性分析人類之TFEB基因於線蟲中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33 謝坤翰 醫技系 葉才明 新冠病毒抗體對血栓形成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34 吳冠旻 醫學系 吳偉立 探討短鏈脂肪酸對腦部神經組成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35 杜若薇 醫學系 王貞仁 ENO1抗體抑制腸病毒A71型之機轉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36 林平鈺 醫學系 陳柏偉
探討血栓相關基因變異與臨床表徵在台灣南部一醫學中心病患的

盛行率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37 林妤真 醫學系 余睿羚 兒茶酚氧位甲基轉移酶基因對巴金森氏病患者社會認知功能之影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38 林淳蔚 醫學系 薛元毓 探討去神經化傷口癒合延遲的分子機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39 林資堯 醫學系 張雅雯 探討參與缺血型腦中風誘發急性期血壓上升之細胞外機理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40 陳沛享 醫學系 張志鵬 探討順鉑誘導腫瘤細胞中IL-33和PD-L1的機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41 陳亮妤 醫學系 蕭雅心 研究皮質到紋狀體迴路對小鼠強迫性行為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42 陳俐妤 醫學系 吳佳慶 幹細胞胞外體對神經修復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43 黃鈺倫 醫學系 許釗凱 皮膚張力造成肥厚性疤痕的分子機轉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44 鄧惟銘 醫學系 陳柏偉 Ranolazine可透過對H9C2細胞膜電位改變心臟收縮能量運用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45 賴嘉泓 醫學系 白明奇 以虛擬實境技術輔助診斷前驅型阿茲海默失智症的可行性與實用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46 謝松均 醫學系 劉秉彥 鈉葡萄糖共轉運蛋白 2 抑製劑對肥胖相關性心臟損傷的作用機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47 謝濟緯 醫學系 吳佳慶 體外仿生環境比較臍帶與脂肪幹細胞的軟骨分化能力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48 李昕燁 醫學系 杜威廷 遺傳性掌蹠角化症的基因診斷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49 李澤生 醫學系 鄭裕生 低侵襲性攝護腺雷射手術之單中心臨床回顧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50 林培琪 醫學系 吳梨華 研究FZD4突變引起之家族性滲出性玻璃體視網膜病變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51 孫皓怡 醫學系 余睿羚 探究多巴胺受體基因單一核苷酸多型性與個體親社會性格之關係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52 許嘉玲 醫學系 吳怡真 癲癇的認知功能障礙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53 陳致融 醫學系 林裕晴 肉毒桿菌毒素治療腦中風病人流涎症的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 醫學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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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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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KUMCS2021054 黃奕綸 醫學系 劉秉彥 CDK4/6抑制劑藥物對HL-1細胞生長與膜電位之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55 黃韋華 醫學系
陳柏齡、柯

乃熒
新冠疫苗接種者心理壓力問卷分析報告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56 王立安 醫學系 林政立 使用人工智慧輔助辨識脊椎壓迫性骨折癒合與否之探討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57 王瑞謙 醫學系 吳柏廷 探討檞皮素在肌腱病變所扮演的抗發炎及抗細胞凋亡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58 劉家益 醫學系 蔡孟哲 年輕人體重健康中青春期時間的基因影響意涵與兒時逆境的交互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59 何昕諭 醫學系 阮俊能 高血糖環境下的血管功能受損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60 翁之浩 藥學系 洪欣儀 吡唑衍生物之合成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61 袁子崟 藥學系 林少紅 中東海棗抗發炎活性成分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62 彭雅政 藥學系 洪欣儀 benzopyran衍生物之合成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63 劉逸珊 藥學系 賴嘉鎮 老年族群使用抗精神病藥物的處方連續事件評估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64 賴宜伶 藥學系 歐凰姿 高齡友善藥局服務品質提升計畫：問卷調查研究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65 張琦睿 藥學系 張惠華
Tryptophan代謝途徑及其相關基因多型性對於雙極症患者治療反

應之關聯性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66 陳澤予 藥學系 蕭雅心 探索慢性壓力如何觸發重複行為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67 翁子軒 藥學系 賴嘉鎮 難治型憂鬱症患者使用抗精神病藥物加成治療的自殺風險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68 梁子祐 藥學系 熊彥傑 氫氧基磷灰石奈米微粒攜帶抗骨鬆藥物ZLN局部促進脊椎骨折之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69 楊淯筌 藥學系 熊彥傑 吸入式微脂體載體緩釋化痰藥物以減少新冠肺炎患者對呼吸機需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70 張倩瑜 護理系 王琪珍 汽車零件製造業工作者工作負荷高危險族群之流行病學特徵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71 丘梅萱 護理系 林靜蘭
雙相症病患對於智慧型手機情緒復發警訊應用程式之使用經驗：

質性探究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72 許琇筑 護理系 黃溫雅 SARS-CoV-2引發之內質網壓力之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21073 凃兆璘 護理系 林靜蘭
雙相症患者使用智慧型手機情緒復發警訊應用程式與急診就醫、

再住院次數之相關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74 紀佳 護理系 高綺吟 緩和照護知識及態度量表中文版之編制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75 林昕慧 護理系 黃于玲 捐卵者的期待、經驗與風險溝通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76 許芳瑜 護理系 柯乃熒
預知死亡紀事：探討末期病人臨終前核心體溫與體表溫度變化與

相關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77 許懷文 護理系 高綺吟 重症單位病人不予或撤除維生醫療的相關因素探討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78 陳姿穎 護理系 賴維淑 探討安寧居家護理師之經驗與挑戰：混合性研究 健康照護

*NCKUMCS2021079 鄭珺文 護理系 賴維淑 探討瀕死病人周邊體溫、心跳變化與瀕死徵象之相關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20080 葉佳慧 護理系 洪筱瑩 虛擬實境教材對護生學習成效之影響的系統性文獻回顧 健康照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