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107/5/28暑期研究獎學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計畫編號 學生姓名 學生系所 指導老師 題目 組別

NCKUMCS2018001 張靜琳 物治系 洪菁霞 運動與徒手治療介入對糖尿病周邊神經病變之療效探討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02 鄭禾欣 物治系 郭怡良 不同呼吸模式對核心肌群和上肢動作表現之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03 鄭凱家 物治系 蔡一如 自主先發性深層腹肌收縮對誘發淺層多裂肌共同收縮之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04 何彥頡 職治系 張雁晴 心理衛生專業人員對復元導向服務之看法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05 吳峻騰 職治系 陳官琳 新發展之電腦化新制理論評估工具對學齡兒童之適用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06 林芳汝 職治系 張雁晴 復元團體之成效初探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07 金禹汝 職治系 林玲伊 幼兒園兒童使用平板電腦情形與注意力之相關研究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08 胡瑜庭 職治系 黃雅淑 不同早產程度學齡兒童寫字表現之探討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09 黃伊琳 職治系 陳官琳 學齡兒童心智理論與社交互動之關聯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10 蔡思旻 職治系 張玲慧 職能治療在失智照護門診的介入模式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11 謝宇雯 職治系 郭立杰 筆桿與虎口距離對書寫力學的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12 王品淇 職治系 林玲伊
探討學齡前兒童使用觸控平板電腦之經驗與工作記憶的相關

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13 金俊傑 職治系 黃百川 思覺失調症社會認知與互動訓練課程的台灣在地化教材之發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14 林孟筠 醫技系 傅子芳 利用斑馬魚探討葉酸對於黑素體聚集反應之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15 林嘉揚 醫技系 傅子芳 利用斑馬魚探討葉酸對光反應網路中基因表現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16 徐雨虹 醫技系 黃溫雅 血清B型肝炎病毒大表面抗原之定量臨床應用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17 郭沛宜 醫技系 陳百昇 探討U50在乳癌腫瘤發生中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18 陳翊欣 醫技系 蔡佩珍 紫檀芪在困難梭狀桿菌感染的應用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19 黃楚淨 醫技系 黃溫雅 NEIL3於肝癌發生所扮演的角色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20 沈筱蓉 醫技系 陳昌熙 分析宿主Drp1在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所扮演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21 林妙珊 醫技系 蔡佩珍
發現NTM：在臨床樣品中鑑定尚未能被鑑定的非結核分枝桿

菌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22 林欣慈 醫技系 葉才明 細胞自噬抑制劑對嗜中性球殺菌能力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23 陳姿諭 醫技系 陳昌熙
分析CDK-1-CYK-1訊息在出血性大腸桿菌所誘發之微絨毛抹

除所扮演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24 王立安 醫學系 林聖翔
免疫標記與神經認知缺損在早發和成人思覺失調症患者及其

一等親家屬之相關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25 王佳恩 醫學系 蔡坤哲 探討額顳葉失智症之神經形態與可塑性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26 王英瑜 醫學系 許耿福 尋求新穎卵巢癌的生物標記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27 吳妍萱 醫學系 徐祥清
急診醫護人員的輪班對身體活動量、睡眠品質、疲乏疼痛、

與自主神經控制的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28 吳承恩 醫學系 陳芃潔 遺傳疾病多功能細胞之基因編輯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29 吳承儒 醫學系 謝奇璋 奈米藥物薑黃素對Hb E/β-thalassemia的可能療效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30 宋季勳 醫學系 姜學誠 探討早期生理時鐘的異常在生物發育和學習行為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31 李孟羚 醫學系 邱靜如
人生最後的旅程-從流病資料看死亡歷程 - Part II  比較死於十

大死因的老人失能歷程是否不同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32 林彥岑 醫學系 張雅雯 探討發炎小體參與癲癇誘發神經細胞死亡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33 林昱文 醫學系 蔡孟哲 台灣肥胖青少年的體重汙名、飲食行為與生活品質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34 林昱辰 醫學系 吳佳慶 Gene mutation on mechanical-induced scar formation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35 林韋辰 醫學系 謝奇璋
Vitamin K3引發細胞產生氧自由分子(ROS)以及引發細胞凋亡

的機制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36 林詩琪 醫學系 蕭雅心 探索補充微量營養素對於重積性癲癇誘發肌肉損傷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37 侯秉宸 醫學系 許釗凱 利用次世代基因定序診斷遺傳性表皮鬆解性水泡病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38 孫聖晏 醫學系 張雅雯 探討膠細胞焦亡參與有機磷中毒誘發神經細胞死亡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39 曹友謙 醫學系 彭貴春 探討牛樟芝萃取物對登革病毒感染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40 陳亮宇 醫學系 許釗凱 皮膚異色病樣澱粉樣變的基因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41 陳亮穎 醫學系 劉秉彥 探討Endosialin對內皮細胞功能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42 陳冠穎 醫學系 楊朝鈞 禿髮與頭皮軟硬度的關係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43 陳建宇 醫學系 張志鵬
探討versican蛋白在肺癌細胞引導Rab37之表現路徑中所扮演之

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44 陳逸婷 醫學系 陳百昇 解開雌激素抑制U50表現量在乳癌中的調控機制及功能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45 黃子宸 醫學系 鄭宏祺 hnRNPU與STAT3在懸浮癌細胞表面纖連蛋白組裝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46 黃子騰 醫學系 蕭雅心 探索社交行為缺失與阿茲海默氏症之間的關聯性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47 楊敏嘉 醫學系 邱靜如
人生最後的旅程-從流病資料看死亡歷程:Part I 是誰在經歷衰

弱、失能、臥床? 時間有多長?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48 溫柏崴 醫學系 黃于玲 醫病共享決策的在地實作 健康照護

醫學院107年學生暑期研究之參加名單

※為增加暑期研究成效及未來申請獎勵補助之依據，老師及學生如有投稿論文或申請校外單位補助時

，懇請註記支持，格式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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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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學生姓名 學生系所 指導老師 題目 組別

醫學院107年學生暑期研究之參加名單

※為增加暑期研究成效及未來申請獎勵補助之依據，老師及學生如有投稿論文或申請校外單位補助時

，懇請註記支持，格式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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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KUMCS2018049 詹家瑜 醫學系 彭貴春 載藥微球對幹細胞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50 鄭靖縢 醫學系 鄭宏祺
IL-6對於自然殺手細胞CD26表現量與其對懸浮癌細胞毒殺之

調控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51 謝定軒 醫學系 郭耀隆 研究Fibrillarin在Tamoxifen抗藥性中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52 顏久智 醫學系 張志偉 局部關節內硫酸鎂注射於全膝關節置換術後疼痛控制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53 羅紹瑋 醫學系 姜學誠 永晝和永夜下對 Aβ42 病理機轉扮演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54 蘇宇軒 醫學系 蔡坤哲 黃韌帶病變之疾病動物模式建立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55 林婷薇 藥學系 歐凰姿
比較中文版的Morisky medication adherence scale之信效度於國

語與台語為慣用語之病患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56 邱佳慧 藥學系 徐之昇
癌症疾病負擔與社會藥學議題之國際比較-以肺癌及其新興藥

物為例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57 張嘉璇 藥學系 吳孟興 台灣版本 FertiQoL於不孕症女性之信效度驗證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58 陳奕儒 藥學系 余建泓
利用次世代定序技術分析轉運核醣核酸以了解哺乳動物中密

碼子使用偏移與基因表現之間的關係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59 葉皓恩 藥學系 歐凰姿 文獻回顧Morisky medication adherence scale於台灣族群之應用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60 廖信羽 藥學系 徐之昇 抗生素藥物之醫療院所處方品質指標建構與評估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61 蔡宗辰 藥學系 翁慧卿 急性心肌梗塞藥物之醫療院所處方品質指標建構與評估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62 游霈柔 藥學系 陳韻雯 RNA 編輯ADAR2 在肝臟代謝中所扮演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63  陳人榕 護理系 林靜蘭 大學生晝夜節奏對於壓力知覺及睡眠品質的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64 吳珮聿 護理系 馮瑞鶯 兒童虐待性頭部創傷知識與行為量表之信效度檢定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65 吳詩婷 護理系 高綺吟 老年人生命末期照護決策之現況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66 李貞儀 護理系 馮瑞鶯
母親兒時負向經驗、心理健康與兒童健康和發展之長期追蹤

研究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67 梁旆綺 護理系 許玉雲 抗阻力下肢運動對於婦癌婦女術後下肢淋巴水腫與疲憊之成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68 陳建達 護理系 林靜蘭 大學生晝夜節奏對於躁鬱情緒症狀的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69 游晉瑋 護理系 柯乃熒 探討HIV感染者其酒精使用與阻塞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相關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70 王俐文 護理系 李歡芳 護理師對改良式約束手套使用效益之成效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71 胡原豪 護理系 方素瓔 創新生物阻抗儀器偵測乳癌術後上臂淋巴水腫之發展與預試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72 張靜年 護理系 賴維淑 探討內科加護病房高齡病人之衰弱軌跡與預後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18073 黃思云 護理系 黃一修 評估將困難梭狀桿菌的表面蛋白作為黏膜疫苗抗原的可能性 醫學科研

NCKUMCS2018074 李大中 醫學系 吳至行 營養補充與身體功能影響之評估 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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