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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昱辰 醫學系 一 薛元毓 增生性疤痕的細胞治療療效 Cell therapy for hypertrophic scar 醫學科研

2 黃詩芸 醫學系 六 吳至行
以重水評估肥胖者接受不同代謝性手術之身體組

成變化

Changes of body composition measured by deuterium

oxide in obese subjects received different types of bariatric

surgery

健康照護

3 馬翊中 醫學系 五 張志偉
如何利用中空螺釘與鋼線構築有效張力帶固定髕

骨骨折

How to use the cannulated screws and wire to construct

effective tension band fixation for patellar fractures
醫學科研

4 吳侑珊 護理系 四 張玲慧
探討失智者的視知覺障礙與基本日常生活功能關

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ual perception impairments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function for people with dementia
健康照護

5 章育豪 物治系 二 蔡一如 緊急救護人員之功能性動作模式與職業傷害預測
Functional Movement Patterns and Occupational Injuries

in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健康照護

6 蔡裕曜 醫學系 二 姜學誠 AKT蛋白在老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The role of AKT in the aging related impairment 醫學科研

7 楊智翔 職治系 二 蔡佩倫
喜愛音樂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學童之注意力的影

響

Effects of preferred music on attention in children with

ADHD
健康照護

8 黃照容 職治系 二 黃雅淑 生物力學因子與國小學童寫字表現相關性探討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mechanical components And

Handwriting Performance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健康照護

9 賴楚孟 職治系 三 蔡佩倫
特定聽覺刺激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學童數學任務

之成效探討

Effects of selected auditory stimuli on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in children with ADHD
健康照護

10 安桃米 職治系 三 林玲伊
探討學齡前兒童使用觸控平板電腦對於精細動作

與視知覺發展之關係

Effects of the Touch Screen Tablet Personal Computer on

Development of Fine　Motor and Visual Perception for

Preschool-Age Children

健康照護

11 張譽騫 職治系 三 林玲伊
調查自閉症類群障礙症青少年個案的友誼品質、

社交網絡與社會參與之現況

Quality of Friendship,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Adolescent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健康照護

12 郭巧會 職治系 三 黃百川 臨床教學工具於職能治療領域之應用-問卷設計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teaching tools in occupational

therapy-questionnaire design
健康照護

13 陳建佑 職治系 三 汪翠瀅 艾倫認知評估的效度研究 健康照護
14 陳冠忠 職治系 一 汪翠瀅 運動遊戲對慢性精神病患體適能的促進效果 健康照護

15 林浩平 職治系 二 蔡一如
腕隧道症候群患者之正中神經神經動力表現與症

狀功能之關聯性

Associations between Median Nerve Neurodynamics and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Carpal Tunnel Syndrome
健康照護

16 張云柔 職治系 二 張雁晴 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對復元知識之初探
The exploration of mental health staff knowledge about

recovery
健康照護

17 葉亦平 職治系 二 張玲慧 失智者之功能性視知覺障礙 Functional Visual Perception Disorder of Dementia 健康照護

18 陳怡君 職治系 二 張雁晴 心理衛生專業人員促進復元之能力評估
The examination of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recovery-

promoting competence
健康照護

19 王振宇 醫技系 二 陳百昇
探討snoRNAs在HIF-1α訊息傳遞路徑中所扮演的調

控角色

Role of snoRNAs modulation in HIF-1α signaling

pathway
醫學科研

20 洪于婷 醫技系 三 陳百昇 DGCR8在人類乳癌中調控小核仁RNA之角色
Role of DGCR8 in regulating small nucleolar RNA in

human breast cancer
醫學科研

21 陳玟婷 醫技系 三 蔡佩珍 達卡產氣單胞菌誘發發炎小體的活化 Aeromonas dhakensis induces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醫學科研

22 蔡翊琦 醫技系 三 葉才明 探討MIF在登革病毒複製的角色
Study on the roles of 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 on dengue virus replication
醫學科研

23 許瑋婷 醫學系 一 莫凡毅 發展防治粥狀動脈硬化之新策略 Developing New Atheroprotective Strategies 醫學科研

24 何宗蕙 醫學系 二
林其和/王

新台
關或不關? 早產兒的動脈導管研究

Close or Not to Close?  Study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PDA) in Very-Low-Birthweight (VLBW) Preterm Infants
醫學科研

25 李宜 醫學系 二 黃一修 探討艱難梭狀芽孢杆菌之Lrp regulon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Lrp regulon in Clostridium

difficile
醫學科研

26 呂肇尹 職治系 二 陳官琳
新發展之電腦化心智理論評估工具對學齡前兒童

之適用性

Applicability of a newly developed computerized

assessment of theory of mind on preschool children
健康照護

27 羅鈺傑 職治系 二 黃雅淑 國小學童寫字測驗之發展 健康照護

28 王淳民 醫學系 七 吳至行 偏鄉社區老年族群維他命D與代謝症候群之關聯性
The interplay between vitamin D and metabolic syndrome

in old people living in Rural Community
健康照護

29 羅志偉 醫技系 三 蔡佩珍 化膿性鏈球菌與粒線體的對話
Crosstalk between Streptococcus pyogenes  and

mitochondria
醫學科研

30 李姸穎 醫學系 二 劉秉彥 瘦素抗性與心肌肥厚之相關性探討
Association study on leptin resistance and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醫學科研

31 李登宏 醫學系 二 顏賢章 調查表徵遺傳學抗氧化反應的分子機制
Investigat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Epigenetic

Antioxidant Response
醫學科研

32 許瓊方 醫學系 二 吳佳慶 客製化神經球中的神經分化 Fine tune of neural differentiation in neurosphere 醫學科研

33 陳彥儒 醫學系 二 邱靜如 控制不佳糖尿病病人的憂鬱與未滿足需求
Unmet needs and distress among poor controlled DM

patients
健康照護

34 鄭琬遵 醫學系 二 吳佳慶 幹細胞療法中內皮與神經交互影響的胞內訊息
Sig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endothelial and neural lineage

cells for cell therapy
醫學科研

35 巫彥儒 醫學系 三 張雅雯 神經膠細胞與有機磷中毒現象之研究
The Study on Organophosphate Intoxication of Neural

Glia Cell
醫學科研

36 張竣翔 醫學系 三 凌斌
探討新發現先天性免疫分子TAPE-L於對抗細菌感

染之角色

Emerging role of TAPE-like adaptor in innate immune

defense against bacterial infection
醫學科研

37 張藝瀚 醫學系 二 蔡坤哲 腎臟病與神經退化的探討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ole of kidney disease on the

neurodegeneration
醫學科研

38 葉芮彣 醫學系 四 柯乃熒
憂鬱症對初診斷愛滋病毒感染者服藥遵從性與抗

反轉錄病毒藥物療效的影響

Impact of Depression Among HIV-Infected Persons on

Antiretroviral Adherence and Viral Suppression at a

Medical Center in Taiwan

健康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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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方怡婷 醫學系 六 郭保麟 NLRP7突變基因對子宮內膜細胞功能之影響
The effects of NLRP7 mutations on the functions of

endometrial cells
醫學科研

40 許書豪 醫學系 六 陳柏齡
非傷寒沙門氏菌菌血症高齡病人發生動脈血管感

染的與動脈粥狀硬化的相關性

Association between atherosclerosis and vascular

infe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non-typhoid Salmonella

bacteremia

醫學科研

41 鄭曉鴻 醫學系 六 張尹凡 中老年人肌少症與營養介入之成效
Associated factors of sarcopenia and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al effect in middle-aged and old people
健康照護

42 黃姿晴 醫學系 二 張尹凡 成年女性鈣質攝取自我認知行為網路調查 健康照護
43 洪靖傑 醫學系 二 張秦松 國小學童體適能狀態與活動介入之影響 健康照護

44 王志銘 藥學系 二 姜學誠
Biomarkers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Abeta-induced

memory damage
醫學科研

45 陳翊真 藥學系 二 歐凰姿
tractocile（Atosiban®）對於人工生殖技術成功率

之影響

Effect of tractocile（Atosiban®）on the success rate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健康照護

46 黃俊瑋 藥學系 二 歐凰姿

糖尿病藥品治療、糖尿病併發症與病人的健康生

活品質（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之關

係：以成大醫院家醫科門診糖尿病病人為例

健康照護

47 張亦函 藥學系 三
張雅雯/洪

欣儀
研究抗發炎天然物逆轉有機磷誘發之神經毒性 醫學科研

48 蔡昇翰 藥學系 三 張惠華
社會壓力與發炎反應之基因多型性對於抗憂鬱劑

治療成效之關聯性研究

Social stress and polymorphisms of inflammation-related

genes for antidepressant treatment response in major

depressive patients

醫學科研

49 范華夆 護理系 二 林靜蘭
門診雙相症患者遵囑服藥行為與情緒嚴重度之相

關性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Adherence and Symptom

Severity in Out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s
健康照護

50 陳寅慈 護理系 二 王琪珍 網路ｅ化多元策略對社區成人減重成效維持探討 健康照護

51 潘安妮 護理系 二 林靜蘭
雙相症住院病患主客觀睡眠與其情緒症狀嚴重度

之相關性研究

The Associatios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leep

of In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and Severity of Their

Mood Symptoms

健康照護

52 何珮瑜 護理系 三 周承珍
居家走路運動方案對停經後高血壓婦女記憶力提

升之成效

The effect of a walking exercise program on improving

memory performance for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hypertension

健康照護

53 張建凱 護理系 三 王琪珍
行動健康記錄器與雲端健康促進系統介入對校園

肥胖學生之成效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 on Obese Students by

Mobile Health Recorder and Health Promotion Cloud

System

健康照護

54 蔡晏榕 護理系 三 周承珍
比較男性與女性高血壓病患其認知功能障礙與服

藥行為之研究

The Comparison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the

Medical Adh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with

Hypertension

健康照護

55 簡語慧 護理系 四 方素瓔 E化輔助乳癌婦女手術決策之發展與前驅測試

E- based decision aid for women making surgery

treatment decision after breast cancer diagnosis:

development and pilot test

健康照護

56 林宜萱 護理系 四 柯乃熒
初使用抗病毒藥物之細胞學計數對於新診斷HIV感

染者達到持續病毒量抑制的影響

CD4 cell count at initiation of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nd

maintaining viral suppression among newly diagnosed

HIV-infected persons

健康照護

57 簡馳軒 醫學系 二 白明奇
失智症之迷路研究：路標學習對於認路能力之影

響
健康照護

58 蘇祐瑄 醫學系 三 凌斌 探討先天性免疫對抗RNA病毒感染之機制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innate immune operations

against RNA virus infection
醫學科研

59 吳庭嘉 職治系 二 陳官琳
學齡前孩童認知及情感心智理論與執行功能之關

係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oth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theory of mind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健康照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