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編號 學生姓名 學生系所 指導老師 題目 組別

NCKUMCS2019001 楊凱翎 醫學系 白明奇 海馬迴硬化症的臨床意涵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02 蔡秉霖 藥學系 張惠華
以社交挫敗之小鼠模式探討腸道菌相對於VPA誘導高三酸甘油脂

的影響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03 柯冠綸 物理治療學系 蔡昆霖 運動介入對於乳癌患者化療造成心臟毒性之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04 陳怡蓁 護理系
柯乃熒

林政佑
大學生睡眠環境、體表溫度與睡眠品質之相關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05 劉映辰 護理學系 方素瓔
護理人員對基因、遺傳知識應用於護理實務工作之經驗、態度與

自信的現況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06 薛竹珺 護理學系
柯乃熒

林政佑
大學生室內空氣品質、氣喘史與睡眠品質之相關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07 毛冠淇 藥學系 陳炳焜 探討化療後引發腫瘤細胞休眠及復發相關的機轉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08 張藝瀚 醫學系 蔡坤哲 慢性腎臟病與骨質代謝的探討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09 秦郁涵 醫學系 張志偉 以近端腓骨截骨術治療膝內側關節炎- 術後早期臨床成果追蹤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10 蔡依芳 物理治療學系 蔡昆霖 上腹部手術患者介入術前至術後吸氣肌訓練之心肺功能成效探討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11 蔡惠羽 藥學系 林少紅 中草藥抗發炎活性成分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12 游霈柔 藥學系 吳佳慶 先進生醫晶片偵測神經奈米標的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13 戴智浩 醫學系 蔡一如 以慣性感測元件分析羽球選手敏捷能力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14 郭人豪 醫學系 蔡孟哲
探索性別滿意與青春期歷程的交互作用對於青少年長期心理與行

為健康影響研究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15 劉湧慷 物理治療學系 蔡一如 不同自主先發性深層腹肌收縮策略對下背痛患者平衡控制的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16 余誌家 醫學系 吳佳慶 不同藥物對調節巨噬細胞分化以促進神經之再生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17 洪敏嫥 醫技系 陳昌熙
分析參與出血性大腸桿菌誘發之腸細胞肌動蛋白重組之線蟲突變

株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18 李珮瑜 醫學系 邱靜如 老人幸福嗎?台灣與日本之比較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19 薛淳昱 醫學系 莊季瑛
探討在帕金森氏症小鼠模型中，與粒線體功能相關之蛋白質和褪

黑激素合成酶及其第1型受體的蛋白質表現情形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20 張紹真 護理系 賴維淑
臥床病人進行移位動作時之人工智慧輔助運動學動作分析-以膝關

節角度狀態定義為例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21 蘇宇玟 職治系 陳官琳 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孩童的日常社交情境、動機與情緒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22 王志銘 藥學系 姜學誠 探討遺忘及喚取失去記憶的細胞及分子機制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23 林語婕 護理系 高綺吟 居家照護與長期照護機構老年人死亡預測因子之探討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24 蘇子廷 藥學系 徐之昇 台灣癌症醫院醫療品質之影響因素分析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25 高于鈞 物治系 李佩紜 利用虛擬實境強化動作準確度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26 鄭伊斯 醫學系 呂宗學
醫療行為差異之研究─病患不配合醫師建議之原因探討：以糖尿

病患者檢查建議為例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27 陳竫沂 物理治療學系 卓瓊鈺 承載不同種類包包對姿勢的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28 曹友謙 醫學系 彭貴春 探討牛樟芝萃取物抑制登革病毒複製的機制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29 陳啟仁 藥學系 徐之昇 我國癌症醫院診療需求與疾病嚴重度之地理差異分析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30 王盈丰 醫學系 蔡坤哲 神經膠細胞在阿茲海默氏症的探討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31 潘鵬清 醫學系 余睿羚
亞洲族群巴金森氏病之異質性與病理機轉探討：神經心理與神經

精神功能
健康照護

醫學院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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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108/5/27暑期研究獎學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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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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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KUMCS2019032 古芸禎 護理系 賴維淑 內科加護病房高齡人之衰弱軌跡與衰弱狀態變化相關因素探討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33 劉宜庭 藥學系 姜學誠 探討遺忘與記憶殘存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34 陳毓旋 醫學系 陳珮君 探討DNA修復酵素Neil1在帕金森小鼠模式中扮演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35 潘可兒 職能治療系 陳官琳 國小孩童對諷刺概念之理解：區辨反諷及嘲諷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36 張育嘉 醫學系 張雅雯 神經性疾症血壓訊號頻譜分析之意義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37 王君硯 醫學系 邱靜如 有溫度的智慧科技老人醫院: 與醫學及非醫學專家之深度訪談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38 傅湛馨 醫學系 吳怡真 於癲癇大鼠模式探討穿顱直流電刺激之後神經元放電行為之改變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39 游子平 醫學系 林政立 脊椎黃韌帶細胞在不同基質三維環境細胞培養之探討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40 羅建雄 醫學系 林政立 使用EOS系統測量3D femoral bowing之方法學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41 莊蕙孺 藥學系 洪欣儀 吡唑類衍生物用於治療骨質疏鬆症之合成與研究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42 鄭靖縢 醫學系 鄭宏祺
The role of neural regulation in CD26-dependent innate immunity

against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43 賴宣宇 藥學系 洪欣儀 茵陳色原酮衍生物的設計及合成作為抗脂肪肝的候選藥物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44 陳姿穎 藥學系 賴嘉鎮
生物製劑與肺結核感染：以醫師處方偏好分析預防性投藥之效果

及安全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45 郭意緁 物治系 李佩紜 錯誤的視覺回饋可以改善站立動作的對稱性嗎?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46 黃子宸 醫學系 鄭宏祺
鑑定參與hnRNPU促進之懸浮癌細胞表面纖連蛋白組裝之STAT3

下游分子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47 朱育陞 藥學系 鄭靜蘭 醫療申報資料藥品適應症之確效研究-單一中心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48 蘇昱誠 醫學系 蘇維仁
Biomechanical and Histologic Evaluation of a Rat Model of Rotator

Cuff Tear.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49 周俊羽 物治系 郭怡良 棒球選手外腹肌對稱性和運動傷害風險之探討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50 林珊如 藥學系 歐凰姿 非處方藥仿單外盒易讀易懂之評估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51 高翊瑄 職能治療學系 黃百川 著色畫作為失智症患者認知及日常生活功能初篩之應用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52 李敏瑄 藥學系 歐凰姿 人工智慧技術在自我照護領域之應用與管理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53 林欣汝 職能治療學系 黃百川
長期照護系統下個案管理師與職能治療師的跨專業合作現狀-先期

個案報告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54 詹淳惠 職能治療學系 黃雅淑 發展遲緩幼兒親子共讀經歷與發展進展之相關性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55 李芊葒 護理學系 方素瓔
護生對基因、遺傳知識應用於臨床實習之經驗、態度與自信的現

況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56 吳苡甄 護理系 李佳桂 青少年飲酒行為：可能自我與媒體暴露之影響 健康照護

NCKUMCS2019057 黃顗庭 醫學系 許釗凱 探討白介素36基因突變在膿皰型乾癬的致病機轉中所扮演的角色 醫學科研

NCKUMCS2019058 王景玉 醫學系 許釗凱
利用超解析度顯微術探討網格蛋白基因突變導致遺傳性表皮鬆解

性水泡病之機制
醫學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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