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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申請年度 計畫中文名稱 機關名稱 研究經費

許惠恒 109 輔導會十萬榮民精準醫療計畫(共三年) 臺中榮民總醫院院本部 139,000,000

陳春榮 109 粒線體變異的腫瘤惡化及治療角色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3,000,000

江榮山 109 益生菌在慢性鼻竇炎之療效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許雅淇 109 早期療育對早產兒生命徵象、口腔訓練與後續發展之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800,000

王德明 109 發明一特製接頭來降低雙陽壓呼吸器(BiPAP)吐氣阻力的前期計畫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800,000

李美芳 109 食品級基因重組乳酸球菌之抗發炎疫苗開發-高膽固醇兔動物模式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詹以吉 109 FXR通過誘導BDKRB2促進胃癌細胞遷移和侵襲 臺中榮民總醫院病理檢驗部 1,000,000

洪維廷 109 狼瘡腎炎之生物標記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教學部 500,000

鄭厚軒 109 婦癌病患做減積手術合併大腸直腸切除之手術選擇 臺中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100,000

傅令嫻 109 腎臟超音波2D影像轉3D化及總體積測量的開發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500,000

陳享民 109 深度學習技術於高光譜糖尿病足影像分析之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沈宜靜 109 Remote sensing hyperspectral imaging for evaluation chronic complications of diabetes 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陳代謝科 100

羅盈智 109 以人工智慧發展醫療影像診斷輔助系統 臺中榮民總醫院腎臟科 3,000,000

林季千 109 探討紫丁香蘑於治療抗磷脂症候群之應用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陳昆輝 109 以微感知器應用於脊椎駝背畸型矯正手術之術前術後評估及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骨科部 54,400

陳昆輝 109 全脊椎切除手術器械之改良 臺中榮民總醫院骨科部 200,000

羅盈智 109 以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方法開發腹膜透析導管相關感染風險預測模型 臺中榮民總醫院腎臟科 1,000,000

許美鈴 109 致癌PAK4調節涉及胃腫瘤發生的PPAR Delta軸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滕傑林 109 探討合併使用Aurora-A抑制劑與其上游因子抑制劑所產生的抑癌效果 臺中榮民總醫院血液腫瘤科 3,000,000

陳焜結 109 The role of NF-kB in guiding Golgi repositioning during cell migration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 1,000,000

顏廷廷 109 新生兒聽力篩檢與先天性CMV感染之相關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耳鼻喉頭頸部 800,000

劉怡君 109 頭頸癌病患接受免疫藥物治療後之預後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腫瘤部 500,000

張美玉 109 手術室護理人員的全人照護經驗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100,000

詹以吉 109 FXR/BDKR軸線調控腫瘤轉移機轉之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病理檢驗部 3,000,000

詹以吉 109 FXR通過誘導BDKRB1促進胃癌細胞遷移和侵襲 臺中榮民總醫院病理檢驗部 800,000

蔡岳錤 109 TNF-α 及IFN-γ 對keratinocyte存活的影響及可能的分子機制 臺中榮民總醫院重建整形外科 200,000

連漢仲 109 Comparison of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pH-Test-Proven Laryngopharyngeal Reflux Patients 臺中榮民總醫院胃腸肝膽科 1,000,000

吳奕螢 109 利用磁振造影GRASE序列技術減少病人移動假影增進腦部灰白質分割準確度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200,000

周育誠 109 The in vivo effects of Phenethyl isothiocyanate on the invasion of glioblastoma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外科 800,000

李文珍 109 應用次世代定序技術探索臺灣本土心導管患者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之易感基因及其盛行率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許惠恒 109 探討糖尿病視網膜病變中14-3-3蛋白媒介腫瘤進展位點2活化調控發炎反應之機轉 臺中榮民總醫院院本部 1,000,000

廖采苓 109 免疫風濕疾病患者發生結核病之相關細胞因子調控機轉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廖采苓 109 全身性紅斑狼瘡之細胞因子及基因體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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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芳亮 109 利用次世代定序分析癌症病童呼吸道與腸道侵襲性黴菌感染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800,000

楊勝舜 109 全口服小分子抗病毒藥物治療嚴重纖維化慢性C型肝炎之臨床成效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胃腸肝膽科 600,000

莊政諺 109 Effects of the interaction of SLAN and RhoA on cytokinesis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外科 800,000

蔡炘儒 109 慢性腎病患者罹患慢性B型肝炎的長期預後 臺中榮民總醫院胃腸肝膽科 500,000

賴志昇 109 運用達文西機器手臂執行顯微手術血管吻合 臺中榮民總醫院重建整形外科 800,000

謝聖怡 109 仿真特殊設計3-D列印多孔性氣管鷹架於體外適當誘導軟骨分化之豬臍帶幹細胞包覆成體豬氣管移植植體利用作為未來臨床應用的創新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外科 800,000

梁凱莉 109 以居家鼻腔沖洗降低免疫不全者鼻腔黴菌移生 臺中榮民總醫院耳鼻喉頭頸部 1,000,000

謝惠敏 109 維生素D減少情形對重症病人預後之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營養室 800,000

游棟閔 109 粒線體異常與慢性腎臟病 臺中榮民總醫院腎臟科 950,000

潘宏川 109 評估調節芳香烴受體在慢性神經痛的效應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外科 1,000,000

潘宏川 109 評估使用不同途徑的線粒體注射在神經性系統疾病的效益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外科 3,000,000

毛彥喬 109 台灣毒蛇咬傷之診斷治療與比較 臺中榮民總醫院急診部毒物科 1,000,000

賴慧卿 109 The protected mechanism of isoflurane on anoxia/reoxgenation induced cardiomyocytes injury. 臺中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1,000,000

賴慧卿 109 研究連結蛋白43在Carvedilol保護心肌細胞缺氧在復氧中所扮演的 臺中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800,000

林乃女 109 以老鼠模式研究Metformin活化AMPK對章魚壺心肌症之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800,000

陳昭惠 109 全人跨領域照護教育教學品質改善計畫 臺中榮民總醫院教學部 800,000

趙文震 109 應用次世代定序技術同步診斷敗血症患者感染病菌與分析細胞免疫代謝狀態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3,000,000

王舜平 109 探討異鼠李素(Isorhamnetin)於骨質疏鬆治療之應用 臺中榮民總醫院骨科部 800,000

聶曉琪 109 穴位按壓對改善腦中風便秘病人之成效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200,000

曾振志 109 ORC1 在卵巢癌細胞抗藥能力的功能性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 800,000

周建志 109 物理性拉伸對眼球隅角小樑細胞CLAN結構型態變化 臺中榮民總醫院眼科部 200,000

曾智偉 109 Different cytokine expression according to MSA expression in myositis patients 臺中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800,000

林志忠 109 血糖控制與前列腺癌預後之關聯性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200,000

謝政哲 109 TGF-beta receptor II表現降低在晚期肝癌及肝癌轉移所扮演的角色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藍祚鴻 109 應用機器學習演算技術於失智症臨床初期診斷 臺中榮民總醫院精神部 1,000,000

藍祚鴻 109 利用腦內血紅素成像判斷學生對問題理解之程度 臺中榮民總醫院精神部 500,000

曾政森 109 Efficacy of osimertinib in NSCLC with primary and acquired T790M mutation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 1,100,000

陳信華 109 以次世代定序探討接受生物製劑及小分子標靶藥物治療之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因感染住院之臨床與免疫特徵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3,000,000

邱雲棕 109 透過補充益生菌改善高糖高脂飲食對小鼠學習記憶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邵彥誠 109 對於接受大腸直腸腹腔鏡手術患者，以可吸收或不可吸收縫線關閉傷口，造成傷口感染機率之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300,000

邵彥誠 109 於大腸直腸癌患者執行內視鏡染色定位法，與術後病灶標本遠端切面距離的關係 臺中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300,000

鍾牧圻 109 腹膜透析PEW、貧血、腹膜炎模型 臺中榮民總醫院腎臟科 600,000

廖英傑 109 健保資料庫-抗心律不整藥物在心衰竭病患之安全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1,000,000

洪維廷 109 藥物過敏與環境賀爾蒙關係之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教學部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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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彥誠 109 局部侵犯型直腸癌接受化學放射線治療後，腫瘤消蝕比例與特殊基因之關係 臺中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500,000

邵彥誠 109 本院第四期大腸直腸癌患者合併不可切除之轉移病灶，先接受手術或先接受化療的五年存活率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200,000

邵彥誠 109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患者與一般患者得到肛門鱗狀上皮癌之局部復發率及存活率的比較 臺中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200,000

陳怡行 109 室內空氣懸浮微粒中蟑螂過敏原與成人型異位性皮膚炎關聯性之研究(II) 臺中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1,000,000

楊宗穎 109 Elucidating functional correlations between Aurora-A and mir-10b in coordinating malignancies of NSC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 1,000,000

林進清 109 第三期隨機分組試驗比較「標準同步化放療加輔助化療」和「誘導化療,放療再加節拍式維持輔助化療」對高危鼻咽癌病人之影響(二)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腫瘤部 1,100,000

林進清 109 以次世代定序技術篩選頭頸部鱗狀細胞癌對新輔助化療療效生物標記之研究(二)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腫瘤部 1,100,000

程遠揚 109 等速及等張肌力訓練對於脊髓損傷後病患功能回復及發炎因子改變的比較 臺中榮民總醫院復健科 500,000

許惠恒 109 在第二型糖尿病患者探究尿白蛋白正常的慢性腎疾病相關的臨床風險因子 臺中榮民總醫院院本部 3,000,000

裘坤元 109 Could lung resistance-related protein (LRP) use exosomes to expel doxorubicin out of cell and thereb 臺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 800,000

張嘉仁 109 應用大數據分析於預測糖尿病患者視網膜病變 臺中榮民總醫院眼科部 800,000

廖致翔 109 基因多型性在硬腦膜動靜脈瘻管之靜脈竇栓塞中所扮演的角色 臺中榮民總醫院重症醫學部 800,000

陳卷書 109 Transurethral seminal vesiculoscopy acts as a therapeutic investigation for intractable hemospermia 臺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 500,000

吳孟哲 109 幽門桿菌感染對自體免疫疾病影響: 一項全國大數據的觀察型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200,000

賴志泓 109 冠狀動脈2.0 毫米支架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800,000

洪晟鈞 109 Retzius-sparing Robotic-assisted Radical Prostatectomy Associated with Less Bladder Neck Descent and 臺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 500,000

陳正哲 109 改良式的Floseal使用技巧於經皮腎造廔取石術病患 臺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 500,000

楊晨洸 109 腎臟移植術後之手術併發症 臺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 500,000

王樹吉 109 Laparoscopic heminephroureterectomy for urothelial carcinoma in a horseshoe kidney 臺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 500,000

陳孟君 109 安寧緩和療護之主要照顧者的複雜悲傷之迴避量表建構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50,000

劉時安 109 頭頸癌之生物標記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耳鼻喉頭頸部 1,000,000

陳美惠 109 探討造血幹細胞移植患者使用電子健康記錄之成效 臺中榮民總醫院血液腫瘤科 200,000

王賢祥 109 晚期腎臟癌患者使用免疫療法之預後因子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 500,000

王仲祺 109 單側聲帶麻痹患者合併或不合併上喉神經麻痺的音聲特質比較 臺中榮民總醫院耳鼻喉頭頸部 1,000,000

吳孟哲 109 幽門桿菌感染對兒童身體質量指數（BMI）和肥胖的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800,000

盧嘉文 109 Outcomes of Kidney Transplantation Recipients With Hepatitis in the 臺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 500,000

楊紋青 109 低蛋白配方營養補充品對慢性腎臟病患者的腎功能進展、肌肉質量及 體能活動之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營養室 200,000

江榮山 109 發展適用於台灣醫院員工的靈性評估工具(第3年)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3,000,000

曾崇育 109 中草藥對於促進骨折癒合的相關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骨科部 1,000,000

林耿弘 109 探討DNA損傷誘導的轉錄因子3 (DDIT3) 對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眼科部 800,000

吳茲睿 109 健保資料庫-抗凝血藥物臨床使用的安全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血管中心 1,000,000

陳志輝 109 Comanagement of mangle limb injury 臺中榮民總醫院骨科部 1,000,000

葉宏仁 109 以內視鏡超音波導引施行細針抽吸穿刺診斷縱膈腔及上腹部實質腫 臺中榮民總醫院胃腸肝膽科 1,000,000

滕傑林 109 探討檳榔鹼促進肺癌細胞移動及侵犯能力的分子機制 臺中榮民總醫院血液腫瘤科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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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國隆 109 超快杜卜勒超音波應用於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滑膜血流造影 臺中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800,000

陳錦 109 服用statin藥物對牙根尖周圍炎病患的癒合效果 臺中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200,000

李佳霖 109 糖尿病初期病患對於健康飲食指標與死亡率之相關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陳代謝科 3,000,000

傅家保 109 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對於高碳水化合物飲食與死亡率之相關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陳代謝科 800,000

王俊元 109 IL-16基因多型性與青光眼的相關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眼科部 500,000

張欽富 109 利用keratinocyte-fibroblast共同培養之模式檢視天然物對keratinocyte增生之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重建整形外科 200,000

顏榮信 109 利用兔耳增生性疤痕的模型檢測沒食子酸對增生性疤痕的治療效果 臺中榮民總醫院重建整形外科 800,000

陳彥瑋 109 生物相容材料塗層結合3D列印植入材其可行性之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重建整形外科 8,000,000

陳韻文 109 紅斑性狼瘡治療與巨細胞病毒感染相關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 200,000

劉兆鴻 109 以Metformin探討蟑螂過敏原誘發異位型皮膚炎的藥物治療細胞模式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800,000

洪娟瑜 109 以薑黃素探討塵蟎過敏原誘發異位型皮膚炎的藥物治療細胞模式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800,000

黃惠美 109 比較老人使用二種自述疼痛評估工具及與護理人員評估結果之差異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200,000

李政鴻 109 Therapeutic Hypothermia (30℃) Enhances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Induction in the Rabbit Model of Acq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1,000,000

曾瑞如 109 NLRP 12 presentation in childhood obesity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800,000

程千里 109 Parasin I 複合活碳治療導尿管引發之泌尿道感染 臺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 1,000,000

劉正芬 109 表面處理氧化鋯與牙釉質間鍵結強度的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800,000

林敬恒 109 以國家型基因資料庫建構懷孕婦女孕期併發症之預測模型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蕭自宏 109 精準癌症診斷學與胸腺癌臨床之應用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3,000,000

林敬恒 109 人工智慧的基礎-建立巨量且優質之臨床資料平台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3,000,000

蕭自宏 109 晚期攝護腺癌之循環腫瘤細胞特性分析及其於精準腫瘤學應用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呂建興 109 循環腫瘤細胞（CTCs）在晚期卵巢癌的診斷與治療價值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 1,000,000

陳啟昌 109 類別意義分類法於高光譜腦部磁振造影像中白質高訊號偵測之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教學部 1,000,000

詹明澄 109 肺阻塞與肺癌至應機轉之分子生物學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呼吸治療科 3,000,000

鄒錫凱 109 低溫沉積二氧化鈦鍍膜之光降解效能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外科 1,000,000

謝福源 109 24小時自動偵測癲癇發作之智慧手環照護系統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900,000

王振宇 109 小腸管灌食對急性肺損傷病患預後之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重症醫學部 600,000

沈應誠 109 末期原發性高眼壓隅角開放性青光眼隅角小樑細胞之分化和變性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眼科部 1,000,000

林育民 109 WNT pathway in chondrosarcoma treatment 臺中榮民總醫院骨科部 1,000,000

林育民 109 RNANKL inhibition and recurrence of giant cell tumor of 臺中榮民總醫院骨科部 800,000

蔡忠霖 109 TG2與心臟主動脈瓣膜鈣化細胞相關發炎因子表現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血管外科 50

陳亮如 109 生物修復材(biodentin)與次氯酸鈉 應用於乳齒斷髓術成功率之比較 臺中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2,000,000

謝允廷 109 p21 及其下游分子在卵巢癌細胞中的生理功能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 800,000

黃淑芸 109 應用行動智慧學習提升護理人員臨床照護知能-以壓力性損傷為例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200,000

陳怡親 109 Endodontic applications of 3D printing 臺中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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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松原 109 臺中榮總急診部有關"TOPICS"的流行病學研究 (Epidemiology of "TOPIC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at TCVGH) 臺中榮民總醫院急診部毒物科 1,000,000

吳杰亮 109 Apply machine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design the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of pain man 臺中榮民總醫院品質管理中心 1,000,000

李宇璇 109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to Predict Long-term Mortality for Diabetic Inpatients 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陳代謝科 500,000

許世典 109 含細胞且可控制生長因子釋放之神經導管對神經再生的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女醫學部 800,000

黃偉彰 109 非結核分枝桿菌感染之致病機轉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 1,000,000

石承民 109 針對老年骨鬆病患以智慧型生理資料傳感器結合雲端行動監測之跌倒預警系統 臺中榮民總醫院骨科部 800,000

許正園 109 基因-環境交互作用誘發氣喘及其他阻塞性氣道疾病之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藍顥章 109 椎終板下病變骨髓血流灌注變化：動態顯影磁振造影之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500,000

蔡啟仁 109 去氧核醣核酸鹼基修飾或置換之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800,000

蔡明瑾 109 免疫不全疾病之精準診斷與治療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300,000

林志鴻 109 利用次世代基因分析研究食道癌完全反應之腫瘤復發預測因子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外科 800,000

林敬薇 109 頭頸癌術後同步化放療用不同化療處方之急性副作用與存活率比較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腫瘤部 200,000

李秀芬 109 核仁小核醣蛋白伴護子變異對分子交互作用及功能的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800,000

蔡易婷 109 探討專責主治醫師病房個案再入院及再急診危險因子 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陳代謝科 800,000

李明璟 109 希夫鹼系列化學感測材料應用於銅離子與胺基酸檢測之效能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外科 1,000,000

邱乾善 109 內質網壓力在乾癬表皮發炎機轉中之角色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皮膚科 1,000,000

鄭文郁 109 探討Bevacizumab治療對於p53可能的分子作用機轉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外科 800,000

陳萬宜 109 抗氧化營養配方對口腔癌術後病人之氧化壓力、發炎及營養狀態之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1,000,000

董欣 109 MicroRNAs in anti-platelet resistant stroke patients: validate study 臺中榮民總醫院教學部 800,000

蘇界守 109 探討連結蛋白43在雅脈對新生大鼠心肌細胞缺氧再復氧的保護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1,000,000

李文領 109 普利斯德注射劑對手術後心臟組織與心血管系統損傷的保護作用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1,000,000

張詠傑 109 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Techniques i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200,000

蔡培錚 109 AI applications in endodontics 臺中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200,000

劉珈倩 109 以虛擬實境設備進行重覆認知功能訓練是否能改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之疾 臺中榮民總醫院精神部 500,000

徐國軒 109 腫瘤微環境及細胞激素與肺癌免疫治療的相關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呼吸治療科 1,000,000

黃屏霏 109 頭部創傷衝擊後家庭照顧者之主觀經驗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100,000

廖苡君 109 針對超音波導引細針穿刺消化道相關腫瘤利用對比增強來評估以增加診斷率之實用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胃腸肝膽科 600,000

廖思嘉 109 macroscopic on-site quality evaluation (MOSE) to increase the yield of EUS-FNA 臺中榮民總醫院胃腸肝膽科 600,000

李承鴻 109 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中醫體質與死因相關性分析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傳統醫學科 200,000

蔡志文 109 探討磁振造影蛋白質分子影像技術應用於腦部腫瘤診斷暨療效追蹤的初期臨床研究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1,000,000

朱振國 109 抗眼鏡蛇蛇毒蛋白之雞源單鏈變異區抗體之製備、分析與人源化 臺中榮民總醫院急診部 1,000,000

吳明儒 109 泌尿道上皮癌生物標記人工智慧預測模組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 1,000,000

邱顯富 109 Treatment of Chronic 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A single center stud 臺中榮民總醫院腎臟科 8,000

賴千惠 109 腫瘤醫師及護理人員對化學治療臨床路徑資訊化之滿意度調查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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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道 109 成人的自覺理想體重、自覺體形、與改變體重的意願 臺中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800,000

張幸初 109 探討低能量靜脈雷射光療對人類骨質疏鬆症的療效 臺中榮民總醫院復健科 800,000

黃良吉 109 相分離成形技術製備具表面修飾功能薄膜 臺中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500,000

鄭景耀 109 Metformin使用於腎臟移植病人之癌症效益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150,000

蔡鴻文 109 出院後14天再入院之影響因子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血管中心 200,000

鄭景耀 109 Vancomycin使用於末期腎臟疾病透析病人之處方類型與治療之效益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150,000

涂智文 109 探討晚期鼻咽癌復發轉移之機轉及免疫等新療法的角色 臺中榮民總醫院耳鼻喉頭頸部 110

鄭景耀 109 藉由血中藥物濃度監測進行藥師與醫檢師之全人醫療照護訓練與成效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150,000

鄭景耀 109 Tacrolimus血中濃度監測與腎移植病人存活率之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150,000

鄭景耀 109 Baraclude同成分之Entecavir, Becavir與Envir使用B型肝炎病人治療之效益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150,000

鄭景耀 109 腎移植病人免疫抑制劑血中濃度監測之處方流程改善與效益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150,000

鄭景耀 109 腎臟移植病人之免疫抑制劑與治療認知之橫斷面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150,000

鄭景耀 109 本院實習藥學生訓練學習成效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150,000

郭怡真 109 利用雙事件活化功能性磁振照影預測巴金森氏症衝動控制疾病的多樣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800,000

鄭景耀 109 腎移植病人術前以Interleukin-2受體拮抗劑與Thymoglobulin進行前導治療之效益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150,000

林念穎 109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之呼吸中止症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300,000

謝宜凌 109 中草藥於頭頸癌相關之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耳鼻喉頭頸部 200,000

魏方君 109 運用大數據預測及改善物理性約束之拔管率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60,000

蔡世傳 109 定量骨SPECT-CT在膝關節骨性關節炎術前評估中的臨床價值 臺中榮民總醫院核醫科 1,000,000

邱佩玲 109 手術室護理人員於執行壓瘡預防措施臨床稽核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100,000

鄭厚軒 109 大腸直腸癌合併肝贓轉移切除之預後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100,000

沈靜慧 109 Impact of anesthetic drugs and adjuvants on to torsadogenicity in isolated rabbit heart model 臺中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500,000

陳聰智 109 To investigate the evolutional change of the T cell subsets and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DLBCL 臺中榮民總醫院血液腫瘤科 800,000

杜淑敏 109 中區榮民醫療體系垂直整合之成效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務企管部 100,000

程羽嬿 109 眼科疾病與全身系統疾病的關聯 臺中榮民總醫院眼科部 800,000

湯念湖 109 國際醫療任務效益檢討分析-被照顧者的認知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800,000

黃智傑 109 神經外科重症加護病房導尿管相關院內泌尿道感染之危險因子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60,000

鄭秀華 109 某醫學中心心臟科病人高低密度膽固醇與心血管阻塞關聯性之回溯性世代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50,000

謝佳偉 109 腸道和皮膚菌相表現和慢性關節炎的關聯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800,000

方乃傳 109 運用系統模擬建構最佳化之醫藥供應模式 臺中榮民總醫院補給室 200,000

王淑娟 109 運用智慧藥櫃（ADC）精實開刀房及恢復室給藥流程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200,000

張雁霖 109 利用藥事照護門診提升糖尿病健康識能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200,000

林虹均 109 轉角度螺絲在人工植體上應用表現 臺中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300,000

蘇界守 109 普利斯德注射劑對新生大鼠心肌細胞缺氧再復氧誘發的自噬作用中扮演的角色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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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涵薰 109 A randomized double blind clinical trial of abdominal elastic band for post-dural punctural headache 臺中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500,000

蔡宛君 109 Inspiratory Muscle Training in Patients with Difficulty Weaning from Mechanical Ventilation by Adjus 臺中榮民總醫院呼吸治療科 200,000

洪淑真 109 探討家庭照顧複雜醫療病童之居家照護經驗與需求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100,000

張雁霖 109 基因多型性影響胃幽門螺旋桿菌治療之療效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200,000

黃乙哲 109 以非侵入性方法使用相位對比磁振造影用於量測自發性顱內低壓病患顱內順應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 200,000

侯景維 109 以定量骨骼SPECT/CT建立骶髂關節的正常標準攝取值 臺中榮民總醫院核醫科 200,000

黃勝揚 109 以高功率磁控濺鍍製備極薄黃金膜之生醫材料應用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外科 800,000

陳惠君 109 複合式疼痛量尺對於急慢性疼痛信效度檢定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150,000

詹聖霖 109 針對早產兒開放性動脈導管封堵術之股骨血管直徑的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220,000

朱為民 109 斯達汀類藥物在具有不同共病之老年人和老老人做為初級預防和次級預防的角色 臺中榮民總醫院急診部 998,000

林佩儀 109 執行PAD組合式照護對內科重症瞻妄病人短期預後之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60,000

趙勇全 109 Comparison of 3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for Prostate cancer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腫瘤部 800,000

趙勇全 109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for rectal cancer with cyberknife boost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腫瘤部 200,000

羅蘋 109 初次罹患腦中風之女性患者的生活經驗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150,000

謝育整 109 Levosimendan在治療性低體溫下對於心衰竭心臟產生心室心律不整的機轉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血管中心 1,000,000

沈炯祺 109 番茄素定防護神經膠質瘤細胞株遭受6-羥基多巴胺誘發凋亡之訊遞網絡探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外科 1,000,000

吳明峰 109 微量蛋白半定量快速篩檢之可行性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 1,000,000

林明志 109 早產兒發展性照護提升計畫-一個長期追蹤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1,000,000

蘇國誌 109 足部生物力學與鞋墊製作相關發展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800,000

陳怡如 109 探討異位性皮膚炎發生各項共症的危險因子以及治療方式 臺中榮民總醫院皮膚科 1,000,000

林俊余 109 經肛門全系膜切除及側方骨盆淋巴結廓清治療直腸癌 臺中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400,000

洪玲蓉 109 化療藥物對心血管功能的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梁凱莉 109 添加物對鼻腔沖洗療效的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耳鼻喉頭頸部 3,000,000

蔡尚峰 109 使用Ca supplement 於CKD病人之助益 臺中榮民總醫院腎臟科 600,000

陳家昌 109 Spyglass 運用於未明原因膽管狹窄之臨床效益 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 800,000

陳正哲 109 奈米藥物在膀胱相關疾患的多樣化運用 臺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 3,000,000

莊雅雯 109 透析病人之滲透壓與腦下垂體抗利尿賀爾蒙異常之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腎臟科 950,000

唐憶淨 109 成人與老人預防保健檢查腎功能異常之追蹤及影響因素 臺中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1,000,000

林騰立 109 疱疹疫苗用於以生物製劑治療之乾癬患者能否降低其疱疹感染之風險 臺中榮民總醫院皮膚科 200,000

沈應誠 109 長時間外力對眼角膜基質層細胞的骨架形態分佈和MMPs分泌之影響-圓錐角膜之形成原因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眼科部 1,000,000

王建得 109 探討嗜中性白血球的凝血調控角色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1,000,000

蘇國誌 109 脊椎腰椎值體位置對生物力學之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王雅瑜 109 膽汁鬱積併發症的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3,000,000

吳志成 109 麻醉劑免疫細胞調控特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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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碩駿 109 第三誘餌受體在活化T細胞，上調TRAIL第二型接受器，促進T細胞凋亡 臺中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1,000,000

彭彥鈞 109 膽管阻塞病變與消化道黏膜分子的交互作用 臺中榮民總醫院胃腸肝膽科 1,000,000

李建儀 109 探討尿毒素泌尿系統病變的作用 臺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 3,000,000

洪至仁 109 探討麻醉劑的粒線體作用 臺中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800,000

阮昭奎 109 HHV-8感染於各分型卡波西式肉瘤之表現 臺中榮民總醫院皮膚科 800,000

陳春榮 109 病毒感染的免疫失衡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林時逸 109 探討中風後葡萄糖代謝的變異 臺中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1,000,000

郭振宗 109 醫療儀器資料探勘應用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資訊室 20,000

林時逸 109 高齡代謝異常的成因及影響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3,000,000

李政鴻 109 脊椎椎弓釘抵抗外力之生物力學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骨科部 800,000

李騰裕 109 幽門桿菌療法對肝硬化患者腸道微菌的影響：一個世代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胃腸肝膽科 1,000,000

李騰裕 109 以幽門桿菌療法來預防肝性腦病變：一個隨機對照試驗 臺中榮民總醫院胃腸肝膽科 1,000,000

王雅瑜 109 粒線體變異的肝病變角色 臺中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 1,000,000

陳呈旭 109 慢性腎臟病之尿毒素分子對味覺和嗅覺功能影響與營養不良的關係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4,000,000

陳建志 109 PD-1表現於食道癌之預後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腫瘤部 500,000

李奕德 109 Residual risks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陳代謝科 1,000,000

譚國棟 109 纖維肌痛症患者蛋白質體學與代謝物之生物功能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 1,000,000

劉伯瑜 109 Hybrid genome assembly of zoonotic pathogens 臺中榮民總醫院感染科 1,000,000

張鳴宏 109 憂鬱及帕金森氏症是否為失智症的獨立危險因子嗎?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1,000,000

李威儒 109 周邊MCP-1/CCR2 mRNA表現量與阿茲海默氏症之關係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1,000,000

游惟強 109 併用放射治療與bevacizumab於復發多型性腦膠質瘤病人第二期計劃 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腫瘤部 1,100,000

許美鈴 109 厚朴酚抑制血管新生淋巴轉移機轉之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李建儀 109 探討代謝性FGF的腫瘤角色 臺中榮民總醫院泌尿外科 1,000,000

梁凱偉 109 心臟 X 症候群的基因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1,000,000

李少武 109 肝細胞腫瘤患者治療預後因子與生活品質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胃腸肝膽科 600,000

林俊余 109 肛門手術麻醉方式探討 臺中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400,000

趙文震 109 懷孕初期氣喘控制藥物中斷與氣喘急性發作與胎兒先天畸形之相關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周佳滿 109 Biocompatability Tests of the Super-hydrophobic Coatings on Stainless Dental Materials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外科 1,000,000

林維文 109 IL1-beta effect on intiation of atherosclerosis and cholesterol efflux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1,000,000

閻忠揚 109 異位型皮膚炎之精準治療 臺中榮民總醫院皮膚科 1,000,000

陳雅芳 109 植物性類雌激素-丹參於Leu27IGF-II誘發類胰島素生長因子-II接受體及心肌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產科 60,000

黃金隆 109 利用核醫影像評估心衰竭病患疤痕組織之心肌存活度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內科 1,000,000

陳信華 109 罹患免疫發炎疾病之父親使用生物製劑與早產及出生體重不足之風險：以全國母群體為對象之配對世代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100,000

張維倫 109 回朔研究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的盛行率及肺保護策略之落實概況 臺中榮民總醫院呼吸治療科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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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尚衡 109 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對味覺及嗅覺功能的影響 臺中榮民總醫院耳鼻喉頭頸部 800,000

李政鴻 109 腰椎不同鄰近節植入值體之生物力學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骨科部 1,000,000

李佳霖 109 在 ACCORD trial 評估血糖軌跡和臨床結果的相關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陳代謝科 1,000,000

陳一銘 109 Autophagy and inflammation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陳一銘 109 紅斑性狼瘡腎炎細胞因子與預後之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3,000,000

詹明澄 109 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流行病學調查 臺中榮民總醫院呼吸治療科 1,000,000

詹毓哲 109 微型肌電圖感測器檢查(EMG)對人因性肌肉骨骼危害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急診部 1,000,000

劉正芬 109 利用簡易機械及化學表面處理技術於鈦表面製備具良好骨細胞生長之三維結構 臺中榮民總醫院口腔醫學部 800,000

鄭紹彬 109 肝癌患者腫瘤切除前的同半胱胺酸濃度及氧化壓力與肌少症的相關性 臺中榮民總醫院一般外科 1,000,000

張基晟 109 Co-occurring genetic alterations to predict the response and progression to targeted therapy in EGFR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 1,000,000

張基晟 109 Molecular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innate and acquired resistance to anti-PD-1/PD-L1 therapy in non- 臺中榮民總醫院胸腔內科 1,000,000

陳柏霖 109 A systemic model of predicting post-stroke dementia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內科 500,000

鄭厚軒 109 直腸癌病人接受先導性電化療之泌尿、排便及性功能分析 臺中榮民總醫院大腸直腸外科 500,000

李旭東 109 天然發酵麥胚萃取物於神經膠質瘤癌化預防與轉移抑制作用之效用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外科 1,000,000

顏俊銘 109 粉防己鹼單用或輻射併用誘導神經母細胞瘤SK-N-SH細胞走向凋亡之胞內機制 臺中榮民總醫院神經外科 800,000

陳呈旭 109 在慢性腎臟病、透析及腎移植病人作法布瑞氏症篩檢的流行病學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1,000,000

傅彬貴 109 以人工智慧技術進行肺功能異常高風險個案臨床決策輔助醫師判讀效能影響之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重症醫學部 1,000,000

魏皓智 109 導電性高分子水膠於大鼠心肌梗塞後心臟功能恢復之評估 臺中榮民總醫院心臟血管外科 500,000

王俊興 109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adipsin levels and insulin resistance 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陳代謝科 1,000,000

林明志 109 早產兒開放性動脈導管之治療成效及基因體相關性研究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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