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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專題研究題目 指導老師

1033493 陳品睿 中藥材抑制 tyrosinase 之研究與成分分析 劉怡文 

1043472 顏宇君 尋找提升 GSTM4 轉錄活性之轉錄因子與小分子化合物 劉怡文 

1043473 李雅茹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isolates from different fruit peel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produce vinegar 朱紀實 

1043474 張菀茜 建立 peroxisome proliferator - Activated Receptors γ 細胞活
性分析平台 黃襟錦 

1043475 丁佩旻 以小鼠膀胱原位癌模式探討 cyproheptadine 輔助現行抗癌藥
之治療效果 劉怡文 

1043476 吳孟翰 IDO 於 ALL 細胞的表現 莊晶晶 
1043477 郭禹昊 silibinin 對糖尿病視網膜病變的抗發炎機轉 翁炳孫 
1043479 陳冠中 探討乳酸菌代謝產物抑制白色念珠菌的機制 王紹鴻 

1043480 黃致勛 建構人類 anti-HMGB1 IgM 抗體置換成 IgG4 isotope 抗體模
式 金立德 

1043482 陳柏睿 木耳加強化療藥抑制大腸癌細胞 DLD-1 機轉探討 陳俊憲 

1043483 余旻樺 比較膀胱癌病患與非膀胱癌者 GSTM2、3、4、5 基因甲基化
之程度 劉怡文 

1043484 李佳穎 阿里山薊萃取物具有保護肝臟功能 翁博群 
1043486 林宗佑 蛇床子的分離定量分析 陳立耿 

1043488 連重傑 Synthesis and photocytotoxicity of 9/13-O-lipophilic substituted 
berberine derivatives against human colon cancer cell 吳進益 

1043489 楊城漢 篩選多功能乳酸菌 謝佳雯 
1043490 陳郁蓁 不同時期克雷伯氏肺炎菌的基因型、抗藥性及質體的改變 朱紀實 
1043491 劉克威 敘利亞芸香組織培養 金立德 

1043492 施韋安 
The pathogenicity associated genes on the virulence plasmid 
(pSCV) of Salmonella Choleraesuis in the infection of the 
human macrophage-like THP-1 cells 

朱紀實 

1043493 陳奕翰 合成 1,4-naphthquilone 衍生物及抗癌活性之探討 吳進益 

1043494 賴宸緯 探討 GSTM 基因家族在 BFTC905 膀胱癌細胞中的表達對抗
癌藥物的影響 劉怡文 

1043496 胡景媃 研究伴護子提升 Clostridium acetobutylicum HOL1 的丁醇生
產力 謝佳雯 

1043497 康俊儒 探討藤紫丹水萃取物抑制子宮頸癌細胞生長的分子機轉 蔡宗杰 
1043499 甘芷寧 麵包樹樹皮的成份分離分析及定量 陳立耿 
1043502 吳筠璋 桂花及蓮花加強抗大腸癌的作用機轉 陳俊憲 
1043503 曾德誠 多酚類複合物於免疫調節的角色 莊晶晶 

1043504 張育琳 人類細胞株 CCM-1、CCM-3 以及 HepaRG 中 ALDH2 的基因
分析 金立德 

1043505 許毓欣 台灣光蠟樹樹枝成分之分離與分析 陳立耿 
1043507 黃敬堯 蘿蔔硫素對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的抗氧化作用探討 翁炳孫 

1043508 許碩修 建立 peroxisome proliferator - Activated Receptors α 細胞活
性分析平台 黃襟錦 

1043509 陳薈文 Dopamine as the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翁博群 



1043510 周易宏 silibinin 對於糖尿病視網膜病變的的抗氧化預防作用 翁炳孫 
1043511 王宥心 蛇床子香豆素成分的分離與分析 陳立耿 
1043513 謝文媛 化療藥物對 neutrophils 發展之影響 翁博群 
1043514 陳禹璋 蘿蔔硫素對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的抗發炎機轉探討 翁炳孫 

1043516 柯佳穎 The influence of microbial secondary metabolites during 
brewing on wine aroma and tastes. 朱紀實 

1043518 熊珮雯 建構噬菌體抗體庫呈現高遷移性蛋白 B1 三號抗體的單鏈可
變區片段 金立德 

1043519 郭凱翔 分析耐受性樹突細胞影響 T 細胞 cytokine 的變化 莊晶晶 
1043523 麥曉宜 探討腸球菌與白色念珠菌共同感染現象 王紹鴻 

1043524 黃麗雅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s extracts on the inflammatory 
regulation of the human macrophage-like THP-1 cells 朱紀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