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以設計型態、摻雜異原子、建立異質接面與添加助催化劑改善釩酸鉍光催
化 水分解能力應用於光電化學水分解系統

個別型 林宏惲 臺北醫學大學 林律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相位領先補償器參數之適性控制應用於呼吸位移補償系統 個別型 郭嘉駿 臺北醫學大學 莊賀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利用二維材料作為剝離層將無機薄膜轉印到軟性基板的研究 個別型 范育睿 臺北醫學大學 邱德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人髮萃取角蛋白之奈米顆粒製備及其凝血機制探討 個別型 楊凱強 臺北醫學大學 魏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穿戴式裝置於老人及高風險結核病病人偵測因藥物導致的QT間距延⾧之能
力探討

個別型 李枝新 臺北醫學大學 李仁貴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稀土與過渡金屬摻雜之無鉛鈣鈦礦量子點合成與應用 個別型 吳思翰 臺北醫學大學 蘇昭瑾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開發新穎性可交聯己內酯共聚高分子材料系統及其在人工骨材應用之研究 個別型 李薇芳 臺北醫學大學 李宜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深度學習於精緻農業-害蟲與雜草之辨識與警示系統 個別型 陳裕賢 國立臺北大學 趙志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8 利用深度學習技術改進HEVC/H.265視訊編碼器之錯誤補償技術 個別型 林鼎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鄭錫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8 結合碳量子點與恆溫環狀擴增法應用於基因檢測 個別型 黃志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曾添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智慧天線陣列系統應用於Wi-Fi無線通訊系統 個別型 程光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孫卓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協助重度神經認知症患者室內環境輔助之機器人研製 個別型 林士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陳昭榮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熱噴塗製備離岸風電基座防護鍍層之開發 個別型 周昭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楊永欽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探討添加不同鈣鹽及小分子量幾丁聚醣對黑糖中丙烯醯胺生成之影響 個別型 宋文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李偉如 臺北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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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受石斑虹彩病毒(grouper iridovirus)誘導表現之點帶石斑L型胺基酸氧化酶
之免疫功能鑑定

個別型 呂健宏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王皓青 臺北醫學大學

108 失智症陪伴機器人應用於互動陪伴、互動圖卡，互動音樂情境之研製 個別型 謝易錚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謝立群 臺北醫學大學

108 探討企業永續發展對績效之影響-以CEO的自戀傾向及傲慢傾向為調節變項 個別型 方文昌 國立臺北大學 林鳳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高齡韌性健康城市建構：居民的認知與實踐 (II) 個別型 洪鴻智 國立臺北大學 宋立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8 透過同步Multi-scroll Chen Chaotic Systems實現保密通訊：㇐個基於多
項式模糊模型之方法

個別型 蔡舜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鄭穎仁 國立臺北大學

108 基於AI的運動處方系統的開發 個別型 林玨赫 臺北醫學大學 林伯星 國立臺北大學

109 使用㇐步驟原位固態合成法製備助催化劑/氧
化釩鉍觸媒應用於光電化學水分解系統

個別型 林律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林宏惲 臺北醫學大學

109 新穎鈣鈦礦膽固醇液晶整合型元件之光電與生醫應用 個別型 林群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蕭宇成 臺北醫學大學

109 奈米陣列結構應用於可調控細胞行為之人工微環境元件材料設計與製程開
發

個別型 陳柏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楊自森 臺北醫學大學

109 超音波影像追蹤系統間接定位腫瘤之可行性研究 個別型 莊賀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丁禮莉 臺北醫學大學

109 不同人髮角蛋白組成製備之可調控機械性質水凝膠 個別型 魏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曾靖孋 臺北醫學大學

109 應用CCR2電磁熱效應奈米磁珠載體於肝癌治療 個別型 林忻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薛聖潔 臺北醫學大學

109 開發雙親性可交聯嵌段共聚高分子及其在藥物釋放之應用 個別型 李宜桓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李薇芳 臺北醫學大學

109 二維原子層氧化物用於多功能化生醫感測電子元件電極之應用 個別型 李紹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范育睿 臺北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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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運用IMU之動態時間校正匹配偵測起坐動作評估身體衰弱、認知衰弱之高
齡者其認知功能與跌倒危險性之實證研究

個別型 邱惠鈴 臺北醫學大學 楊棧雲 國立臺北大學

109 基於區塊鏈之病歷自主管理模型 個別型 羅友聲 臺北醫學大學 曾俊元 國立臺北大學

109 發展及探討個別化健康照護資訊系統對於腦中風患者衛教成效 個別型 林玨赫 臺北醫學大學 林伯星 國立臺北大學

109 蝦急性肝胰腺壞死病毒素PirAvp 與 PirBvp 之轉錄調節機制探討 個別型 王皓青 臺北醫學大學 呂健宏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 具功能性多醣體高分子奈米粒子經鼻腔給藥至腦做雙重靶向藥物傳輸系統 個別型 莊爾元 臺北醫學大學 黃意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 整合對話知識框架與深度學習之智慧型服務研究與應用 個別型 張詠淳 臺北醫學大學 馬尚彬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 新世代光纖固網/5G行動通訊/動態6G光無線通訊/高速水下無線光通訊 寬
頻整合接取網路

個別型 呂海涵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李忠益 國立臺北大學

109 考慮輸入及輸出限制之多項式模糊描述系統保證成本控制設計 個別型 蔡舜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鄭穎仁 國立臺北大學

109 智慧型導盲機器人之研製 個別型 江佩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謝易錚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 銅的氧化物作為光感測器與太陽能電池之研究 個別型 洪魏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黃智賢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 非線性奇異系統之智慧型模糊控制研究 個別型 練光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張文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 運用微弧氧化/超音波噴塗技術製備鎂合金HA-chitosan複合塗層之耐腐蝕
磨 耗性能及生物相容性研究

個別型 李春穎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李弘彬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9 應用自我完成理論解釋海洋體驗活動與海洋管家精神之關係 個別型 蕭嘉惠 國立臺北大學 嚴佳代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
多功能氧化銥複合薄膜微電極合成機制之探討及於生醫電子藥物及生醫感
測器之應用

個別型 陳凱筠 臺北醫學大學 陳柏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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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批覆生物活性高分子之鈣鈦礦量子點應用於監測眼組織中藥物分佈之應用 個別型 曾靖孋 臺北醫學大學 林群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0 人臉辨識高齡者舌肌訓練遊戲化設計及心流量測 個別型 周桂如 臺北醫學大學 吳可久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0 以磁性奈米載體精準治療肝癌- 超順磁奈米鐵與蕾莎瓦的組合 個別型 薛聖潔 臺北醫學大學 林忻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0 貽貝蛋白與人髮角蛋白共同製備仿生奈米止血黏膠與藥物釋放系統之設計 個別型 楊凱強 臺北醫學大學 魏暘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0 使用CIP代碼構建評估跨領域學習的指標 個別型 陳錦華 臺北醫學大學 傅遠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0 開發二維材料結合的微流道系統用於重金屬檢測 個別型 范育睿 臺北醫學大學 李紹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0 互動式握力遊戲於重症病患之成效: 隨機控制試驗 個別型 邱曉彥 臺北醫學大學 韓秉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0 二維劑量分佈模擬程式應用於放射線治療之可行性研究 個別型 丁禮莉 臺北醫學大學 莊賀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10
以人為中心的連續性跨專業醫病共同決策精準醫療平台提昇乳癌復健之照
護品質

個別型 侯文萱 臺北醫學大學 汪志堅 國立臺北大學

110
基於協調性動作指標之六分鐘行走測驗以預測運動認知風險症候群高齡者
失智風險

個別型 邱惠鈴 臺北醫學大學 楊棧雲 國立臺北大學

110
高能量球磨結合燒結法合成鈣鈦礦結構複合粉體與其做為顯影填充材料之
應用研究

個別型 林中魁 臺北醫學大學 李丕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
以多重體學技術探討蛹蟲草子實體經脈衝光處理對 cordycepin 之生合成
路徑與其改善攝護腺腫大之潛力

個別型 戴承杰 臺北醫學大學 莊培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 魚油多元不飽和脂肪酸調控肝細胞生成素與抑制胰臟癌細胞轉移機制 個別型 邱慶豐 臺北醫學大學 陳永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 臺灣鯛水解胜肽之特性分析與抗癌藥物之輔助療法 個別型 李佳蓉 臺北醫學大學 李柏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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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新世代殘波帶-四階振幅調變之光纖固網/動態6G光無線通訊 寬頻整合接取
網路

個別型 呂海涵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李忠益 國立臺北大學

110
切換型多項式李亞普諾函數於多項式模糊時延系統之動態取樣控制之穩定
性分析與應用

個別型 蔡舜宏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鄭穎仁 國立臺北大學

110 混合式類比數位架構之最大似然傳收機設計 個別型 林鈞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王鵬華 國立臺北大學

110 低溫合成奈米碳材功能化多孔膜搭配冷光及電化學應用於病毒檢測 個別型 曾添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黃志清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 離散非線性模糊奇異系統之模糊控制器設計研究 個別型 練光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張文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 閃玉礦區玉泉水與各種岩性的遠紅外線研究 個別型 余炳盛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陳惠芬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 (La0.75Sr0.2Ba0.05)0.175Ce0.825O2-δ氧離子導體電解質電解CO2 個別型 李懿軒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張宏宜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 利用多重組合式穿戴裝置實現上肢關節主動動作之肌肉痙攣等級評估系統 個別型 林伯星 國立臺北大學 嚴茂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 崩塌即時預警之經濟效益評估 個別型 陳淑玲 國立臺北大學 李光敦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 從雁行到軸輻:東亞不對稱的貿易依賴與產業軸心 個別型 楊子菡 國立臺北大學 黃幼宜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