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壁報編號 報告人 領域別 報告標題
1 何佩萱 / 李品儀 臨床心理學 在COVID-19疫情下 知覺壓力與焦慮—以社會支持為調節效果
2 龔怡文 臨床心理學 正負價性之事件中心性與創傷記憶特性對創傷後成長的影響
3 何姿瑩 臨床心理學 社區熟齡族憂鬱狀態與生活品質之關聯性探討-老化態度的中介效果
4 杜沛璇 臨床心理學 冠疫情下的無法忍受不確定性特質與健康焦慮之關係~以因應策略為中介變項
5 陳家農 臨床心理學 再驗臨床版愛荷華決策作業用於區辨早期阿茲海默症與輕度認知障礙症之決策模式
6 盧欣蒂 臨床心理學 初探臨床版愛荷華決策作業用於評估酒精使用障礙症與控制組動態決策模式之區辨力

7 蕭坤元 臨床心理學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armonic Analysis of Arterial Pressure Pulse Wav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Performance

8 鄭皓中 臨床心理學 遺世的愛綿延長存：癌逝病患照顧者的悲傷調適之訪談研究
9 林楊林 臨床心理學 探討吸食安非他命者及吸食海洛因者之差異
10 李玹愷 社會與人格心理學 易暈船特質的性別差異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
11 江文慈 社會與人格心理學 心智鍛鍊：正念、感恩、韌性與心理健康的促進
12 賴姵妘 社會與人格心理學 探討高敏感族群的認知風格
13 許顥嚴 社會與人格心理學 網路迷因的呈現方式對於情緒感受程度之影響
14 李文婷 社會與人格心理學 利用機器學習來探討影響孤獨感的決定因子
15 高愉婷 社會與人格心理學 大學生愛情心理量表初探
16 陳宇澤 社會與人格心理學 探討社會文化因素對個體偏好的影響

17 謝鎮遠 社會與人格心理學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 A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expressions in isolation and
interaction.

18

Valentino
Marcel
Tahamata 社會與人格心理學 Effects of family membership on intent- and outcome-based moral judgment

19
林芳伃、陳譽
文、葉玲潔 發展心理學 紙性戀傾向之定義及發展趨勢—以成人依附型態探討

20 江雨臻 發展心理學 探討兒童期情緒臉孔辨識的發展與個體同理心程度的關聯性
21 陳美伶 發展心理學 情緒辨識與發展階段關聯性之探討
22 林宛蓁 發展心理學 孕期父母親伴侶關係與憂鬱之關聯：心理韌性的修飾效果
23 高士昌 實驗認知心理學 學科與性別認知偏誤之內隱連結研究
24 林品妘 實驗認知心理學 探討體現經驗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25 黃惞媃 實驗認知心理學 探討身形知覺與身體滿意度對飲食態度的影響
26 陳宜佳 實驗認知心理學 初探台灣兒童與成年人的色相區辨能力: 孟賽爾色棋作業
27 劉景華 實驗認知心理學 數學焦慮類別及其對數學表現影響之性別差異
28 鄭丞佑 實驗認知心理學 高空與平面視角的構念階層-熟悉度的角色
29 葉佩文 實驗認知心理學 以事件關聯電位探討臉部表情調節理解情緒詞的歷程

30
Kanthika
Latthirun 實驗認知心理學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mindfulness and multi-signal processing efficiency

31 Pei-Xuan Luo 實驗認知心理學
Race and orientation of face photos modulat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facial symmetry and attractiveness

32 吳舒婷 實驗認知心理學
Effects of functional disconnection between lateral orbitofrontal cortex and striatal
subareas on the acquisition of DRL schedule-controlled behavior in the rat

33 張良聖 實驗認知心理學
Do Mandarin Lexical Tones Affect Vowel-size Correspondence? The Congruency
Effect in Explicit and Implicit Tasks

34 張焜棠 實驗認知心理學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Resilience of Adults: The Role of Cognitive Control and
Flexibility

35 謝昀儒 神經與生理心理學
Effects of SUL on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in Pentylenetetrazol-Kindling Rat
Model

36 曾昱璇 神經與生理心理學 Effects of SUL on Neuronal and Behavioral Changes in a Rat Model of Epilepsy

37 潘祥昕 神經與生理心理學
Role of Modulation of GABAergic Activity in Behavioral Neural Function in an
Epilepsy Rat Model

38 林万焜 神經與生理心理學
Dietary restriction associated gut microbiota enhances cognitive function in mice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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