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議程(第一天)
時間/日期

2022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08:10~09:00

報到

Room：401

PL-1 從基礎科研到醫學檢驗產業-肺癌的多體學應用
俞松良 教授/主任
台灣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 台灣基因體暨遺傳學 理事長

09:00~09:50

Break

09:50~10:10

主題：COVID-19
Room：301
10:10~10:50

10:50~11:30

兒童新冠病毒家庭傳播,臨床表徵,和
重症危險因子
張鑾英 醫師
台大醫院 小兒部

COVID-19 抗病毒藥物現況及
發展
洪錦堂 教授/科主任
長庚大學 生化暨分子生物學科

SARS-CoV2 核酸檢測能力試
驗之評估分析
11:30~12:10

12:10~13:20

曹國倩 副執行長
長庚紀念醫院 行政中心醫檢部

高智雄 院長特助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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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瓊子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一般檢驗科

腸道微菌叢對於肝炎及肝癌預後
之影響:臨床研究、大數據研究、 動
物試驗與多體學研究
陳怡如 主任

自閉症患者之腸內道微生物菌叢代
謝異常與臨床症狀之相關性研究
陳昱潔 博士候選人
台大醫學院 心理學系

主題：大數據之精準檢驗應用
Room：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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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體學數據與智慧診療
陳璿宇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台灣精準健康暨毒理基因體學會 理事長

以基因體定序分析感染微生物之經
驗分享
黃耀廷 教授
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主題：多體學與 AI 影像之精準檢驗應用

Room：401

透過檢體稀釋與摻和建立與驗證
擴展之測量區間
陳建志 主任
為恭紀念醫院 檢驗部

試劑批號異動之可接受性評估
16:00~16:40

Sheldon Campbell, M.D., Ph.D.
Yale University

Molecular Diagnostics for
Precision Medicine.
Guang Fan, MD, PhD
OREGON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口頭發表
Room：402A
13:30-13:42
血小板用量之院際間同儕比較的客觀指標
13:42-13:54
利用蛋白質體學找尋血漿中肺癌生物標誌物
13:54-14:06
建立酵素免疫吸附法（ELISA）檢測抗黑色素
瘤分化相關基因 5（MDA5 ）自體抗體
14:06-14:18
首例應用實驗室開發的 ARMS-qPCR 方法
針對琥珀酸半醛脫氫?缺乏症進行胚胎植入前
遺傳診斷並健康活產
14:18-14:30
從未知到幸福的成功遺傳學旅程：實驗室開發
的外顯子體定序結合胚胎植入前遺傳診斷在
Bardet-Biedl syndrome 的應用
14:30-14:42
由未知邁向幸福：以第五凝血因子缺乏症家族
之客製化醫療為例
14:42-14:54
利用智能自動化抽血櫃台來改善採檢抱怨之
異常事件

Break

15:10~15:20

15:20~16:00

主題：個人醫療
Room：402A
Point of Care Test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台中榮民總醫院 皮膚科

Lunch Break

主題：TLIS 與標準作業指引
Room：301
TLIS 的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13:30~14:20

合辦單位：國立台灣大學精準醫學推動中心
主題：微菌叢之精準檢驗應用

游雅言 主任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醫事檢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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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32
運用精實手法縮短 COVID-19 抗原快篩檢驗
報告時效
15:32-15:44
檢驗流程數位轉型：無紙化

口腔癌多體學研究
余兆松 教授
長庚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中心

建構以大數據與人工智慧驅動之大
腸癌篩檢生態系
邱瀚模 教授/主任
台大醫院 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內科部

15:44-15:56
以 ICCAS 跨領域合作能力素養量表評估跨領
域團隊合作照護教育課程成效
15:56-16:08
以 BioFire FilmArray Respiratory Panel 2.1
檢測 SARS-CoV-2 陰性鼻咽檢體並分析 2022
年 1-5 月呼吸道病毒檢出率
16:08-16:20
在疫情爆發期間以 SARS-CoV-2 抗原快篩於
排程入院前檢測非 COVID-19 確診病人及陪
病者之篩檢成效評估
16:20-16:32
應用 2 維陣列法優化池化核酸檢驗之經驗分
享

大會議程(第二天)
時間/日期

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08:10~09:00

報到

Room：401
09:00~09:50
09:50~10:10

10:10~11:00

PL-2 肝癌的樹突細胞免疫治療

李威震 副院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Break
主題：再生醫療

主題：生 化 新 知
Room：301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Biochemical Assessment in
Osteoporosis/Fracture
Management

Room：401

成功 CAR-T 細胞治療的重要推手 醫檢師
李思慧 醫師

陳芳萍 醫師
基隆長庚醫院 婦產科

台大醫院 細胞治療科主治醫師
11:

CKD: eGFR-EPI 公式的導入
11:00~11:50

00
~

蔡燿隆 主任

11:

台南新樓醫院 檢驗科

許永和 院長
新國民醫院

你不可不知的美國臨床病理學
會醫檢師國際證照(ASCPi)

30
11:50~13:30

Lunch Break

11:00~12:00

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402ABCD)
得獎者演講
Room：402A

13:30-13:42
13:42-13:54

13:54-14:06
14:06-14:18
14:18-14:30
14:30-14:42
14:42~15:10
15:10-15:22

15:22-15:34
15:34-15:46

15:46-15:58
15:58-16:10

Disabled-2 蛋白參與 integrin αIIbβ3 outside-in
訊號路徑以活化人類血小板
曾慶平
卡博替尼藉由增加相關基因的表達與 JNK 訊息傳遞
的活化而促進 K562 白血病細胞進行紅血球系列細胞
分化
林亮音
PmrB 蛋白的 Ser253Leu 取代位置有助於提高
Acinetobacter nosocomialis 克痢黴素抗藥性
陳星宇
常在菌可作為哺乳動物細胞遭受棘阿米巴入侵時之天
然屏障
王昱仁
SC5005 透過消散膜電位以殺死金黃色葡萄球菌持
續細胞且無可偵測的抗藥性
邱浩傑
由載脂蛋白 J 陪伴的甾醇 O-酰基轉移酶 2 在病毒
和營養壓力下促使肝臟脂質累積
楊孔嘉

得獎者演講
Room：402B

Emergency SARS-CoV-2 Variants of
Concern： Novel Multiplex Real-Time
RT-PCR Assay for Rapid Detection and
Surveillance
簡明志

中草藥的使用可降低愛滋病毒感染合併骨質
疏鬆症或骨折患者的總死亡率
李如璧
結核分枝桿菌在不同熱去活化方法的生物安
全和蛋白質組學表現
王成蕙
利用聚合酶連鎖反應-限制酶片段長度多型
性檢測與鑑定李斯特氏菌種
廖朝財
在台灣女性陰道炎中披衣菌及陰道鞭毛蟲引
起性傳播疾病相關之陰道微生物菌群
邱淑芳
艱難梭狀桿菌感染之實驗室診斷流程優化
李岱芬

Break
嗜麥芽窄食單胞菌檸檬酸鐵攝取系統之闡明
施勇綸
正常人類支氣管上皮細胞對 A 型流感 pdmH1N1 或
H7N9 病毒感染的轉錄組差異
謝子萱
二方法學-CIA （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與 ELISA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偵測 anti-dsDNA
antibodies 在 SLE 的表現比較
張凰真
台灣於 1986 年 HBV 疫苗施打計畫前與執行後男女首
次捐血人感染 HBV 風險之分析
王萱慧
應用 HFMEA 與發展即時早期警示系統提昇洗腎病人
之病人安全
簡如慧

Quantitation of mycophenolic acid and
metabolites by UPLC-MS／MS in renal
transplant patients
黃韻芬
口腔鱗狀細胞癌衍生之外囊體內微小核醣核
酸會影響腫瘤預後
陳靜玫
應用差異性離心及 Annexin A5 磁珠收集胞
外小泡及其內含 RNA 作為肺癌液態切片檢
測之方法
王美嘉
預防性用藥對於輸用減白血品之門診病人以
避免其發生輸血不良反應的角色
李泰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