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會 議 程 (第 一 天 ) 

110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09:00~17:00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課程一（402A 會議室） 

時間 題          目 主講人 

主持人：曹國倩 部主任（長庚紀念醫院 行政中心醫檢部） 

09:00~09:50 

A-01 

Cell-based antiviral screening 

against SARS-CoV-2 and its 

application in development of 

virus specific inhibitors.  

張淑媛 教授 

台大醫學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主持人：游雅言 主任（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醫事檢驗科） 

09:55~10:45 

A-02 

COVID19 核酸及抗原檢驗-林口長

庚經驗分享 

黃瓊瑰 醫檢主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醫檢部 

10:50~11:40 

A-03 

COVID-19 檢驗在防疫的角色—臺北

榮總經驗分享 

何祥齡 科主任 

臺北榮總 病理檢驗部一般檢驗科 

11:40~13:00 Lunch 

主持人：甯孝真 副組長（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醫學研究發展部） 

13:00~13:50 

A-04 

Development of COVID-19 

vaccines 

戴伊晨 處長 

高端疫苗生物製劑 醫學事務處 

13:55~14:45 
A-05 

後疫情時代的防疫健康的新思維 

蘇大成 主任 

台大醫院 環境及職業醫學部 

14:45~14:55 Break 

主持人：高智雄 院長特助兼檢驗科主任（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檢驗科） 

14:55~15:45 

A-06 

後疫情時代臨床檢驗發展及資訊雲端

管理 

蘇剛毅 副教授 

台大醫學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15:50~16:40 

A-07 

2021 年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系

列年報 

蕭瓊子 技術主任 

中國附醫 檢驗醫學部一般檢驗醫學科 

 
 



大 會 議 程 (第 一 天 ) 

110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09:00~17:30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課程二（402B 會議室） 

時間 題          目 主講人 

主持人：李名世 理事長（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09:20~10:10 
B-01 

癌症伴隨性診斷的演進 

李健逢 部長 

奇美醫院 病理中心 

10:15~11:05 

B-02 

以質譜技術發展監控癌症標靶藥物濃

度檢驗 

林佳霓 醫檢副主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檢驗醫學部 

主持人：謝文祥 副部長（義大醫療財團法人行政中心 醫療品質部） 

11:10~12:00 
B-03 

如何發表 COVID-19 實證醫學論文 

邵時傑 主任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實證醫學中心 

12:00~13:00 Lunch 

主持人：施勇綸 主任（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病理檢驗科） 

13:00~13:50 

B-04 

COVID-19 生物安全考量：從病人

到病房 

黃建賢 主任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感染科 

13:55~14:45 

B-05 

COVID-19 生物安全考量：實驗室應

變與跨團隊合作經驗分享 

陳昭儒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檢驗醫學部 

14:50~15:40 

B-06 

COVID-19 生物安全考量：檢驗前/

中/後實務操作的經驗分享 

林志諺 組長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病理檢驗科 

15:40~15:50 Break 

主持人：謝明昌 副主任（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事檢驗科） 

15:50~17:30 

B-07 

疫情下之性別平等-從性別主流化觀

點談起 

姜泰安 副校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大 會 議 程 (第 一 天 )  
110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09:00~17:20 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學術論文獎得獎者演講 402D 會議室 (線上轉播) 

時間 題目 主講人 

09:00～09:15 

C-01 
Proteogenomics of Non-smoking Lung 
Cancer in East Asia Delineates Molecular 
Signatures of Pathogenesis and 
Progression 

【學術論文獎基礎研究組】 

俞松良 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09:20~09:35 

C-02 
L-Carnitine ameliorates congenital 
myopathy in a tropomyosin 3 de novo 
mutation transgenic zebrafish 

【學術論文獎基礎研究組】 

許博睿 醫事檢驗師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09:40~09:55 

C-03 
PCDH10 exerts tumor-suppressor 
functions through modulation of 
EGFR/AKT axis in colorectal cancer 

【學術論文獎基礎研究組】 

楊雅倩 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10:00~10:15 

C-04 
The Role of Toll-Like Receptor-2 in 
Clostridioides difficile Infection: Evidence 
From a Mouse Model and Clinical 
Patients 

【學術論文獎基礎研究組】 

賴怡馨 

成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10:20~10:35 

C-05 
Amino Acid Deletions in p6Gag Domain of 
HIV-1 CRF07_BC Ameliorate Galectin-3 
Mediated Enhancement in Viral Budding 

【學術論文獎基礎研究組】 

王聖帆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10:35~10:45 Break 

10:45~11:00 

C-06 
AdeABC Efflux Pump Controlled by 
AdeRS Two Component System 
Conferring Resistance to Tigecycline, 
Omadacycline and Eravacycline in Clinical 
Carbapenem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nosocomialis 

【Sysmex 醫學檢驗論文獎甲組 

基礎研究組】 

孫俊仁 副研究員 

國防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 

11:05~11:20 

C-07 
Deacidification by FhlA-dependent 
hydrogenase is involved in urease activity 
and urinary stone formation in 
uropathogenic Proteus mirabilis 

【Sysmex 醫學檢驗論文獎甲組 

基礎研究組】 

廖淑貞 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11:25~11:40 

C-08 
Internal water channel formation in 
CXCR4 is crucial for Gi-protein coupling 
upon activation by CXCL12 

【優秀青年論文獎基礎研究組】 

張淳淳 主任 

花蓮慈濟醫院檢驗醫學科 

11:45~12:00 

C-09 
Utilizing sigma metrics to optimize the 
quality control process of clinical 
chemistry tests 

【Bio-Rad 醫學檢驗論文獎 A 組】 

林宏澤 醫檢組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檢驗醫學部 

12:00~13:00 Lunch 

(續下頁)  



13:00～13:15 

C-10 
Novel dual multiplex real-time RT-PCR assays 
for the rapid detection of SARS-CoV-2, 
influenza A/B, and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using the BD MAX open system 

【學術論文獎臨床應用組】 

鍾欣怡 醫事檢驗師 

三軍總醫院臨床病理科 

13:20~13:35 
C-11 
Alterations of Gut Microbiota in Patients With 
Graves’ Disease 

【學術論文獎臨床應用組】 

張仕政 研發主任 

林口長庚檢驗醫學科分子檢驗組 

13:40~13:55 

C-12 
Requirement of cyclin-dependent kinase 
function for hepatitis B virus cccDNA 
synthesis as measured by digital PCR 

【學術論文獎臨床應用組】 

黃溫雅 教授 

成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14:00~14:15 

C-13 
Evaluation of Newly Developed Easy-Open 
Assistive Devices for Pneumatic Tube System 
Carriers for the Reduction of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學術論文獎臨床應用組】 

簡慈儀 醫事檢驗師 

臺大醫院癌醫中心分院 

14:20~14:35 

C-14 
Optimizing laboratory workflow for the 
diagnosis of Clostridiodes difficile infection in 
a medical center in Northern Taiwan 

【學術論文獎臨床應用組】 

張富傑 感染管制醫檢師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14:40~14:55 
C-15 
Blood Glucose and Renal Function Evaluation 
in Patients with Viral Hepatitis 

【學術論文獎臨床應用組】 

徐文通 醫事檢驗師 

國軍臺中總醫院檢驗科 

14:55~15:05 Break 

15:05～15:20 

C-16 
Increasing Cytomegalovirus Detection Rate 
from Respiratory Tract Specimens by a New 
Laboratory-Developed Automated Molecular 
Diagnostic Test 

【學術論文獎臨床應用組】 

蔡慧頻 組長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病理部 

15:25~15:40 

C-17 
Combination of modified 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 (mCIM) and EDTA-CIM 
(eCIM) for phenotypic detection of 
carbapenemase-producing 
Enterobacteriaceae 

【學術論文獎臨床應用組】 

蔡雅旻 組長 

恩主公醫院檢驗科 

15:45~16:00 

C-18 
Establishment of an Expended Carrier 
Screening Panel for Autosomal Recessive 
Diseases by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Abbott 醫學檢驗論文獎】 

張乃中 醫事檢驗師 

林口長庚醫院檢驗醫學部 

16:05~16:20 

C-19 
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Haemophilus 
influenzae – emergence, epidemiology, risk 
factors, and regimen 

【Abbott 醫學檢驗論文獎】 

何政勳 助理教授 

義守大學醫學檢驗技術學系 

16:25~16:40 
C-20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hemolysis on 
coagulation parameters of blood samples 

【Sysmex 醫學檢驗論文獎甲組

臨床應用組】 

潘琳琳 醫檢主任 

嘉義長庚醫院檢驗醫學科 

16:45~17:00 

C-21 
Faster waning of the rubella-specific immune 
response in young pregnant women 
immunized with MMR at 15 months 

【Sysmex 醫學檢驗論文獎甲組

臨床應用組】 

孔婉茹 醫事檢驗師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17:05~17:20 

C-22 
The Measurement of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Determines the Accuracy of Calculated 
Oxygen Saturation by Blood Gas Analyzers 

【優秀青年論文獎臨床應用組】 

蔡宸豪 醫事檢驗師 

臺大醫院癌醫中心分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