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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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冠 狀 病 毒  (SARS-CoV-2) 引 起 的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COVID-19) 自 2019 年起已造成全球 2.19 億人口的感染及近 455 萬人的死亡。由於其快

速的傳播速度及突變株出現，除了疫苗施打之外，研發針對 SARS-CoV-2 的抗病毒藥物將

有助於疫情控制、疾病預防和治療。在本次演講中，我們將簡述如何利用細胞平台來針對

SARS-CoV-2 病毒進入和複製的關鍵步驟，篩選抗 SARS-CoV-2 病毒的藥物。 

 

主持人 曹國倩 部主任 

長庚紀念醫院 行政中心醫檢部 

11/6 09:00~09:50 402A 會議室 

 



Special Lecture                                                          A-02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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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ng the threatening of COVID19 pandemic, medical technologist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many fields, which includes (1) nucleic acid tests (NAT) or rapid antigen test 

for outbreak investigation; (2) Virus isolation in BSL3 lab; (3) SARS-COV-2 virus whole 

genome sequences analysis by next generation sequence (NGS) technique; (4) Setup 

BSL3 neutralization antbody test to evaluate vaccine efficacy. 

In the defense of COVID19, Taiwan society had been experienced  the SARS-COV-2 

alpha virus outbreak in May, 2021. Up to date, about 16,300 confirmed case were 

identified, over 800 people dead from covid 19 related complication. To avoid the 

nosocomial infection, more strict measures were applied. First, in patient 

hospitalization process, both patient and accompany care givers should show 

negative nucleic acid test results sampling within 72 hours; second, high risk health 

care workers were required to accept periodic PCR surveillance every week. 

During outbreak investigation, both nucleic acid tests (NAT) and rapid antigen test 

were conducted simultaneously. Through the rapid antigen test, high viral load 

individual can be identified quickly, however, there’s possibility of false positive 

reaction. NAT remains the golden standard for outbreak investigation. 

The medical virology lab in LinKou CGMH received about 1700-2000 specimens each 

day. Over 120,000 PCR tests had been completed. To fulfill the clinical surveillance 

demand, we setup barcode identification system to insure the accuracy during 

specimen processing ; besides, different automatic nucleic acid detection system with 

different turn-around-time were also setup. In this way, we can provide PCR 

surveillance according to clinical needs. 

There are some sporadic COVID-19 infected cases identified both in the patient 

surveillance process before hospitalization or in health care worker surveillance. The 

battle with COVID19 continues, both PCR surveillance and vaccin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simultaneously to effective control the virus. 

主持人 游雅言 主任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醫事檢驗科 

11/6 09:55~10:45 402A 會議室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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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caused by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a novel enveloped RNA beta-coronavirus, that first 

emerged in Wuhan, China in December 2019 has become a global pandemic with 

239,437,517 confirmed infections and 4,879,235 deaths as of Oct 17, 2021. Patients 

with COVID-19 may present a varied disease spectrum with severity ranging from 

mild or even asymptomatic to fatal. Due to the nonspecific clinical presentations of 

COVID-19,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s (NAATs) to detect SARS-CoV-2 in clinical 

specimens are currently required for confirming the viral infection, which has built up 

stresses to clinical laboratories in multidimensions. Several rapid antigen tests and 

serology tests are now available for assisting COVID-19 diagnosis as well. Since 

accurate and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SARS-CoV-2 in suspected cases is crucial for 

efficient control of the outbreak, in this lecture,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e journey of 

SARS-CoV-2 testing in battling COVID-19 over the past year and a half in our 

laboratory.  

主持人 游雅言 主任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醫事檢驗科 

11/6 10:50~11:40 402A 會議室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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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was first reported in Wuhan, China in December, 2019. Identified as a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related coronavirus, it was named SARS-CoV-2. 

The disease spread rapidly, with the WHO declaring a global pandemic on March 11, 

2020. Despite the unprecedented pace of vaccine development, COVID-19 continues 

to spread with over 170 million infections and 37 million deaths recorded worldwide 

as of June, 2021, according to the COVID-19 Dashboard. 

Several vaccines based on mRNA platform or adenovirus vector technology have 

obtained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The global supply of available vaccines are 

not sufficient to end this pandemic. The addition of traditional recombinant subunit 

protein vaccines could strengthen current vaccination efforts. 

In this presentation, Several vaccines with different platform, including mRNA 

vaccines, viral vectored vaccines, inactivated whole virus vaccines will be introduced. 

Their clinical trials, efficacy, safety, as well as the status after EUA, i.e., effectiveness 

studies, booster vaccination studies, and mix-match vaccination studies will be 

discussed.  

主持人 甯孝真 副組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醫學研究發展部 

11/6 13:00~13:50 402A 會議室 

 



主持人 甯孝真 副組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醫學研究發展部 

11/6 13:55~14:45 402A 會議室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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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西方國家目前新冠病毒第三波第四波的疫情，只能說疫情險峻，大傳播的重要原因仍然被忽略。打了疫

苗兩劑甚至是三劑，仍然無法阻擋病毒的大傳播，根本的原因，其實還是在這次病毒是空氣傳播，新冠病毒

大小是約 100 個奈米，所以空氣傳染以及環境的傳播，才是這次新冠病毒難以控制的主要原因。最近很多國

家都已經改變防制策略，嘗試學習與病毒和平共存。那麼我們就來思考如何與病毒和平共存，如何防堵病毒。 

如果我們只想以傳統的疫苗來對抗傳染病，而忽略環境傳播，控制病毒的效果是十分有限。這一次以色列、

美國、英國、法國，應該是疫苗打得最早而且打得最完整的國家，但是仍然繼續發生第三波第四波甚至第五

或六波的大傳播，而且現在新增的確診案例，有相當一大部分是突破性傳染。這個事實指出，密閉空間中的

空氣傳染，仍然是大傳播最主要的因素。目前已經有許多國際上的研究，一再地證實氣膠的空氣傳染，是病

毒傳播的主要途徑之一，所以應該針對密閉空間的空氣傳染來阻隔病毒傳染，才有辦法阻擋病毒繼續擴散。

改善密閉空間的通風換氣，建構一個抗病毒的環境，讓病毒不能夠在密閉空間裡面逗留或是生存，才有辦法

控制疫情。 

環境的傳播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1.室內通風換氣不足：目前學界不僅發現 COVID-19 隔離病房的空氣採樣中出現 SARS-CoV-2 的蹤跡，也發

現氣膠中的病毒可持續存活及保有感染力一段時間。多起出現在大眾運輸、公寓、商場、餐廳、合唱團等地

的感染事件，元兇均直指為空氣傳播。研究顯示，氣膠懸浮停滯時間會在通風排氣不佳的空間中 10 倍增加，

也因此，必須注重密閉空間的通風換氣。 

2. 空氣污染：在實證上，二氧化氮（NO2，為交通空污指標）和 PM2.5 濃度，與 COVID-19 的基礎再生數

（R0）、發生率、重症率、死亡率等指標，都呈現正相關。病毒可能隨 PM2.5 粒子在高空進行長程傳播，在

禽流感病毒已經得到證實。其次，病毒進入人體細胞需要經過「ACE-2 受體」，而研究顯示空氣污染可能增加

ACE-2 受體的表現。再者，空污可能影響人體免疫功能，讓未感染者 COVID-19 感染機率增加、讓罹患 COVID-

19 者病情更嚴重。因此，防治空污也有助於遏止 COVID-19 傳播，而空污較嚴重區域則可考慮列為高度警戒

疫情爆發和再爆發的地區。 

3. 廁所及下水道：當感染者帶有病毒的糞便由馬桶進入下水道系統，在污水被排放的同時也會製造帶有病毒

的氣膠或微小水滴，並可能從因久未使用或功能不佳而乾涸的 U 型存水彎（U-trap）傳播至樓上公寓，或在

打開浴室抽風扇時由氣流帶進樓上公寓及其他鄰近建築。在 2003 年香港淘大花園的 SARS 大傳染，就已經

證實與污水共管的傳播方式有關。所以建議所以上完廁所要蓋上馬桶蓋再沖水！ 

4. 物體表面：在現代社會中，工作和生活的空間充斥過多的人造物。研究顯示，COVID-19 病毒在光滑的不

鏽鋼和塑膠固體表面，能穩定存活最久。如能以原木材質的物品加以取代，會有較好的防疫功效。 

5. 氣候因素：研究顯示，溫濕度提高，包含日光的曝曬，可能會破壞病毒及減少其存活的穩定性，從而減少

疫情的傳播。然而，這些研究較少考慮到熱帶/亞熱帶氣候與中緯度國家夏季溫濕度的差異，不同研究也還有

不一致的發現，可能還存在一定的爭議。 

了解了環境的傳播因素，我們該採取怎樣的策略對抗病毒？ 

如何建構一個抗病毒的環境? 

1. 改善密閉空間的通風換氣 

2. 減少室內塑膠椅及不鏽鋼的用品 

3. 種植可以抑制病毒的植栽及樹木，阻擋病毒在環境生存 

4. 善用具有 HEPA 及能夠殺病毒的分子微粒的空氣清淨機 

5. 多攝取含有抗病毒成分的食物 

6. 提倡森林浴及森林旅遊，保護森林再造森林，並鼓勵都市的森林再造 

總之，減少室內密閉空間中的病毒傳播，建構一個抗病毒的室內環境，建構每個居家及個人獨立的水、汙水，

及空氣交換系統，良好的通風換氣系統，將是建造一個防疫健康宅的基本設計。 建構一個讓病毒不容易存留

的環境，有充分抗病毒的建材的環境，充分的通風換氣的環境，讓病毒在我們工作以及居住的環境當中，都

不易和人們接觸。充分的環境防疫，建構一個防疫健康宅及社區及大樓，人類才有辦法與病毒和平共存。 飲

食上面也必須要注意，多攝食抗病毒的一些食物，健康的運動習慣，生活起居正常，讓每一個人都有較好的

免疫力。從生物個體的內在以及外在環境，都能夠做到防疫以及促進健康，那麼加上疫苗注射，如此一來才

有辦法與病毒共存。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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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9 年底全球爆發 COVID-19 疫情以來，隨著疫情蔓延發展與防疫策略調整，對於日

常生活造成的衝擊與改變以及帶來的新措施逐漸由排斥、抵抗、被動接受、懷疑到忍耐、接

受、認同甚至倡導，都給我們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思考。根據過去一年多的演變，臨床檢驗也

因應發展出新興模式，亦藉此讓我們更進一步思考未來臨床實驗室診斷之發展策略；根據

全球疫情觀察，醫療主要受到了四種新興技術的刺激與衝擊，包括:物聯網、大數據、人工

智慧、區塊鍊等。這些電子科技同時也給醫學檢驗帶來新的構想，例如:防疫需求避免人與

人直接接觸，因此遠距醫療利用穿戴式裝置與智慧型手持設備蒐集個體生命徵象與檢驗數

據，時間、範圍、群體所彙整的大數據對於過去與現在檢驗和疫調提供技術上的改進與防

疫上的監控，更進一步利用大數據結合人工智慧作為預測與模擬未來醫療措施、政策制定、

檢驗技術、社會照護的依據，這些雖然帶給我們效率、信賴、安全但也衝擊到傳統對於個人

隱私、人權自主、倫理規範及資訊安全的堅持，在臨床檢驗上，我們需要思考這些新技術帶

來的利弊，並與傳統的思維調和，才能為後疫情時代的檢驗發展帶來進步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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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14:55~15:45 402A 會議室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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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自 2015 年起，建置屬於台灣的醫事檢驗品質指標系統平台-台灣臨床實驗室品質指標

系列（Taiwan Laboratory Indicator Series, TLIS），於 2017 年正式啟用填報，希望定期提

供同儕品質指標相關比較數據資料，作為各臨床實驗室持續改善的參考。 

本會於 2019 年發表創刊號年報，固定每年 6 月份發表年報，本次講題將報告 2021 年 1 至

8 月全台各實驗室填報情形及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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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15:50~16:40 402A 會議室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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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癌症治療以化學治療為主，但目前藥物開發大多很精準的針對特定腫瘤基因變異進行

治療。因此近 20 年來有許多標靶治療被開發出來且快速增加中。為選擇對治療會有反應的

病患族群，自然會有搭配藥物的伴隨性診斷被開發出來，目的在檢測該標靶基因是否產生

變異。像是大家熟悉的上皮生長因子受體 (EGFR)突變檢測就是肺腺癌是否適合接受 EGFR

導向標靶治療的重要檢測。在這樣的背景下，次世代定序的導入被賦予了一些期待: 次世代

定序能同時檢測許多基因: 針對同一個癌症需要檢測的基因往往超過一個，此時倘若使用

傳統依次一個基因的方式進行檢測不但曠日廢時，也造成珍貴病患檢體的耗損。次世代基

因定序可以再使用較一般基因檢測稍多的檢體執行數百個基因的檢測，提升時效、節省檢

體。次世代定序亦能進行巨大基因的分析: 近期 PARP 抑制劑問世，其治療特別在乳癌基

因 BRCA1/2 突變的腫瘤特別有效。BRCA1/2 基因非常龐大且缺乏突變的熱點(hotspots) 

導致在過去需要用數百個聚合酶鏈鎖反應加上數百次定序才能完整解析該二基因是否突

變，相當耗工耗時。但現在次世代定序儀器可以在兩天之內完成許多這樣的檢測。次世代

定序亦能進行複雜的基因變異分析: 腫瘤突變除了產生基因本身序列的改變，也可能肇因

於致癌基因與其他基因錯位對接融合(fusion)促使致癌基因過度表現。以 NTRK1/2/3 這三

個致癌基因來說，其錯為對接產生融合的對象以及樣態可能高達 100 多種，且數目還增加

中。過去傳統的基因檢測很難詳細解析這樣的基因變異，但次世代定序瘸時能有效達成。

除了上述三種狀況外，次世代定序能有效、廣泛性的剖析癌症基因體特徵: 因次世代定序可

以同時執行大規模基因體剖析，因此除了單純探勘基因是否發生有意義的突變壞，亦可以

同時在基因外顯子(exon)甚或內涵子(intron)的區域鋪排偵測的序列，依此可針對基因錯配

修復機制(MMR)缺失的微衛星不穩定(MSI)以及同源性重組修復(HRR)缺失的雜合性缺失

(LOH)位點進行檢測。在過去這些檢測都必須分別操作，其中廣泛的探勘 LOH 過往需要使

用基因微陣列晶片並結合運算。此外，新的腫瘤基因參數”腫瘤突變負荷量”(tumor 

mutational burden, TMB) 更是一個只能由次世代定序檢測出的參數。其定義是在基因體

上每一百萬鹼基(megabase, Mb)平均發生的突變數量。目前僅有次世代定序能在短時間之

內針對整個基因外顯子(exon)進行定序、或是挑選有代表性的數百個基因進行定序對腫瘤

突變負荷量進行計算或是估算。因此次世代基因定序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主持人 李名世 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1/6 09:20~10:10 402B 會議室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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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細胞癌是全球性的疾病，肝硬化病人造成肝細胞癌的個案在許多國家持續增加中。針對

診斷為晚期肝細胞癌或是其他方法治療失敗的晚期肝細胞癌病人，有許多新藥都在開發中，

蕾莎瓦(sorafenib) 是一種口服 multikinase inhibitor，具有強大的抗血管生成和促凋亡活

性，被認可為可以有效延長此類病患壽命。血液中的蕾莎瓦藥物濃度受個體患者的各種生

理和病理生理影響。同一劑量在不同病人身上可能會有不同的血漿濃度，這可能導致藥物

濃度不足而無法達到療效或藥物濃度過高增加不良藥物反應。此類藥物根據研究顯示有造

成手足皮膚反應的情況，嚴重影響病患的生理，心理及社交行為，也可能造成病患自行降

低劑量或者停藥的情況發生，因此將無法受益於此類藥物延長壽命的療效。本研究建立了

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法可以精確定量血中蕾莎瓦濃度，成功應用於臨床檢體的血中蕾莎瓦

濃度定量。由 134 位病患所收集到的 418 個檢體中，我們發現即使服用同一劑量的病患，

其血中濃度可以相差至數百倍之多，藥物濃度與服用劑量不呈現相關性但與不良反應的發

生有關聯。 

主持人 李名世 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11/6 10:15~11:05 402B 會議室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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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起，COVID-19 肆虐全球，截至 2021 年 10 月全球感染人數已超過 2 億人，

造成超過 455 萬人死亡。面對此類新興傳染性疾病，許多醫學文獻，包含疾病併發症、疫

苗併發症等，如雨後春筍般發表，身為醫療人員的我們需要對於特定主題進行證據的全面

統整及評估，才能有效地進行醫療決策。本次演講將分享如何利用實證醫學的方式，對於

特定未有 COVID-19 照護議題進行系統性回顧及統合分析，相關實證數據除了可提供臨床

診治參考外，更能透過論文發表增進台灣研究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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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11:10~12:00 402B 會議室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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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起中國湖北武漢市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群聚，疫情初期個案多與武漢華南海鮮

城活動史有關，中國官方於 2020 年 1 月 9 日公布其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此疫情隨後

迅速在中國其他省市與世界各地擴散，並證實可有效人傳人。世界衛生組織（World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 2020 年 1 月 30 日公布此為一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2 月 11 日將此新型冠狀病毒所造成的疾

病稱為 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2019），國際病毒學分類學會則將此病毒學名定

為 SARS-CoV-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為監測與防治

此新興傳染病，我國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起公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並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確診第一起境外移入確診個案，另於 1 月 28

日確診第 1 例本土個案，為境外移入造成之家庭群聚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屬

冠狀病毒科（Coronavirinae）之 beta 亞科（betacoronavirus），其病毒特性仍在研究中。

冠狀病毒科（Coronavirinae, CoV）是造成人類與動物疾病的重要病原體，為一群有外套

膜之單股正鏈 RNA 病毒目前對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的完整傳播途徑，尚未完全瞭

解。所以新型冠狀病毒的生物安全考量尤為重要。 

主持人 施勇綸 主任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病理檢驗科 

11/6 13:00~13:50 402B 會議室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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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疫情在去年(2020 年)來得又急又快，因近期分生檢驗技術的快速進步，不同於

過去 SARS 疫情幾乎仰賴臨床症狀做診斷，本次疫情中， SARS-CoV-2 病毒的 RT-PCR 檢

測結果成為醫師診斷病人是否罹患 COVID-19 最主要的依據。實驗室除了需要快速建立檢

驗方法外，為了達成各項不同的任務(如：緊急檢測以決定病人流向與醫療防護裝備、配合

衛生主管機關進行疫情調查、提供出入境特需求民眾進行檢測並核發陰性證明報告、配合

各項時效性報告上傳需求…等)，需要與院內感染管制中心、護理部、急診部、感染科、資

訊室等單位相互溝通合作。本次演說將分享高醫在疫情期間，實驗室應變與利用跨團隊合

作來完成各項感染管制、病人處置與轉歸、員工健康監測等防疫任務之經驗。 

主持人 施勇綸 主任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病理檢驗科 

11/6 13:55~14:45 402B 會議室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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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之實驗室生物安全實務操作 

1.檢驗前：檢體採檢、檢體運送、檢體簽收之安全措施。 

2.檢驗中：檢體操作、檢體萃取與 PCR 上機之安全措施。 

3.檢驗後：剩餘檢體高溫高壓滅菌或委外處理，陽性檢體外送昆陽實驗室。 

4.可於 BSL-2 實驗室進行之操作事項。 

5.須於 BSL-2 實驗室之 BSC 內進行操作事項。 

6.病毒分離及培養之生物安全。 

7.人員教育訓練。 

8.溢出物處理。 

9.實驗室事故／意外事件處置。 

主持人 施勇綸 主任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病理檢驗科 

11/6 14:50~15:40 402B 會議室 

 



Spec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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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主流化 （Gender mainstreaming）」是聯合國在全世界推行的一個概念，是指所有

政策活動，均以落實性別意識為核心，要求過去的政策、立法與資源須要重新配置、改變，

以真正反映性別平等上。同樣用性別主流化去檢視既有政策，還可以在教育、環保、醫療等

發現許多違反性別平等所造成不當政策。故推動性別主流化，可以讓各行業在工作上擁有

真正的平等，且可以在兩性分工合作上達到最佳之工作效率與團隊和諧。而在 covid-19 疫

情下性別平等所受到的衝擊與影響，值得我們深思與檢討。 

 

主持人 謝明昌 副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事檢驗科 

11/6 15:50~17:30 402B 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