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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醫學學術研討會 
2019 Biomedical Research Symposium of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邀請壁報發表者清單 
(依計畫編號排序) 

 

備註： 

若您為(1) 108年度新增計畫主持人，或(2)甫於 107年度全程結束之計畫主持人、或(3) NHRI研究

人員，且有意投稿壁報發表者，其分組安排將於報名結束後另行公告。 

 

                                                                         108.7.15製表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行機構 主持人/ 

國衛院執行人 

壁報
編號 

NHRI-EX108

-10404PI 

自閉症類群患童之神經認知與心理社會功能發

展:長期追蹤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高淑芬 E-01 

NHRI-EX108

-10502NI 

探討影響中樞神經膠質細胞惡性度進展之生物

因子與新穎腦疾療法開發 

長庚大學 魏國珍 B-01 

NHRI-EX108

-10504PI 

抑制劑－磷酸化酵素－生化途徑－疾病交互作

用網絡應用於癌症機制探討與新型抑制劑開發 

國立交通大學 楊進木 E-02 

NHRI-EX108

-10505PI 

心臟-腎臟-糖尿-神經整合性照護計畫之臨床品

質與成本效益研究 

高雄醫學大學 黃尚志 E-03 

NHRI-EX108

-10509NC 

探討前葉皮質細胞的認知功能與神經網路結構

的對應關係 

國立陽明大學 陳摘文 B-02 

NHRI-EX108

-10510PC 

探討台灣醫療院所照護指標與慢性腎臟病患者

長期預後之關係 

亞東紀念醫院 吳泓彥 E-04 

NHRI-EX108

-10512SI 

前列腺素 E2促進心肌再生的機制研究 中央研究院 謝清河 A-01 

NHRI-EX108

-10513SC 

以基因轉化細胞建構三維立體竇房結組織 臺北榮民總醫

院 

胡瑜峰 A-02 

NHRI-EX108

-10601BI 

探討 ARL4 GTPases 訊息傳遞在調控癌症進展

上的分子機制 

國立臺灣大學 李芳仁 C-01 

NHRI-EX108

-10602BI 

長鏈非編碼 RNA 在雌激素非依賴型乳癌中的

功能 

中國醫藥大學 王紹椿 C-02 

NHRI-EX108

-10603EI 

高創意離子阱細胞分離儀的研發及其應用 中央研究院 陳仲瑄 D-01 

NHRI-EX108

-10604PI 

鏡像治療結合跨顱直流電刺激於中風復健之療

效增益試驗 

長庚大學 吳菁宜 E-05 

NHRI-EX108

-10605PI 

利用幹細胞的技術發展早期偵測及個人化血管

性疾病醫療 

中國醫藥大學 卓夙航 E-06 

NHRI-EX108

-10606PI 

開發新穎的基因標記應用在氣喘的精確化醫療 國立臺灣大學 李永凌 E-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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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行機構 主持人/ 

國衛院執行人 

壁報
編號 

NHRI-EX108

-10607SI 

微生物組體衍生藥劑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在糖尿

病傷口的治療 

國立中央大學 黃俊銘 A-03 

NHRI-EX108

-10609BC 

樹枝狀高分子磷酸鈣奈米載體於癌症標靶基因

治療上之應用 

國立清華大學 陳韻晶/ 

林淑宜 

C-03 

NHRI-EX108

-10610BC 

探討DNA去甲基化藥物於肺癌免疫活性之調控

以優化免疫治療療效 

國立臺灣大學 蔡幸真 C-04 

NHRI-EX108

-10611EI 

首發思覺失調症進程之腦連結變化：腦網路內

在表現型之延伸研究 

國立陽明大學 林慶波 D-02 

NHRI-EX108

-10612EC 

引導性牙齒間質的分子調控機制之探討與應用

於牙齒再生 

國立臺灣大學 張玉芳 D-03 

NHRI-EX108

-10613NI 

CC2D1A在突觸可塑性及認知功能表現之角色

探討 

國立成功大學 許桂森 B-03 

NHRI-EX108

-10614NI 

以 DcR3-HBD治療阿茲海默症之臨床前模式試

驗 

國立陽明大學 鄭菡若 B-04 

NHRI-EX108

-10615NC 

巴金森氏症體感覺異常之神經機轉 --- 功能性

磁振造影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曾明宗 B-05 

NHRI-EX108

-10616PI 

從照護連續性邁向協調性照護：全民健保雲端

藥歷系統的影響評估 

國立臺灣大學 鄭守夏 E-08 

NHRI-EX108

-10617SI 

肥重基因在粒線體及缺氧傷害的多樣角色 長庚大學 王朝永 A-04 

NHRI-EX108

-10618SC 

以亮點追蹤超音波及微型核醣核酸評估肺高壓

導致之右心衰竭之影響 

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 

張瑋婷 A-05 

NHRI-EX108

-10619SC 

提升多源基因體及轉錄體組裝之精確度，探討

腸道菌群與發炎性腸炎疾病的相關性 

中央研究院 蔡怡陞 A-06 

NHRI-EX108

-10620BI 

C型肝病毒非結構性蛋白 NS5A磷酸化參與病

毒複製與癌化的機制 

國立臺灣大學 余明俊 C-05 

NHRI-EX108

-10621BI 

細胞質內Musashi-1/AGO2蛋白結合在轉譯調控

與腫瘤惡化之功能性探討 

國立陽明大學 邱士華 C-06 

NHRI-EX108

-10622BI 

探討變形運動在瀰漫性大型 B細胞淋巴瘤之分

子機轉與臨床意義 

國立陽明大學 楊慕華 C-07 

NHRI-EX108

-10623BI 

探討 KSHV病毒基因體簇聚及穩定存在癌症細

胞的機制 

長庚大學 邱亞芳 C-08 

NHRI-EX108

-10624EI 

發展微流道三維細胞培養系統以進行運用金奈

米液滴之光熱治療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李百祺 D-04 

NHRI-EX108

-10625EI 

探索毛囊的機械生物效應及力學治療禿髮的可

行性研究 

國立陽明大學 李光申 D-05 

NHRI-EX108

-10626EI 

人工智慧影像辨識系統輔助硬脊膜外腔麻醉決

策 

國立陽明大學 郭文娟 D-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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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行機構 主持人/ 

國衛院執行人 

壁報
編號 

NHRI-EX108

-10627NI 

躁症與鬱症發作之全基因轉錄體的系統性分析

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郭柏秀 B-06 

NHRI-EX108

-10628NI 

鑑定對抗在神經退化疾病中有毒 TDP-43寡聚

體之單株抗體 

中央研究院 陳韻如 B-07 

NHRI-EX108

-10629PI 

生活環境及飲食生活習慣對年輕成年人心血管

代謝之健康效應 

國立臺灣大學 蘇大成 E-09 

NHRI-EX108

-10630SI 

ZNRF1在胞飲體中的 TLRs引發發炎反應所扮

演的角色 

國立臺灣大學 徐立中/ 

莊宗顯 

A-07 

NHRI-EX108

-10631SI 

新穎的色胺酸代謝物於慢性腎臟疾病致病機轉

及治療的角色 

國防醫學院 許育瑞 A-08 

NHRI-EX108

-10632SI 

病毒和宿主反應對樹突細胞恆定及功能的影響 國立臺灣大學 李建國 A-09 

NHRI-EX108

-10633SI 

活化內生性羥甲基化以回復纖維化腎臟促紅血

球生成素的生成 

國立臺灣大學 林水龍 A-10 

NHRI-EX108

-10701BI 

EB病毒造成細胞結構變化對細胞侵入性及細胞

核質運輸之影響 

國立臺灣大學 陳美如 C-09 

NHRI-EX108

-10702BI 

探討 ZBTB46在神經內分泌前列腺癌抗藥性之

分子機轉及治療研究 

臺北醫學大學 劉晏年 C-10 

NHRI-EX108

-10703PI 

出生前三聚氰胺與塑化劑的暴露對孩童腎臟傷

害之影響 

高雄醫學大學 吳明蒼 E-10 

NHRI-EX108

-10704PI 

加護病房臨終照顧品質對家屬喪親後哀傷調適

影響 

長庚大學 唐秀治 E-11 

NHRI-EX108

-10705BI 

代謝症候群相關之微小脂蛋白及其受體在肝癌

之角色探討 

中國醫藥大學 馬文隆 C-11 

NHRI-EX108

-10706BI 

ADAM9標靶藥對微環境和腫瘤進展的調控 中國醫藥大學 佘玉萍/ 

劉士任 

C-12 

NHRI-EX108

-10708BI 

探討長鏈非編碼 RNA NORAD在乳癌及肺癌轉

移之調控與功能 

中央研究院 陳瑞華 C-13 

NHRI-EX108

-10709BI 

以基因表現巨量數據尋找高危險群神經母細胞

瘤之新穎組合治療策略 

國立臺灣大學 阮雪芬 C-14 

NHRI-EX108

-10710BC 

晚期攝護腺癌之循環腫瘤細胞特性分析及其於

精準腫瘤學應用 

臺中榮民總醫

院 

蕭自宏 C-15 

NHRI-EX108

-10712EI 

高頻超快速超音波造影技術應用於手部屈肌肌

腱功能評估 

國立成功大學 黃執中 D-07 

NHRI-EX108

-10713EI 

利用類器官細胞晶片探討癌轉移前微環境的物

理性要素 

國立清華大學 曾繁根 D-08 

NHRI-EX108

-10714EC 

結合個人化器官晶片及細胞標定技術於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之應用研究 

國立交通大學 陳冠宇 D-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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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行機構 主持人/ 

國衛院執行人 

壁報
編號 

NHRI-EX108

-10715EC 

運用納米纖維膜控制釋放二十二碳六烯酸來治

療脊髓損傷 

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 

劉倬昊 D-10 

NHRI-EX108

-10716NC 

巴金森氏症之致病機轉探討:基因和腸道發炎物

質交互作用之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林靜嫻 B-08 

NHRI-EX108

-10717PI 

開發智慧型的臨床照護與健康政策評估系統-以

糖尿病全疾病模型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 陸行/ 

許志成 

E-12 

NHRI-EX108

-10718PC 

利用基因工具變項探討肥胖程度改變致孩童過

敏疾患之中介因子 

臺北醫學大學 陳揚卿 E-13 

NHRI-EX108

-10719SI 

從脂肪到心臟：研究脂肪中的 CPEB2對心臟的

保護作用 

中央研究院 黃怡萱 A-11 

NHRI-EX108

-10720SI 

經由 AhR-Jdp2-Nrf2路徑來探討細胞可塑性與

氧張力之研究 

高雄醫學大學 橫山一成 A-12 

NHRI-EX108

-10721SC 

發展茲卡病毒之奈米疫苗與建立免疫健全小鼠

之動物模式 

國立臺灣大學 陳慧文 A-13 

NHRI-EX108

-10722SC 

探討 IL-20 於心肌梗塞的角色 國立成功大學 蔡昆霖 A-14 

NHRI-EX108

-10724SC 

脂蛋白血脂於早期心房心肌病變與心房顫動發

生的轉譯醫學研究 

高雄醫學大學 李香君 A-16 

NHRI-EX108

-10725BI 

探討核受體NR4A3在由第二型間質蛋白酶抑制

攝護腺癌惡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國立臺灣大學 李明學 C-16 

NHRI-EX108

-10726BI 

以ZNF322A轉錄因子所導致之肺癌幹細胞代謝

為治療標靶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 王憶卿 C-17 

NHRI-EX108

-10727EI 

由自然刺激所引發之個體間相互關聯血液動力

與神經反應 

國立臺灣大學 林奕廷 D-11 

NHRI-EX108

-10728EI 

應用於膽管癌癌細胞生物標誌篩選及快速檢測

之微流體平台研發 

國立清華大學 李國賓 D-12 

NHRI-EX108

-10729EI 

開發蛋白脢可切之雙功能抗體(mPEG×TfR)以

標定聚乙二醇-奈米藥物通過血腦障壁並增加其

釋放 

高雄醫學大學 鄭添祿 D-13 

NHRI-EX108

-10730NI 

探討消除藥物獎賞制約產生記憶之分子標靶 國立成功大學 簡伯武 B-09 

NHRI-EX108

-10731NI 

思覺失調症患者之加速老化: 氧化壓力之調控 中國醫藥大學 藍先元 B-10 

NHRI-EX108

-10732NI 

腦部膠母細胞瘤之影像基因學與影像蛋白質學

多中心研究 

 

臺北醫學大學 陳震宇 B-11 

NHRI-EX108

-10733NI 

壓力如何撩起癮頭? 國立臺灣大學 邱麗珠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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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行機構 主持人/ 

國衛院執行人 

壁報
編號 

NHRI-EX108

-10734NI 

WWOX在神經變性疾病中的關鍵作用 國立成功大學 張南山 B-13 

NHRI-EX108

-10735SI 

探討 A型流感病毒引發之單核球細胞生成和代

謝途徑變異之相互作用及此作用對抗病毒免疫

力之影響 

國立臺灣大學 蔡錦華 A-17 

NHRI-EX108

-10736SI 

骨髓棕色脂肪延緩骨質疏鬆之機轉研究: 表觀

基因調節間質幹細之棕色脂肪細胞分化 

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 

王逢興 A-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