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健康醫療的曙光-實驗動物與醫材科技研討會

08:0009:00

09:0009:50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星
期
四

報
國際會議廳
S-I 醫材
主持人：洪昭竹 常務理事
題 目： Preclinical Studies of
Cardiac Stem Cell
Therapy—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Pigs?
主講者：謝清河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第一會議室
S-II 替代
主持人：洪志駿 理事
題 目：NEDO 開發的試驗法
主講者：田中憲穗 教授
(Noriho Tanaka)
日本動物實驗代替
法學會(JSAAE)前會長

國際會議廳
S-I 醫材
主持人：洪昭竹 常務理事
題 目：Translation of medical
products containing
biomaterials in animal
主講者：徐善慧 教授
台灣大學高分子科學
與工程學研究所
國際會議廳
S-I 醫材
主持人：洪昭竹 常務理事
題 目：動物試驗模式於生醫材
料研發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Animal
Experomental Model in
Development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主講者：林俊彬 院長
臺大牙醫專業學院院長

第一會議室
S-II 替代
主持人：洪志駿 理事
題 目：整合測試策略應用於化妝品
與化學品安全評價
主講者：程樹軍 研究員
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09:5010:10

10:1011:00

11:0012:00

12:0013:00

13:0014:00

14:0015:00

16:0017:00

第二會議室
S-III 行為學
主持人：蔡倉吾 常務理事
題 目：簡介大小鼠行為實驗
主講者：錢韋伶 博士
台灣大學藥理研究所

茶點時間

第一會議室
S-II 替代
主持人：王銘富 理事
題 目：動物試驗之替代方法:
以骨科材料開發為例
主講者：胡淑文 副研究員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
發展中心

第二會議室
S-III 行為學
主持人：蔡倉吾 常務理事
題 目：子非魚焉知魚樂？淺談如何以
倉鼠與實驗小鼠為模式研究行
為神經科學、精神疾病與相關
藥物的研發
主講者：賴文崧 教授
台灣大學心理系
第二會議室
S-III 行為學
主持人：蔡倉吾 常務理事
題 目：以動物行為模式探討
壓力所引貣藥物成癮
復發的現象與機轉
主講者：童力威 博士候選人
台灣大學藥理研究所

國際會議廳：實驗動物科學（飼養管理常識等）與醫學（病理等）測驗。
主持人：梁鍾鼎 秘書長
交 誼 廳：日本動物中心使用臭氧煙燻消毒之方法、效果與實例說明。講師：須藤老師 東京醫科大
遠 距 教室：口頭論文發表競賽。召集人：戴元基理事
主持人：蔡清恩 常務理事
國際會議廳
S-I 醫材
主持人：余俊強 常務理事
題 目：Carbon nano-tube as
gene carrier for
transgenic animal
主講者：林峰輝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
工程研究所
國際會議廳
S-I 醫材
主持人：余俊強 常務理事
題 目：醫療器材臨床前
法規介紹
主講者：王明哲 組長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
中心醫療器材組

15:0015:15

15:1516:00

到

海報論文
張貼
午餐

第一會議室
S-IV Vet-talk
主持人：萬灼華 理事
題 目：大小鼠臨床症狀判讀
及經驗分享
主講者：陳姿妤 獸醫師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第二會議室
S-V 安全藥理
主持人：張維正 理事長
題 目：安全藥理相關法規
主講者：洪昭竹 顧問
進階生物科技(股)公司

第一會議室
S-IV Vet-talk
主持人：萬灼華 理事
題 目：實驗動物環境豐富化
主講者：周京玉 主任
國家衛生研究院
李珈毓 獸醫師
國防醫學院

第二會議室
S-V 安全藥理
主持人：洪昭竹 常務理事
題 目：Regulation and Protocol
of Immunotoxicity
Studies
主講者：吳文俊 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午茶時間
國際會議廳
S-I 醫材
主持人：余俊強 常務理事
題 目：The animal models for
studying bone and
cartilage disorders
主講者：何美泠 主任兼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骨科學
研究中心
國際會議廳
S-I 醫材
主持人：余俊強 常務理事
題 目：Animal experments or the
hepatoma treatment
主講者：林錫璋 主任兼醫師
成功大學醫學院
腸胃肝膽內科
創新醫療科技中心

第一會議室
S-IV Vet-talk
主持人：梁鍾鼎 秘書長
題 目：大小鼠病毒性疾病
分子診斷及經驗分享
主講者：萬灼華 教授
台灣大學獸醫學院

第二會議室
S-V 安全藥理
主持人：洪昭竹 常務理事
題 目：藥物臨床前安全性評估
主講者：鄭成恩 經理
D.V.M.M.S.,DABT
Study Director ,Level
Biotechnology Inc.,

第一會議室
S-IV Vet-talk
主持人：萬灼華 理事
題 目：國際大小鼠新興疾病
及國內狀況
主講者：梁鍾鼎 首席獸醫師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第二會議室
S-VI 動物繁殖
主持人：洪志駿 理事
題 目：Experimental Animals at the
Institute for Animal Reproduction
主講者：上松伸行
理事
佐々木淳一 理事
動物繁殖研究所 IAR
(Institute for Animal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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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張秀鳳
監事

時間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健康醫療的曙光-實驗動物與醫材科技研討會

08:0009:00

09:0009:50

十

十

10:1011:00

三
日
星
期

11:0012:00

五

12:0013:00

13:0014:00

14:0015:00

到

國際會議廳
S-VII 兩岸學術交流
主持人：洪志駿 理事
題 目：中國大陸實驗靈長類研究動態
主講者：劉雲波 副所長/教授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
實驗動物研究所
(中國實驗動物學會)

第一會議室負責人：張維正理事長
S-VIII 生醫影像 (1)
主持人：杜書儒 助理教授
題 目：(Keynote speech) Current status and
furture perspective of molecular
imaging in biomedical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主講者：林昆儒 主任
林口長庚醫院核子醫學科

國際會議廳
S-VII 兩岸學術交流
主持人：洪志駿 理事
題 目：EV71 疫苗開發
主講者：李秀玲 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
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實驗動物學會)

第一會議室
S-VIII 生醫影像 (2)
主持人：杜書儒 助理教授
題 目：Application of Fluorescence
Molecular Tomography (FMT)
Imaging and Pre-clinical imaging
agent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主講者：曾筱筑 小姐
博克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會議室
S-VIII 生醫影像 (3)
主持人：杜書儒 助理教授
題 目：Non-invasive Monitoring of Disease
States in Live Animals using Optical
Imaging and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
主講者：Kevin P. Francis, Ph.D.
博克科技有限公司

09:5010:10

二
月

報

第二會議室
S-IX 技術操作
主持人：戴元基 理事
題 目：無菌技術建立及隔離操作
箱及經驗分享
主講者：劉如芸 助理技術師
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茶點時間

國際會議廳
S-VII 兩岸學術交流
中國青年學者發表
主持人：洪志駿 理事
題 目： MNU 誘導小鼠胸腺淋巴瘤與
微衛星不穩定性之間的相關性
主講者：霍學雲 細胞生物學博士
首都醫科大學

國際會議廳：實驗動物科學（飼養管理常識等）與醫學（病理等）答案宣布。
交 誼 廳：大鼠生殖工学技術: 収集、凍結保存、個体復元。
Reproductive engineering of rat; Collection, Cryopreservation and Recovery
講師：江藤 智生 博士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實驗動物中央研究所 實驗動物研究部 生殖工學研究室
遠 距 教室：口頭論文發表競賽。召集人：戴元基理事

第二會議室
S-IX 技術操作
主持人：李碧月 稽核專員
題 目：大小鼠氣管插管技
術及經驗分享。
主講者：戴元基 主任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

第二會議室
S-IX 技術操作
主持人：戴元基 理事
題 目：實驗動物臨床技術
及經驗分享。
主講者：李碧月 動物實驗稽核專員
工研院生醫所

海報論文
張貼

主持人：梁鍾鼎 秘書長

主持人：王繼廣 理事
午餐

國際會議廳
S-X 保健營養
主持人：洪志駿 理事
題 目：保健食品調節血糖研究
之動物模式
主講者：江孟燦 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第一會議室
S-VIII 生醫影像 (4)
主持人：杜書儒 助理教授
題 目：Development of
theranostics CT contrast agent
for cancer treatment
主講者：曾靖孋 助理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生醫材料暨組織工程所

第二會議室
S-IX 技術操作
主持人：林荀龍 副教授
題 目：中大型動物手術及
經驗分享
主講者：柯世禎 組長
台灣大學醫學院
動物中心

國際會議廳
S-X 保健營養
主持人：洪志駿 理事
題 目：以自體免疫疾病動物
模式評估腸道菌免疫
調節之重要性
主講者：詹明修 副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
微生物免疫研究所

第一會議室
S-VIII 生醫影像 (5)
主持人：杜書儒 助理教授
題 目：Original design and service of micro
and nano tomography
主講者：陳耀宏 總經理
海科生技有限公司

第二會議室
S-IX 技術操作
主持人：柯世禎 理事
題 目：中小型動物內科用藥及
病例處理經驗分享
主講者：林荀龍 副教授
中興大學獸醫學院

15:0015:15

午茶時間

15:1515:45

國際會議廳
S-X 保健營養
主持人：洪志駿 理事
題 目：以動物實驗評估降尿酸食
材之保健功效
主講者：蕭慧美 博士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保健營養系

15:4517:00

國際會議廳
會員大會-頒發國際青年科學獎、褒揚獎、傑出貢獻獎、論文競賽優勝獎、投稿論文神秘獎。
頒發實驗動物科學（飼養管理常識等）與醫學（病理等）測驗前三名。
主持人：理事長/秘書處

第一會議室
S-VIII 生醫影像 (6)
主持人：杜書儒 助理教授
題 目：micro CT quality assurance
主講者：杜書儒 助理教授
長庚大學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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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會議室
S-IX 技術操作
主持人：柯世禎 理事
題 目：中小型動物內科用藥及病
例處理經驗分享
主講者：林荀龍 副教授
中興大學獸醫學院

召集人：
張秀鳳
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