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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習)會 結案報告 

中文名稱： 生物化學在生物醫學的新展望 

英文名稱：The Frontiers of Biochemistry in Biomedical Science 

中文摘要報告： 

2021 年秋令營「生物化學在生物醫學的新展望」研討會已順利結束，

本次會議與中華民國免疫學會共同協辦，嘗試結合免疫學會於高雄的現場

演講，以及我們線上視訊會議演講方式，雖然偶有失誤，但仍不失為一次

成功的會議，最終總計參與人數為 610人。  

會議第一天很榮幸邀請到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 UTC 癌症研究講席教授陳

列平院士來進行特邀演講，以「Lessons learnt from anti-PD-1/PD-L1 

cancer immunotherapy 」 為 題 拉 開 序 幕 ； 緊 接 著 是 專 題 演 講

「Immunotherapy」，邀請有臺大醫學院腫瘤醫學研究所鄭安理教授、成大

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張明熙教授、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

究所賴明宗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李家偉助研究員蒞臨

演講。 

會議第二天則安排專題演講「RNA processing and Regulation」，邀請

到臺灣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科暨研究所曾紀綱助理教授、陽明交通大學生

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張崇德助理教授、臺灣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溫進德副教授、成功大學醫學院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余建宏助理教授發

表演說，為大家進行最新研究成果分享。除此之外，會議還安排有學生口

頭論文競賽與壁報論文競賽，競賽中學生們的表現也令人印象深刻。 

整體而言，本次會議瑕不掩瑜，不僅成功結合了現場與視訊會議、也讓

研究者們能相互交流、締造了許多的合作機會、更讓學生能有展現自我成

果的舞台。 

英文摘要報告： 

“The Frontiers of Biochemistry in Biomedical Science” 

conference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addition to inviting 

academician, Prof. Lieping Chen from Yale School of Medicine. 

give a talk about his experiences of anti-PD-1/PD-L1 cancer 

immunotherapy. 



The conference is co-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Society of 

Immunology and is the first online Webex meeting. There are two 

session speeches: “Immunotherapy” and “RNA processing and 

Regulation”. For the “Immunotherapy” session speech, we 

invited Prof. Ann-Lii Cheng , Prof. Ming-Shi Chang, Dr. Ming-

Zong Lai and Dr. Chia-Wei Li. In the “RNA processing and 

Regulation” speech, there are Dr. Chi-Kang Tseng. Dr. Chung-Te 

Chang, Dr. Jin-Der Wen and Dr. Chien-Hung Yu. We gathered these 

international biochemical experts to share their latest research 

discoveries an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in biochemistry.  

The performance in the students' oral and poster presentations 

is also amazing. Not only can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speak 

in a generous and talkative manner, but som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ir research work are also impressive. 

講員： 

國 別 職 稱 姓 名 

美國 院士 陳列平 

台灣 特聘教授 鄭安理 

台灣 講座教授 張明熙 

台灣 特聘研究員 賴明宗 

台灣 助研究員 李家偉 

台灣 助理教授 曾紀綱 

台灣 助理教授 張崇德 

台灣 副教授 溫進德 

台灣 助理教授 余建宏 

 

研討(習)會目的、預期效益: 

本次研討會邀請國內生物化學領域的著名學者專家發表最新研究成

果，每位專家們分別展現他們成果與見解，讓大家可以瞭解與交流近期的

研究進展。每位講者都大方地分享他們尚未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別演

講的陳列平老師慷慨分享他連年來相關癌症免疫療法的寶貴經驗；在

「Immunotherapy」專題鄭安理老師則共享近二十年來肝癌藥物在研發上

的困境與突破；張明熙老師則介紹他在胰腺癌最新免疫療法的發現。而賴

明宗老師發表有關 T 細胞在免疫治療中所扮演角色的最新發現；李家偉老

師則講述近年來在靶向 PD-L1 的異常糖基化與誘導 T細胞免疫的研究成



果。 

在專題演講「RNA processing and Regulation」中，曾紀綱老師介

紹有關端粒酶結構中核醣核酸與核糖核蛋白的組裝對於端粒酶數量和端粒

的長度的影響；張崇德老師則介紹他在信使核糖核酸衰減因子之特異性與

調節信使核糖核酸衰減之細胞過程中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溫進德老師分

享對於 Programmed -1 ribosomal frameshifting 中 RNA假結結構折疊和

抗性機制的最新發現，最後是由余建宏老師發表關於密碼子對於信使核糖

核酸翻譯效率的調節機制。 

本次研討會還安排學生口頭論文競賽與壁報論文競賽，提供了學生展

現自我研究成果的機會，藉由影片介紹與即時問答的方式，讓學生有練習

發表成果的機會和展現自我的舞台。而競賽中學生們的優秀表現，也鼓動

其他學生的進取心，產生了一個良性循環。 

總而言之，藉由本次會議，我們成功地達成促進國內外生物化學領域

間相互交流並提供了學生積極表現的機會。我們深深期望藉由本會議能促

進更多實質的學術合作以及新研究發展的出現；甚或能更進一步地促使國

際性合作機會的產生，使臺灣能有機會在生物化學相關領域中更向前邁

進。 

參加對象: 

國內外生物醫學研究單位與相關學校科系教職員與學生。 

邀請主講人姓名及學經歷: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任 

陳列平 美國費城 Drexel大

學醫學院實驗病理

學博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

大學醫學院腫瘤學

系教授、皮膚病學

系教授兼研究主任 

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免

疫生物學系、醫學系和

皮膚病學系教授；耶魯

癌症研究中心免疫學部

主任；美國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醫學院腫瘤學系

兼職教授；美國耶魯大

學醫學院 UTC癌症研究

講席教授 

鄭安理 臺灣大學臨床醫學

研究所臨床醫學博

士 

臺大癌醫中心醫院

院長 

臺大癌醫中心醫院榮譽

院長；臺大癌醫中心醫

院腫瘤內科部主治醫

師；臺灣大學特聘教授 

張明熙 美國德州西南醫學

院免疫學博士 

美國 Genentcch 

Ine.公司博士後研

究；美國 Amgen 

Inc.公司科學家；

美國 Biosource 

Inc.研發部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化學

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講

座教授 



賴明宗 加利福尼亞大學藥

物化學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

物研究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

究所特聘研究員 

李家偉 紐澤西州立羅格斯

大學藥理學博士 

德州大學安德森癌

症中心分子和細胞

腫瘤學系講師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

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曾紀綱 陽明大學微生物及

免疫學博士 

德國美因茨大學約

翰內斯古騰堡分子

生物學研究所訪問

學者；美國密蘇里

州堪薩斯城霍華德

休斯醫學研究所和

斯托爾斯醫學研究

所研究助理 

國立台灣大學微生物學

科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張崇德 謝菲爾德大學分子

生物及生物技術博

士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

發育生物學研究所

生物化學系博士後

研究員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化

暨分子生物研究所助理

教授 

溫進德 美國德州大學達拉

斯分校分子及細胞

生物學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分子

與細胞生物學研究

所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分子與細

胞生物學研究所副教授 

余建泓 荷蘭萊頓大學分子

遺傳學博士 

美國德州西南醫學

院生理學系博士後

研究員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化學

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助

理教授 

 

議程: 

日期 時間 講員 議程主題 

10/16 9:00~9:45 陳列平 Lessons learnt from anti-

PD-1/PD-L1 cancer 

immunotherapy 

10/16 10:00~10:30 鄭安理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Developing drugs for liver 

cancer 

10/16 10:30~11:00 張明熙 IL-20 antagonist suppresses 

PD-L1 expression and 

prolongs survival in 

pancreatic cancer models 

10/16 11:00~11:30 賴明宗 Stability of regulatory T 

cell and its implication in 

immunotherapy 

10/16 11:30~12:00 李家偉 Enhancing anti-cancer 

immune response by 

targeting glycosylated PD-



  

  

L1 

10/17 9:00~9:30 曾紀綱 Kinetic competition between 

processing and degradation 

creates an effective 

quality control pathway for 

human telomerase biogenesis 

10/17 9:30~10:00 張崇德 Dissect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5'-3' mRNA 

decay 

10/17 10:00~10:30 溫進德 Unwinding resistance of 

mRNA pseudoknot impedes the 

translocation of ribosomes 

10/17 10:30~11:00 余建泓 Codon usage affects mRNA 

transl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eRF1-mediated 

premature termination on 

rare codons 



活動照片:(至少 10張，請填寫照片說明) 

開幕致詞 

(劉扶東理事長、鄭子豪教授與與會者們) 

Joint Keynote speech  

陳列平院士 

 

 
鄭安理教授、李建國秘書長 

與免疫學會會議現場 

Joint Symposium: Immunotherapy 

鄭安理教授 

  
Joint Symposium: Immunotherapy 

張明熙教授 

Joint Symposium: Immunotherapy 

賴明宗研究員 

  
Joint Symposium: Immunotherapy 

李家偉助研究員 

Selected poster Presentation 

壁報競賽 Q&A問答 

  
 



Symposium: RNA processing and 

Regulation 

曾紀綱助理教授 

Symposium: RNA processing and 
Regulation 

主持人譚婉玉研究員與 

講者張崇德助理教授 

  
Symposium: RNA processing and 

Regulation 

溫進德副教授 

Symposium: RNA processing and 

Regulation 

余建泓助理教授 

  
Oral presentation 

口頭論文競賽 Q&A問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