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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部 生 命 科 學 研 究 推 動 中 心 

研討(習)會 結案報告 

中文名稱： 第十一屆臨床醫學研究所聯合教學研究研討會：細胞治療 

英文名稱：The 11th Annual Symposium of Graduate Institutes of Clinical 

Medicine in Taiwan: Cell Therapy 
 

中文摘要報告： 

本次研討會「第十一屆臨床醫學研究所聯合教學研究研討會：細胞治療」

因疫情因素，歷經兩年終於順利在高雄醫學大學以非同步線上研討會方式

舉行 https://webinar.kmu.edu.tw/moodle/login/index.php 。本次研討會主題

為細胞治療，希望透過研討會的互動交流，凝聚老師和學生的研究能量，

促進全國臨床醫學研究所及轉譯研究應用的發展。本次會議邀請國立成功

大學劉嚴文教授以” The promise and the obstacles of human stem cell therapy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the case of cardiac regeneration”為主題作特別演

講。另外也有 10 位各校學生代表(詳如議程)口頭報告分享研究成果 ，20

位參加壁報發表，其中有 11 位以錄影 3 分鐘報告方式參加壁報競賽，並

由 10 校所長代表評分，也已順利產出前 3 名優勝者公告於本校臨醫所網

頁(https://reurl.cc/V5R3EY)並頒發予獎金與獎狀。在兩周(9/11~9/24)的活動

中，共有 171 位參與者報名，與會者就其方便時間上線瀏覽。本次研討會

內容豐富且涵蓋各個臨床科別，有生醫基礎研究、人工智慧應用與轉譯醫

學應用等領域，研究成果斐然。我們也邀請 9 家廠商贊助共襄盛舉。在籌

備期間也召開兩次線上 googlemeet 與 10 校所長討論和溝通，並已決定下

一屆由國立成功大學臨床醫學研究所主辦。第十一屆主辦單位高雄醫學大

學臨床醫學研究所也樂意將經驗分享。 

英文摘要報告： 

“The 11th Annual Symposium of Graduate Institutes of Clinical Medicine in 

Taiwan: Cell Therapy” was finally successfully held in KMU by an 

asynchronous online manner 

(https://webinar.kmu.edu.tw/moodle/login/index.php) due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theme of this symposium is cell therapy. The aim of this 

symposium is to gather all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the 10 Graduate 

Institutes of Clinical Medicine to promote the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and 

potential cooperation. We invited Professor Liu Yen-Wen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o give a special lecture, the topic is "The promis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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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 of human stem cell therapy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the case of 

cardiac regeneration". In addition, 10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from each school 

(as detailed in the agenda) shared their research results in 20-minute oral 

presentations. Twenty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poster presentation and of 

which 11 in the poster contest by recording a 3-minute video and were graded 

by the directors of the 10 Institutes. The top 3 winners have been announc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s of Clinical Medicine in KMU 

(https://reurl.cc/V5R3EY) and awarded with bonuses and certificates. In this 

two-week (9/11~9/24) event, a total of 171 participants signed up, and the 

participants went online at their convenient time. This symposium covers 

various clinical disciplines, including basic biomedical researc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and translational medical applications,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impressive. We also invited 9 topic-related biotechnological 

companies to sponsor this symposium.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eriod, two 

online googlemeets were also held to discuss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directors of 10 schools, and it has been decided that the 12th symposium will be 

hosted by the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ext year! The 11th symposium organizer, the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is willing to share experience. 

講員： 

國 別 職 稱 姓 名 

台灣 副教授 劉嚴文 

台灣 主治醫師 陳俐文 

台灣 主治醫師 林秉瑤 

台灣 主治醫師 林精湛 

台灣 主治醫師 張耕閤 

台灣 主治醫師 陳其宇 

台灣 主治醫師 趙韻婷 

台灣 主治醫師 蔡欣熹 

台灣 主治醫師 陳冠元 

台灣 主治醫師 李岳章 

台灣 主治醫師 許超群 

台灣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

所所長 
楊順發 

台灣 中國醫藥大學臨床醫學

研究所所長 
藍先元 

台灣 台北醫學大學臨床醫學

研究所所長 
陳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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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台灣大學臨床醫學研究

所所長 
周祖述 

台灣 成功大學臨床醫學研究

所所長 
劉秉彥 

台灣 長庚大學臨床醫學研究

所所長 
黃祥富 

台灣 國防大學醫學院醫學科

學研究所所長 
謝博軒 

台灣 陽明大學臨床醫學研究

所所長 
王錦鈿 

台灣 慈濟大學醫學科學研究

所所長 
蔡榮坤 

台灣 高雄醫學大學臨床醫學

研究所所長 
黃書彬 

 

研討(習)會目的、預期效益: 

臨床醫學研究所聯合教學研究研討會，迄今已辦理第 10 年。目前每年由

十校輪流主辦，也希望有興趣的系所陸續加入此陣容。希望藉由聚焦式的

主題推動國內臨床醫學研究所研究成果的整合，進而建立跨領域轉譯醫學

研究合作平台。第十一屆原定於 2021 年 7 月 10 日星期六舉行，但因新冠

肺炎疫情多次延宕，最後決定由高雄醫學大學臨床醫學研究所主辦於

9/11~9/24 以非同步線上方式舉行。 

再生醫學是一個跨學科領域的研究與臨床應用，其中細胞療法(cell 

therapy)是目前全球積極投入的疾病治療研發主流。台灣也已經於 107 年

9 月通過「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修正條

文（簡稱特管辦法），開放 6項細胞治療技術，適用於特定對象。有鑑於

此，本次研討會以「細胞治療」為主題舉辦第十一屆臨床醫學所聯合教學

研究研討會，由各所推薦決定將邀請成功大學臨床醫學研究所劉嚴文教授

進行專題演講，題目為 The promise and the obstacles of human stem 

cell therapy in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the case of cardiac 

regeneration，提升與會教師和學生對此主題的更深入了解。 

本研討會以細胞治療為主題，透過研討會的互動交流，凝聚老師和學生的

研究能量，促進全國臨床醫學研究所及轉譯研究應用的發展。 

並希望藉由此研討會集聚國內十校跨院所師生，企盼能增進與會人員間的

學術交流，更可了解最先進之再生醫學與細胞療法於臨床上之應用與最新

進展，推動生物醫學的進展與臨床應用。為了鼓勵學生參與，也舉行壁報

論文競賽，學生可藉由研究主題的海報與同儕進行經驗分享，進而加深學

生對研討會的參與感與印象。此外，研討會進行期間也同步進行口頭報告

與壁報論文競賽 並頒發獎狀與獎金，可增加學生對於研討會之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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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熱忱，同時鼓勵同學對於研究之付出，期能達到參與的各校師生之學術

交流目的。 

 

參加對象: 

1.本次研討會藉由來自台灣北中南東十所國內醫學院校之臨床醫學研究所

師生，由各校推派一位學生代表，針對其研究成果進行錄影方式做專題發

表。  

2.研討會邀請十校臨床醫學相關研究所學生報名參加進行壁報展示/並加

以口頭報告參加競賽，本次共有 20 位同學參與。 

3. 研討會也開放並歡迎對聯合教學研究研討會有興趣的系所師生共同參

與，全部共有 171 位參與者報名。 

 

 

邀請主講人姓名及學經歷: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任 
劉嚴文 國立成功大學 臨

床醫學研究所 博
士 
 

國立成功大學 醫
學系 醫學士 

1.成大醫學院 心臟

內科暨臨床醫學研

究所 副教授 
2.post-doctoral 
fellow, Center for 
Cardiovascular 
Biology and 
Institute for Stem 
Cell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UW 
Medicin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國立成功大學 臨
床醫學研究所 副

教授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醫學系內科

部心臟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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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ttle, WA, U.S.A. 
3.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Research, School of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Madison, 
WI, U.S.A. 
4. 國立成功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 細
胞治療中心 萬能

幹細胞組 組長 

陳俐文   國立成功大學臨床

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小兒部

主治醫師 

林秉瑤   中山醫學大學臨床

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三年級 
林精湛   中國醫藥大學臨床

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

醫院血液腫瘤科主

治醫師 

張耕閤   長庚大學臨床醫學

研究所 博士班 
嘉義長庚醫院 耳
鼻喉科 主治醫師 

陳其宇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臨床醫學研究所博

士生 
趙韻婷   國防醫學院醫學科

學研究所博士後研

究員 

蔡欣熹   臺灣大學醫學院臨

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生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陳冠元   台北醫學大學臨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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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北醫學大學-部
立雙和醫院 胸腔

內科專任主治醫師 
李岳章   慈濟大學轉譯醫學

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生 
花蓮慈濟醫院眼科

主治醫師   

許超群   高雄醫學大學臨床

醫學研究所博士生 
高醫附院胸腔內科

主治醫師 

 

議程: 

 

中文名稱：第十一屆臨床醫學研究所聯合教學研究研討會：細胞治療 

英文名稱：The 11th Annual Symposium of Graduate Institutes of Clinical 

Medicine in Taiwan: Cell Therapy 

形式：線上研討會 

時間：2021/09/11（六）9:00 ~9/24（五）17:00 

 
議題 

開幕致詞 

演講人：劉嚴文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 

The promise and the obstacles of human 
stem cell therapy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the case of cardiac 
regeneration 

報告人：陳俐文/國立成功大學 
指導老師：黃朝慶教授、林聖翔教授   
所長：劉秉彥所長教授 

The behavioral phenotype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the very preterm 
population 

報告人：林秉瑤/中山醫學大學    
指導老師：李茂盛教授 
所長：楊順發教授 

Effect of autologous platelet-rich plasma 
treatment on refractory thin 
endometrium during the frozen embryo 
transfer cycle 

報告人：林精湛/中國醫藥大學    
指導老師：馬文隆教授、佘玉萍教授 
所長：藍先元教授 

Targeting positive feedback between 
BASP1 and EGFR as a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lung cancer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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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張耕閤/長庚大學 
指導老師：張沛鈞教授   
所長：黃祥富教授 

Investigating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herbal nasal irrigation on treating 
nasal polyps 

報告人：陳其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指導老師：黃柏勳教授 
所長：王錦鈿教授 

Inhibition of trimethylamine N-oxide 
attenuates neointimal formation through 
reduction of inflammasome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a mouse model of 
carotid artery ligation 

報告人：趙韻婷/國防醫學院    
指導老師：馬國興教授 
所長：謝博軒教授 

Investigating the co-grafted effect of 
sertoli cells and ventral Mesencephalic 
tissue in a rat model of Parkinson’s 
disease 

報告人：蔡欣熹/國立臺灣大學 
指導老師：蔡力凱教授 
所長：周祖述教授 

The investigation of clinical spectrum 
and pathophysiology in 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 

報告人：陳冠元/臺北醫學大學 
指導老師：李岡遠教授   
所長：陳冠州教授 

Mesenchymal stem cell therapies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Overview and current status of clinical 
trials 

報告人：李岳章/慈濟大學    
指導老師：蔡榮坤教授、呂仁教授  
所長：蔡榮坤教授 

Cell plasticity: Reprogramming eye 
fibroblasts into induced retinal lineage 
cells with small molecules 

報告人：許超群/高雄醫學大學   
指導老師：郭柏麟教授、許雅玲教授、鍾

飲文教授    
所長：黃書彬教授 

Gene expression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nintedanib treatment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fibroblasts: A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and 
bioinformatics study 

 

活動照片:(至少 10 張，請填寫照片說明) 

 

照片 1: 2 次 10 校所長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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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 第十一屆臨床醫學研究所聯合教學研究研討會 參與人員分析 

 
 

照片 3: 第十一屆臨床醫學研究所聯合教學研究研討會 網頁訊息與手冊封面 

 

 

照片 4: 第十一屆臨床醫學研究所聯合教學研究研討會 報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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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第十一屆臨床醫學研究所聯合教學研究研討會 線上平台-1 

 

 

 

 

照片 6: 第十一屆臨床醫學研究所聯合教學研究研討會 線上平台-2 

 

 

 

 

 

 

 

 

 



10 
 

照片 7: 高醫大楊俊毓校長醫學院盧伯樑院長黃書彬所長與吳明蒼召集人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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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 劉嚴文教授專題報告截圖與感謝狀 

 

 

照片 9: 部分口頭同學精彩報告截圖 

 

 

 

照片 10: 部分壁報競賽同學精彩報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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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 部分壁報發表同學壁報截圖 

 

 
 

 

照片 12: 獲獎同學名單與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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