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編號

投稿者姓名 投稿選項 是否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01 陳家寶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02 李嘉芙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03 林婕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04 林怡孜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05 許毓哲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06 賴方筠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07 蔡宗佑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08 宋奇璋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09 蕭又綾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10 邱婉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11 何冠增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12 翁子軒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13 楊登和

壁報論文

無競賽

IM014 陳虹汶

壁報論文

無競賽

IM015 林佳儀

壁報論文

無競賽

LIN
IM016 HSUAN CHAO壁報論文

無競賽

Ravinath
IM017 Divya Malathy壁報論文

無競賽

1F 免疫壁報
區
1F 免疫壁報
3月24日 13:30-17:00
區
1F 免疫壁報
3月24日 13:30-17:00
區
3月24日 13:30-17:00

1F 免疫壁報
3月24日 13:30-17:00
區
3月24日 13:30-17: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18 林彥佑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19 楊景行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免疫壁報
區

Sekar
IM020 Ponarulselvam壁報論文

3月25日 09:00-12:3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21 林鈺益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22 郭湘怡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23 CHIA-LING CHEN
壁報論文

3月25日 09:00-12:3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24 楊佳郁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25 高若綺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26 黃頎勻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IM027 潘毅耕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IM028 王盈琇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IM029 陳怡臻

壁報論文

無競賽
無競賽

1F 免疫壁報
區
1F 免疫壁報
3月25日 09:00-12:30
區
1F 免疫壁報
3月25日 09:00-12:30
區
3月25日 09:00-12:30

參與競賽

參與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30 Mahendravarman
壁報論文

3月25日 13:30-17: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31 江蕙萱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32 孫昭玲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IM033 楊維正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1F 免疫壁報
區
1F 免疫壁報
3月25日 13:30-17:00
區
3月25日 13:30-17:00

IM034 郭杰穎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論文題目
Mechanistic study of TAPE adaptor in
regulating RIG-I signaling
Role of TAPE innate immune adaptor in
NLRP3 inflammasome and non-canonical
inflammasome regulation
Lfc is critical for the formation of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 in spread
Helicobacter pylori sensitizes TNF-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 (TRAIL)mediated apoptosis in human gastric
epithelial cells via modulation of Akt-AIP4Aging Causes Cellular Senescence and
Unresponsiveness to IFN-𝛾
Immunosurveillance
Lack of Polyfunctional Cytomegalovirusspecific T cells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The human C-type lectin 18 is a potential
biomarker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Instead of Nature Killer Cells, Intrahepatic
ASGM1+ Immune Cells Are the Key
Effector Cells in HBV Clearance
Reprogramming of DC development
from common lymphoid progenitor by
inflammation and viral infection
The modulatory effects of IL-10 or TGF-βexpressing adenoviruses o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airway
inflammation in ovalbumin-induced
Study on the modulatory effects of
norisoboldine on immune effector cells
and airway inflammation in a murine
model of asthma
A prominent air pollutant,
Indeno[1,2,3-cd]pyrene, enhances
allergic lung inflammation via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The expression of circulating adipokines
and autoantibodies in the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Sjögren's
syndrome
Interleukin-30 Suppresses T cell activation
in Mouse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IL-37 Increases inflammation in Murine
Immune-Mediated Liver Diseases
PRKCH in T cell migration: molecular
mechanism and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MAPKK at the crossroad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induced
myokine expression in C2C12 muscle
Metabolic regulation of dendritic cell
development
Phosphodiesterase 4B Regulates Dendritic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Innate Immune
Gene Expression
AMPK activation by P2X7 through ROSCaMKK pathway regulates mitophagy
and lysosomal biogenesis in
The involvement of CASK in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microglial
activation
The role and the mechanism of a novel
terminal uridyltransferase in TLR4mediated immune response
Dextromethorphan attenuates NADPH
oxidase-regulated GSK-3β and NF-κB
activation and reduces nitric oxide
production in group A streptococcal
infection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neutrophils role
in pneumonia by transcriptome analysis
Molecular Mechanism of Antiparasitic
Niclosamide Against Dengue Virus
Infection
ARHGEF1 negatively regulates RLRmediated type I interferon expression in
Huh-7 cells
Suppression of particulates-induced
inflammation by DcR3
The Role of Blimp-1 i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Function of Regulatory B Cells
To investigate the modulatory roles of
Blimp-1 on the stemness of colorectal
The mycobacterial adjuvant analogue
TDB regulates microglial M1/M2
polarization via Mincle-independent PLCγ1/CaMKKβ/AMPK pathway
The Regulatory Role of ZNRF1 in
Endosomal TLRs-driven Immune
Responses in Plasmacytoid Dendritic
Study the effect of endocrine disruptor
Nonylphenol on endometriosis and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 in a murine
model
IL-4 deficiency leads to the increased
disease severity in experimental
Immunosuppressive Activity of Cyn-1324
on Ovalbumin-Sensitized Asthmatic Mice

作者群姓名
陳家寶 陳冠儒 羅尹秋 王立君 凌斌

研究領域

投稿所屬學會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李嘉芙、高禎鞠、凌斌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林婕1, 翁甄敏1, 江皓森*1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林怡孜, 陳思穎, 林琬瑜, 許秉寧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許毓哲 & 林秋烽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賴方筠1,2, 徐愷翔1,2, 楊豐榮3,4, 賈景山2, 彭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渝森1, 邱彥霖*1,4,6
蔡宗佑1, 黃雅蘭2,3, 彭成元1, 陶秘華4,謝世良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2,3*
宋奇璋、蕭世鴻、許秉寧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蕭又綾, 李建國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邱婉婷, 林鉅倫, 李岳倫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何冠增, 林鉅倫, 李岳倫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翁子軒、李宗霖、蘇湘涵、黃嘯谷、孫昭玲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楊登和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陳虹汶, 莊雅惠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Chia-I Lin, Ya-Hui Chuang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林軒兆, 蔡丰喬1, 賈景山 2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Divya Malathy Ravinath1, Ren-In You

發炎(Inflammation)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林彥佑1 , 陳姿伶1, 李建國*1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楊景行1, 董孟融1, 熊得志2, 吳清平3, 莊宗顯
4, 金秀蓮1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彭阿鲁, 黃婷茵, 張淑芬, 林琬琬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林鈺益, 鄭菡若

發炎(Inflammation)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郭湘怡, 張綺芝, 楊昀芸, 林佳靜, 徐立中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陳嘉玲1, 鄭妙慧2,3, 郭志峰 2, 林以行*3,4

感染(Infection)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羅聖煜1,吳國安2,楊佳郁*1,3,4

感染(Infection)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高若綺 & 林秋烽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黃頎勻, 顏伶珈, 江皓森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潘毅耕, 謝世良

發炎(Inflammation)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王盈琇, 蔡東彥, 林依瑩, 林國儀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陳怡臻1, 林明宏*2

幹細胞(Stem Cell)

馬漢, 彭阿魯, 張淑芬, 林琬琬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江蕙萱,林祐聖,徐立中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Pooja Sharma, 張裕, 蔡英美, 孫昭玲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楊維正, 黃奕修, 洪薇馨, 劉昭麟, 沈家瑞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Chieh-Ying Kuo1, Hueih-Min Chen2 and
Ming-Ling Kuo1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3月25日 13:30-17:00

3月25日 13:30-17:00

The Role of Myristoylated, Alanine-rich

1F 免疫壁報
區

IM035 王建能

1F 免疫壁報
區

IM036 周秀慧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C-kinase Substrate (MARCKS) in a Murine 王建能，李珍珍
壁報論文

1F 免疫壁報
3月25日 13:30-17:00
區

IM037 沈家瑞

壁報論文

3月25日 13:30-17: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38 李孟樺

壁報論文

3月25日 13:30-17:00

1F 免疫壁報
區

IM039 魏鈴穎

壁報論文

Model of Chronic Airway Inflammation
The Impact of Amniotic Fluid-Derived
參與競賽 Stem Cells Formed 3D Spheroids on T
Cell-Mediated Allogeneic Rejection
Targeting the IL-17A/IL-17RA axis in
參與競賽
reducing tumor progression
TLR2-Mediated Responses Promotes
Tumor Development via Enhancing
無競賽
Inflammation and Suppressing AntiTumor Immunity.
IL-6 Promotes Cell Growth and Is
無競賽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Oral Cancer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柯瑋安、楊子嫻、吳坦殷、林含芳、周秀慧

幹細胞(Stem Cell)

陳雅珊1、黃澤宏1,2、陳惠珊1、李孟樺1、
沈家瑞1,3*、劉昭麟1,4*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李孟樺、郭敏玲、沈家瑞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魏鈴穎，李正喆，賈景山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