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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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 毒物壁報區

TX001 李宜達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02 莊筑鈞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03 梁維哲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04 黃俊浩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05 鐘唯恆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06 洪嘉鴻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07 陳育瑩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08 鍾岱融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09 吳俊興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10 許文馨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11 劉奕賢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12 馮瑩茜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13 于清華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14 陳宏庠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15 麥庭威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16 林佳良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17 陳永璿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18 劉益昇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19 林立勳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20 呂水淵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21 呂水淵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22 呂水淵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23 呂水淵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24 呂水淵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25 呂水淵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26 陳元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27 羅月霞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28 陳明正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29 吳映璇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30 陳璟賢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論文題目
CO-releasing molecules-2 attenuates
angiotensin II-induced human aortic
smooth muscle cell migration through
inhibition of ROS/IL-6 generation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9 expression
The protective mechanisms of
resveratrol on particulate matterinduced COX-2 expression in human
fibroblast-like synoviocytes
Antioxidant and protective effects of
N-acetylcysteine (NAC) on malathion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and
cytotoxicity in human astrocytes
Effect of acrolein on ribotoxic stress in
human cancer cells
Production of Monoclonal Antibody
and Development of ELISA and Gold
Nanoparticle Immunochromatographic
Strip for Zearalenone
Camphorataimide B inhibits metastatic
capability of colon carcinoma via
dysregulating cytoskeleton
Pterostilbene Protects UVB Combined
with ZnO Nanoparticles-Induced Skin
Damage through Downregulation of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Preventive
Effect of Nelumbo nucifera、Gallic acid
via Targeting MiRNAs and Related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sesamin derivative (S4) in human
dermal fibroblasts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K36-6 for
skin anti-melanogenesis
Sodium benzoate ameliorates
ketamine-induced behavioral
Toxicity of Vincristine on Zebrafish
Establishing an Image-Base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in Zebrafish
The cytotoxic effect of carbon quantum
dots in huma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he Potential Roles of Autophagy on
Uremic Sarcopenia
Praeruptorin B Inhibits TPA-Induced
Metastatsis by Suppressing
PI3K/AKT/NF-κB Signaling Pathway
Mediated MMP-2/-9 Expression in
Human Cervical Cancer HeLa cells
Pazopanib promotes melatonininduced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via
activation of p38MAPK pathway and
LC3 in human renal cell carcinoma
Fisetin up-regulated CRT expression via
non canonical pathway to enhance
chemosensitivity and apopto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ploring the role of microRNA 702-5p
in down-regulation of autophagy in
the compensatory mechanism of shortterm hyperglycemia in cardiomyoblast.
Fenvalerate alters thyroid hormone
with sex dependent in intact
juvenile/peripubertal Wistar rats
Risk 21 fo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with dimethomorph
Risk 21 fo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with methomyl residue in
Risk 21 fo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with imidacloprid residue
Risk 21 fo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with prochloraz residue in
Risk 21 fo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with cyprodinil residue in
Functional study of splicing XBP-1 in
the kidney injury by using Tet-On
system in vitro and in vivo
Non-Animal Alternatives Methods for
Assessing Skin Sensitization and Skin
Irritation Potential via in vitro and in
silico models
Role of miRNAs to regulate target
genes lead to LoVo colon cancer cells
resistance to CPT-11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Artemisia
Absinthium Extracts on Leptin-Induced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Human
Breast Cancer MCF-7 Cells
Hibiscus Sabdariffa Leaf Polyphenols
and Epicatechin Gallate (ECG) Protect
Human Endothelial Cells from Oxidized
LDL-Induced Injury

作者群姓名

研究領域

投稿所屬學會

李宜達

訊息傳遞(Signal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Transduction)

莊筑鈞1, 李宜達2

發炎(Inflammation)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許書雄,梁維哲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黃俊浩,林敬恆,陳彥廷,王湘翠*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鐘唯恆, 余豐益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洪嘉鴻，黃啟洲，王朝鐘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陳育瑩，陳容甄，王應然*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鍾岱融、王朝鐘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System)

吳俊興，張尹涵，林沛穎，林子瑜，侯建
發炎(Inflammation)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維，江秀梅，溫國慶
許文馨, 施又菁, 沈佳薇, 陳逸泓, 林屏, 郭悅
其他(Others)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雄, 江秀梅*, 溫國慶*
劉奕賢, 詹銘煥, 陳慧諴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馮瑩茜，林豊益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于清華,林豊益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System)

陳宏庠, 盧亭宇, 吳家豪 , 王瓏鈞, 林家驊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麥庭威, 鄭佳容, 姜至剛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Biology)

林佳良1、謝逸憲1,2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陳永璿1、謝逸憲1,2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劉益昇1,2, 張育郡3, 郭薇雯 4, 廖柏翔5, 黃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志揚*5,6,7

林立勳1, 廖柏翔2, 郭薇雯 3, 黃志揚1,4,5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System)

呂水淵, 牟為謙, 陳敏貞, 姚成瑞, 廖婧淳, 蔡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韙任
呂水淵, 廖婧淳,牟為謙, 陳敏貞, 姚成瑞,蔡
韙任
呂水淵, 廖婧淳,牟為謙, 陳敏貞, 姚成瑞,蔡
韙任
呂水淵, 廖婧淳,牟為謙, 陳敏貞, 姚成瑞, 蔡
韙任
呂水淵, 廖婧淳,牟為謙, 陳敏貞, 姚成瑞, 蔡
韙任
呂水淵, 廖婧淳,牟為謙, 陳敏貞, 姚成瑞, 王
建彬, 蔡韙任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陳元孝，姜至剛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羅月霞, 周韋均, 鄭獻仁, 林嬪嬪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陳明正1,2, 朱芫緣1,郭薇文3, 廖柏翔1,黃志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揚1,4,5

吳映璇1, 陳璟賢1, 楊薇楨2, 陳亮妤2, 林慧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萱2*

陳璟賢1, 吳映璇1, 吳珮慈2, 呂欣怡2, 林慧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萱2*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31 張方瑜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32 駱瑞芝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33 詹貴川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34 Yun-Ting Hung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35 張連成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36 湯曉君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37 Nguyen Hoang
壁報論文
Anh Kha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38 何文昆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39 趙子揚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40 Ng Shang Chuan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41 蕭雅萍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42 楊芳俞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43 呂庭宇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44 林聖涵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45 賴德偉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46 張育瑄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47 翁芸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48 李貫綸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49 孫芳君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50 顏嘉宏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51 湯曉君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52 鄭佳容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53 蔡季濠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2F 毒物壁報區

TX054 林昱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55 廖文碩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56 林明政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57 徐莓閔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58 黃柏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s
induces myoblast senescence to
negatively regulate myogenesis
Low 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 as a
potential alternative therapy for kidney
injury
Effect of acarbose via targeting miRNAs
through inhibit leptin receptor knock
out mice and HCD-induced
atherosclerosis down-regulation
NMDA Receptor Modulator Rescues
Psychiatric Phenotypes in Mouse
Model of Maternal Immune Activation
A Seamless Phase II/III Adaptive Design
for Clinical Trials with a Continuous
Endpoint in the Chinese Area
Topical application of glycolic acid
suppresses the inflammasome and
proinflammation cytokine by
modulating NF- B signaling pathway in
UVB-irradiated keratinocytes and mice
MicroRNA-6126 involves in TNBC
tumorigenesis via Warburg effect by
regulating GRP78
DATS Enhances Doxorubicin Sensitivity
on Breast Cancer and TNBC by
Attenuating Warburg effect
Dysregulation of T-cell Functionality
and Development by Fipronil
The roles of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p38 alpha and beta in the
human malignant melanoma cell A375
Exposure to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
aggravates neuroinflammation
associated with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
Synthesis and photocytotoxicity of 13O-lipophilic substituted berberine
derivatives against human colon cancer
Protease-Activated Receptor-1
Inhibition by Melatonin Leads to
Suppression of Gastric Cancer
Peritoneal Dissemination via Induction
of ER Stress and CEBPb Cleavage
Serotonin Suppresses Gastric Tumor
Growth and 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 by Inhibiting via The
Calpain-10/PPARg/ Pathway
The Role of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in Diabetic Retinopathy
Performance of silver-containing
activated carbon fiber in peritoneal
dissemination of gastric cancer
Shenmai-Yin Inhibited Nifedipine
Oxidation In Rats In Vitro And In Vivo
Establishment of PM2.5-induced renal
dysfunction mice model and its
metabolic analysis
Antimutagenic Activities of Extracts
from Cordyceps Militaris in the
Salmonella Mutagenicity Assay
Effect of N(G)-Nitro-L-arginine methyl
ester on triclosan-decreased uterine
smooth muscle contractile response in
Sprague Dawley rats
Glycolic acid Attenuates the UVBinduced Aquaporin-3, Matrix Metallo
Proteinase-9 Expression and Collagen
Degradation in Keratinocytes and Mice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s
Potentiated Uremic Sarcopenia
through Pertubation of Myoblast
Benzo[a]pyrene- induced cell migration
associated with AhR expression level in
lung cancer cell.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phthalate exposure with metabolic
activation of estrogen in Taiwanese
pregnant women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estrogen-derived hemoglobin adducts
with indicators of breast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esveratrol reduces lipid peroxidation
effect and enhances superoxide
dismutase activity in the brain cortex of
Resveratrol-induced neuroprotection
in the brain cortex of rats is associated
with enhanced trace metal level of
magnesium and zinc
Protective effect of the resveratrol on
the brain cortex of rats is correlated
with enhanced catalase activity and
declined oxidative stress

張方瑜, 邱振源, 劉興華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駱瑞芝, 姜至剛, 劉興華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詹貴川1, 游孟勳2, 王朝鐘2, 3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陳紹寬, 張家銘, 邱筱涵, 詹銘煥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張連成, 劉佳佩, 蕭金福, 王兆儀, 康照洲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廖沛昀 1 , 林雨禎 2 , 湯曉君 *1,3 , 楊仁宏
*1,2,3

發炎(Inflammation)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Nguyen Hoang Anh Kha, 黃志揚, 郭薇雯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何文昆, 黃志揚, 郭薇雯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趙子揚, 鄭尹華, 王家琪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黃襄川, 黃志揚, 郭薇雯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蕭雅萍, 吳欣穎, 詹東榮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楊芳俞、許煇健、連重傑、陳奕翰、林鴻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志、吳進益*

呂庭宇,許美鈴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林聖涵, 許美鈴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賴德偉1, 許美鈴1, 2, 3*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張育瑄 , 許美鈴 , 柯澤豪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翁芸芳1,4,5,6、王鴻展3、盧重光2,7、郭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文瑄1
李貫綸, 林彥昌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李兆桐1、張芯慈2、郭孟欣2、孫芳君1*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顏嘉宏1，何文孝1，張雅淳1，顏宏愷2，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廖遠東3，謝季吟4，周思怡5，鄭丞傑6

湯曉君, 廖沛昀, 林雨禎, 楊仁宏

訊息傳遞(Signal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Transduction)

鄭佳容，姜至剛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蔡季濠, 李青澔, 李珍珍, 鄭幼文, 康照洲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林昱廷, 許聖言, 林喆, 陳達人, 謝為忠, 林伯
生物化學(Biochemistr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雄

廖文碩, 林聰芬, 林喆, 陳達人, 謝為忠, 林伯雄

檢驗醫學(Laboratory
Science)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黃柏豪, 黃柏諭, 林明政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徐莓閔 , 黃柏豪 , 林明政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黃柏諭 1 , 黃柏豪 2 , 林明政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59 廖晉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60 林友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61 Po-Lin Liao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62 柯孟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63 吳文俊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64 邱慧芬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65 蔡宗霖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66 鄭詠翰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67 許崇善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68 葉佳霖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69 張禹柔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70 陳元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71 葉心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72 鄭佳容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73 黃建國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74 黃婕敏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75 郭啟甲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76 胡德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77 黃士軒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78 蔡佳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79 蔡佳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2F 毒物壁報區

TX080 吳育葶

壁報論文

無競賽

Neuroprotective mechanisms of
resveratrol on the brain cortex of rats is
responsible for reduced transition
metal level of iron and copper
Roles of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in Ochratoxin A induces renal tubular
cell injury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a novel
azatyrosine analogue on early-stage
diabetic retinopathy
The Role Of Fatty Acid Synthase In
Cancer Cells Encounter Glucose
KIAA0101 Gene Modulates Lung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Mediated with
WNT/beta-Catenin Pathway
Fucoidan Induced Apoptosis may
through STAT3 and NF-κB Regulation
in Human Lung Cancer Cells
Arsenic, DNA Damage, and Cancer of
Kidney and Bladder: Long-Term
Follow-Up of Residents in Arseniasis
Endemic Area of North-Eastern Taiwan
The Roles of Palmit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arcopenia in Chronic
Interleukin-18 contribute to cardiac
dysfunction of post reperfusion injury
dur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ea buckthorn
fruit oil rich in omega-7
monounsaturated fatty acid in
cardiomyocyte hypertrophy and
To develop the poultry-derived active
peptides implicated in enhanced
immune regulation and attenuated
progression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The impacts of autopahgy-regulated
myogenesis in uremic sarcopenia:
Mechanistic and functional exploration
The influences of learning-memory
behavior in mice after chronic nitrate or
nitrite exposure
The Roles of Adaptive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s in Ochratoxin A-induced
Kidney Injury: Emphasize on IRE1-XBP1
Regulation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thrombotic
effects of Orthosiphon aristatus extract
in HUVEC injury induced by proinflammatory products of activated
macrophages
Betaine reverses subchronic ketamineinduced behavioral disturbances in
Protective effects of polysaccharides
fractionated from Chlorella
pyrenoidosa on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IL-1β-induced rheumatoid
synoviocytes and chondrocytes
The association of prenatal exposure to
mercury and IQ in school-age children
，Use birth-cohort studies
Comparison of the Solubility and
Pharmacokinetics of Arsenic from
Realgars(雄黃) in Mice
A protection mechanisms of rosmarinic
acid against UV-induced oxidative
damage in human retinal pigment
Mechanism of Rosmarinic acid
attenuates cisplatin-induced
Design of An Optical Sensor and OptoMechatronic System Integration for
Copper Ions in Water

廖晉昇 1 , 黃柏豪 2 , 林明政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林友雯，鄭佳容，姜至剛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廖伯霖, 蔡季濠, 謝玲珊, 黃士軒, 李青澔, 康照洲, 鄭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幼文
柯孟廷, 華國泰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吳文俊, 李宜儒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林于傑1, 翁永弘1,2, Valens Munyembaraga 1,2,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林暐棟1,2, 陳永佳3, 楊玉嬌1,2, 邱慧芬1,2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蔡宗霖, 許鈴宜, 許光宏, 蔡世芬, 邱弘毅, 王淑麗

其他(Others)

鄭詠翰1, 鄭佳容1, 姜至剛 1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許崇善, 姜至剛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葉佳霖1,*, 蔣訓中1, 褚俊傑1,#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張禹柔1,*, 吳泉憲1, 蔡嫣翎 1, 褚俊傑1,#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陳元孝，姜至剛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葉心1, 余青翰2, 巖正傑1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鄭佳容，姜至剛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黃建國* ,蕭文宏* ,褚俊傑 *, #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黃婕敏1*，詹銘煥2 ，陳慧諴1,3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郭啟甲,王偉丞,涂雯媛,褚俊傑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胡德捷,林澤聖,王淑麗

其他(Others)

黃士軒, 李青澔, 康照洲, 鄭幼文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黃芷柔, 許又文, 陳雅郁, 黃彥誌, 蔡佳芳*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林敬偉, 許又文, 蔡佳芳*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吳育葶,呂志誠

其他(Others)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中華民國毒物學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