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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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壁報區 PY001 施承典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02 彭逸稘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03 李貫綸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04 蔡易修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05 蔡靜宜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06 包大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07 裴仁生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08 許珮甄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09 胡佩欣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10 許懷美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11 顏秀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12 潘述翌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13 林佳玟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14 吳芩紋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15 蕭捷倫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16 王守正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17 包大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18 包大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19 包大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20 包大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21 包大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22 包大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23 包大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24 包大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論文題目
A Study of Dietary Habits on the Body
Mass Indexes of College StudentsPharmacy Students of Tajen University
SMOFlipid Enriched in ω-3 PUFA
Accelerates the Healing of Excision
Wound
Effects of oligo Fucoidan on radiationinduced cardiac dysfunction mice and
its metabolic analysis
Local Somatotheral Stimulation on
Destined Acupoint Improves Regional
Circulation Through Induction of
Reactive Oxidative Species and
Attenuates The Soreness Sensation in
Anomalous baroreflex functionality
inherent in floxed and Cre-Lox mice:
an overlooked physiological
The Contribut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 Promoter
Genotypes to Taiwan Lung Cancer Risk
Contribut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7 Genotypes to the
Risk of Non-solid Tumor, Childhood
Leukemia
The Contribution of MMP-8 Promoter
Genotypes to Childhood Leukemia

作者群姓名
嚴誠 , 施承典

研究領域
其他(Others)

投稿所屬學會
中國生理學會

彭逸稘,田沁潔,楊福麟, 怡懋‧蘇米, 邱艷芬,
發炎(Inflamm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李茹萍
李貫綸, 林彥昌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邱仁輝, 蔡易修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Medicine)
中國生理學會

吳嘉琦1, 蔡靜宜1, 潘恩源 1,2 , 陳慶鏗*1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李欣庭3，沈德群1,2,3，張文馨3，蔡佳
紋3，林怡廷3，蕭捷倫3，許哲綸4，陳
偉峻2，夏德椿2,3，包大靝*1,3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裴仁生1，周安國2,3，許珮甄1，蔡佳紋3
，張文馨3，巫旻憲3，夏德椿3，鄭舜平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5，包大靝*3,4

許珮甄1，裴仁生1，張文馨2，洪義文3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鄭舜平4，蔡佳紋2，龔志力5，包大靝
胡佩欣1，張文馨2，周安國2,3，夏寧憶2
The Association of MMP-8 Genotypes
，洪義文4，林佳玟2，吳芩紋2，黃中佑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with Pterygium
5，廖丞晞6，蔡佳紋2，龔志力7，包大
Dithiothreitol Enhanced Arsenic許懷美1,4，蔡佳紋1，楊美都1,2，夏德
Trioxide-Induced Cell Apoptosis in
椿1,3，張文馨1，潘述翌1，謝逸憲6，鍾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Medicine)
Cultured Oral Cancer Cells via
中國生理學會
景光5，包大靝*1,4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The Contribution of Matrix
顏秀婷1，賴昱良4,5，龔志力2，傅俊凱
Metalloproteinase-1 Genotypes to
3,4,5，岳德政3,4,5，蔡佳紋1，張文馨1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蕭捷倫1,3，李欣庭1，鄭隆賓1，王守
Susceptibility in Taiwan
正4,5，包大靝*1,3
Association of Asthma Risk in Patients
潘述翌1，沈德群2,3,4，蔡佳紋1，張文
with Primary Sjögren's Syndrome: A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馨1，蕭捷倫1，夏德椿1,2，包大靝*1,4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林佳玟2，楊美都1,2，林國誠1，呂孟純1
Contribution of Matrix
，鄭隆賓2，蕭捷倫2,3，岳德政2,3，傅
Metalloproteinases-1 Genotypes to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俊凱2,3，李欣庭2，顏秀婷2，吳芩紋2，
Gastric Cancer Susceptibility in Taiwan
潘述翌2，包大靝*2,3
The Contribution of Matrix
吳芩紋3，洪義文1，蔡佳紋3，吳正男2
Metalloproteinase-8 Promoter
，施亮均3,5，陳妍宇3，劉彥芳3，沈明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Polymorphism to Oral Cancer
毅4，張文馨3，包大靝*3,4
Susceptibility
Contribution of Excision Repair Cross- 蕭捷倫1,2,4，蔡佳紋2，張文馨2，蘇振
complementing Group 1 Genotypes to 賢2，王惠暢2，周安國2,3，劉良智2，包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Risk
大靝*1,2,4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Interleukin- 王守正1,2，沈德群3,4，蔡佳紋3，張文
12 Genotypes Association to Asthma 馨3，王勝昱5，趙哲毅6，蕭捷倫3，陳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risk in Taiwan
偉峻3,4,7，夏德椿3,4,7，包大靝＊3
A Large Population Study for the
岳德政1,2,3，周安國5， 龔志力6，傅俊
Unique Contribution of Excision Repair
凱1,2,3，裴仁生 7，巫旻憲2,3，蔡佳紋4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Cross-complementing Group 1
，張文馨4，包大靝＊1,4
Genotypes to Taiwan Colorectal
Unique Interactions of Double Strand
Break Repair Gene Nijmegen Breakage 陳冠良1,3,4， 莊志亮1,3，王仲興2，蕭
捷倫2,4，顏秀婷2，李欣庭2，張文馨2，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Medicine)
Syndrome 1 Genotypes, Gender
中國生理學會
蔡佳紋2，王守正1,3，包大靝＊2,4
Difference and Smoking Status in
Taiwan Lung Cancer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of Interleukin許師偉1,2,3，張文馨4， 紀宏學4，蕭捷
10 Polymorphisms with Childhood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倫1,4，蔡佳紋4，包大靝＊1,4
Leukemia Susceptibility in a MultiHospital-Based Study of NTU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MMP-7
廖丞晞1,2,3，張文馨4，胡佩欣 5，吳錫
Genotypes to Renal Cell Carcinoma in 金4，許師偉1,2,3，劉彥芳4，蔡佳紋4，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Central Taiwan
包大靝＊3,4
傅俊凱1,2,3，張文馨4，岳德政 1,2,3，蔡
The Contribution of DNA Repair Gene
佳紋4，吳正男5，王守正1,2,3，賴昱良
XPD Genotypes to Colorectal Cancer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2,3，許師偉1,2,3，蕭捷倫1,4，洪義文6
Risk among Taiwanese
，施子卿7，包大靝＊1,4
莊志亮1,2，沈德群3,4,5，夏德椿4,5，趙
Novel Association of MMP-8 Promoter
哲毅6，陳偉峻4，陳致宇4，林怡廷5，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Polymorphisms with Lung Cancer Risk
蕭捷倫5,7，張文馨5，蔡佳紋5，包大靝
The Association of Flap Endonuclease 巫旻憲1,2，周安國3，沈明毅4,5，陳芳
1 Genotypes with the Susceptibility of 玉4，蕭捷倫5,6，施亮均6，張文馨6，蔡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Endometriosis
佳紋6，應宗和7，黃中佑2,8，包大靝
A Novel Association that Uterine
黃中佑1,2，沈德群3,4,5 ，夏德椿4,5，蕭
Leiomyoma Patients Exhibited High
捷倫5，林橙莉6，劉良智7，張文馨5，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Incidence but Low Mortality Rate for
蔡佳紋5，包大靝＊3,5
Breast Cancer in Taiwan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25 包大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26 鄭語嫣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27 文正傑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28 盧惠萍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29 孫旻萱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30 廖泰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31 蕭安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32 邱意翔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33 李婉寧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34 張寧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35 陳瑾儀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36 林豐智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37 崔菀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38 林智妮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39 吳嘉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40 石麗珍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41 葉建志

壁報論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42 郭東益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43 黃郁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44 許淑芬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45 王慶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46 楊仁龍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47 林宏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48 陳信宏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49 吳振翰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50 劉中秦

壁報論文

無競賽

To Reveal the Novel Pathway of
GSKIP-inactivated GSK3b Regulating
b-catenin, Cyclin D1 and Drp1 on
CCI/Chemotherapy-induced
Neuropathic Pain
Potential utility of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in trauma-induced central
serotonin abnormalities and
depressive profiles
Effects of Exercise on Cognitive
Deficits Induced by Whole-BrainSound exposure effects on auditory
cortex in changing neuronal size than
in the auditory midbrain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Effects of
Novel HDAC Inhibitors on Neural
Plasticity in Mice.
The study of cholera toxin B subunitnovel peptide fusion protein in cellular
penetration to enhance neural
Endothelin-1 stimulates 3T3-L1
preadipocyte cell growth
The Effect of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CSF ) of Antiinflammation and Neuroprotection on
Olfactory Blub after Acute Spinal Cord
Injury
Cytokines-mediated COUP-TFII
suppression promotes VEGF-C
expression in endometriosis
New Mode-Of-Action of Aromatase
Inhibitors for Gastric Cancer
Studies on the Effects of Gold
Nanoparticles on Aquaporin 1 in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Hydrogen Sulfide Increases Pulmonary
Veins and Atrial Arrhythmogenesis
with Activation of Protein Kinase C
CEACAM6 interacts with EGF receptor
in the lipid-rafts and promotes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metastasis
through the complex N-glycosylation
The assessments of graphene and
graphene silver nanoparticles in
biosafety and antiseptic effects
Either exercise regimen or resveratrol
intake could be considerations for
rejuvenation therapy in aging process
Protein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the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family in Taiwan colorectal
cancer
Protein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the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family in Taiwan colorectal cancer
Knockdown of the transcript of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in
the brain modulated hypothalamic
neuropeptide-mediated appetite
control in amphetamine-treated rats
The influence of salt bridge formation
on the pro-angiogenic function of
Irisin in endothelial cells
Heat shock protein 72 may improve
hypotension by increasing cardiac
mechanical efficiency and arterial
elastance in heatstroke rats
Formosan Sambar Deer Velvet Antler
Extract On Aging In Murine Model
Evolutionary divergence of the CACNG
protein family is supported by
sequencing the zebrafish cacng2b and
Hepatoma-derived growth factor
suppression inhibit Helicobacter
pylori-promoted gastric inflammatory
Fructose intake impairs baroreflex
sensitivity in the early stage of
fructose-induced hypertension
through central nervous system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caveolin 1 in
keloids
The Analysis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in A Tertiary Teaching
Hospital in Northern Taiwan

周安國1,2，林怡廷2，蕭捷倫2,3，張文
馨2，蔡佳紋2，包大靝*2,3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Medicine)
中國生理學會

鄭語嫣, 林真誠, 劉正哲, 黃坤崙, 劉亞平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文正傑, 謝坤叡, 楊淑娟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盧惠萍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孫旻萱, 李旻芝, 林泓佑, 張馨丰, 楊瀅臻*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廖泰宇, 謝凱如, 楊瀅臻*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蕭安淇、詹彩芸、古惠珍、崔以威、黃耀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明、郭佑啟、高永旭

邱意翔, 林牧熹, 江理琳, 靳宇晴, 林佳靜

發炎(Inflamm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李婉寧(1) 蕭貴陽(1) 張寧(1) 吳孟興(2) 蔡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少正(1)
張寧,賴學州,周珮琪,馬文隆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陳瑾儀, 詹燕茹, 李青澔

毒理學(Toxicology)
中國生理學會

林豐智、詹超舜、陳耀昌、陳適安、陳亦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仁

崔菀琳，吳明恒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林智妮, 張榮善

其他(Others)

吳嘉平 黃志揚

老化醫學(Aging Medicine)
中國生理學會

中國生理學會

石麗珍1,2葉建志1,2 張俊梁2 崔以威2 褚
志斌3 高永旭1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葉建志1,2 石麗珍 2 張俊梁2 崔以威2 褚
志斌3 高永旭1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郭東益1,余青翰1, 謝易修2,陳霈霓2,廖娟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妙1

黃郁斳, 戴明泓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許淑芬、張菁萍、林茂村、鄭伯智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王慶輝, 謝長奇

代謝疾病(Metabolic
中國生理學會
Diseases)

楊仁龍，賴彥明，陳仁祥

其他(Others)

林宏維, 戴明泓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陳信宏，鄭珮妏，曾清俊

代謝疾病(Metabolic
中國生理學會
Diseases)

吳振翰,許釗凱,林錫慧,湯銘哲

其他(Others)

中國生理學會

劉中秦*, 唐于琪

其他(Others)

中國生理學會

中國生理學會

3月24日 09:30-13: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51 吳芎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52 余冠毅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53 林俐妤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54 許可鈞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55 胡雅瑜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56 楊涵茵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57 謝孟廷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58 胡漢彥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59 葛宇庭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60 王文謙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61 徐子晏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62 黃文誼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63 黃慧怡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64 陳筱雯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65 黃祥晏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66 王羿忻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67 陳曉玫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68 Buyandelger壁報論文
Batsaikhan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69 蔡昇峰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70 戴昱菁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71 王泓文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72 劉思婧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73 梁淑鈴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74 楊順喻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75 高暐翔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76 吳宜娜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77 華瑜

壁報論文

無競賽

Oral pioglitazone ameliorates
fructose-induced peripheral insulin
resistance and hippocampal gliosis
but not restores inhibited
hippocampal adult neurogenesis
Development of a Nucleic Acid Based
Lateral Flow Immunoassay to Detect
BK Virus in Renal Transplant
Mechanism of Neurite Outgrowth and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in Intestine
Attenuation of bronchopulmonary Cfiber activation-induced laryngeal
closure following cervical spinal
contusion in the rat
Effects of Soluble Epoxide Hydrolase
Inhibitor on Excitotoxin- Induced
Memory Impairment in Mice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miR196a on Neuronal Morphology
through Targeting IMP3 in Huntington
Blocking autonomic outflow weakens
vasopressin V1 blocker on
hemodynamic disturbance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before and after cold
The study of 3D printing assisted
electrospinning technology in
producing tissue regeneration scaffold
of urological diseases.
Regulation of CARM1 by dual
specificity phosphatase-2 in colorectal
Study on the Role of C-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17 (CCL17) in
Human Renal Fibrosis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activated kinase 1 inhibition reduces
microglia-induced neuroinflammation
through suppressing MAPK/NF-κB
signaling following experiment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vestigat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underlying SPAK
deficiency-induced depression-like
behaviors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were ameliorated by escitalopram
Chemogenetic interrogation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like
behaviours in a mouse model of
The DNA methyltransferase 3L
regulates the megakaryocytic
differentiation through modulation of
mitochondria functions
mTORC1 activates MEL-18 to
deSUMOylate HSF2 for IGF-IIRmediated cardiac hypertrophy
Sirt1 Activation by Post-ischemic
Treatment with Lumbrokinase Protects
Against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Reactivity of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Spectral Power to Light Stimulation
and Body Movement in Mice
Anti-tumor effects of a novel inhibitor
of histone deacetylase 6, MPT0B291,
on glioblastoma: in vivo and in vitro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tabolic
disorders and depression
The Role of DUSP2 and Its Regulation
in Pancreatic Cancer Metastasis
Microglial Apoptosis Mediates
Neuronal Death After Stroke
3-week Social Isolation Induces
Anxiety-like Behavior But Limits Breast
Tumor Growth
Blockade of Neuronal Glutamine
Uptake Decreases Reproduction
Behavior and Fertility of Female Rats
Effects of Cyp11a1 knockou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stis and germ cells
Effects of Valproic Acid on Androgen
Receptor and Prostate Cancer Cell
Survival
Dual efficacy in neuro- and tissueprotection of platelet-rich plasma on
erectile dysfunction in bilateral
cavernous nerve injury rat model
Effect of maternal high fructose and
offspring high fat intake on
programmed hypertension in young
adult: The role of nutrient sensing

洪純瑛,吳志偉, 陳怡君,吳芎歷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中國生理學會

余冠毅、鄭傜憶、唐守宏、程君弘、陳英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中國生理學會
傳、黃怡慧、劉正哲
林俐妤, 李映璇, 佘孟萍, 余佳慧*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許可鈞,李昆澤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胡雅瑜, 郭怡敏, 許珮蒨, 謝奉勳, 李怡萱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楊涵茵、楊尚訓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謝孟廷, 楊永年, 林鈺傑, 劉亞平, 童吉士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1.胡漢彥，1.白孟宜，2.于大雄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中國生理學會

葛宇庭,林世杰,蔡少正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王文謙, 李居哲, 蔡任弼, 謝逸憲

生物化學(Biochemistry)
中國生理學會

徐子晏, 吳軍滬, 李俊彥, 柯嘉華 ,陳思甫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黃文誼，張盛堂，楊松昇，劉亞平，黃乃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瑰，黃春霖

黃慧怡, 連正章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陳筱雯, 俞懿珊, 張原翊

血液學(Hematology)
中國生理學會

黃祥晏1 ,黃智洋2 郭薇雯3, 黃志揚1,4,5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王羿忻, 廖娟妙, 黃相碩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陳曉玫, 郭紀偉, 阮啟弘, 謝宗勳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吳凱、洪國盛、劉景平、王家儀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蔡昇峰1, 郭余民*1,2

代謝疾病(Metabolic
中國生理學會
Diseases)

戴昱菁, 王竹安, 蔡少正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王泓文, 張雅雯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劉思婧、蔡美玲*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林毓雄1，梁淑鈴1,2*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楊順喻, 陳怡靜, 胡孟君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高筱涵, 高暐翔, 余青翰 , 鄭旭辰, 陳美智,
林赫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曾筱雯, 江漢聲, 吳宜娜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翁家儂, 楊家齊, 趙詠梅, 華瑜*

代謝疾病(Metabolic
中國生理學會
Diseases)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78 趙詠梅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79 鄭珮妏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80 何文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81 林楨桓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82 楊皖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83 鄭亭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84 張智鈞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85 周則明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86 葉松翰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87 蔡旻倩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88 李彥成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89 吳濙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90 蔡素雲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91 Wahab Imam壁報論文
Abdulmajeed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92 劉忠榮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93 陳倫魁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94 涂瑋嘉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95 劉姿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96 Ajibola Musa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97 鄭凱恩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98 林姿妏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099 柯智群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00 蘇雅琪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01 黃仲磊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02 施希建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03 陳智傑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04 黃予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05 林盈宏

壁報論文

無競賽

Brain oxidative stress in the
programming of hypertension in
young offspring to maternal high
Resveratrol Regulates Blood Pressure
by Enhancing AMPK Signaling to
Downregulate a Rac1-Derived NADPH
Oxidase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creased oxidative stress causes more
severe damage to hippocampal
neurons after TBI
The MicroRNAs Signature As Ancillary
Diagnosis Biomarker For Urothelial
Carcinoma In Dialysis Patients
The effects of Angelica dahurica and
Rheum officinale extracts on treating
S.aureus-infected wound
Repurpose of an Antidepressant on
Rat Model of Dementia with Lewy
Knock-Out of CCR5 Aggravated
Hyperglycemia, Insulin Resistance and
Diabetic Nephropathy in High-Fat
Diet-Fed Rodent Model.
Interrogation of neural circuits in
chronic nitroglycerin-induced
mechanical hyperalgesia
The effect of charges at the internal
entrance on the conductance of KcsA
channel
The CCL5/CCR5 axis promotes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therogenic
Signal Regulation of Protein Kinase D
on Leptin production in 3T3-L1
Transcriptonal regulation of leptin by
protein kinase D in 3T3-L1 adipocytes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human HMGA1 gene promoter
Hilar mossy cells mediate lamellaspecific innervation along the
hippocampal long ax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 pylori
infection on 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 (MIF) expression and
gastric cancer development
Visfatin promotes monocyte adhesion
by upregulating ICAM-1 and VCAM-1
expression in endothelial cells via
activation of p38-PI3K-Akt signaling
and subsequent ROS production and
IKK/NF-κB activation
2-Aminoethoxydiphenyl borate
protects against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nduced cell injury in H9c2
Vagus Nerve Stimulation Suppresses
Cortical Spreading Depression via
Glutamate Receptor-dependent TrkB
Signaling in the Nucleus Tractus
Solitarii of Rats
Differential Glutamate and GABA
Release onto Hippocampal Dentate
Cells by Supramammillary Nucleus
Lesions of nucleus accumbens core or
shell affect methamphetamineinduced behavioral sensitization in
Interaction between hepatomaderived growth factor (HDGF) and
surface nucleolin (NCL) membrane
complex in hepatoma cells
MGCRABGAP Regulate Mammalian
Spermiogenesis by Rap1 Modulation
Development of a stress index based
on heart rate and physical activity
Whether acute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ffects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induced by morphine or
methamphetamine in rats
Abnormal Pain Sensitivity after
Thalamic Hemorrhagic Stroke was
Assuaged in P2X7 Knockout Mice
Androgen receptor-IGF-1 axismediated chondrocyte proliferation is
required for sex differences in
postnatal skeletal bone growth
The Effect of Striatal Glutamate on Ldopa-Induced Dyskinesia in 6-OHDALesioned Parkinson’s Disease Mice
Model
SLC9A3 Protein Is Critical for
Acrosomal Formation in Postmeiotic
Male Germ Cells

楊家齊,翁家儂,趙詠梅,華瑜

代謝疾病(Metabolic
中國生理學會
Diseases)

施景森1, 林育德1, 曾清俊2, 鄭珮妏2*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何文孝1,Reni Ajoy2, 顏嘉宏1, 周思怡2*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林楨桓, 陳建隆2,李安倫 , 江昀儒, 黃秋錦,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馬念涵
楊皖婷1, 葛俊言2,3, 黃士耕1, 李茹萍1,*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
中國生理學會

鄭亭琳1, 張彥婷1, 陳奕如1, 饒芯彤1, 何應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瑞1*, 林志立2*
張智鈞*1, 鄭芳怡1, 洪麗滿*2

檢驗醫學(Laboratory
中國生理學會
Science)

陳世彬，連正章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葉松翰、賴彥明、陳仁祥

其他(Others)

中國生理學會

林錦生1, 謝博軒2,3, 黃玲玲4, 涂雲瑾2, 蔡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旻倩2*
李彥成, 盧主欽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吳濙宇 盧主欽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蔡素雲，陳建廷，王啟仲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Wahab Imam Abdulmajeed, 連正章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顏薇軒1,陳清元1,陳逸琪1,胡晃鳴1, 郭昭
宏1,3, 橫山一成3,5, 郭富珍2,吳登強
1,3,4,5,6, 劉忠榮*1,3

感染(Infe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陳倫魁1*,林于婷1*,簡登淵1,2,吳亮宜6,許
庭嘉1,官澤庭1,吳少筠1,郭清輝3,4,何橈通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中國生理學會
1,3,4, 阮琪昌1,4,5**

涂瑋嘉, 楊昆達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劉姿婷1, 陳世彬2,3, 王署君3,4,5, 嚴錦城
*1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Ajibola Musa Iyiola, 連正章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鄭凱恩、黃智偉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林姿妏, 戴明泓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柯智群、林盈宏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蘇雅琪1,2, 吳承翰1,2, 陳玠文1,2, 林彥汝
1,2, 楊靜修1,2, 郭博昭*1,2,3

其他(Others)

黃仲磊、黃智偉

系統生物學 (Systems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施希建，管永惠，徐百川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中國生理學會

陳智傑、陳韻茹、莊凱盛、黃國恩、藍國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忠、康宏佑

黃予庭，陳景宗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汪雅雲1,2, 江漢聲2, 鄭喬尹2, 吳宜娜3, 林
勇智2, 劉軒哲2, 蔡維恭4, 陳燕麟1,5, 林盈 其他(Others)
宏2

中國生理學會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06 陳冬生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07 唐筱茜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08 林世杰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09 吳季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10 Lim Yeou San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11 張凱復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12 蔡女滿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13 洪芃昀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14 黃雅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15 黃曉凡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16 黃柔惠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17 陳韻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18 葛俊言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19 盧裕壬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20 單聖喆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21 李羿儒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22 蕭貴陽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23 廖瑞銘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24 楊依樺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25 于家城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26 李碧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27 管皓翎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28 徐偉倫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29 黃雅妮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30 郭東益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31 盧惠萍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32 蕭士翔

壁報論文

無競賽

Green tea EGCG increases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 fun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aging in aged rats
Effects of diosgenin on the
testosterone production and sperm
The role of YAP1 in enzalutamide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Morphine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and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and its withdrawal-induced
depression, anxiety,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for pharmacological
Stress facilitated the reward effect on
morphine-induced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paradigm in rats
The Anti-tumor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HePOPa Extract on
GBM tumor in vitro and in vivo.
BRAF Mutation Analysis in
Hyperplastic Polyps and Tumors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Taiwan.
To study the anti-cancer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JuCHE extract
combined with clinical drug cisplatin
Study the protection effect in diabetic
retinopathy by PuLiCH active
components
To investigate PECeAt extract
inhibit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inducing
The role of sphingomyelin in
regulating adipocyte function
Protective Effect of Bauhinia
championii on Ischemia/ReperfusionInduced Cardiac Dysfunction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nano-silver
gauze dressing on antibacterial effect
and healing facilitation of infectious
Footshock-induced stress sensitized
the reward effect on morphineinduced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paradigm in rats
Footshock stress alters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induced by
methamphetamine in rats
The effect of exercise on maternal
behavior in the lactational DEHPexposed female rats
The Expression of Circular RNA
CCDC66 Is Essent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Drug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eutic Reagents in
Baseline-Dependent Effects of
Memantine on Spatial Working
Memory in The Rat
Lesion of Lateral Orbitofrontal Cortex
Did Not Affect Anxiety-related
Behavior or Reward Discrimination in
The growth effect of Ganoderma
lucidum on renal cells
Hypoxia imaging biomarker in
assessing the therapeurtic effect of
injectable in situ forming
thermosensitive implant in a murine
“Wanting” and “linking” of
morphine in drug addiction
Smad4 SUMOylation is essential for
memory formation through
upregulation of the skeletal myopathy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Pifithrinalpha Oxygen Analogue Against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the Striatum:
Suppression of Neuroinflammation,
Oxidative Stress,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Role of hypothalamic leptin-LepRb
signaling in NPY-CART-mediated
appetite suppression in
amphetamine-treated rats
Effects of the Andrographis Paniculata
extract on antifibrogenesis and
protection of cells from oxidative
stress-induced death
Targeting virulence for dairy cow
mastitis: systematic protein
interactome analysis of
glycosaminoglycans using Escherichia

許淵聖, 陳冬生, 郭薇雯, 黃志揚

幹細胞(Stem Cell)中國生理學會

唐筱茜1．郭東益2．廖娟妙2．余青翰2

毒理學(Toxicology)
中國生理學會

林世杰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Chi-Wen Wu, Chen Yin Ou, Andrew
Chih Wei Huang

系統生物學 (Systems
Biology)
中國生理學會

林有上, 黃智偉*

其他(Others)

中國生理學會

張凱復1, 2, #, 周恬而1, 陳奕君1, 陳祐娸1,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
中國生理學會
蔡女滿1, *
林敬斌1, 2, #, 王賀立1, # ,廖虹琇3, 許振
東4, 蔡女滿3, *.

其他(Others)

黃曉凡,唐莉婷,洪芃昀, 蔡女滿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黃雅芝,黃曉凡,張凱復,蔡女滿

代謝疾病(Metabolic
中國生理學會
Diseases)

黃曉凡1, 2, #, 黃雅芝1, 2, 林丁寅1, 陳奕
君1, 陳祐娸1, 蔡女滿1, *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黃柔惠, 盧主欽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陳韻芳1, 陳威宇2,3, 林佳欣1, 郭昭麟*1,
李安生*3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葛俊言, 楊皖婷, 黃士耕, 林子揚, 李茹萍

感染(Infe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盧裕壬, 黃智偉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單聖喆, 黃智偉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李羿儒*,王錠釧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蕭貴陽, 蔡少正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陳碩甫, 廖瑞銘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楊依樺, 張玉辰, 莊淳聿, 廖瑞銘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于家城，鍾亞婷，吳明修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
中國生理學會

李碧芳, 邱南津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管皓翎, 陳平文, 黃智偉

系統生物學 (Systems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徐偉倫1, 馬允立1, 劉彥呈 2, 李小媛 *1,2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黃雅妮、王家儀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郭東益1,余青翰1, 謝易修2,陳霈霓2,廖娟
妙1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盧惠萍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陳宜琳1, 周子媛1, 陳健生2,3, 蕭士翔*4

系統生物學 (Systems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中國生理學會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33 曾筱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34 陳英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35 吳函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36 楊淳如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37 Chih-Wen Shu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38 劉佩芬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39 林柏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40 郭宜盈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41 林偉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42 羅俊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43 沈君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44 林玠寬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45 林佳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46 鄭嘉惠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47 郭庭亦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48 曾翠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49 吳蕙君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50 孫莉涵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51 楊凱卉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52 魏國鼎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生理壁報區 PY153 張延婌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54 賴健誠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55 黃中彥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56 林怡萱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57 顏嘉寶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58 鄧以柔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59 劉珮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60 劉軒哲

壁報論文

無競賽

Restoration of erectile function with
intracavernous injections of smooth
muscle progenitor cells after bilateral
cavernous nerve injury in rats
Grail is involved in adipocyte
differentiation and diet-induced
D-Cycloserine Ameliorates AutismLike Deficits by Removing GluA2Containing AMPA Receptors in a
Valproic Acid-Induced Rat Model
A New Strategy for Drug Development
–From Bedside to Clinic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ell cycle
arrest in ATG4B-targetted cancer cells
Snail acts a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breast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patients with HER2/EGFR-positive
subtypes
Epithelial Response to Bacterial
Internalization in Colitis-associated
Colon Cancers
Effects of DNA repairing enzyme,
NEIL1 on adult hippocampal
Characterization of Putative Potassium
Selectivity Channels in T. Vaginalis.
Long Noncoding RNA NDRG1-OT1_v4
Regulates Cell Migration Not through
Acting as miRNA Sponge in Breast
Cancer Cells
Analysis of mitochondrial dynamics
and function in HL-1 cardiomyocytes
under oxidative stress
The role of KATP channel in
mesolimbic system of high fat diet
induced depression mice model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iR196a on
Mitochondrial Functions in
Huntington's disease
Targeting ATP sensitive potassium
channel (KATP) to tackle the
pathogenesis and levodopa-induced
dyskinesia associated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Artocarpin induces mitochondriaassociated cell death through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signaling in human
glioblastoma cells
Carbon monoxide releasing molecule2 inhibits Pseudomonas aeruginosainduced lung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 Modulates
Electro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lcium Homeostasis in
Pulmonary Veins and Left Atrium
Impact of Group Housing Quantity
and Quality on the Stress-induced
Decreases in Dentate Newly
Proliferated Cell and Neuroblast
Targeting galectin-1 in hepatic stellate
cells inhibits liver cancer invasion via
suppressing TNF-alpha/JNK/c-Jun
signaling
Targeting inhibition of polyglutamine
expanded androgen receptor
aggregation via the induction of
ubiquitin-proteasome degradation
pathways
The functional role of MICU1 in renal
mitochondrial calcium homeostasis
AMPK Modulates ACC1 Expression
and Cancer Cell Growth through
Epigenetic Regulation
Glucose-induced irinotecan resistance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attributes to
pyruvate and ATP through distinct
mechanisms
The Role of Lipid Droplets in
Metabolic Remodeling of Cancer Cells
Insulin Regulates Lipogenesis and Cell
Proliferation through Myc/TDG
Signaling in Cancer
The derivatives of Chalcone enhances
cholesterol efflux in human
macrophage through LXRα-ABCA1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Xin alpha gene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To study the cellular functions of
SEPT14-ACTN4 complexes during
mammalian spermiogenesis

曾筱雯, 江漢聲, 吳宜娜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Medicine)
中國生理學會

呂姵瑤, 林慧足,劉得榮, 吳雪齡, 謝博軒,陳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中國生理學會
英傳
吳函芳、林惠菁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楊淳如、黃挺碩、李棟樑、楊剛仲、袁新
其他(Others)
盛、盧瑞華、謝忠和、徐于喬
徐志文，蔡維倫，鄭錦翔，黃一菲

中國生理學會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曾彥敦1#,張惠宥2# (#共同第一作者), 張
宏泰1, 陳玉佳1, 徐志文2, 劉慧涵2, 葛魯蘋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2*, 劉佩芬2*
林柏諭1, 李憶萱1, 白宇辰1, 翁儷庭1, 胡玫
昀2, 薛茚文2, 董雅玲3, 魏淑鉁2, 倪衍玄3,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余佳慧1*
郭宜盈, 陳珮君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林偉強1, 楊世斌2, 戴榮湘 2

其他(Others)

羅俊良，蔡孟勳，莊曜宇，賴亮全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中國生理學會

沈君輝1，林偉強1，陳復中1,2，王翊豪1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林玉雯1*
林玠寬1, 陳珮君1,2*

代謝疾病(Metabolic
中國生理學會
Diseases)

林佳葳，楊尚訓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鄭嘉惠, 陳珮君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郭庭亦1, 李宜達2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曾翠琳, 李宜達, 朱培銘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吳蕙君1, 林豐智2, 鄭寶雲1, 陳耀昌 *3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孫莉涵1, 游一龍1,2,*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楊凱卉, 崔菀琳, 吳明恒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魏國鼎 1,2,4 , G Sobue 3 , H Adachi 3 ,
康宏佑 1,2,4,*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張延婌1, 劉冠宏2, 蔣思澈3, 宋俊明 2, 蔡
曜聲*1,2

其他(Others)

賴健誠, 彭怡禎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黃中彥, 白宇辰, 余佳慧*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林怡萱, 何盧勳, 彭怡禎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顏嘉寶, 彭怡禎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鄧以柔1,石紹甫2, 陳思州3, 陳清玉4，林
錦生*2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劉珮文1, 鄧以柔2, 林錦生3, Da-Zhi
Wang 4, 林敬清5, 蔡旻倩*1
劉軒哲1, 汪雅雲2, 林盈宏*1

中國生理學會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其他(Others)

中國生理學會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61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62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63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64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65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66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67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68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69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70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71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72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73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74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75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76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77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78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79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80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81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82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83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84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85

The immunoregulatory effects of
盧威仁
壁報論文
無競賽 TIAM2 gene in microglial activation
and the impact on neuronal
Licochalcone A Inhibits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via MEK1/2-ERK1/2
許人婕
壁報論文
無競賽
Pathway Mediated ADAM9 Protease
Expression in Malignant Glioblastoma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Retigabine,
Kv7(KCNQ) potassium channel opener,
劉沛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on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rats
Development of a 16S ribosomal RNAbased Diagnostic Device to Monitor
鄭傜憶
壁報論文
無競賽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in Plague of
Chronic Periodontal Patients
MicroRNA-31-5p confers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resistance to Oxaliplatin
許希賢
壁報論文
無競賽
and promotes proliferation by
targeting LATS2
Develop The MicroRNAs Signature As
Ancillary Diagnosis Biomarker For
李安倫
壁報論文
無競賽
Urothelial Carcinoma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Patients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probiotics
洪岳慈
壁報論文
無競賽
against myocardial ischemiaMilk protein hydrolysate modulated
黃淑慧
壁報論文
無競賽 PM2.5 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n
murine model
Stem cell therapy improves senescent
許淵聖
壁報論文
無競賽 condition of Hepatocyte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model
The role of crosstalk between
姚懿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in the
cardioprotective effect of Paeonol
The Role of TRPV1 in The Browning
溫柏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Effect of Irisin in 3T3-L1 Adipocytes
Angiotensin-(1-7) Inhibits ThrombinInduced Endothelial Phenotypic
王守傑
壁報論文
無競賽
Changes an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Production via NADPH Oxidase 5
CORM-2 Attenuated Lung Fibrosis via
莊佳芸
壁報論文
無競賽 Reduction of MMP9 and MMP2
Expression
Elucidations of anxiety and spatial
余英豪
壁報論文
無競賽 learning in bipolar disorder-like animal
model
Overexpression of ZAKβ in human
osteosarcoma cells enhances ZAKα
傅建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expression, resulting in a synergistic
apoptotic effect.
1α,25-dihydroxyvitamin D3 induces
賴冠榮
壁報論文
無競賽 DNA hypomethylation via
downregulating DNA
To Investigate the Diagnostic Strategy
and Influence of Bone Formation from
吳盈羽
壁報論文
無競賽 the Candidate Factors Identified from
the Synovi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The role of heterochromatin in high劉嘉瑋
壁報論文
無競賽 dietary-sugar induced renal failure in
Drosophila
miR-4454 enhanced chemo-sensitivity
and suppressed metastasis in
Kannathasan壁報論文
Thetchinamoorthy
無競賽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LOVO) by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GNL3L and
nuclear translocation of NFkB
The Role of p53 in HMGB1-RAGE
王昱喬
壁報論文
無競賽 Pathway in Acute Lung Injury and
Fibrotic Changes Following Traumatic
The Effect of Methylcobalamin
Combined with Exercise Training in the
劉鑫
壁報論文
無競賽
Improvement of Motor Impairments in
Parkinsonian Rats
Protective effect of
Trimethyldodecatrienol on endotoxin關宇翔
壁報論文
無競賽
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via MAPKdependent NFkB pathway
Study of MLN8237, a selective Aurora
張智瑩
壁報論文
無競賽 A kinase inhibitor, on the increase of
its gene expression and the possible
Examinations of the reward
comparison hypothesis foe different
張凱傑
壁報論文
無競賽
roles of lateral habenular nucleus and
nucleus accumbens
Combination of simvastatin and
troglitazone causes apoptosis and
唐莉汶
壁報論文
無競賽
inhibits migration of human brain
glioblastoma cells

盧威仁, 朱俊憲, 孫孝芳

發炎(Inflamm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許人婕、謝逸憲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
中國生理學會

劉沛勳, 余豐益, 黃相碩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鄭傜憶,余冠毅,莊惠文,黃仁勇,鄭琬蒨,劉正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中國生理學會
哲
許希賢1,2, 施惠儂1,5, 郭薇雯4, 廖柏翔5,
黃志揚*3,5,6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李安倫1†, 陳建隆2†, 江昀儒1, 黃秋錦3*,
馬念涵1*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Medicine)

洪岳慈 ,張耀仁, 黃相碩 , 廖娟妙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黃淑慧, 謝長奇

發炎(Inflamm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許淵聖, 陳冬生, 郭薇雯, 黃志陽

老化醫學(Aging Medicine)
中國生理學會

姚懿庭, 廖娟妙, 黃相碩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溫柏堯1, 呂思穎2, 鄭寶雲*3

代謝疾病(Metabolic
中國生理學會
Diseases)

王守傑.楊岱穎.戴侑容.顏廷宇.籃雯馨.羅婉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瑜
莊佳芸,林維寧*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
中國生理學會

余英豪、王英洲、黃智偉、賴慶霖

免疫(Immunology)
中國生理學會

傅建堯1,2,3, 曾嚴審4, 郭薇雯5, 黃志揚
4,6,7

毒理學(Toxicology)
中國生理學會

賴冠榮1, 丁慧如*2, 顏賢章*1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吳盈羽1,張毓翰1,2,翁文能1,2,3,施信農
1,2,陳美鳳1

感染(Infection) 中國生理學會

劉嘉瑋, 顏賢章

老化醫學(Aging Medicine)
中國生理學會

卡納達薩恩1, 芷-楊黃2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王昱喬1, 鄧穎佳1,2, 王家儀*1

發炎(Inflamm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劉鑫, 郭紀瑋, 謝宗勳

其他(Others)

中國生理學會

江晨郁1, 謝億廷1, 李宣信1, 楊明鈴2,關宇
發炎(Inflamm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翔

張智瑩, 王韻琪, 張婷捷, 張修維, 林赫#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
中國生理學會

張凱傑, 黃智偉*

其他(Others)

唐莉汶、徐松柏、王家儀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中國生理學會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86 張彥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87 邱致豪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88 呂史提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89 陳建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90 施起進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91 歐貞吟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92 謝宜真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93 李佳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94 蔡惠如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95 張家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96 施起進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97 林雅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98 陳怡安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199 朱美嬑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200 張婷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生理壁報區 PY201 連志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Changing the game: effects of CEX on
behavior and burst firing in the STN
and nigrostriatal system degeneration
in 6-OHDA-induc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 model
The preventive effects of edible folic
acid on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and
survival in early-onset tripletransgenic Alzheimer's disease model
The expression regulation and
protective role of Pnn in neural cells
exposed to ischemic stress
The functional effects of inhibitor of
DNA binding 2 in human lung cancer.
Lipopolysaccharide altered gene
expression of interscapular adipose
tissue in obese mice
Simultaneous paradoxical effects,
reward and aversion:re-examination of
the reward comparison hypothesis in
different dose of morphine
Honokiol employ Calpain-10, block
AhR/STAT3 interaction and inhibiting
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
1α,25-dihydroxyvitamin D3-regulated
microRNA-106a-5p and its target
signaling inhibit prostate cancer cell
growth
The mRNA expression of enzymes
involved in docosahexaenoic acid
biosynthesis and incorporation into
membrane phospholipids are reduced
in ovariectomized rats
The Role of RBM24 During Cardiac
Differentiation
Melatonin changes adiposity in
inflammation-related obese mice
The Involvement of NPFFR2 in a
Mouse Migraine Model
The relevance between Alzheimer
disease and allergic rhinitis, and the
influence of PM2.5 in various exposure
amount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Study on th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resveratrol derivatives on Human
keratinocyte
The effects of CDK inhibitors on
Aurora A protein regulation in
prostate cancer LNCaP cells
Nitric oxide contributes to intermittent
hypoxia-induced protection against
cardiac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張彥婷, 鄭亭琳, 陳奕如, 饒芯彤, 王天睿,
戴春暉, 何應瑞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邱致豪1, 林冠合2,3, 許瑞芬4,黃志揚
*1,5,6

老化醫學(Aging Medicine)
中國生理學會

陳俐璇, 邱㚥均, 呂史提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陳建廷, 王啟仲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Biology)

施起進，林維寧

發炎(Inflamm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歐貞吟, 黃智偉

其他(Others)

謝宜真，許美鈴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李佳勳,丁慧如

腫瘤學(Oncology)中國生理學會

蔡惠如, 蘇慧敏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張家維, 張志嘉, 蔡素宜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施起進 , 沈怡廷 , 林維寧

代謝疾病(Metabolic
中國生理學會
Diseases)

林雅婷, 遊俠, 陳景宗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國生理學會

陳怡安, 駱啓文,李宣信, 楊明鈴, 關宇翔

其他(Others)

朱美嬑1，林佳蓉1，林豌蓉1，朱嬑嘉1
，鄭靜宜*,1,2,3

發炎(Inflammation)
中國生理學會

張婷捷, 方晧, 林赫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
中國生理學會

林鼎鈞, 連志峯, 楊昆達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中國生理學會
System)

中國生理學會

中國生理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