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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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01 陳恒儀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02 林珮綸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03 褚璟彤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04 陳柔安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05 辜佳慧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06 林芷嫻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07 張筑涵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08 王若珊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09 陳範雯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10 古雅竺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11 劉昌奇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12 王薏婷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13 曾詠萱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14 鍾昭慶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15 廖佳偉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16 許維忠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17 吳嘉倫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18 蘇莓茵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19 高銘澤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20 黄嚴陞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21 林永豐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22 賴德偉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23 張淑娟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24 邱慶豐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25 林冠伶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26 賴儀瑄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27 陳歆怡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28 洪翌凱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29 黃郁雯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30 黃耀燊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31 黃日昇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32 賴弘岳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33 王意婷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34 黃詩茜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35 陳煒竣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36 吳宗翰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論文題目
Intracellular galectin-9 facilitates T cell
activation through regulating TCR downstream
KAP1 Serves as a Scaffold Protein for HP1α and
PIASy in HP1α SUMOylation for Nascent
Chromatin Targeting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of Lamin A by Src
Regulates the Structure of Nuclear Lamina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s on the
Hs00 Gene Expression in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Cells
GEF-X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of
gastric cancer associated with cancer stem cell
development and radioresistance using multiOmics data
Characterization of TIAM-1 in neuronal
polarization
The intracellular and extracellular role(s) of
YES-associated protein in oral carcinogenesis
Research on coumarin derivatives in KRAS
mutation colon cancer inhibition
Kisspeptin Agonist - KP10 Inhibits Cell Motility
and Downregulates MMP2/9 Expression in
Endometrial Cancer Cell Lines.
Upregulation of Tumor Endothelial Marker 1
Expression by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n
Keloid Fibroblasts via IGF-1R/Akt/mTOR
Effect of Diacetyl-Alpha-MSH on the
Expression of Coloration Related Genes in
Chromatophores of Tilapia (Oreochromis
mossambicus) at Different Culture Periods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ffected the Morphology,
Colo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Related Genes in
Zebrafish (Danio rerio) Chromatophores in
Analysis of the Morphology and Migration of
Tilapia Chromatophores Xenografted into
Zebrafish Larvae
The study of how secondary messengers and
protein kinases regulate neuronal polarize
trafficking
Pure Extract of Momordica charantia Inhibits
the Growth and Metastasis in Breast Cancer
MDA-MB-231
Effect of antagonized peptides derived from
CXCL12 on lung cancer tumorigenesis
The Singal Pathway Underlying the
Enhancement of Neurite Outgrowth of Motor
Neurons by a Secreted Protein from Muscle
The Survey of Useful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ression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Magnet Halbach Arrays Induce Cell Cycle
Redistribution of Cancer Cells
Phenylthiourea (PTU) Affected the
Morphology, Coloration, and Bioactivity
Activity of Tilapia (Oreochromis mossambicus)
Chromatophores In Vitro
WGS Data Analysis for the Genetic Diagnosis of
Rare Diseases: Digenic Recessive Mutations of
CDH23 and MYO7A in a Patient with Eye
Abnormalies, Hearing Impairment and
Therapeutic targeting tumor progression
locus-2 (TPL2)/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4
(ATF4)/chemokine 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α (SDF1α) axis suppresses diabetic retinopathy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Autophagy Protein
LC3 and Stemness (CD44+/CD24−/low)
Indicate Poor Prognosis in Triple-Negative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LDHA dictates the
gemcitabine resistance in pancreatic cancer
Role of Dengue Virus Envelope Protein Domain
III in Megakaryopoiesis Suppression
MiR-31-5p-ACOX1 Axis Enhances Tumorigenic
Fitness in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Via
the Promigratory Prostaglandin E2
Human microcephaly protein RTTN interacts
with STIL and is required to build full-length
Tumor Endothelial Marker 1
(TEM1/endosialin/CD248) Enhances Wound
Healing by Interacting with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AntiInflammatory Peptides in Pinellia ternate
Manipulating Cellular Activities Using an
Ultrasound−Chemical Hybrid Tool
Ceramides Antagonize Glutamate-induced
Glucose Uptake on Primary Neurons
CCAAT/enhancer-binding protein delta
promotes intracellular lipid accumulation in M1
macrophages of vascular lesions
ARF guanine-nucleotide exchange factor BIG1
and BIG2 affect VEGF secretion and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induced
Interleukin-32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Contributes to the Promotion of Head and
Neck Cancer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Exposure to Alcohol,
Nicotine and Arecoline Contribute to the
Progression of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The Combination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And Angelica Sinensis Inhibits
Lung Cancer And Cachexia Through Antiinflammatory And Immunomodulatory

作者群姓名

研究領域

投稿所屬學會

1*陳恒儀 2周峰正 2葉禮慈 3劉扶東 1,2司徒
惠康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珮綸, 葉昱妏, 楊文明, 姚雅莉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褚璟彤, 陳羿璇, 范嘉榕, 陳鴻震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柔安, 王致又, 邱仁輝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辜佳慧1, 祁祥正2, 林光輝1,王嘉修3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芷嫻 ,歐展言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張筑涵1, 謝子勤1,蔡森田2, 吳梨華1*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王若珊,林美香,卓爾婕*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陳範雯, 邱唯榕, 吳憲銘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古雅竺, 王冠傑, 洪翌凱, 施桂月, 吳華林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劉昌奇, 魏熒志, 黃嚴陞, 許誼晨, 張雲祥, 黃尉
東*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王薏婷, 魏詠欣, 李芸廷, 李采諭, 張雲祥, 黃尉
東*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曾詠萱, 賴德豪, 葉威廷, 李采諭, 李泰林, 黃尉
東*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鍾昭慶, 歐展言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廖佳偉, 潘湘如, 張宏泰, 王耀霆, 鄭竣亦,高佑
靈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許維忠1, 許豪仁2,江信仲*1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吳嘉倫1, 林正勇2,蔡懷楨*1,2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蘇莓茵, 何嘉益 , 吳嘉倫, 于承平,于大雄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高銘澤*, 鍾珉哲, 陳健章, 劉淑貞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黄嚴陞, 葉威廷, 魏熒志, 劉昌奇, 張雲祥, 李泰
林, 黃尉東*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永豐1, 靖永皓2, 鄭彥甫3, 翁惠瑩4, 吳雅博5,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Medicine)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蔡世峯1, 林炫沛6
賴德偉1，林耿弘2，許惠恒3，李茂榮4，陳
崇禹4，李文珍5，洪義文5，莊宗儒6,7，劉
興華8,9，許美鈴1,5,10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張淑娟, 歐陽賦, 杜鴻賓, 林智鴻,黃書鴻, 關郁
恩, 侯明鋒, *蔡志仁, **關皚麗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邱慶豐, 陳立宗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冠伶, 張新侯, 連德昇, 諶伯綱, 詹昊, 蘇美慈,
感染(Infection)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廖基元, 孫德珊*
賴儀瑄1, 劉軒1,2,3, 譚賢明*1,3,4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歆怡, 吳千鼎, 張潔如, 林以楠, 王琬菁, 唐堂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洪翌凱1,2, 李曜洲3, 許釗凱4, 賴昭翰5, 林淑華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Medicine)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6, 施桂月1,2, 鄭琮霖9,10, 吳華林1,2,*
黃郁雯，李佳橙，羅欣宜，侯庭鏞，項千芸

發炎(Inflamma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范景翔, 黃耀燊, 黃薇恩, 李昱賢, 何聲揚, 高毓
霖, 王翠翎, 連晏苓, 王宗興, 葉秩光, 林玉俊

生物化學(Biochemistr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黃日昇, 林炎壽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賴弘岳, 許玲維, 蔡欣樺, 羅玉枝, 楊尚訓, 劉秉
彥, 王育民

發炎(Inflamma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王意婷, 盧福翊, 李純純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黃詩茜, 聶鑫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煒竣, 聶鑫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吳宗翰, 葉光揚, 王正旭, 李宗璘, 詹伊琳, 吳彰
哲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37 涂瑋玲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38 翁靖傑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39 林雅鈴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40 蔡欣妤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41 汪佩瑩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42 楊婷雅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43 張哲熒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44 nicky wu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45 陳喬哲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46 王麗姿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47 陳柏翰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壁報論文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48 Cheng Hsueh-Che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49 李柏儒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50 洪詩容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51 Yi-Fen Cheng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52 王怡人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53 何彥志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54 黃光靖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55 李芸廷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56 葉羽真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57 葉佩珒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58 彭筱芳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59 李雪鈴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60 蔡佩苓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61 陳子豪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62 呂萱萱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63 侯恁慈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64 萬長鑫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65 王志紘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66 陳柏霖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67 莊涵嬪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69 黃星毓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70 吳韶芩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71 吳岱穎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72 游芷芸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73 楊芝宜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Pten haplo-deficiency drives liver tumor
initiation and progression in the microRNA122a null mice via expansion of periportal
KLF10 loss in the pancreas provokes activation
of SDF-1 and induces distant metastases of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in the
KrasG12D p53flox/flox model
Effect of LinXin prescription o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s
HnRNPK promotes migration of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cells through Aurora-A
independent manner
Ubiquitination of MBNL1 is Required for its
Cytoplasmic Localization and Functioning in
Promoting Neurite Outgrowth
Cortex Dictamni Extract inhibits oxazoloneinduced inflammation in HaCaT cells and
mouse skin via NLRP3 inflammasome pathway
CCL22/CCR4 signaling axis participates in the
crosstalk between oral cancer cells and
microenvironment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carbohydrate
responsiv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in
urothelial carcinoma
Enhanced interaction of DDX3 and hnRNPK by
DDX3 inhibitor promotes cell apoptosis upon
DNA damage
Differentiation of MSCs from human iPSCs
results in downregulation of c-Myc & DNA
replication pathways with immunomodulation
toward CD4 & CD8 cell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erve growth factor
and retinal dehydrogenase 16 express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E2F6-mediated ceRNA and epigenetic
silencing of miR193a lead to cancer stemness
and anti-cancer immunity in ovarian cancer

涂瑋玲、鄒安平、游麗如、陳俊銘

幹細胞(Stem Cell)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翁靖傑、John R. Hawse、Malayannan
Subramaniam、張虹書、于重元、洪文俊、
陳立宗、鄭光宏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雅鈴, 葉婉君, 姜中人, 林麗娟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蔡欣妤, 林照雄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汪佩瑩, 張貴婷, 林郁玫, 郭庭宇, 王桂馨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楊婷雅, 黃蕙君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張哲熒, 黃俞瑄 , 蔡森田,吳梨華*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吳佳霖, 丁雅柔, 張鴻議, 周楠華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喬哲, 楊仁豪, 林照雄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王麗姿、江世昇、丁僑萱、徐珮茹、張家齊、
幹細胞(Stem Cell)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司徒惠康、劉柯俊、顏伶汝
陳柏翰, 蔡明憲, 張慧柔, 邱挺嘉, 陳棟山, 高英
賢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鄭學澤1,2, 林宏益3,4,陳胤甄1,2, 黃子偉5,黃
瑞蘭6,張家濱1,2,林如胤3,林靜雯1,2,陳玠瑋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1,2,林孟儒1,2,莊育銘1,2,周建良1,2,李沁1,2,7,
鄭詩樂8,賴鴻政6*,蔡自強9*,吳淑芬1,2,7*,陳

Yes-associated Protein 1 regulates activation of
李柏儒, 劉淑貞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洪詩容、王翠翎、黃耀燊、張瑜真、張雅筑、
Glutamylation of ciliary axoneme regulates
Ganesh V. Pusapati、林俊宇、許寧、鄭曉
intraciliary trafficking and Hedgehog signaling 琪、江玥蓁、黃薇恩、Nathan C. Shaner、
Rajat Rohatgi、 Takanari Inoue、林玉俊
Cardioprotection Induced in a Mouse Model of
鄭義奮, 張雅婷, 陳瑋鑫 , 施希健, 陳燕輝, 徐百
Neuropathic Pain via Anterior Nucleus of
川, 陳建璋
Paraventricular Thalamus
Overexpression of exogenous kidney-specific 王怡人1,2, 邱元佑3, 鄭文義4,5, 林秀冠6, 林錫
Ngal attenuates progressive cyst development 慧6, 秦咸靜2, 王繼廣2, 游上萱2, 蔡世傑2, 姜
and prolongs lifespan in a murine model of
智穎2, 鄭博豪2, 林宏傑4, 蔣思澈2,7, 邱守苕8,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謝秀梅1
Cisplatin induces the Fanconi anemia and
何彥志3,#, 蘇文彬1,2,#*, 吳政桂1,#, 許森惠3,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 pathways to 許嘉麟3, 張松彬3, 邱文泰4, 洪建中5, 劉宗霖5,
confer chemoresistant phenotype
吳謂勝6, 吳沛宇7, 蘇五洲2, 蔡明道7, 廖泓鈞
Cancer susceptibility to zero-valent iron-based
黃光靖. 魏耀揮. 吳尚蓉. 謝達斌
nanotherapeutics is ferroptosis-dependent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ffected the Pigment
李芸廷, 李采諭, 王薏婷, 魏詠欣, 李泰林, 黃尉
Aggregation and Dispersion in Zebrafish
東*
Embryo Chromatophores
Metastasis of Human Lung Carcinoma Cells
葉羽真, 曾詠萱, 賴德豪, 莊子圻, 汪潔, 蔡孟峰,
was Affected by DSC2 Gene Overexpression in
黃尉東*
Zebrafish (Danio rerio) Xenograft Model
The Effect of ATP on The Folding of Human
葉佩珒, 黃瑜婷, 劉沛棻
Uridine Phosphorylase 1 in vitro and in vivo
Spermatogenic-specific proteins SMZ-1 and
SMZ-2 regulate spermatogenesis in the
彭筱芳1, 許雅筑2, 陳昌熙 2, 吳瑞菁1,3
nematode Caenorhabditis elegans
Identification of DNA Aptamers Targeting NS5
protein of type 2 Dengue Viruses for diagnostic 李雪鈴, 羅玉枝, 王憲威
and/or therapeutic purpose
The Cellular gC1qR Is Spatiotemporally
Involved in Modulation of EV-A71 Uncoating
蔡佩苓, 陳冠維, 王憲威
Process and Immune Pathogenesis
The Human C1q Compliment Receptor gC1qR
Has A Role in Protecting EV-A71 Infection And 陳子豪, 陳冠維, 楊尚訓, 王憲威
Pathogenesis in A Transgenic Mouse Model.
呂萱萱1，阮驛琇1，陳彥瑋2，林書永3,4，
Fucosyltransferase 4-mediated aberrant
侯欣翰1，翁瑞鴻1，洪政慈5，黃儀真2，楊
glycosylation and cell signaling networks
采諭2，吳怡潔2，胡斯萍2，施金元1，蔡幸
promote lung cancer metastasis
真1,2，余忠仁1
侯恁慈1, 黃鼎育1, 陳旻君 1, 張怡雯2, 蔡漢萱
Trafficking of Ectopic ATP Synthase
2, 許家郎2, 黃宣誠3, 阮雪芬*1,2
Aurora-A-catalyzed phosphorylation of SLAN 萬長鑫1, 廖昱婷1, 連喬萱 1, 魏同佑1, 夏君毅
regulates cytokinesis
2, 陳焜結3, 余長澤*1
Alternative Splicing in the C-terminal Region of
王志紘, 簡俊伊, 林奇宏
ATAT1 Modulates Its Function in Cell Migration
A Novel Vesicular-Transport Pathway Mediates
the Uptake of Cytoplasmic Proteins into
陳柏霖, 陳俊宏
Mitochondria
Cellular reprogramming induces partial
reprogramming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莊涵嬪，丘淑雲， 黃秋容，張順景， 朱廣邦
hybrid phenotype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Development of biomedical medicine for skin
黃星毓, 王惠民
cancer
Stomatin Promotes High-Fat Diet-Induced
Obesity by Modulating Adipocyte
吳韶芩, 羅圓明, 董建億, 林奇宏
Differentiation and Lipid Droplet Enlargement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Functions of
Membrane Anchored Serine Proteases:
吳岱穎, 王正康
Matriptaes, Prostasin and Their Inhibitors in
Guiding Polycomb Mediated Gene Silencing to 游芷芸, Tony Hui, 高資皓, 廖虹富, 楊芝宜
Bypasses Senescence in Mouse Embryonic
Martin Hirst, Antonin Morillon, 陳逸然, 蔡孟
Fibroblasts
勳, 林劭品
DNMT3L Mediated Epigenomic Legacy From
李明剛, 楊芝宜, 蕭士翔, 顏雅萍, 陸芮嫻, 鄭淳
Pluripotent Cells Ensure Osteogenesis Ability In
淳, 廖虹富, 劉逸軒, 陳柏仰, 林劭品
Mesenchymal Lineages In Vitro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分子生物影像(Molecular
Imaging)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其他(Other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其他(Other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系統生物學 (Systems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老化醫學(Agin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Medicine)

幹細胞(Stem Cell)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生物化學(Biochemistr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幹細胞(Stem Cell)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74 劉姿妤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75 林品綸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76 蔡于婷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77 張凱勛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78 蔡孟修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79 陳信志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80 陳婉瑄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81 柯雅云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82 李彩寧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83 陳尚暘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84 張柏翔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85 林坤陽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86 林佳良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87 陳永璿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88 蕭凱擎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89 徐美婷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90 賴泓甫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91 楊宗珉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92 楊巧雯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93 李冠廷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94 陳少祈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95 呂天蒙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96 屠少華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97 邱相齡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98 李哲緯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099 謝佩坊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00 謝佩坊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01 陳若瑜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02 黃俊穎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03 陳柏霖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04 蔡杰澐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05 丘淑雲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06 陳晉豪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07 傅翎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08 謝欣庭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09 張怡婷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10 鄭珮汝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Antioxidant 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Cytotoxic Evaluation of the Peels and Stems
Extracts of Hylocereus undatus
The Autophagic and Ferroptotic Effect of C27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The Antioxidant Component and Effects
Analysis for Three Different Parts of
Dictyophora indusiata by Ethanol Extraction
A natural lignan C28-induced mitochondrial
dynamics and autophagy in human bladder
cancer cells.
The Cytotoxic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olorectal Cancer
Ferroptosis Induc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s by M59 isolated from Rhizoma Paridis
Melatonin Suppresses the Growth of Human
Leukemia Cell Lines and Potentiates the Effect
of G1 Arrest by Down Regulation of Cyclins and
Cyclin Dependent Kinases .
Study the impact of genetic background on
Alzheimer’s disease mouse model
Thrombomodulin suppresses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by regul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ACTN4 and β-catenin in the
cytoplasm
Using Chemical Genetic Method to Investigate
Spindle Assembly Checkpoint Regulation in C.
elegans Spermatogenesis
Using Zebrafish to Study the Effect of
NogoA/Rtn4 Overexpression in Muscle on the
Neurite Outgrowth of Motor Neurons
Age-related Transposon Activation in the
Niche Impedes Germline Stem Cell
ShRNA-Induced Silencing of Metastasisassociated protein 2 Inhibits the Metastasis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through Regulation of
p38MAPK/YBX1/MMP12 and MiR7/Sp1/KLK10 Signaling Pathway
Melatonin attenuates EGF-induced migration
through downregulating cathepsin S
expression in human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al
The B56γ3 Regulatory Subunit-containing
Protein Phosphatase 2A Holoenzyme
Upregulates AKT Activity to Promot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triazole-resistant
Candida tropicalis from candidemia in
southern Taiwan
Klotho plays a role during zebrafish
embryogenesis
Antiproliferative Bioactivity of Taiwan Native
Plants AC-92 and AC-154 against Diseased
Lung Cells
Bi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biosynthesis
study of Protein p38 in Murine Sperm
G2/M cell cycle arrest in human
Nasopharyngeal cancer cell lines by
Genistein attenuate the inflammatory and
nitrosative stress on chondrocytes induced by
interleukin-1 beta
The Attribution and Meridia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lassification Method
Explained by Analyzing L1000™ Expression
Profiling Data.
Solasodine, one of BP010W component,
inhibit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in lung
Cetuximab Combined With Dasatinib Reduces
Drug Resistance In Kras/Braf Mutated
Colorectal Carcinoma Cells
Elucida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itochondria and Actin Dynamics
Elucidation of the therapeutic role of between
nuclear respiratory factor 1, Neuregulin-1 and
renal interstitial fibrosis.
Elucidation of the therapeutic role of nuclear
respiratory factor-1 in the regulation of
Prostate cancer
CPAP promotes tumor angiogenesis,
migration, and metastasis via interacting with
and enhancing the activity of STAT3 in HCC
The effects of Isokotomolide A and
Secokotomolide A on inhibiting melanoma
migration and inducing autophagy and
apoptosis
A Novel Vesicular-Transport Pathway
Mediates the Uptake of Cytoplasmic Proteins
into Mitochondria
Evaluation of the Aristolochic Acid-Absorbing
Activity of Chitosan Microparticles in Zebrafish
Embryos
Colorectal cancer-derived induced pluripotent
cancer cells via Yamanaka factorreprogramming show diminished molecular
and cancer phenotypes
CPAP is involved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migration via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MMPs through the IL6/STAT3 pathway
An Organic Classification of Melanin
Biosynthesis by Tyrosinase Inhibitors
Sirtuins in Alzheimer’s Disease And Calorie
Restricted Healthy Aging Model
REST is a crucial regulator for acquiring EMTlike and stemness phenotypes in hormonerefractory prostate cancer
HP1α SUMOylation by SUMO2 and SUMO3,
distinguishing from SUMO1 in
heterochromatin loading

劉姿妤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品綸, 蘇純立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蔡于婷,施養佳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張凱勛, 蘇純立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余乾碩、 蕭昇揚 、陳昶翰、蘇立仁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信志, 蘇純立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婉瑄、洪朝明、張基昌、林友菁、徐怡強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柯雅云, 黃慧貞, 陳潔玲, 謝秀梅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李彩寧, 郭承翔, 施桂月, 吳華林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尚暘1, 吳瑞菁1,2

其他(Other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張柏翔, 吳嘉倫, 林正勇, 蔡懷楨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坤陽1,2,3, 柯懿庭1,蘇鈺涵1, 許惠真1,4

幹細胞(Stem Cell)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佳良1、謝逸憲1,2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永璿1、謝逸憲1,2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蕭凱擎, 蔣輯武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徐美婷1 ,葉芳好1, 劉雅惠1, 李明吉2, 柯文謙
2, 蔡佩珍1*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賴泓甫, 劉彥良 ,陳耀鴻*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楊宗珉1, 褚兆軒, 張倍綺, 劉銘1*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楊巧雯1, 滕霏1, 鄭力慈1, 劉銘1*

其他(Other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李冠廷、洪朝明、徐怡強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少祈，黃桾蓉，王誌謙、劉峰誠、彭奕仁

發炎(Inflamma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呂天蒙, 黃奇英, 蘇立仁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屠少華, 陳建霖, 徐歷彥, 吳玉琮, 周德盈, 葉奕
成, 蘇立仁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邱相齡、趙偉廷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李哲緯、張壯榮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謝佩坊1,2,劉淑芬3,張文騰4,洪崇仁4,洪慈橞5
Biology)
，林嘉祥6,7,吳俊賢6,7,黃景榆6,7,陳忠賢6,7,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吳振宇6,7, 楊堉麟2,4
謝佩坊1,2 ,陳忠賢3,4,劉淑芬5,洪崇仁6,洪慈
Biology)
橞7,張文騰6,吳俊賢3,4,黃景榆3,4,吳振宇3,4,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嘉祥3,4,楊堉麟2,6
陳若瑜, 顏家瑞, 林毅志, 劉耀文, 郭春國, 翁婕
瑜,洪良宜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黃俊穎1, 李小春2, 王惠民*1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柏霖, 陳俊宏

老化醫學(Agin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Medicine)

蔡杰澐, 董崇民, 陳曜鴻*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丘淑雲, 黃秋容, 張國友, 朱廣邦

幹細胞(Stem Cell)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晉豪, 陳若瑜, 洪良宜*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傅翎1 ,王惠民*1,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謝欣庭,王培育, 沈湯龍, 陳靜宜,林劭品

老化醫學(Agin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Medicine)

張怡婷，林子平，Mel Campbell，潘競成，
李淑慧，李新城，楊慕華，龔行健，張佩靖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鄭珮汝, 葉昱妏, 楊文明, 姚雅莉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11 周毓嫻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12 劉思龍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13 林柏亨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14 沈家瑞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15 林平正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16 葉碧雯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17 馬鵬芳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18 林園宸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19 鍾悅華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20 彭奕憲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壁報論文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21 Huang Lan-Ru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22 張瓊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23 劉雅欣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24 蘇凰凱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25 劉晏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26 呂學霖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27 李宜儒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28 王姵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29 孫筠雅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30 郭筱茹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31 邱怡真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32 鍾孟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33 黃鈺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34 盧昱融

壁報論文

無競賽

壁報論文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35 Bat-Erdem Bold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36 林俋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37 賴雲鈴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38 林欣哲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39 柯昱羽

壁報論文

無競賽

壁報論文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40 Bhaskar Singh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41 吳冠霖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42 周詠嵐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43 侯依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44 葉哲豪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45 徐繼煊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46 陳永裕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47 賴怡旬

壁報論文

無競賽

Characterization of IgT Regulated by
Immunostimulants and Nodavirus Infection in
Orange-spotted Grouper
SUMO1, SUMO2, and SUMO3 SUMOylation
Mediate HP1β Loading on Pericentric
Heterochromatin
Improving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y Small
Molecules Cocktails
Development of fluorous platinum-based
complexes as a new generation of anticancer
drugs
Osthole suppresses invas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esophageal cancer cells through inducing
klotho expression and inhibiting PI3K/Akt
Synthetic Flavonoid WYC0209 Reduces Drug
Resistant and Stemness Characters in
Urothelial Cancer Cells
Astaxanthin enforces cytotoxicity via p38
MAPK mediated Xeroderma pigmentosum
complementation group C (XPC) downregulation in human lung cancer cells
Curcumin Enhances Gemcitabine-induced
Cytotoxicity Via Down-Regulation Of MutS
Homolog 2 (MSH2) Expression In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A549 Cells
MiR-30a-5p Inhibits 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Upregulates
Expression of Tight Junction Protein Claudin-5
in Human 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Molecular differences in OXPHOS, AD pathway,
and proteasome in normal aging and
Alzheimer's affected brains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zerumbone for colony
formation and interleukine-8 production in
lung cancer
Identify the epitope of chikungunya virus E2
protein
Production of Sweet Protein Mabinlin by
Baculovirus Expression System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of genetic variants of
BRCA1/2 with potential effects on RNA splicing
The effect of heparinase III in bone healing in
mouse model
Strategies for selecting high mAb expressing
CHO cell lines
Transglutaminase 2 Promote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Lung Cancer Cells
DNA methylation analysis of the epigenetic
deregulation biomarker targeting PIP-CTB by
using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in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ffect of Ceramides at Early Lives Exposure on
Behavior/Memory of Adult Mice
Proteomic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luences of
ethanol extract of Cordyceps militaris fruit
body cultivated on silkworm pupa on the
global gene expression in activated RBL-2H3
basophilic leukemia cells
Exploration of the effects of silkworm pupacultured Cordyceps militaris (L.) Link fruit
bodies on allergic rhinitis in vitro and in vivo
The effects of Cordyceps militaris (L.) Link
fruit bodies grown on silkworm pupa on IgEinduced allergic reaction in RBL-2H3 cells and
BALB/c mice.
Application of layer-by-layer self-assembled
polypeptide nanofilms to regulate human
mesenchymal stem cell morphology and
proliferation
The Potential Role of Epithelial Membrane
Protein 1 in Chemoresistance of Urothelial
Carcinoma
The Antioxidant Effects of Lilium pumilum
and Lilium formosanum Bulb Water Extracts
Application of Multifunctional Nanoparticle
of specific co-delivery of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and docetaxel for drug-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therapy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Jaboticaba extract.
Comparison of Serum Albumin-based
Nanoparticles :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
Cellular Uptake
To identify host factors that regulate IAV
replication through CRISPR screen
Effects of Copper Nanoparticle on Escherichia
coli
Effect of Mangifera indica, Rosmarinus
officinalis and Vitis vinifera ethanol extracts
on GPR43 gene induction
Acupuncture Induced Dopamine Lowered
Inflammation In The Eye To Inhibit Myopia
Progression
Emodin included by glycyrrhetinic acid
conjugated-β-cyclodextrin for liver targeting
The immunomodulatory effect of Qi-Wei-DuQi-Wan on repetitive Dermatogoides
pteronyssinus challenged in asthmatic mice
model
Effect of Caveolin-1 on Podosome Formation
The Effect of Ca2+ Oscillations on the
Regulation of Mitochondrial Function by
Optogenetics
Activation of Ca2+-dependent Transcription
Factors by Optogenetic Engineered Ca2+
Oscillations.

周毓嫻, 林昭芬, 王廷瑜, 陳宗嶽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劉思龍,楊文明, 姚雅莉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柏亨，陳尚甫，賴培倫，呂仁

幹細胞(Stem Cell)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李孟樺1#、陳俊宇2#、林倡葦3#、王國鼎
2、陳泓維1、朱駿維2、何啟良2、呂良賜
2*、沈家瑞1, 3*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平正, 甘偉志, 林昕誼, 黃昭祥*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葉碧雯、尤亮恩、李威明、楊顓丞、黃俊農、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李威明、吳永昌、吳文正
馬鵬芳, 陳志誠, 林園宸, 吳佳鴻, 彭宜萱, 鄭皓
妤, 林芸薇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園宸, 陳志誠, 馬鵬芳, 吳佳鴻, 彭宜萱, 鄭皓
妤, 林芸薇*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鍾悅華1, 李松洲2, 高英賢 3, 羅浩倫4,鄭元佐4,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佩儒4, 戴明泓*1,江博暉*4
彭奕憲, 湯佳薇, 彭伊筠, 張翃, 陳建隆, 郭書麟,
神經學(Neuroscience)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吳立青, 黃敏章, 李弘謙
徐婉茹, 曾冠欽, 黃蘭如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張瓊文、吳宗遠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劉雅欣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蘇凰凱、陳怡伶、何中良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劉晏文、劉逸軒、張雅珮

其他(Other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呂學霖, 陳瀅如, 滕昭怡, 紀威光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吳文俊，黃晟協，陳宛君，蔡奇珊，趙育麟，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李宜儒
王姵文, 黃則達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孫筠雅，林炎壽*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郭筱茹, 吳定峰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邱怡真, 施宛吟, 吳定峰*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鍾孟庭, 施宛吟, 吳定峰*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黃鈺雯, 洪瑜涵, 何心怡, 羅俊民

幹細胞(Stem Cell)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盧昱融、王怡文、周楠華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巴特1, 施養佳1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俋男, 李守倫, 林宥欣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賴雲鈴, 陳健祺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欣哲, 方逸萍

其他(Other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柯昱羽, 蘇文琪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巴斯卡辛,曹禮醫, 蘇伯琦, 賴孟君, 劉瑞雰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吳冠霖, 李怡萱, 黃尉東, 張雲祥, 李泰林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周詠嵐, 萬磊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侯依廷, 蔡育勳

其他(Other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葉哲豪1, 葉婉君2, 陳梅芬*1,3 , 林麗娟*2, 高
尚德*2,4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徐繼煊, 張恆愛, 邱文泰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永裕, 黃柏翰, 張永太, 邱文泰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賴怡旬, 張雅涵, 邱文泰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48 龎繼群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49 張瓊方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50 劉坤湘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51 廖助彬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52 陳美晨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53 林配奾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54 林倍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55 李佳芩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56 陳怡穎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57 張慕亞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58 Yi-Ching Liao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59 陳瀅如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60 賴德豪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61 黃薰毅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62 王國安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63 洪連生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64 陳怡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65 林佩佩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66 吳睿哲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67 吳翌甄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68 劉大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69 黃桾蓉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70 孫德珊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71 孫德珊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72 陳俊翰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73 陳昇宏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74 何恩朋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75 徐慧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76 楊德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77 薛秋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78 陳玟雅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79 馮致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80 黃帷瑄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81 郭志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82 曹妮娜

壁報論文

無競賽

To explore the Role of Galectin-8 i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Cells Progression and
Drug Resistance.
MAPK signaling pathway regulates liver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 from Neosartorya fischeri on
Human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Cells
A Potent and Selective CSF-1R Kinase
Inhibitor, DCR-0064, Inhibits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1 Signaling In Vitro and In
High glucose induced pro-fibrotic and proinflammatory proteins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is dependent on BRD4
The effects of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of blood samples on DNA and RNA
qualities
Study on the role of AKT in Type II diabetes
mellitus and diabetic nephropathy
Purific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alysis and
gene cloning of a trypsin inhibitor from the
Canavalia ensiformis seeds
Hsp90 involves in EZH2/c-myc mediated
BMI1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stem cells
The involvement of NAD(P)H-Quinone
Oxidoreductase 1 in radiation response of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Sinomenine inhibit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uman lung cancer cells through
downregulation of MMP-9 expression
Control of the HC/LC ratio for improving yield
of mAb in CHO cell lines
Studies on the Metastatic Ability of Human
Lung Cancer Cells CL1-0 Transfected with
shDSC2-497-4 by Xenograft into Zebrafish
Larvae
The Ethanolic Extracts of Swietenia
Macrophylla Fruits Induced Cell Death in
Human Breast, Melanoma and Lung Cancer
The Clin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Rac GTPases
and GBM
The effect of resveratrol oligomers on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induce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A549
cancer cells
Attenuation of Salt-Inducible Kinase 3
Expression Highly Associated with Glucose
Metabolic Abnormality and Promotion of the
Disease Malignancy of Pancreatic Duct
Adenocarcinoma
Evaluation of Domestic Lactic Acid Bacteria
for Inhibitory Activity against the Infection
and Invasion of Urinary Tract Pathogen
Proteus mirabilis
Atractylodes and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extracts inhibit A2058 melanoma cell
metastasis
The Antioxidant Components and Ability
Analysis of Pleurotus citrinopileatus Mycelia
by Submerged Culture with Lactic Acid
Bacteria-Selenium
Study on the Estrogenic Activity of Fungal
Metabolites
Protective Effects of Cardamonin on
Interleukin-1β Induced Catabolic Effects in
Human Articular Chondrocytes via Inhibition
of NF-κB Signaling
Potential roles of genes (ID2, BTG2, and
RXRA) associated with erythrocytic
Potential roles of KLF1 gene associated with
erythrocytic differentiation
Comparison of vaccination by Klebsiella
pneumonia Omp36 and Salmonella typhi
OmpC in BALB/c mice
Temporal design of cancer combinatorial
therapy guided by single-cell dynamics
RGS4 Deficit in Prefrontal Cortex Contributes
to the Behaviors related to Schizophrenia via
System xc–-mediated Glutamatergic
Dysfunction in Mice
Evaluation of potential antioxidant and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by Callicarpa
Targeting the MZF1/KLK6 axis suppresses
P2X7R-mediated tumorigenicity and
metastasis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via inhibition of AKT signal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nucleolar noncoding
RNA orchestrating oxidative stress-induced
cytotoxicity
Cloning and expression of leptin gene during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Danio
rerio)
C-terminus of Hsc70-interacting protein
(CHIP) expression enhances survival, antisenescence and stemness abilities in human
Wharton’s jelly mesenchymal stem cell.
The T Box Transcription Factor TBX2
Promotes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in Glioblastoma cell
Immunization of Poly-epitopes Recombinant
rFSBM Protein Protects Mice against
Streptococcus dysgalactiae subspecies
dysgalactiae Infection
Interleukin-33/ST2 Axis Plays a Protection
Effect on Group A Streptococcus Infection

龎繼群, 余永倫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張瓊方, 盧賜蓉, 吳思樺, 洪子涵, 鄭國祥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田乃月，葉昱彤，李冠漢，劉坤湘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廖助彬，彭劭政，何承璇，黃鴻鈞，邱顯益，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潘語之，陳又楷
陳美晨1，顧進裕2，莊詔棠1，方筱琦1，侯
惠娟1，莊麗月*1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配奾1, 李松洲2, 吳長益1

檢驗醫學(Laboratory
Science)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倍渝, 陳清助, 廖文伶, 陳瀅太, 呂郁蕙, 蔡輔
仁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李佳芩，吳佳蓉，洪志宏*

生物化學(Biochemistr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怡穎，張文瑋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張慕亞*, 張文瑋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蔡淑婷、廖苡晴、趙珮妤、陳詣淇、曾郁雯、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品晟
陳瀅如，滕昭怡，紀威光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賴德豪, 曾詠萱, 葉羽真, 莊穎華, 蔡孟峰, 黃尉
東*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黃薰毅, 黃琇珍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王國安, 賴韻如, 沈林琥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Medicine)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洪連生、范雅智、賴威翰、黃琤、黃琇珍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陳怡華, 陳立宗, 施能耀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佩佩, 賴慈旻, 謝尤敏, 蔡政志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吳睿哲, 黃琇珍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吳翌甄、施養佳

其他(Other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劉大維, 謝松源, 袁國芳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黃桾蓉1，陳少祈1，王誌謙2，劉峰誠3，彭
奕仁1,4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曾煥淇, 林冠伶, 張新侯, 高治華, 黃信憲, 許蕙
血液學(Hemat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玲, 孫德珊
黃柏穎、林冠伶、張新侯、高治華、黃信憲、
血液學(Hemat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許蕙玲、 陳仁毅、孫德珊
温品芸, 陳俊翰*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昇宏

系統生物學 (Systems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何恩朋, 謝佳宏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黃意涵1,陳健祺2,王怡棻1,蘇淑真1,陳昌裕3,徐
發炎(Inflamma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慧雯1*
楊德芳, 謝逸憲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薛秋男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玟雅*，黃繹儒，張竣凱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馮致中, 陳俊瑋, 廖柏翔, 郭薇雯, 黃志揚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黃帷瑄, 邱紹智, 潘志明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郭志峯1, 傅子又2, 黃科威2, 曹妮娜*2,3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曹妮娜1,2, 于海涵2, 魏曼庭2, 陳威宇4, 郭志峯
感染(Infection)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3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83 周致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84 許貞雅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85 袁紹禾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86 蘇筱涵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87 劉千玉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88 黃馨儒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89 周玉萍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90 古安辰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91 潘弘偉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92 黃鼎翔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93 洪義人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94 蘇性豪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95 鄭如茜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96 鍾佩妤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97 許詔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98 劉忠榮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199 康俊儒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00 廖婉恩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01 洪瑞祥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02 劉又瑋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03 何依珊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04 蔡明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05 陳昭如

壁報論文

無競賽

壁報論文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06 Ying-Shuan Lee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07 莊季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08 蔡侑霖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09 蕭子嘉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10 蔡明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11 徐代軒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12 洪瑜婷

壁報論文

3月25日 13:30-17:00 1F 細分生壁報區 CM213 溫榮崑

壁報論文

無競賽
參與競賽

Potentiated Cytoxicity of Protoberberine
Alkaloid PBA by Atrovastatin in Human
Hepatoblastoma HepG2 Cells
Rescue from Protoberberine Alkaloid PBA
Potentiated RCIA-Induced Cytoxicity by 12O-tetradecanoylphorbol-13-acetate in
Human Hepatoblastoma HepG2 Cells
Protective Mechanisms of CO Releasing
Molecules on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al Cells
against Inflammation.
Licocchalcone A induced apoptosis in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Licochalcone A attenuated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 and eosinophilic
infiltration in OVA-induced asthmatic mice
Effects of garlic extract on nonalcoholic liver
injury in HepG2 cells
Application of single B Cell for fully human
monoclonal antibodies screening and analysis
of human antibody responses to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GYY4137, a hydrogen sulfide donor, inhibits
NF-κB signals by cell redox state in
endothelial cells
Targeting DTL induces cell cycle arrest,
senescence and suppresses tumorigensis via
TPX2 inhibition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The role of ADAM9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GSK3β-mediated Ser156 phosphorylation site
modulates a BH3-like domain of Bcl2L12 in
TMZ-induced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glioma cells
Targeted TPX2 Increases Chromosome
instability and Suppresses Tumor Cell Growth
in Human Nasopharyngeal Cancer Cell
Nur77 interacting with HCV RdRp to promote
HCV replication
A MicroRNA-based Apoptotic Circuit for
Differential Killing of Non-Hematopoietic
Cancer Cells
The Cellular Response of Dinaciclib Treatment
in Colon Cancer Cells
The role of HOXA9-PDGF signaling in
mesenchymal stem cells-mediated gastric
cancer progression
Tournefortia sarmentosa aqueous extract
inhibits human cervical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via ERK and AKT-dependent
The Tolerogenic Molecular Mechanism of
Luteolin-Treated Dendritic Cells
Induction of breast cancer cell apoptosis by 4(3,4,5-trimethoxyphenoxy) benzoic acid was
through modulation of cyclins, p53 and
MAPK signaling pathway
Systematic Analysis of CCDC167 Gene
Expression Alterations and Clinical Outcomes
by Bioinformatics in Breast cancer
NPU Attachment On NMU With
Evaluating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two
commercial Cordyceps militaris products on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and biosecurity in mice
CXCL13 promotes angiogenesis in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potential implica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A Biphenyl Compound with PCSK9 Secretion
Inhibition Activity Regulates LDLR Expression
and Enhances LDL Uptake in HepG2 Cells
CHAC2 is essential for self-renewal and
Glutathione maintenance in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Roles of Protein Lysine Acetyltransferase in Cell
Division and Size Control in Escherichia coli
Upregulation of PRMT6 by LPS suppresses
Klotho expression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NFκB in glomerular mesangial cells.
Evaluating the anti-fatigue effects of
Chenopodium formosanum and its
manufactured product
Study the effect of pupae proteins on
Alzheimer’s disease mouse model
In-Vitro Validation of the Micro Drainage
Device for Lymphedema Treatment

周致中1, 趙家鼎2, 許育彰3, 許智翔 1, 彭雅君
1, 許貞雅*1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許貞雅1, 趙家鼎2, 許育彰3, 許智翔 1, 彭雅君
1, 周致中*1

毒理學(Toxi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袁紹禾, 籃子喬, 翁炳孫

發炎(Inflamma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蘇筱涵. 劉倩君. 黃文忠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劉千玉1, 劉倩君2, 黃文忠*1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黃馨儒, 陳雅琳, 黃文忠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周玉萍, 王書偉, 艾麗霜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古安辰, 楊順, 蘇凱傑, 翁炳孫*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潘弘偉1#,*,許詔文2#, 吳東霖3*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黃鼎翔，郭婷婷，卓家楓，佘玉萍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朱晟瑋 1,2 楊明昌 3,4,5 周佳樺 1,3 王尹軒 1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曾昭能 1 王焰增 3 邱顯肇 3,6 洪義人 1,3,4,6*

蘇性豪1#,吳秀容2#, 潘弘偉3*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林佩君, 邱欣惠, 葉詠薷, 鄭如茜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鍾佩妤，連柏翰，王敏，黃筱鈞

其他(Others)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許詔文1#, 黃冠菁2#, 潘弘偉3*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陳逸琪1,陳清元1, 顏薇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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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忠 幹細胞(Stem Cell)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榮*1,3
康俊儒, 張映婷, 周微茂, 蔡宗杰

新藥研究(Drug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erbal Medic

廖婉恩, 莊晶晶

免疫(Immun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洪瑞祥1, 張慧敏,李冠漢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劉又瑋,葉姵纕,洪瑞祥

腫瘤學(Onc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何依珊, 石志榮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黃子綾, 翁嘉隆, 趙士慶, 曾憲彰, 王淑紅, 蔡明
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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