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藥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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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理壁報區

PH001 Tai-Lin Chen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02 卓若羚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03 劉志信 (Chih Hsin壁報論文
Liu)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04 李佳榮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05 吳孟諭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06 程凱琳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07 王華琪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08 葉威蘭

壁報論文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09 邱原富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10 陳玟璇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11 黃鈺雅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12 姚昀彤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13 黃翊庭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14 陳頌恩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15 王佳蓉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16 郭育汝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17 王士維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18 江晨郁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19 李姒蓉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20 陳彥均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21 葉旭華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22 蕭雅萍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23 張皕凱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24 王晨燊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25 陳彥均

壁報論文 參與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26 朱立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27 沈國屏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28 Jing-Jy Cheng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29 翁芸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無競賽

論文題目

A low-toxicity DNA-alkylating Nmustard-quinoline conjugate with
preferential sequence specificity exerts
potent antitumor activity against
Heme Oxygenase-1 Induction by
Rosiglitazone via
PKCalpha/AMPKalpha/p38alpha MAPK/
SIRT1/PPARgamma Pathway
suppresses Lipopolysaccharidemediated Pulmonary Inflammation
Thermosensitive magnetoliposome for
intravenous delivery of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in target
Antioxidants Protect Mitochondria
Against Oxidative Stress-Induced Cell
Death by Mitochondrial Transfer in
Huma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Dual Induction of Autophagy and the AIF
Pathway by Glycyrrhizic Acid in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TXNDC5 overexpression in stromal
fibroblasts promotes colorectal cancer
progression
Long Non-coding RNA Lnc-Fibrogen
Promotes Myocardial Fibrosis by
Sponging miR-29a
Fisetin-Induced HO-1 Expression
Reduces MMP Production and Cell
Migration in Breast Cancer Cells
Perineuronal Nets restrict the induction of
Long-Term Depression in the mouse
hippocampal CA1 region
Using patient-specific iPSCs-derived
retinal ganglion cells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LHON disease and repair
LHON caused impairment by
engineered scaffolds.
Studies of PAK1 mediated signaling
pathways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Role of SIRT3 in low glucose stress
response of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s
Membrane trafficking of ER Ca2+
sensor STIM1 in the activation of storeoperated Ca2+ entry
Seeking Therapeutic Targets and
Molecular Signature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Phomaketide A inhibits angiogenesis in
human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A αIIbβ3 antagonist as selective
inhibitor of integrin outside-in signaling
that prevents thrombosis without
increasing bleeding risk
Natural products-derived from Mitella
formosana suppress angiogenesis in
vitro and in vivo
Cytotoxicity and oxidative stress
induced by CPF via apoptotic pathway
Baicalein attenuates Angiotensin IIinduced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formation in mice
pH-responsive nanoparticles
encapsulating oxaliplatin and microRNA
for inhibi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Identification of polyketide synthase
products in Aspergillus oryzae using
heterologous expression system
Nanosome-encapsulated honokiol
ameliorates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 by reducing the
activation of microglia and T cells
DOPAMINE D3 RECEPTOR BLOCKADE
RESCUES HYPER-DOPAMINE ACTIVITYINDUCED DEFICIT IN NOVEL OBJECT
RECOGNITION MEMORY
siRNA targeting human antigen R protein
reduced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y in
cancer cells
Hypoglycemic and hypolipidemic effects
of multi-component nanoparticles on
adipocytes and obese mice
Loganin improves chronic constriction
injury-induced neuroinflammation by
inhibiting the TNF-α/NF-κB pathway
The effect comparison between pregerminated brown rice (PGBR) extract and
γ-oryzanol in ameliorating TNF-α
induced insulin resistance
Study of polysaccharides and secondary
metabolites production in Pratia
nummularia and their biological functions
The Two-Hour Interval Prevents The Drug
Interaction Of Wuo-Yao-Chun-Chi-San
With Nifedipine In Rats

作者群姓名

研究領域

投稿所屬學會

陳泰霖1,2,3, 林憶雯3, 陳彥伯2, 林敬哲4, 蘇
燦隆3, 沈家寧1,2, 李德章3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卓若羚，楊春茂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台灣藥理學會

劉志信, 許皓隆, 陳志平, 馬蘊華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台灣藥理學會

李佳榮

幹細胞(Stem Cell)

台灣藥理學會

吳孟諭1,2, 李佳榮*3

腫瘤學(Onc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程凱琳, 楊鎧鍵

腫瘤學(Onc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王華琪,施盈均,楊鎧鍵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台灣藥理學會

張甄倪1, 葉威蘭2*

腫瘤學(Oncology)

邱原富1, 許桂森*1, 2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陳玟璇1,2, 莊仁華1,2, 邱士華*1,3,4

幹細胞(Stem Cell)

黃鈺雅, 何元順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台灣藥理學會

姚昀彤, 李新城*

腫瘤學(Oncology)

黃翊庭, 張廉筠, 陳宜芳, 沈孟儒

分子生物影像(Molecular台灣藥理學會
Imaging)

陳頌恩, 林永舜, 蕭雅心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王佳蓉, 李宗徽 , 陳裕仁 , 王士維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郭育汝1，莊偉哲1，黃德富*2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台灣藥理學會

陳佩琪1, 張訓碩, 陳益昇, 王士維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江晨郁,李宣信,楊明鈴,關宇翔

毒理學(Toxic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台灣藥理學會

台灣藥理學會

台灣藥理學會

李姒蓉,Widya Yanti Sihotang, 張尹綺, 黃韋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台灣藥理學會
勳, 葉竹來
陳彥均, 莊雅茵, 駱雨利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張書林, 王瀞瑢, 江一民, 王嘉駿, 李冠漢, 葉旭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台灣藥理學會
華

蕭雅萍,梁弘人,詹銘煥,詹東榮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張皕凱, 游一龍, 謝孟容, 陳景宗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王晨燊 林冠良 莊雅茵 丁慧如 駱雨利

腫瘤學(Onc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陳彥均, 張名豪, 黎芳瑜, 褚韶瑜, 楊境評, 張懿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欣, 陳春榮, 駱雨利
朱立雯1，張毓秦1，謝素玲2，陳心蘭1，吳
發炎(Inflammation)
炳男*,1

台灣藥理學會

林慧麗1, 沈國屏2*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鄭靜枝、盧美光、趙繼嫻、鄭嘉華

發炎(Inflammation)

台灣藥理學會

翁芸芳1、王鴻展4、盧重光2、蔡耿彰3、郭
毒理學(Toxicology)
文瑄1

台灣藥理學會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30 劉玉麗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31 陳淑謐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32 童裕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33 何紋蒨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09:30-13: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34 黃卉如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35 周含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36 吳佳憲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37 許芸嘉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38 詹景勛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39 曹瓊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40 劉昭成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41 黃聖凱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42 曾于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43 何秋億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44 謝馨慧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45 徐莉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46 黃彥棠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47 楊婷伊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48 鍾鏡湖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49 程冠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50 曹聖群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51 陳偉州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52 范誠祐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53 王炳勳, 施佳呈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54 劉雨書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55 陳霈帆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56 李欣怡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57 高蓓如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58 楊立健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59 鄭宇喬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60 彭玄慧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61 陳頡翰

壁報論文

無競賽

Inflammatory chemokine eotaxin-1 is
correlated with age in heroin dependent
patients under 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
Cadmium induces dose-dependent
cardiovascular fates with differential
underlying hemodynamic, neural and
cellular mechanisms
The effects of newly synthesized
compound on calcium contained crystalinduced arthritis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AZD6244 on
LPS-induced neuroinflammation in BV-2
cells
The involvement of MEK-ERK signaling in
acrolein-induced neurotoxicity
The Novel Chimeric Fc-VEGF Dimer
Attenuates Angiogenesis, Tumor Growth,
and Intratumoral Hypoxia via Targeting
VEGFR2-HIF-1α-VEGF/Lon Signaling
Role of SEC14 and spectrin domains 1
(SESTD1) in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fetal neural stem cells
Identifying long noncoding RNAs linked
to cardiac regeneration capacity
A Novel C61-1 Attenuates
Lipopolysaccharide-Mediate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9 Expression and
Cytokines Production through
Downregulation of STAT3/NF-κB
Pathways and Activation inTHP-1 Cells
TSPO regulates HCV-induced insulin
resistance
Study on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Irisin-induced turning response at
developing motoneuron
Anti-cancer Activities by compounds
from Severinia buxifolia
Investigation of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2-iodo-4’-methoxychalcone on
methylglyoxal-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in human SH-SY5Y dopaminergic
Fructose Causes Neuroinflammation in
the Central Neuronal System may
through CX3CL1-CX3CR1 axis to
Mediate NO production in Fructose-fed
Hypertensive Rat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novel compounds on
retinal damage protection
The mechanism for aberrant lysosomal
biogenesis mediated zoledronic acidinduced cell death in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s
A Novel Antinociceptive Target: Spinal α
6 Subunit-Containing GABAA Receptors
Compare the adipogenesis inhibition by
water and ethanol extracts of Coptis
chinens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Lung Cancer
Care and Clinical Outcomes in Taiwan
XBP1 and PERK have distinct roles in
Abeta-induced pathology
Exploring the Impact on Plasma Glucose
of Steroid Induced Insulin Resistant Rats
by the Mycelium of Ophiocordyceps
Study the role of IRSP53 isoforms in
regulating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otility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Using single-cell tracing technique to
elucidate SLK-ROCK interaction in
endothelial and cancer cell migration
Bio-efficacy assessment of herbal eyelid
cream in vivo for ameliorating UVBdriven inflammatory injury.
The effects of Amphotericin B
stimulation on microglial cells
Targeting Oncoproteins in
Temozolomide-resistant Glioblastoma
Isoorientin Decreases Invasiveness by
Downregulating Monocarboxylate
Transporter Activity in Human Lung
Cancer Tissues and Cells
Investigation of the mechanism
involved in EGF-induced fibronectin
expression in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affeic Acid Phenethyl Ester Improves
Hypoxia-Induce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Inflammation in Corneal
Endothelial BCE C/D-1b Cell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serum IgE
level, blood eosinophil, and clinical
features in patients with COPD
Evaluating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Probiotic Treatment on Infant Stress
Exposure-induced Persistent
Enhancement of Fear Learning
Changes in Platelet Reactivity
Contribute to Heatstroke-Induced
Coagulopathy in Rats

劉玉麗, 郭湘維, 劉朣夏, 鄒小蕙,許雅婷,王聲
昌,方秋萍,劉佳貞,陳至暉

發炎(Inflammation)

台灣藥理學會

陳淑謐1,2, 方琪3, 黃雅慧 3, 吳嘉琦3, 林恂恂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台灣藥理學會
1,4, 蔡靜宜*3

台灣藥理學會

童裕雯、梁有志、陳彥州、黃偉展

發炎(Inflammation)

何紋蒨, 許家齊, 林滿玉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黃卉如*1,葉庭毓2,林柏維2,蕭永基3,林滿玉1,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2, 4
周含諭, 蔡瑞玲, 羅宇岡,李岳倫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吳佳憲,陳建仲,許桂森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許芸嘉, 曾意軒, 楊鎧鍵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台灣藥理學會

詹景勛, 李宗徽, 蕭哲志

發炎(Inflammation)

曹瓊文*1, 林裕民2, 錢昱潔1, 張儷馨3, 林君慈
感染(Infection)
3

台灣藥理學會

台灣藥理學會

顏宏池,劉昭成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台灣藥理學會

黃聖凱, 鄭源斌, 李佩銜, 王惠君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曾于庭1, 林志晟2, 張芳榮3, 羅怡卿*1,2,3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何秋億，鄭珮妏，陳信宏，曾清俊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台灣藥理學會

謝馨慧, 詹景勛, 鄭幼文, 李宗徽, 蕭哲志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徐莉琳, 曾令民, 李新城

腫瘤學(Oncology)

黃彥棠, 黃偉展, Margot Ernst, Werner
Sieghart, James Cook, 邱麗珠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楊婷伊, 王惠君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鍾鏡湖

其他(Others)

程冠中,姜學誠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曹聖群，陳瑛宜，徐泰浩，張世良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台灣藥理學會

陳偉州, 彭韻如, 李易遐, 呂增宏

腫瘤學(Oncology)

范誠祐1, 蔡佳蓉5,6, 林軒兆2, 尤鈴雅1, 蕭永
振1, 張景程3, 蔡丰喬1,4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台灣藥理學會

台灣藥理學會

台灣藥理學會

王炳勳2,3, 施佳呈3, 黃韻玶2,3, 林佳蓉2,3, 吳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佳蓮2,3, 陳伯易*1,2,3
陳晉文, 林曉筠, 劉雨書, 賴聲威, 盧大宇*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陳霈帆, 薛元碩, 簡伯武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Medicine)
台灣藥理學會

李欣怡, 趙士齊, 黃淑芬, 黃淑富, 李世俊, 羅時
腫瘤學(Oncology)
鴻

台灣藥理學會

高蓓如, 陳炳焜

腫瘤學(Onc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楊立健1,2, 林培正2, 張菡馨 3, 董光中*1

其他(Others)

台灣藥理學會

鄭宇喬, 許超群, 郭柏麟, 陳俊霖, 鍾飲文

其他(Others)

台灣藥理學會

彭玄慧, 許桂森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陳頡翰, 廖美惠, 吳錦楨, 施志勤

血液學(Hemat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62 傅渝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63 吳庭妤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64 許紋欣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65 林曉筠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66 趙士齊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4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067 宋冠辰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68 趙珮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69 葉威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70 葉威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71 劉于甄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72 馬聖凱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73 李鳴達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74 張耿瑞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75 陳韻如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76 陳昭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77 陳姵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78 姚姿卉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79 華瑜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80 郭景銘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81 王思穎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82 林凡立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83 林清煌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84 高靖傑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85 楊建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86 鍾智聆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87 Shi-Weigh Wang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88 邱鈴雅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89 林暐棟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90 翁永弘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91 李孟真

壁報論文

無競賽

The impact of Antrodia cinnamomea on
fructose combined with streptozotocin
induced diabetic animal model
Photo-inactivation of GABA Interneuron
in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Disrupts
the Extinction of Methamphetamine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of Pristimerin
and Celastrol on TNF-α-Induced CCL20
Expression in Human Cardiac
Interleukin-1β modulates adhesion
molecule expression and monocyte
adhesion in glioblastoma
Down-regulation of acid-extruding
mechanism was necessary for early
differentiation in hiPSCs
Mechanisms of vascular hyporeactivity
caused by perivascular adipose tissue in
CLP-induced septic rats
Long Non-coding RNA Lnc-Fibrogen and
Its Host Gene TXNDC5 Are Required for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Induced
Renal Fibrosis
Imperatorin Attenuates ZymosanInduced Pulmonary Inflammation in
Alveolar Macrophages
Cardamonin Reduces Phorbol 12Myristate 13-Acetate-Induced
Pulmonary Inflammation in Alveolar
Role of Cannabinoid Receptor 1 in
Aggression
Astrocyte Heme Oxygenase-1 is
neuroprotective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Electroacupuncture treatment
attenuated neuropathic pain and
reversed morphine-induced analgesic
tolerance in chronic constriction injury
Effects of continual administration of
rapamycin on blood glucose and
chromium disttributions in high protein
diet-induced weight loss C57BL6/J mice
Chrysin induces the comparable degree
of effectiveness as to 5-fluorouracil
combined with oxaliplatin through an
autophagy-associated manner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Adenoviral Transfer of AlphaMelanocyte-Stimulating Hormone Gene
to Mediate Neuropathic Pain Induced
by Chronic Constriction Injury
The Marine Derived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PYC001) in a Rat Model of
Neuropathic Pain
Neuronal Mechanisms of Fastingdependent Learning i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Age Associated Changes in Cognitive
Functions in miR-195 Knockout Mice
Mechanisms of LPS-induce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expression
suppressed by pristimerin in rat brain
astrocytes
Mechanisms of silicon dioxide-induced
cyclooxygenase-2 expression and
inflammation in human tracheal smooth
muscle cells
Theissenolactone C Exhibited Ocular
Protection in Endotoxin-Induced Uveitis
by Attenuating Ocular Inflammatory
Responses and Glial Activation
Association between heavy metal levels
and acute ischemic stroke
Studies on the antiplatelet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of juglone
Heme Oxygenase-1 Induction by
Carbon Monoxide Releasing Molecule-3
Neuroinflammation
Pentachloropseudilin inhibits TGF-β
activity through promoting TGF-β type
II receptor degradation
Sorafenib inhibits TGF-β signaling by
accelerating TGF-β type II receptor
degradation.
The roles of PARP-1 in UV-induced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and skin
Fucoidan Induced Cell Apoptosis may
through Generation of ROS and
Disruption of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in Human Renal Cancer Cells
Fucoidan 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and
Apoptosis May through Epigenetic and
Immune Check Point Regulation in
Human Lung Cancer Cells
Effect of new microbial origin
compound on virus to orchid infectivity
and T4 bacterial phage to E Coli

傅渝庭，陳瑛宜，何偉真，張世良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台灣藥理學會

吳庭妤, 陳景宗*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許紋欣,曾惠卿,楊春茂

發炎(Inflammation)

台灣藥理學會

沈靖凱1, 劉雨書2,3, 賴聲威4 , 林曉筠3, 盧大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宇3,5
趙士齊1,2, 武國璋1,3, 戴念梓1,4, 羅時鴻*1,2 幹細胞(Stem Cell)

台灣藥理學會

宋冠辰, 廖美惠, 吳錦楨, 施志勤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台灣藥理學會

趙珮宇, 楊鎧鍵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台灣藥理學會

李亞蓁1, 葉威蘭2*

發炎(Inflammation)

王琮凱1, 葉威蘭2*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劉于甄,簡伯武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馬聖凱, Jing Chen-Roetling, Kamalapathy
Pramod, Wei Song, Hyman M. Schipper,
Raymond F. Regan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李鳴達, 李欣蓉, 邱麗珠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張耿瑞

代謝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台灣藥理學會

簡佩萱1#, 林岳民2#, 鄭功全2, 潘曉琳 1, 陳
韻如1,3*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台灣藥理學會

台灣藥理學會

陳昭廷, 郭孝美, 戴明泓, 林彥佑, 陳俊宏, 溫志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宏

陳姵宇, 郭孝美, 陳俊宏, 林彥佑,溫志宏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姚姿卉, 姜學誠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甘逸凡,趙詠梅,華瑜*

老化醫學(Aging Medicine)
台灣藥理學會

郭景銘, 楊建中, 楊春茂

發炎(Inflammation)

王思穎, 陳毓文,王震宇,楊春茂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台灣藥理學會

台灣藥理學會

林凡立1, 何昭德2, 鄭幼文 3, 邱春億4, 顏敬倫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1, 張宏名5, 李宗徽6, 蕭哲志1*
林清煌1,3,4，許依婷1,3，顏正昌1，陳信宏
毒理學(Toxicology)
2，盧玉強1，華瑜5，曾清俊*2

台灣藥理學會

高靖傑, 鄭源斌, 張芳榮, 吳志中

血液學(Hemat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楊建中1,2, 林志中3, 楊春茂2,3,4*

發炎(Inflammation)

台灣藥理學會

鍾智聆, 陳俊霖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台灣藥理學會

王士瑋, 陳俊霖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台灣藥理學會

邱鈴雅，吳南霖，洪啟峯，林琬琬

免疫(Immun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林暐棟, 翁永弘, Valens Munyembaraga, 林
于傑, 楊軍建, 陳永佳, 楊玉嬌 , 洪秀貞, 邱慧芬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翁永弘1,2,林暐棟1,2, Valens
Munyembaraga1,2, 林于傑1, 陳永佳2,3, 楊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玉嬌 1,2, 洪秀貞1,
邱慧芬*1,2
李孟真, 郭惠如, 劉炳嵐 , 張清安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92 沈郁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93 董慧萍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94 林思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95 謝勛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96 曾群雅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97 鄭景元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98 沈明毅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099 陳亭蓁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100 楊騏毓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09:00-12:30 1F 藥理壁報區

PH101 陳芷涵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02 簡啟民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03 陳秀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04 何昱萱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05 林庭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06 張立昀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07 鄭靜枝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08 羅文利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09 謝喜龍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10 李明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11 葉坤霖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12 陳威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13 李易珈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14 駱啓文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15 吳心婷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16 張晏瑜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17 陳萱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18 陳威臺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19 吳佳玲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20 許毓珊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21 陳易宏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22 梁偉平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23 葉旭華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24 林鈺喬

壁報論文

無競賽

P7C3 protects against cerebral ischemic
injury through GSK-3 inhibition by
activation of GLP-1R in Mice
The Effect of Alanyl-glutamine on
Platelet Aggregation
Glyoxalase 1 inhibitor combined with
methylglyoxal enhances antitumor
activity in lung cancer cells
Involvement of NLRP3 Inflammasome in
the Generation of Cortical Spreading
Depression Induced by KCl in Mice
Expression of TRPM8 in cerebral cortex
and its role in the generation of cortical
spreading depression in rats
Roles of Galectin-1 in Erythropoiesis
and Megakaryocyte Differentiation
Sesamol protects against oxidative
stress injury of atherogenic L5 via Stat3HIF-1α-p53
Hispidulin Induces Apoptosis and
Suppresses Migration in Human
Melanoma Cells
Intracellular pH Regulating Mechanism
in Human Melanoma Cells- Genetic to
Translational Medicine
Role of hydrogen sulfide in
methamphetamine-induced
enhancement of baroreflex response of
NFD induced DNA damage-mediatedapoptosis in huma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via modulating topoisomerase II
and NF-κB activity
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from
metabolic syndrome subject induced
neuronal inflammation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mice
Xanthohumol prevents kainic acidinduced seizures and neurotoxicity in
Interactions between microtubule-actin
cross-linking factor 1 (MACF1) and
Ca2+ during cell migration and cancer
metastasis
Antagonistic signalling between EGFR
and FGFR in HNSCC: focusing on cell
Evaluation of wound healing activities
of medical resins
Cytotoxic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the herbs of Eremochloa ciliaris (L.)
The Effect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On Improving The High GlucoseInduced Astrocyte-Mediated Brain
Inflammation And Neurodegeneration
Effect of cell death induced by NPG via
apoptotic pathway in macrophage
Cytotoxicity and genotoxity induced by
glyphosate and inhibited by RHA
Monascus purpureus rice prevents
electronegative LDL-induce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aberrant
energy production in cardiomyocytes
SOL protects RAW264.7 from CPFinduced apoptosis
Diabetes treatment medication of αGlucosidase inhibitors are a risk factor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
cohort study.
Hemodynamic mechanisms of
PEGylated nanoparticle-induced
transient hypotensive effects
Syk modulates EGFR signaling and
functions in keratinocyte differentiation
an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Level and Regulat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in Human
Follicular fluids from Patients Undergoing
In-vitro Fertilization
To Evaluate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Dexamethasone and TGF-beta Inhibitors
for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 Differentiation
MSCs derived from Placentachoriodecidual Membrane Attenuate
Lipopolysaccharide induced-Acute Lung
Injury through Mediating the Polarization
of Pro-inflammatory Macrophages
The Placenta-choriodecidual Derived
MSC(pcMSCs)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High Glucose Impaired Endothelial Cells
and Salvage the Hind Limb in Diabetic
Ischemic Model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against microglial activation in the
brainstem induced by dental pulp injury
Identify and characterize cardioprotective miR in the exosome secreted
by post-natal Nkx2.5+ cardiac progenitor
Identification of Nonribosomal Peptide
Synthetase (NRPS) Products in
Neosartorya fischeri
HBx-induced Ca2+ aberrancy in
hepatocarcinogenesis

沈郁強*1,2,6,，王雅惠2，劉國同1,7，陳昌
明3,4,5

幹細胞(Stem Cell)

台灣藥理學會

董慧萍

血液學(Hemat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林思維、林琬琬

腫瘤學(Onc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謝勛庭, 陳世彬, 王署君, 嚴錦城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曾群雅, 陳世彬, 王署君, 嚴錦城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鄭景元，林琬琬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台灣藥理學會

陳莉蓁, 洪暄綸, 陳芳玉, 沈明毅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陳亭蓁, 李欣儒, 洪啟峯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楊騏毓, 羅時鴻

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陳芷涵1, 嚴錦城1, 顏鴻章*2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簡啟民1, 吳品萱1, 陳義龍2,邱建智*1,3,4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台灣藥理學會

林盈劭, 周美鵑, 李香君, 陳珠璜 , 陳秀蘭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何昱萱1、王哲川2、王素珍*3

神經學(Neuroscience) 台灣藥理學會

林庭宇 1, 許焙琹 1, 陳妃琳 1, 蔡丰喬 1,2

系統生物學 (Systems Bi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張立昀 1,褚韶瑜 1,施卓琪 1,郭冠宏 1,蔡丰喬
系統生物學 (Systems Bi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1,2
鄭靜枝, 侯毓昌, 葉兼碩*

發炎(Inflammation)

台灣藥理學會

鄭銘仁1董慧萍2 林榮峙3陳慶源1羅文利1,4*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謝喜龍*,1, 陳吟貞1, 陳資蓉2, 龔亭綺2, 邱怡
綾2, 林佳萱2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台灣藥理學會

李明維1,李宣信1, 楊明鈴2, 關宇翔3

毒理學(Toxic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葉坤霖,李宣信, 楊明鈴, 關宇翔

毒理學(Toxic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陳威宇1,2, 湯智昕1, 陳韻芳3, 賴金湖4, 陳珠
璜5, 李安生*2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台灣藥理學會

李易珈,李宣信,楊明鈴,關宇翔

毒理學(Toxic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駱啓文,李宣信, 楊明鈴, 關宇翔

毒理學(Toxic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吳心婷, 孫明宗,馬蘊華

毒理學(Toxicology)

台灣藥理學會

張晏瑜, 黃婷茵, 陳威宇, 陳志榮, 林琬琬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台灣藥理學會

陳萱庭、吳文彬、賴宗炫

其他(Others)

台灣藥理學會

陳威臺1,趙葳2,鄭鼎彥1,蔡丰喬1,3,曹伯年4,
林建煌2,林泰元1

幹細胞(Stem Cell)

台灣藥理學會

吳佳玲1, 吳孟學1,2, 朱清良 3, 林泰元*1

幹細胞(Stem Cell)

台灣藥理學會

許毓珊1, 吳孟學1,2, 林泰元1

幹細胞(Stem Cell)

台灣藥理學會

夏美麗, 陳易宏

發炎(Inflammation)

台灣藥理學會

梁偉平，游閔亦，陳文彬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葉旭華1,2, 江一民2,3, 王嘉駿3, 李冠漢1,2*,
張書林1,4*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林鈺喬, 蔡沛儒,蔡丰喬

訊息傳遞(Signal Transduction)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25 洪昆源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26 楊玲玲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27 沈明毅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28 阮氏美愛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29 羅思庭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30 張國志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31 曾賢忠

壁報論文

無競賽

3月25日 13:30-17:00 1F 藥理壁報區

PH132 陳柏任

壁報論文

無競賽

Gardening-Forest Skin Therapy in Taiwan
Efficacy of Alternative Eye Acupressue
and Sunlight o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 Vision Health Promotion in
The study of biochemic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 of electronegative
subfractions of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from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cocaine
addiction in mice
Acupuncture relieves bile acid-induced
itch in mice: the role of microglia and
Hemin treatment attenuates progression
of right ventricular pressure overloadinduced electromechanical remodeling in
Up-regulation of FcγRIIB by resveratrol
via NF-kB activation reduces B cell
numbers and ameliorates lupus
Targeting redox regulatory site of
protein kinase B impedes neutrophilic
inflammation

洪昆源 吳孟玲 陳舜英 蔡景株 吳芯慧

發炎(Inflammation)

黃梅芬1 楊玲玲* 吳建良2

其他(Others)

洪暄綸1,3, 陳莉蓁1-3, 陳芳玉1,2, 沈明毅
1,2,*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阮氏美愛, 陳易宏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Medicine)

羅思庭, 朱鈺婷, 李育臣, 林佩玲, 陳易宏

神經學(Neuroscience)

張國志*1,2, 葉勇信2, 賴盈如3, 陳偉踐2

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

周峻霈,陳思潔,黃合吟,蕭文鈺,曾賢忠

轉譯醫學(Translation Medicine)

陳柏任, 李家琳, 張芳榮, 吳永昌, 黃聰龍*

新藥研究(Drug Discovery)、中草藥(Chinese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