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前會學術研討會
時 間 : 2019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六)
地 點 : 臺大醫院西址檢驗大樓三樓第十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一號醫技系)
合辦單位 :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時間

講題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致詞

Uncovering the secrets of bacterial
pathogenesis
Distribution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09:50-10:40 genes among Staphylococcus species
isolated from ready-to-eat foods
中場休息
10:40-11:00
09:00-09:50

講員

主持人

鄧麗珍 理事長
林亮音 主任
高正彥 博士

吳俊忠教授

王鈺婷 博士

鄧麗珍教授

許智傑
博士候選人

鍾筱菁
助理教授

11:00-11:50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enhance Staphylococcus
aureus vegetation formation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platelets in Infective
endocarditis

11:50-12:00

上午場綜合討論

12:00-13:30

午餐

13:30-14:20

微生物相與胰臟癌的相關性

詹明修 副教授

陳志豪 教授

14:20-15:10

Phage 在環境及臨床之應用

洪志勳 教授

潘子明 教授

15:10-15:30

中場休息

15:30-16:20

Introduction of new antibiotics

簡修洵 醫師

廖俊星 醫師

16:20-16:30

下午場綜合討論

學分:申請中
費用:會員一天 500 元

鄧麗珍 理事長
林亮音 主任

廖俊星 秘書長

台灣微生物學會第二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大會議程表
時 間 : 2019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日)
地 點 : 台灣大學醫學院 102 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時間

議程

演講者

08:30~

會員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鄧麗珍 理事長

09:10-09:40

大會特別演講 1 病毒學

張淑媛 教授

高全良 教授

09:40-10:10

大會特別演講 2 應用微生物學

邱政洵 醫師

賴志河 教授

10:10-10:30

中場休息

10:30-11:00

大會特別演講 3 基礎微生物學

John Chen 助理教授

邱浩傑 副教授

11:00-11:30

大會特別演講 4 臨床微生物學

薛博仁 醫師

何憲武 教授

1、簽到 2、繳費 3、領取大會手冊

第二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大會開始
2、主席就位、致詞
3、貴賓致詞
11:30-12:30

鄧麗珍 理事長
廖俊星 秘書長

4、常務監事報告
5、會務報告(秘書長)
6、頒獎
7、提案討論
8、臨時動議
9、禮成 (開始理監事選舉投票)

12:30-13:30

午餐 (理監事選舉投票時間至 14:00)

13:30-15:00

壁報論文報告及展示

13:30-15:30

主持人

口頭論文宣讀

臨床微生物、應用微生物學組 (102 講堂)
基礎微生物學組、病毒學組 (103 講堂)

15:30-16:00

中場休息 (15:45 前電話通知口頭、壁報論文得獎者)

16:00-16:30

壁報及口頭論文頒獎 (102 講堂)

鄧麗珍 理事長

台灣微生物學會會員大家好：
第二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訂於 2019 年 11 月 24 日(星期日)。地點
為台大醫學院 102、103 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本會並於 201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舉辦會前研討會，請各位會員踴躍前往參與。
因本會已邁向電子化，不使用紙本投稿方式，請各位會員將投稿電子檔案寄至台
灣微生物學會信箱 microbiology.tw@gmail.com ，或以光碟郵寄方式寄到 10048 台北
市中正區常德街 1 號台大醫院西址檢驗大樓醫技系 台灣微生物學會 收。
目前學會相關消息，如：研討會訊息、其他相關活動訊息…等等，皆會公告於學
會網站，請各位會員多加利用。目前學會網址：http://www.tsm.org.tw/index.php。
投稿摘要注意事項：(請務必參閱範例，見下頁)
1、請寫上中英文之題目、作者及機關(單位)名稱。置中對齊。
2、摘要內容包含目的、方法、結論。不分段。中、英文皆可。
3、本文每段空兩格再打首字，行距為單行間距。
4、演講者下方請畫底線「
」
，不同單位者請以上標 1,2,3,4,…註明。
5、必須以電腦打字，英文題目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使用 Time New Roman / 標楷體
14 號粗體字；作者及機關單位部分為 12 號粗體字；內容部份為 12 號一般字體。
6、版面設定請將邊距設為 1.5cm，文章請勿超過 A4 紙張之 1/2 大小。
7、請務必勾選「口頭論文報告」或是「壁報論文張貼」
，以及組別。下方之聯絡方式
表格也請務必完整謄寫。
8、若以電子郵件投稿，主旨請務必註明「年會口頭論文投稿-作者姓名」或「年會壁
報論文投稿-作者姓名」
。秘書處收到後將會回覆通知。若未收到回覆，請盡速與本
會秘書處聯繫。
9、論文摘要自 2019 年 9 月 2 日起開始收件，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10 月 1 日，逾期
或未按規定者恕不受理，敬請各位配合。
10、秘書處將於 11 月 1 日前寄發「論文審查結果通知」
，附上口頭報告時程表及場地；
壁報編號及張貼地點(並於網站上公告)。若未收到通知，請盡速與本會秘書處聯繫。
※投稿者切勿無故取消或缺席，以免影響大會之排程，如有異動也盡早告知秘書處，
以便作業。
若有任何其他問題請電洽 02-23123456 轉 66917、或撥手機 0933-400883 洽詢萬采
玟小姐，或 e-mail 至學會電子信箱 microbiology.tw@gmail.com，亦可來信至 10048
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 1 號台大醫院西址檢驗大樓醫技系 台灣微生物學會 收。

範例：

台灣微生物學會年會論文  題目(14 大小，粗體，中英文)

First A. Author1, Second B. Author2, and Third C. Author3作者(12 大小，粗體，至
少寫中文)
Institution of First Author1, Institution of Second Author2, Institution of Third Author3
↑單位(12 大小，一般字體，至少寫中文)
(空兩行)
(空兩格)Abstract………(12 大小，標楷體)

end (勿超過半頁)

必填資料------※ 論文性質：
□ AM (應用微生物) □ BM (基礎微生物)
□ CM (臨床微生物) □ V (病毒)
※ 發表方式：□ Oral
※ 發表作者：
※ 作者電話：(

□Poster

(必須至會場，文章劃線者)
)

※手機：

※ 作者 E-mail：
◎ 送出前請務必仔細校對，以免重複寄送造成送印檔案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