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微生物學會第五十週年慶-病毒學組(V)
時 間 : 2018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地 點 : 台灣大學醫學院 101 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時間

講題

講員

主持人

報到

08:40-09:00

開幕致詞
高全良 教授
Decapping activities of vaccinia
virus D9 and D10 enhance
劉新梧 助理教授 高全良 教授
09:10-09:50
virulence by antagonizing
dsRNA-mediated antiviral
responses
Re-emergence of dengue virus
黃聖文 助研究員 王貞仁 教授
09:50-10:30 in Taiwan: An insight into viral
surveillance and pathogenesis
中場休息
10:30-11:00
09:00-09:10

11:00-11:40

Bats as possible origin of MERS
coronavirus

11:40-12:00

綜合討論

Susanna Lau 教授

林振文 教授

高全良 教授

台灣微生物學會第五十週年慶-基礎微生物學組(BM)
時 間 : 2018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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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0-09:00
09:00-09:10

講題

講員

主持人

報到

開幕致詞
胡小婷 教授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09:10-09:50 between Listeria and host barriers: 蔡雨寰 助理教授 胡小婷 教授
mind the gap
AmpI functions as an iron exporter
and β-lactam resistance
楊翠青 教授
廖淑貞 教授
09:50-10:30
determinant in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中場休息
10:30-11:00
11:00-11:40
11:40-12:00

A microbiota bacterium
ameliorates obesity
綜合討論

張志榮 博士

賴信志 教授

胡小婷 教授

台灣微生物學會第五十週年慶-應用微生物學組(AM)
時 間 : 2018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地 點 : 台灣大學醫學院 101 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時間

講題

講員
報到

13:30-14:00
14:00-14:10
14:10-14:50
14:50-15:30

主持人

開幕致詞

張碧芬 教授

應用微生物之研發與產業化以紅麴為例
乳牛腸道中分離之乳酸桿菌作為
益生菌之探討

潘子明 教授

楊盛行 教授

郭致榮 助理教授

陳志豪 教授

中場休息

15:30-16:00
16:00-16:40

新型微生物固定化技術之應用

16:40-17:00

綜合討論

廖健森 副教授

張碧芬 教授

張碧芬 教授

台灣微生物學會第五十週年慶-臨床微生物學組(CM)
時 間 : 2018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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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

講員

主持人

報到

13:30-14:00
14:00-14:10

開幕致詞

鄧麗珍 理事長

14:10-14:50

人工智能在臨床微生物之應用

盧章智 教授

吳俊忠 教授

14:50-15:30

優化分枝桿菌檢驗技術的經驗談

蔡文城 教授

周如文 教授

中場休息

15:30-16:00
16:00-16:40

NGS in clinical microbiology: pros
and cons?

16:40-17:00

綜合討論

王雲峰 教授

薛博仁 教授

鄧麗珍 理事長

台灣微生物學會第五十週年慶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大會議程表
時 間 : 2018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日)
地 點 : 台灣大學醫學院 101 講堂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時間

議程

演講者

主持人

08:30~

會員報到

09:00-09:10

開幕致詞

鄧麗珍 理事長

09:10-09:40

台灣醫用細菌血清學於防疫的貢獻：
從一八九七開始

陳振陽 教授

吳金洌 教授

09:40-09:55

台灣微生物學會回顧(一)

楊盛行 教授

潘子明 教授

09:55-10:10

台灣微生物學會回顧(二)

何憲武 教授

吳俊忠 教授

10:10-10:15

團體照

10:15-10:30

中場休息
薛博仁 教授

高全良 教授

Patrick Woo 教授

施信如 教授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30

1、簽到 2、繳費 3、領取大會手冊

Syndromic panel-based testing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Novel hepatitis E viruses from camels:
an emerging cause of human hepatitis
E virus infections
第二十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1、大會開始
2、主席就位、致詞
3、貴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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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3:30

午餐

13:30-15:00

壁報論文報告及展示

13:30-15:30

口頭論文宣讀

鄧麗珍 理事長
廖俊星 秘書長

臨床微生物學組 (101 講堂)
基礎微生物學組、病毒學組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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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講堂)

鄧麗珍 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