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40 周年院慶系列研討會》

幹細胞轉譯研究及應用之最新進展

報名網址 QR code







時間：10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六) 8:30~17:00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區立夫教學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台中巿學士路 91 號)
主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臨床試驗中心
報名網址：請以 Google Chrome 開啟 https://forms.gle/xeXFTMzyCfxwKzsy9
已申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臨床試驗中心 GCP 學分，全程參與者(出席超過 420 分鐘)，
臨床試驗中心將協助核發通過學員「GCP 學分 5 小時」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主持人
場地
報到 Registration
08:30~09:00
(30 分鐘)
(1F 大廳)
開幕致詞 Opening Remarks
09:00~09:10
(10 分鐘)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蔡長海董事長
Translational potential of induced
09:10~09:40
郭紘志副所長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 for
B1
(30 分鐘)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國際會議廳
09:40~10:10 Regulation of hair follicle stem cells
林頌然特聘教授
(30 分鐘)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李光申副院長
10:10~10:40 The Mystery Beyond Stem Cell
陳志強主任
(30 分鐘) Mechanobiology
10:40~10:55
Q & A 及合照
(15 分鐘)

10:55~11:10
(15 分鐘)

中場休息 Coffee Break

Extracellular Vesicles Released from
11:10~11:40 Human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何美泠特聘教授
(30 分鐘) Enhance Articular Chondrocyte
Function
11:40~12:10 Stem Cells for liver diseases:
李光申副院長
(30 分鐘) from bench to bedside
Panel Discussion
12:10~12:40
(30 分鐘)
主持人：李光申副院長
12:40~13:40
(60 分鐘)

(15 分鐘)

B1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及
演講貴賓請至
6 樓第二會議室

石崇良常務次長
林泰元副教授

趙坤山院長

中場休息 Coffee Break

15:25~16:55 Current status of cell therapy in
(30 分鐘) CMUH
16:55~16:25 Clinical application & future
(30 分鐘) progress of stem cell therapy
16:25~16:35
Q &A
(10 分鐘)

B1
國際會議廳

1 樓廣場

鄭隆賓執行長
徐偉成教授

周德陽院長
B1
國際會議廳

(25 分鐘)

Panel Discussion
主持人：鄭隆賓執行長

17:00~

合照及閉幕致詞 Closing Remarks

16:35~17:00

洪士杰教授

中午休息
(配合防疫避免群聚，敬請與會者請自行至校外用餐)

13:40~14:30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ives of
(50 分鐘) cell therapy in Taiwan
14:30~15:00 Progression and unmet need of
(30 分鐘) cellular therapy
15:00~15:10
Q &A
(10 分鐘)
15:10~15:25

1 樓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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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40 周年院慶系列研討會》

幹細胞轉譯研究及應用之最新進展
《講者介紹》(依研討會順序)
 郭紘志副所長：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副所長
 林頌然特聘教授：台灣大學工學院暨醫學院醫學工程系教授
 陳志強主任：台北榮總皮膚部科主任
 何美泠特聘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理學科特聘教授
 李光申副院長：中國附醫研究副院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骨科學科教授
 石崇良常務次長：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
 林泰元副教授：台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暨研究所副教授
 鄭隆賓執行長：中國附醫器官移植中心榮譽院長、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執行長、中國醫藥大
學醫學院醫學系學士班外科學科講座教授
 徐偉成教授：中國附醫轉譯醫學研究中心榮譽副院長
《主持人介紹》(依研討會順序)
 李光申副院長：中國附醫研究副院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骨科學科教授
 洪士杰教授：中國附醫整合幹細胞中心主任、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新藥開發研究所教授
 趙坤山院長：中國附醫癌症中心院長
 周德陽院長：中國附醫院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研究所教授
《注意事項》
1.本研討會為免費參加，敬請事先報名，限額 165 名，報名至額滿為止；
請以 Google Chrome 開啟 https://forms.gle/xeXFTMzyCfxwKzsy9 報名。
2.配合防疫措施：
(1)敬請與會人員務必配戴口罩及勤洗手，並保持社交距離；主辦單位將
確實執行人流管制及環境清消，並請務必配合採取實名制及量測體溫。
(2)避免群聚，中午敬請與會者請自行至校外用餐。
3.響應環保及無紙化：
(1)請自備環保杯。
(2)敬請自行下載講義，主辦單位不提供紙本講義。

講義下載 QR cod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h9HtCAiLcR6S4Ue04ZIx9UEQOafXV1q?usp=sharing

4.其他注意事項：
(1)建議可攜帶外套與會。
(2)不提供停車優惠，請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3)本課程已申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臨床試驗中心 GCP 學分，全程參與者(出席超過 420 分鐘)
臨床試驗中心將協助核發通過學員「GCP 學分 5 小時」。
(4)本院保留修改議程之權利。
5.聯絡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教學部 劉淳儀專員 04-22052121#4613、lcy@mail.cmu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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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中國醫藥大學
英才校區

一、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區：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91 號
二、前往方式：
搭公車
1. 仁友公車 25 號，由干城站到僑光科技大學，經學士路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2 分鐘
2. 統聯客運 61 號，由台中車站到大雅，經學士路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2 分鐘
3. 統聯客運 77 號，由統聯轉運站到慈濟醫院，經學士路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2 分鐘
4. 統聯客運 1658 號，由台中高鐵站到台中公園，經學士路於「中山堂」站下車，步行 1-2 分鐘
5. 台中客運 35 號，由僑光技術學院到南區區公所，經學士路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2
分鐘
6. 台中客運 6131 號，由民俗公園到竹仔坑，經學士路於「中國醫藥大學」站下車，步行 1-2 分鐘
7. 巨業客運 67 號，由東海別墅到台中火車站，經學士路於「中山堂」站下車，步行 1-2 分鐘
8. 阿囉哈客運 18 號，由朝馬站到干城，經學士路於「中國醫大學」站下車，步行 1-2 分鐘
自行開車
1. 走國道 1 號
o 南下：由 174.2K 大雅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叉口
o 北上：由 178.6K 台中交流道下，經中港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叉口
2. 走國道 3 號
o 南下：由 176.1K 沙鹿交流道下，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英才路，與學士路交叉口
o 北上：由 209.0K 中投交流道下，經中投快速道路→五權南路→五權路左轉學士路
3. 停車資訊：
o 五權立體停車場(平面車位)(台中市北區五權路 499 號，電話：04-22248882)
o 中正公園地下停車場(平面車位)(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108 號，電話：04-22361568)
搭高鐵
高鐵台中站免費接駁專車延伸至本校發車（統聯客運），分別於【台中站 6 號出口 13 號月台】及【學
士路「中國醫藥大學」市公車站牌(中山堂前)】上車，車程約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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