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0~13:30

09:00~12:00

13:30~17:00

中場休息

時間 / 地點

生理學會壁報論文 生化學會壁報論文 

03 月 25 日 

毒物學會壁報論文 免疫學會壁報論文 臨床生化學會壁報論文 解剖學會壁報論文 分子影像學會壁報論文 

藥理學會壁報論文 細分學會壁報論文 

線上論文Q&A

大會議程  Program at a glance



大會議程  Program at a glance

大禮堂 表演廳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多功能會議室 守仁樓105講堂

08:30~09:00

09:00~09:30

細分x生化學會
09:20-09:30

Joint Symposium of CSCMB and TSBMB

開幕式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2:00

12:00~13:00 萊富生命 諾倫 華東 伯森

13:00~13:30

13:30~14:00

14:00~14:30
藥理學會
會員大會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臨床生化學會
壁報論文競賽頒獎

座長: 郭靜穎 秘書長

16:00~16:30

16:30~17:00
毒物學會會員大會

16:30~17:00
座長：李志恒 理事長

17:00~17:30
毒物學會理監事會議

17:00~17:30

時間 / 地點

臨床生化學會
Keynote

座長: 方偉宏 常務理事

Khosrow Adeli
(IFCC President, The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大會主題論文競賽
Good Health & Well-being

13:20~15:00

座長：李青澔 秘書長

生理學會
Physiology Symposium:

Organ system crosstalk in health and
diseases

座長: 李宗玄 教授 (台大生理所)

郭余民 (成大細胞生物與解剖所)
吳偉立 (成大生理所)

莊志立 (國衛院分子與基因醫學所)
陳珮君 (成大生理所)

趙需文 (北醫生理學科)

解剖學會

Symposium I : Pathogenesis studies
in animal models

座長：陳玉怜 教授 (台大解剖暨細胞生
物所)

 
王淑慧 (台大解剖暨細胞生物所)

劉烱輝 (中山醫大解剖學科)
 陳瀅  (國防生物暨解剖所)
施耀翔 (高醫大解剖學科)

免疫學會專題演講
The modern approach of immune

therapy

座長：郭敏玲 教授 (長庚生醫所)
                 顧正崙 秘書長

楊皇煜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黃麗蓉 (國衛院分子與基因醫學所)

凌嘉鴻 (中研院生化所)

解剖學會
Keynote

 Two Vignettes of in Neonatal Brain
Injury: Monocyte-to-Microglia

Transition and the Mechanisms of
Hypothermia Protection

座長: 徐佳福 教授

管家義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

細分x生化學會
14:30-16:40

 

Session I
Prote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座長 : 郭紘志 秘書長
(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研究所)

徐尚德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黃介嶸
 (陽明交通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蘇士哲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及生物資訊與結構

生物所)
詹迺立 

(臺大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

藥理 x 毒理學會
Keynote

 
座長：林琬琬 理事長

        李志恒 理事長

陳文彬  (台大藥理所)

毒物學會
15:10~16:30

研究生口頭論文競賽

免疫學會
09:30-09:40

開幕式  司徒惠康 理事長

 Keynote
09:40-10:30

座長：顧正崙 秘書長

Jean-Laurent Casanova (Rockefeller
University;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3 月 26 日

大會報到

毒物學會
9:00~10:20

研究生口頭論文競賽

大會開幕式 @大禮堂
致詞: 陳鴻震 司長(科技部生科司)、林奇宏 校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大會特別演講 @大禮堂
主持人: 李怡萱 理事長

華瑜 特聘講座教授 (高長庚生物醫學轉譯研究所)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

分子影像學會
Keynote

座長：劉仁賢 (振興核醫)

Yasuhisa Fujibayashi
(Chief Technical Officer, CMI Inc.,

Tokyo)

臨床生化學會
Symposium

座長: 徐慧貞 理事長

周文堅 (臺大醫學院)
張淑媛 (臺大醫技系)

顧文輝 (台北病理中心)

生理學會
Physiology Symposium:

Organ system crosstalk in health and
diseases

Keynote

座長: 李怡萱 理事長
          余佳慧 教授 (台大生理所)

Chae Hun Leem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University

of Ulsan; FAOPS President)

藥理學會
【研究生論文獎】

決選演講

座長：張文昌  講座教授

Keynote

Heroes Emerging from Chaotic Time--
Marker-guided effective therapy

(Mget)

洪明奇 (中國醫藥大學)

生理學會 會員大會

座長: 李怡萱 理事長

16:00~16:30

座長: 楊逢羿 (陽明交大醫放)
　　  林康平 (理事長)
  　　楊邦宏 (陽明交大醫放)

分子影像學會
Symposium
14:10~17:00

葉秩光 (清大核工所)
陳怡然 (南方科技)

盧家鋒 (陽明交大醫放系)

座長：
陳瑞華 理事長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鄭子豪 理事長
(陽明交通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09:30-10:30



大會議程  Program at a glance

大禮堂 表演廳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多功能會議室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3:00 GenScript

13:00~13:3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台灣毒物學學會
口頭暨壁報論文競賽頒獎

座長：台灣毒物學學會理事長

15:30~16:00
中場休息

15:40-15:50

16:00~16:30

16:30~17:00

生理學會
壁報暨口頭論文頒獎典禮

15:45~16:00
座長: 李怡萱理事長

Physiological
Seminar

座長: 吳鈺琳 教授

郭瑋庭 (台大口生所)
黃騰緯 (中醫大生醫所)

孫羽佑 (中山生技醫藥研究所)
丘淑玲 (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

究所)

時間 / 地點

毒物學會研討會：Nanosafety
and health

 王應然 (成大環醫所)
莊校奇 (北醫呼吸)
李青澔 (北醫生理)

座長: 李志恒教授

3 月 27 日

大會報到

分子影像學會
Symposium
9:10~10:00

劉仁賢 (振興核醫)

分子影像學會
口頭演講競賽
10:10~11:10

座長：李易展 (陽明交大醫放)

座長：林康平 (中原電機)

主持人：林康平 理事長

頒獎及分子影像學會
會員大會

11:30~12:00

解剖學會

口頭論文競賽

座長：江青樹 秘書長

會員大會 1H

細分學會 口頭論文報告

座長：郭紘志 秘書長

解剖學會
Symposium (II) : 跨維與跨領域技

術探討胞內動態到環境反應

座長：吳佳慶 教授(成功大學)

 謝青華 (高長庚醫院外科部)
謝明佑 (中國醫藥大學)

王家義 (成功大學)
 許益超 (馬偕醫學院)

免疫學會專題演講
 Innate cells in immunity

座長：陳念榮 副教授
               徐嘉琳 副秘書長

李建國
(台大免疫所)

黃景政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病理學科)

葛一樊 Ivan Dzhagalov
(陽明交通微免所)

藥理與毒理聯合研討會：
Prospect for the Study of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 in
Pharmacology/Toxicology

演講者：
藥理學會-洪千惠 (高雄榮總)

                 許美鈴 (中興生醫)
毒物學會-鄭幼文 (北醫藥學)

        林嬪嬪 (國衛院)

座長：
劉興華 教授、王湘翠 副教授

臨床生化學會

口頭論文競賽

座長：郭靜穎 秘書長

免疫學會論文競賽

座長： 徐嘉林 副秘書長

閉幕式
細分x生化學會
15:50-17:00

壁報論文競賽頒獎
座長：陳瑞華 理事長
            鄭子豪 理事長

細分x生化學會
Joint Symposium of CSCMB and

TSBMB
Session II

Novel Technologies

座長: 王琬菁 秘書長

林玉俊 (清大生科院分醫所)
陳世淯 (中研院生醫所)

廖仲麒 (新析生物科技股公司)
鄭添祿 (高醫大生醫暨環生系)

藥理學會
Symposium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ellular therapy

座長: 林泰元 秘書長

生理學會
口頭論文競賽

座長: 楊世斌 (中研院生醫所)

劉越萍司長(衛福部醫事司)
邱士華教授 ( 陽明交通大學)
沈欣欣博士 (工研院生醫所)

魏子堂 (台大藥理所)
林泰元 (台大藥理所)



 
 

 

 

大會特別演講 

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11:00-12:00 

地點：大禮堂 

座長：李怡萱理事長 

講題：Nitric oxide in health and disease: Overview perspectives of a senior physiologist 

講員：華瑜 特聘講座教授 

單位：高長庚生物醫學轉譯研究所;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ociety (IUPS) 

President 

  

學會特別演講 

論文編號：Ｌ1（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x 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時間：09:30-10:30 

地點：大禮堂 

座長：陳瑞華理事長、鄭子豪理事長 

講題：Heroes Emerging from Chaotic Time--Marker-guided effective therapy (Mget) 

講員：洪明奇校長  

單位：中國醫藥大學 

  

論文編號：Ｌ2（中國生理學會） 

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時間：09:00-10:30 

地點：表演廳 

座長：李怡萱理事長、余佳慧教授 

講題：Model based analysis of diabetes and the new proposed index of DM 

講員：Chae Hun Leem, Professor  

單位：University of Ulsan,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FAOPS President 

  

論文編號：Ｌ3（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時間：09:30-10:30 

地點：第一會議室 

座長：徐佳福教授      

講題：Two Vignettes of in Neonatal Brain Injury: Monocyte-to-Microglia Transition and 

the Mechanisms of Hypothermia Protection 

講員：管家義  教授 

單位：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Medicine 



 
 

 

 

 

論文編號：Ｌ4（中華民國臨床生化學會） 

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時間：09:00-10:00 

地點：第二會議室 

座長：方偉宏常務理事 

講題：Value and Impact of Lab Medicine in Healthcare and Public Health 

講員：Prof. Khosrow Adeli   

單位：IFCC President,The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University of Toronto 

  

論文編號：Ｌ5（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時間：09:30-10:30 

地點：第三會議室 

座長：顧正崙秘書長 

講題：The human genetic and immun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life-threatening COVID-19 

講員：Dr. Jean-Laurent Casanova 

單位：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Investigator,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論文編號：Ｌ6（台灣藥理學會 X 台灣毒物學學會） 

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時間：13:00-14:00 

地點：大禮堂 

座長：林琬琬理事長、李志恒理事長 

講題：Title:Target therapy for cardiomyopathy: from cardiac omics to drug development 

講員：陳文彬副教授 

單位：台大醫學院藥理學研究所 

  

論文編號：Ｌ7（台灣分子生物影像學會） 

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時間：13:00-14:00 

地點：第三會議室 

座長：劉仁賢 主任 

講題：Spotlight to a series of research works on Cu-ATSM development and possible 

application in oncology and neurology   

講員：Yasuhisa Fujibayashi  

單位：Chief Technical Officer, CMI Inc., Tokyo 

  



 
 

 

 

台灣藥理學學會Ｘ台灣毒物學學會 
 

主題：Prospect for the Study of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 in 

Pharmacology/Toxicology      

時間：111 年 3 月 27 日（週日） 

地點：表演廳 

座長：劉興華教授、王湘翠副教授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01 09:30-09:55 

The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on vascular complication: Friend 

or Foe? /許美鈴教授（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S02 09:55-10:20 

Langerhans cell migration and T cell polarization: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s an important interplay between skin 

and environmental insults: focusing on arsenic and benzopyrene 

/洪千惠臨床教授（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aohsi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S03 10:20-10:45 

The role of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in ophthalmic diseases, 

from pharmacological and toxicological perspective/鄭幼文教授

（School of Pharmacy,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S04 10:45-11:10 

Application of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in toxicological studies 

of chemical mixtures: ambient particulate matter as an example/

林嬪嬪教授（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11:10-11:30 Discussion  

 

 

 

 

 



 
 

 

 

台灣毒物學學會 

主題：Nanosafety and health 

時間：111 年 3 月 27 日（週日） 

地點：多功能會議室 

座長：李志恒教授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05 13:30-14:00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Autophagy in Nanomaterial 

Toxicit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 Safety Assessment-Related 

Alternative Testing Strategies: Take the Ag/ZnO NPs for example/

王應然教授（成功大學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  

S06 14:00-14:30 

Occupational Exposure of Metal Fume Nanoparticle and 

Respiratory Toxicity 

/莊校奇副教授（臺北醫學大學呼吸治療學系） 

S07 14:30-15:00 
Nanoparticles induced cytotoxic effects on cerebral and retinal 

endothelial cells. / 李青澔副教授（臺北醫學大學生理學科） 

 

  



 
 

 

 

台灣藥理學學會 

主題：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ellular Therapy 

時間：111 年 3 月 27 日（週日） 

地點：表演廳 

座長：林泰元副教授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08 13:30-14:00 

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as a tool to study the 

cardiovascular effects of marijuana and discovery of selective 

cannabinoid CB1 antagonists /魏子堂助理教授(台大藥理學研究所) 

S09 14:00-14:30 
The updated application of CRISPR/Cas9-mediated gene-editing 

in retinal inherited disease/邱士華主任(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 

S10 14:30-15:00 
Full-thickness skin tissue printing system/沈欣欣副主任(工業技術研

究院) 

S11 15:00-15:30 台灣細胞治療的挑戰與展望 /劉越萍司長(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S12 15:30-16:00 

Pharmacology of cellular therapy: monitoring systemic safety and 

bio-distribu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林泰元副教授(台大藥理

所) 



 
 

 

 

中華民國臨床生化學會議程 
主題：Precision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Sustainable Healthcare 

時間：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 

地點：第二會議室 

座長：徐慧貞 理事長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13 13:30-14:10 
Precision Medicine– from blood cancers/周文堅 教授 (臺大醫院檢驗

醫學部主任)  

S14 14:10-14:50 

Inhibition of SARS-CoV-2 infection including the Omicron variant 

by a broad-spectrum siRNA/張淑媛 教授 (臺大醫技系, 臺大醫院檢驗

醫學部副主任)  

S15 14:50-15:30 
Precision Medicine: the utility of LC-MS/顧文輝 執行長 (台北病理中

心) 



 
 

 
 

中華民國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x 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主題：Prote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時間：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 

地點：大禮堂 

座長：郭紘志秘書長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16 14:30-15:00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of SARS-CoV-2 spike variants/徐尚

德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S17 15:00-15:30 

Liquid-liquid phase separation in the tales of intrinsically 

disordered proteins/黃介嶸副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

研究所)  

S18 15:40-16:10 
Spectral Evidence of Chemokine Filament/蘇士哲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及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所)  

S19 16:10-16:40 
Structural basis of transcription regulation by the MerR family of 

regulators/詹迺立教授(臺大醫學院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 

 

主題：Novel Technologies 

時間：111 年 3 月 27 日（週日） 

地點：大禮堂 

座長：王琬菁秘書長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20 13:30-14:00 
Precise Control of Microtubule disassembly in living cells 林玉俊副

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 

S21 14:00-14:30 
Multi-omic approaches towards molecular profiling of human 

diseases/陳世淯助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S22 14:40-15:10 
 Optoproteomics: microscopy-based subcellular proteomics/廖仲

麒執行長(新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23 15:10-15:40 

One-Step Formulation of mPEGylated Liposome by Anti-mPEG 

Bispecific Antibodies for Cancer Targeted Therapy/鄭添祿講座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主題：The modern approach of immune therapy 

時間：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 

地點：第一會議室 

座長：郭敏玲 教授/ 顧正崙 秘書長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24 15:30-16:10 

High dimensional single cell analysis in immune related disease 

Speaker II /楊皇煜 博士 

（Chief, Advanced Immunology Laboratory, Linkou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S25 16:10-16:50 

“Improving CAR-T technology for treatment of solid tumors” 

Speaker III /黃麗蓉 博士 

（Associate Investigator, 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Genomic 

Medicine,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S26 16:50-17:30 

“CRISPR genome engineering of human natural killer cells”/凌

嘉鴻 （ Immune cell gene editi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Academia Sinica）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主題： Innate cells in immunity  

時間：111 年 3 月 27 日（週日） 

地點：第二會議室 

座長：陳念榮 副教授 / 徐嘉琳 副秘書長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27 13:30-14:10 

Stress sensing and metabolic circuits in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黃景政 博士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USA） 

S28 14:10-14:50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 enhances TLR signaling-mediated B 

cell response and autoantibody production through a p38 MAPK-

STAT1 axis”/李建國 博士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mmunolog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29 14:50-15:25 

“Thymic macrophages consist of two populations with distinct 

localization and origin”/葛一樊 博士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National Yang-Ming Chiao-Tung University） 

 



 
 

 

 

中國生理學會 

主題：Symposium I: Organ system crosstalk in health and diseases  

時間：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 

地點：表演廳 

座長：李宗玄 教授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30 13:00-13:30 

Roles of glutamate transports in metabolic disorder-related 

depression and Alzheimer’s disease 

 /郭余民 教授（國立成功大學解剖學科暨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S31 13:30-14:00 

Crosstalk between gut and brain in the regulation of social 

behavior 

/吳偉立 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 

S32 14:00-14:30 

Gut dysbiosis mediates extra-intestinal diseases: Insights from fly 

models 

/莊志立 研究員（ 國衛院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  

S33 14:30-15:00 
Adipose tissue and the nervous system/陳珮君 副教授（國立成功大

學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S34 15:00-15:30 
The potential role of polyploidization & de-polyploidization in 

physiopathological significance/趙需文 副教授（台北醫學大學） 

 

  



 
 

 

 

中國生理學會 

主題：Physiological Seminar 

時間：111 年 3 月 27 日（週日） 

地點：第一會議室 

座長：吳鈺琳 教授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35 13:30-14:00 

Noncanonical functions of tight junction proteins - Occludin and 

ZO-1 determine the mucosal homeostasis 

 /郭瑋庭 助理教授（台大醫學院口腔生物學研究所） 

S36 14:00-14:30 
 MED12-related disorders and hearing loss symptom 

/黃騰緯 助理教授（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S37 14:30-15:00 

Infiltrating monocytes promote inflammation-sensitized 

neonatal brain injury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sident microglial 

pool/孫羽佑助理教授 （中山大學 生技醫藥研究所 ） 

S38 15:00-15:30 
AMPA-type glutamate receptor function in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丘淑鈴助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解剖學學會 

主題：Pathogenesis studies in animal models 

時間：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 

地點：第一會議室 

座長：陳玉怜教授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39 13:30-14:00 The effects of corylin on obesity./王淑慧 副教授 (台灣大學)  

S40 14:00-14:30 
Abnormal Chondroitin Sulfate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of 

Glioma / 劉烱輝 副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  

S41 14:30-15:00 
The impact of uremic toxin indoxyl sulfate on striated muscles 

/陳瀅 教授 (國防醫學院)  

S42 15:00-15:30 

Characterization the role of hypertension in brain function 

impairment and Alzheimer’s disease  / 施耀翔 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

大學) 

 

主題：跨維與跨領域技術探討胞內動態到環境反應 

時間：111 年 3 月 27 日（週日） 

地點：第三會議室 

座長：吳佳慶 教授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43 13:30-14:00 

Sharing of the experience in exosome research from isol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experiments in the cells and animals/謝青華 

部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外科部)        

S44 14:00-14:30 
Recent Strategies in 3D Cell Printing toward Tissue Biofabrication 

and Precision Medicine/ 謝明佑 副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S45 14:30-15:00 
From centrosome to primary cilia upon DNA damage/ 王家義 副教

授 (成功大學)  

S46 15:00-15:30 
Stem Cell-based therapeutic approaches for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許益超 副教授 (馬偕醫學院)           



 
 

 

 

台灣分子生物影像學會 

主題：Symposium 

時間：111 年 3 月 26 日（週六） 

地點：第三會議室 

座長：楊逢羿 教授、林康平 理事長、 楊邦宏 理事長 

編號 時段 講員＆講題 

S47 14:10-15:00 

Ultrasound in molecular imaging and therapy/葉秩光特聘教授

（Institute of Nuclear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 

S48 15:00-15:50 
Optical Microscope for Healthcare in Digital Way/陳怡然董事長

(Southport Corporation Inc. Taiwan ） 

S49 16:00-17:00 

MRI Radiomics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Brain Tumors/盧家鋒教授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Imag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 

 

主題：Symposium 

時間：111 年 3 月 27 日（週日） 

地點：第一會議室 

座長：林康平 特聘教授 

編號 時段 演講者＆講題 

S50 09:00-10:00 

Noncellular Regenerativ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d Osteoporosis /劉仁賢 教授( Director, 

Department of Nuclear Medicine & Xi-Yun PET Cen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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