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第1屆台灣毒物學學會冬令營：毒物學家墾丁啟航」
The 1st winter camp congress of the Taiwan Society of Toxicology:
Toxicologists are setting sail in Kenting

徵求贊助廠商
貴公司 您好：
感謝貴公司多年來對台灣毒物學會的支持。今年本學會舉辦第一屆「台灣毒
物學學會冬令營：毒物學家墾丁啟航」，將於108年1月26日（星期六）至28日（星
期一）於屏東墾丁悠活渡假村舉行，大會議程包含大會演講、論文壁報展示及各種
廠商贊助活動。本次會議廣邀國內學者前來一同參與本次盛會，相信如果有您的加
入與支持，必定使得本次會議更加蓬蓽生輝。
本次研討會之贊助活動項目，包含展覽攤位以及廣告內頁等等活動來提供 貴
公司宣傳或是推廣您的產品及業務。本大會將能提供貴公司與客戶及未來潛在客戶
更有效益之交流機會。期待貴公司能一同共襄盛舉。以下附件為贊助項目以及場地
說明。煩請貴公司於108年1月5日（星期六）前將贊助項目內容送交至主辦單位。
再次感謝 貴公司惠予贊助。
敬祈
商安
社團法人台灣毒物學學會 李志恒 理事長
研討會籌備召集人 王應然 教授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毒物學學會
協辦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高雄醫學大學藥學
院、國立成功大學動物中心斑馬魚核心實驗室、國立成功大學奈米醫
學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國立成功大學環境
醫學研究所
指導單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台灣毒物學學會第一屆墾丁冬令營學術研討會 會議議程
January 26 (Saturday), 2019
時間
講者
主題
會議報到、飯店入住、 Poster Set-up
14:00-17:00
14:00-16:00 替代測試專家會議工作坊 (化學局及環資國際相關人員)
17:00-17:15 開幕式：吳秀梅署長、謝燕儒局長、李志恒理事長
Special Topic 1：食品安全
Moderator：李志恒理事長、康照洲
院長
吳秀梅署長
ST1-1
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
題目：台灣食品藥物管理面面觀(暫訂)
17:15-17:40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教
授
姜至剛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毒理學研
題目：毒道之處：食品安全與風險分析
ST1-2
The way of toxicity: Food safety and
究所
17:40-18:10
臺大醫院腎臟科主治醫
risk analysis
師
17:15-19:10
題目：植化素預防慢性發炎相關疾病的
效能
潘敏雄特聘教授兼所長
ST1-3
Chemopreventive effects of bioactive
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技
phytochemicals on chronic
18:10-18:40
研究所
inflammation-associated human
diseases
題目：台灣十五年來的食品中戴奧辛分
陳秀玲教授兼代理所長
析與監控 Analysis of dioxin in food
ST1-4
國立成功大學食品安全
during the past 15 years in Taiwan
18:40-19:10
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
Analysis of dioxin in food during the
past 15 years in Taiwan
19:10
專車送往墾丁大街、學員自由晚餐；台灣毒物學學會理監事會議(待確認)

時間
6:30-8:30

January 27 (Sunday), 2019
講者
早餐
Special Topic 2：替代測試
ST2-1
8:30-9:00

8:30-10:10
ST2-2
9:00-9:40
ST2-3
9:40-10:10

主題

Moderator：林嬪嬪教授、王應然教授
題目：毒性替代測試方法的現況及
劉宗榮教授
展望
國立陽明大學食品安全及健 The current status and
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perspective of alternative
testing methods for toxicity
曾宇鳳教授
臺灣大學藥學研究中心主
題目：預測毒理學
任、資訊工程學系、藥學系 Predictive toxicology
教授
題目：以機轉資訊輔助預測皮膚致
童俊維副教授
敏物質 Prediction of Skin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
Sensitizers by Incorporating

Mechanism Information
10:10-10:30

茶敘時間
ST2-4
10:30-10:55

10:30-11:45

11:45-12:00
12:00-13:30

13:30-15:00

15:00-15:20

15:20-16:00

16:00-16:30

16:30-17:30
17:30-18:30
19:00~

王家琪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

Moderator：余幸司院長、吳金洌院士
題目：皮膚敏感性試驗的體外替代
試驗平臺 In vitro alternative
methods for skin sensitization

江秀梅教授兼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生技製藥暨食 題目：紫外光對皮膚的損傷研究
品科學院藥用化妝品學系教 Damage of UV on the Skin
授兼主任
題目：利用斑馬魚作為環境毒理的
ST2-6
蕭崇德教授
替代測試模型 Zebrafish as an
11:20-11:45
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
alternative testing model for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非動物性替代方法：國衛院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網站資訊簡介
林嬪嬪教授兼副主任（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午餐、Webinar 影片觀賞(自由參加)、Career development (業界座談) (自由參
加)
Special Topic 3：生態永續
Moderator：侯文哲教授、周昌弘院士
題目：海洋塑膠廢棄物對環境生態
陳德豪教授
的影響: 以恆春半島沙灘、魚類和
ST3-1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副館長
海龜研究為例 Ecological
13:30-14:00
國立東華大學海洋生物研究
impacts of marine debris: Case
所
studies in Kenting area
孫建平教授
題目：五溝水湧泉濕地的保育與研
ST3-2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 究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in
14:00-14:30
程學系、水科技研究中心主 the Wu Gou Shui Spring-Fed
任
Wetland
題目：森里海保育的恆春半島新觀
邱郁文教授
點 The new conservation
ST3-3
國立成功大學水科技研究中 concept in Hengchun
14:30-15:00
心副主任
Peninsula - Connectivity of
Hills, Humans and Oceans
茶敘時間
Special Topic 4：環境毒物
Moderator：鄧昭芳教授
李俊璋特聘教授兼主任
題目：鄰苯二甲酸酯暴露及其健康
ST4-1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 影響評估
15:20-16:00
所、環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 Phthalate exposure and human
主任
health effects assessment
核心實驗室簡介
Moderator：洪東榮教授
1.成功大學斑馬魚核心實驗室介紹：傅子芳教授（成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水生生物毒性實驗的後援－嘉大淡水生物資源中心介紹：董哲煌教授（嘉義大
學水生生物科學系）
口頭英文論文競賽
Moderator：詹東榮教授、翁祖輝教授
6 位/每位 8 分鐘：張嘉哲教授、黃步敏教授、陳容甄教授 (Judge)
壁報競賽：陳慧諴教授、郭靜娟教授、李宥萱教授 (Judge)
晚宴（悠活中心）
ST2-5
10:55-11:20

時間
6:30-8:30

8:30-10:00

10:00-10:20

10:20-11:10

11:10-12:10

12:10-12:30
12:30會後活動(自
費行程)

January 28 (Monday), 2019
講者
早餐& 退房
Special Topic 4：環境毒物
謝燕儒局長
ST4-2
行政院環保署毒物及化學
8:30-8:50
物質局
ST4-3
8:50-9:30

吳明蒼教授兼所長
高雄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
究所、公共衛生學系

ST4-4
9:30-10:00

許美鈴特聘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醫學研
究所

主題

Moderator：劉興華教授、李德章教授
題目：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的使命及願
景(暫訂)
題目：三聚氰胺與腎臟疾病-從動物實
驗至社區研究 Melamine exposure and
kidney diseases: From animal
experiments to community studies
題目：內質網壓力在糖尿病及癌症的
角色 Role of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in diabetes and cancer

茶敘時間
Moderator：蕭水銀教授、陳惠文教授
題目：尼古丁受體與健康、用科學數
何元順特聘教授兼副主任
據說故事 Nicotinic receptors and
ST4-5
台北醫學大學癌症轉譯研
health, the story based on
10:20-10:45
究中心 、醫學科學研究所
scientific data
題目：妊娠期暴露塑化劑造成胎兒腦
部發育遲緩與神經位移失調 Chronic
ST4-6
招名威副教授
prenatal exposure to endocrine
10:45-11:10 中原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disrupter DEHP causes neuron
dislocation and learning
deficiency in newborn rats
貴賓座談會
Moderator：李志恒理事長、楊振昌教
授
台灣毒物學應該走的方向和展望:
與會貴賓: 周昌弘院士、吳金洌院士、余幸司院長、康照洲院長、李德章教授、
鄧昭芳教授、蕭水銀教授、翁祖輝教授、劉宗榮教授、林嬪嬪教授
團體照、頒獎、閉幕式
西點餐盒、賦歸（專車送往高鐵左營站及台南）
1. 海洋生物博物館參觀（1/28 下午）
2. 阿朗壹古道尋幽（1/29 全天）
＊備註：生態參訪活動（1 月 28 日海生館行程及 1 月 29 日阿朗壹古道行程）請
見附件。

貴公司您好：
請於以下勾選您可提供的贊助項目
煩請您於108年1月5日前以E-mail回傳此份資料至pig520ya@gmail.com 信箱

一、展覽攤位 本研討會場地外提供展覽攤位，研討會展覽三天(1/26下午-28上午)，
廠商可視需求認購攤位。
1. 鄰近研討會場E位費用NT$50,000/攤位(1個名額)
2. 往大廳方向區C、D位費用NT$45,000/攤位(2個名額)
3. 往大廳方向區A、B位費用NT$40,000/攤位(2個名額)
3. 每個攤位大小寬180cm*長90cm。
□ 價格NT$_____________ x _____個攤位= __________元

二、手冊廣告 刊登於大會手冊，開會期間分送與會者。
□ A4 size 彩色封底外頁，每本手冊只有一頁，NT$ 25,000/頁。
□ A4 size 彩色封面、底裡頁，每本手冊有二頁，NT$ 15,000/頁。
金額NT$__________ x ______頁。
□ A4 size 彩色內頁，共有五頁 NT$ 8,000/頁。金額NT$__________x ______頁。
□ A4 size 黑白內頁，共有五頁 NT$ 5,000/頁。金額NT$__________x ______頁。

三、網頁廣告 廠商logo放置研討會網頁之首頁，期間為收到匯款一週內至108年1
月5日止。 Logo 大小為 4 cm x 1.5 cm，同時提供連結至廠商指定
之網址。
□ NT$ 5,000

若有任何問題煩請您利用以下聯絡資訊：
曾小姐 06-2353535#5804 / pig520ya@gmail.com、陳博士 tsta.taiwan@gmail.com
附註：1.將依貴公司贊助金額排序提供一個認領項目的優先權。(若是有條件相當但重複認領的項
目我們將會討論過後進行協調)
2. 若需勘查場地或其他贊助項目無列在表上或對價格有任何問題及意見者，歡迎與我們聯絡。

展覽攤位 A~E 共 5 個，攤位尺寸 180*90

匯款資料：

社團法人台灣毒物學學會捐款單
填表日期： 年

款
人

（請擇一填寫）

捐

中文：
個 英文：
人
E-Mail：

中文：
機 英文：
資
構
E-Mail：
料
公開徵信：□是 □否暱名
電話(公)：
(宅)：
聯絡人姓名：
電話：
勸募者姓名：
電話：
＊收據抬頭 □同捐款人請打勾
(個人/機構)
通訊地址□□□

服務
單位
身份
證
負責
人
統編

月

日

職稱
生日

年

月 日

職稱
生日

傳真：

年

月 日

手機：
E-Mail：
E-Mail：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捐款金額
□我願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 ＿日止，
□每月 500 元 □每月 1000 元 □每月 2000 元 □其他金額，每月
元
＊定期定額收據統一年底寄送，以便保存與報稅。
■我願一次捐獻，本次捐款金額共計新台幣
元整。
指定用途
1. 學會捐款：
2. 指定捐款：指定用途 2019「第 1 屆台灣毒物學學會冬令營：毒物學家墾丁啟航」
捐款方式
□信用卡捐款
信用卡卡別： VISA  Mastercard  JCB  U CARD 發卡銀行：
信用卡背面末 3 碼
信用卡卡號：
共16 碼）
有效期限：
月/西元
年 請簽名：
(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相同)
□銀行匯款【受款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台大分行，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毒物學學會」，
帳號：1346717035604】
□郵政劃撥【劃撥帳號：50319182，戶名：社團法人台灣毒物學學會】請於「通訊欄」
註明：連絡電話、地址、收據抬頭、統一編號及捐款標的。
◎ 聯絡人：曾小姐 06-2353535#5804 / pig520ya@gmail.com、陳博士
tsta.taiwan@gmail.com
◎ 地址：國立成功大學環醫所（台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 號成大醫院門診大樓八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