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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台灣蛋白體學會夏季研討會 

2018 Taiwan Proteomics Society Summer Workshop 
 

多重定量蛋白質體學技術於精準醫學之應用 

Multiplexed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for Precision Medicine 
 

研討會簡章 

1.  活動目的與說明： 

精準醫學 Precision Medicine 為 21 世紀重要醫學研究與生醫產業領域，預期 人類重大疾

病的預防 早期診斷與 效治療產生重大的影響 藉由體學的整合進而得到 效分子，用以幫助

臨床判斷與治療是精準醫學 展的方向 本次研討會共 請學界與業界的 10 位學者 家，與聽

眾分享多重定量蛋 質體學技術於精準醫學之應用 研討會 訂在 5  26 日 於長庚大學

舉行 研討會 容深入淺出，除了各種蛋 質體多重定量之新穎技術的學理介紹與最新 展之外，

亦著重於這些技術如何在精準醫學的相關研究與產業中 揮其最大的優勢，很適合學生參加吸收

新知，更適合研究學者 業界 仁與臨床醫生前來交流， 多重定量蛋 質體之相關技術用於探

討臨床上的重要議題，帶動產業以 向精準醫學之目標 敬請各位把握此難得的機會， 迎踴躍

報 參加，參加完整天活動 核 證書 活動網址請上 https://www.proteomics.org.tw/  

2. 報名資訊： 

(1)  報 時間：即日起至 107 年 5  20 日 (日)  

(2)  報 網址：https://goo.gl/forms/JVxTjJYZgGa4t1Fz1  

(3)  報 費用：請務必在 107 年 5  21 日 (一) 之前完成匯款，費用 包含 日餐點  

**不論何時繳費，會員資格皆為當年 效，即 年一 至 二 ， 於學會所舉辦的活動中享 會員價  

** 迎 司行號或團體加入團體會員  

(4)  報 費請先行匯款至本學會郵政帳戶，再連 繳款憑證和報 表掃描 email 至學會信箱 

(5)  匯款戶 ： 灣蛋 體學會蔡明道  劃撥帳號：19811319 

        聯絡人：蔡淑娟 姐 電 ：(03) 211-8800 ext. 3130 

E-mail：tps@gate.sinica.edu.tw 

地址：333 桃園市龜山 文化一路 259 號  長庚大學分醫中心 蛋 質體核心實驗室 
 
 

主辦單位：台灣蛋白體學會、長庚大學分子醫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基因線上 GENE ONLINE 

2018會費 研討會報 費 2018會費 研討會報 費 2018會費 研討會報 費
會員 $500 $100 $1,000 $200 $10,000 $0

非會員 -- $1,200 -- $1,500 -- --

學生 非學生 團體

https://www.proteomics.org.tw/
https://goo.gl/forms/JVxTjJYZgGa4t1Fz1
mailto:E-mail：tps@gate.sinica.edu.tw
mailto:E-mail：tps@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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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定量蛋白質體學技術於精準醫學之應用研討會  

Multiplexed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for Precision Medicine Workshop 

會議時間： 107 年 5 26 日 ( ) 日研討會，中午 安排 塑文物館之參觀 覽 

會議地點： 長庚大學工學院 樓  第一會議室 桃園市龜山 文化一路 259 號  

主辦單位： 灣蛋 體學會 長庚大學分子醫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 基因線上 GENE ONLINE 

活動網址： https://www.proteomics.org.tw/ 

報 網址： https://goo.gl/forms/JVxTjJYZgGa4t1Fz1 
 

時 間 講 題 講 員 

09:00~09:20 Registration 

09:20~09:30 Welcome address and introduction 
余兆松 理事長 灣蛋 體學會 

黃富楠 營運長 基因線上 

09:30~10:00 Overview of proteomic techniques for translational research 
游佳融 教授 

長庚大學 生化暨分子生物學科 

10:00~10:30 
Stable isotope-based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for translational research 

簡昆鎰 教授 

長庚大學 生化暨分子生物學科 

10:30~10:50 Coffee break 

10:50~11:20 
Predi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personalized proteomics       

from multi-omics analysis 

陳冠文 經理 

創源生物科技 分子視算中心 

11:20~11:50 Application of antibody array in precision medicine development 
葉家賢 副總經理 

進階生物科技股份 限 司 

11:50~13:30 Lunch / Formosa Plastics Museum visiting (12:20~13:20) 

13:30~14:00 
Protein drugs and cell-based drugs: their discovery, glycosylation,  

and clinical development and usage 

劉朝瀚 副總經理 

麗寶生醫股份 限 司 

14:00~14:30 
New proteomic technology for precision medicine:          

single cell western system 

楊舜鈞 經理 

均泰生物科技 限 司 

14:30~15:00 
Applications of bead-based suspension array for high-throughput 

multiplexed biomarker detection 

吳治慶 教授 

長庚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15:00~15:20 Coffee break 

15:20~15:50 
Systematic verification of protein biomarker candidates in clinical 

specimens by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ass spectrometry 

陳怡婷 教授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系 

15:50~16:20 
Quantification of low abundant protein biomarker using 

immuno-enrichment coupled to MRM-MS 

蕭永晉 博士 

長庚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中心 

16:20~17:00 

Multiplexed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immuno-based assay       

or mass spectrometry-based assay? 

Closing remarks 

余兆松 教授 

長庚大學 生化暨分子生物學科 

https://www.proteomics.org.tw/
https://goo.gl/forms/JVxTjJYZgGa4t1F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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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學院大樓會議室指引 

★長庚大學  

 

 

★工學大樓會議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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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至長庚大學交通資訊 

 

★開車往長庚大學 

1. 由中山高速公路，出林口交流道後從文化一路往體育園區，開車進入直行至志清湖前左轉，即可
看見位於左前方之長庚大學校門  

2. 由桃園市長壽路左轉振興路，至文化一路右轉進入體育園區；或由忠義路直行右轉復興一路，再
右轉文化一路進入體育園區  

3. 由新北市新莊經二省道(新北大道)右轉青山路，至文化一路左轉進入體育園區  

4. 由新北市樹林 迴龍經第二省道(新北大道)左轉青山路，至文化一路左轉進入體育園區  

★大眾交通工具往長庚大學 

1. 捷運中和新蘆線迴龍站：計程車約 180元  

2. 機場捷運 A7站(體育大學站)：步行約 15分鐘 

3. 機場捷運 A8站(長庚醫院站)：步行至林口長庚醫院內轉乘汎航通運(往長庚大學)，行車路線及時
刻請參考 P8 或搭乘計程車約 150元  

4. 台鐵桃園車站：搭乘汎航通運(2003)至林口長庚醫院，再轉乘汎航通運(往長庚大學)，行車路線
及時刻請參考 P8  

5. 高鐵桃園青埔：轉乘機場捷運線至 A7或 A8站，再步行/轉搭泛航通運(請參考 P8)/轉搭計程車  

6. 搭乘其他客運(國光號 統聯 尊龍等)：至林口長庚醫院(復興一路 文化二路)下車，再轉搭計
程車，或至林口長庚醫院內轉乘汎航通運往長庚大學(請參考 P8)  

★汎航通運區間車(區間車時刻表請見 P8) 

1. 長庚大學→林口長庚醫院 長庚醫護社區的免費校車候車處：學生活動中心外候車亭 

2. 林口長庚醫院→長庚大學 長庚醫護社區的免費校車候車處：林口長庚醫院醫學大樓外候車處 

3. 往返台北車站(2001) 台北長庚(2000) 桃園車站(2003) 中壢車站(2004) 基隆長庚(2002，在台
北長庚轉車)，行車路線及時刻請參考汎航通運網站  

http://www1.cgmh.org.tw/frms/frms1.htm
http://www1.cgmh.org.tw/frms/frms1.htm
http://www1.cgmh.org.tw/frms/frms1.htm
http://www1.cgmh.org.tw/frms/frms1.htm
http://www1.cgmh.org.tw/frms/frms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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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客運 & 三重客運 

 

客運車 行駛路線 時刻表 

  

桃園客運 

  

●院校區間接駁車 

長庚大學→林口長庚 

林口長庚→長庚大學 

  

  

桃園客運 

(詳見 P6) 

  

  

    

三重客運 

 (投幣式 

專車) 

  

  

  

  

  

● 1211班車 

長庚大學→台北市政府 

可刷悠遊卡或投幣 15元  

三重客運 1211班車 

(詳見 P7) 

 ●1210班車 

長庚大學→台北火車站 

(直接上高速公路) 

收費 50元 

 

班次查詢電話：三重客運公西站    03-3283280 

 

 

 

 

  

http://generalaffairs.cgu.edu.tw/ezfiles/20/1020/img/128/1010102.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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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客運區間車時刻表 

(林口總院←→長庚校區) 

 醫院→校區 校區→醫院 

乘車地點 日期 時間 乘車地點 星期 時間 

 
星期一~星期五 08:05 

 
星期四 14:15 

 
(上 下班專車) 18:00 

 
(放假專車) 14:45 

林 

每週日 

(收假專車) 

19:00 長 
 

15:00 

口 19:15 庚 
 

16:00 

長 19:30 大 
 

16:45 

庚 19:45 學 

星期五 

10:15 

總 20:00 候 10:45 

院 20:30 車 11:15 

 
21:00 亭 11:45 

 
21:30 

 
12:00 

大 22:00 
 

14:15 

樓 每週一 09:00 
 

14:45 

正 每週六 07:40 
 

15:00 

門 
   

15:55 

一 
   

16:45 

樓 
   

17:15 

PS:以上班次於寒暑假期間全面停駛 

桃園客運聯絡電話:03-3625100 363-1060，傳真：03-377-4822 

  



7 

 

三重客運(1211)時刻表 

(長庚校區→台北市政府) 

項次 

星期一至星期五 

(Mon.~Fri.) 

星期(例假)日 

(Sat.Sun.and Holidays) 

  校 區 校 區 

  Chang Gung University Chang Gung University 

1 05:13 05:13 

2 05:58 06:33 

3 06:43 07:53 

4 07:23 09:03 

5 07:43 10:03 

6 08:03 11:03 

7 08:33 12:03 

8 09:03 13:23 

9 09:43 14:43 

10 10:03 16:03 

11 10:33 17:03 

12 11:03 18:03 

13 11:33 19:03 

14 11:00 20:03 

15 12:03 21:33 

16 12:33   

17 13:03   

18 13:33   

19 14:03   

20 14:33   

21 15:03   

22 15:33   

23 16:03   

24 16:27   

25 16:51   

26 17:03   

27 17:27   

28 17:51   

29 18:03   

30 18:33   

31 19:03   

32 19:33   

33 20:03 

 
34 20:43 

35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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汎航通運區間時刻表 

長庚大學 -- 林口長庚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