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台灣藥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壁報論文錄取名單 

天然物化學及生藥組 & 藥物化學、藥理學及毒理學組 (16 篇, 9 篇參加評選) 

壁報論文

編號 投稿者 題目 

是否

參加

評選 

AP001 陳孟勤 

Investigation of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the leaves of Boehmeria 

formosana (台灣苧麻)  參加 

AP002 鄭名哲 Development of novel ALDH2 agonists based on computer-aided design 參加 

AP003 楊軍建 

內生性大麻素(AEA)透過增加氧化壓力促進人類肺癌細胞週期停滯與細胞凋亡

之調控作用 參加 

AP004 林于傑 褐藻醣膠誘發人類肺腺癌程式死亡之 HDAC 及 STAT3 之調控機制 參加 

AP005 黎淑雲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Burdock Extracts on Renal 

Function 參加 

AP006 鄭淑晶 

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建立化粧品中四氫大麻酚、大麻酚及大麻二酚之檢驗方

法 參加 

AP007 王泰吉 

Design, synthesize and evaluate anticancer activity of oxime and 

methyloxime containing anthraquinone derivatives 參加 

AP008 陳彥中 

Design, synthesis and anti-psoriasis activity evaluation of thalidomide 

derivatives 參加 

AP009 林威宇 A triterpenoid induces apoptosis in oral cancer cells 參加 

AP010 廖宜敬 市售釘地蜈蚣考究 

不參

加 

AP011 郭賓崇 菲律賓楠莖部化學成分研究 

不參

加 

AP012 洪欣儀 

A feasible and practical 1H NMR analytical metho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quantification of bioactive principles in Lycii Fructus 

不參

加 

AP013 林青吉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of Morinda citrifolia fruit products using an 

in vivo murine model 

不參

加 

AP014 謝世真 

Inhibitory effect of Plectranthus amboinicus cv. Variegatus on 

aging-associated enzyme activities 

不參

加 

AP015 翁永弘 

褐藻醣膠對人類腎細胞癌之細胞週期及程式死亡經由 STAT3 及 HDAC 之調控

機轉 

不參

加 



 

AP016 張智為 

Comparing the antioxidant and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ies in 

alcoholic or vinegar steam products from newly-bloomed flowers of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不參

加 

    

藥劑學、藥物分析及工業藥學組 (21 篇, 12 篇參加評選) 

壁報論文

編號 投稿者 題目 

是否

參加

評選 

BP001 羅友文 注射型水膠裝載 Trastuzumab 經由皮下注射用於治療乳癌之研究 參加 

BP002 黃鈞浩 Colloidal mixture of carbomers for sustained drug delivery 參加 

BP003 林欣哲 An evaluation of albumin nanoparticles toward breast cancer 參加 

BP004 巫博智 Bevacizumab 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製劑之分析方法研究 參加 

BP005 蔡麗瑤 減脂梅中番瀉苷含量之檢驗方法 參加 

BP006 林雅姿 以 UHPLC-QTOFMS 建立大青葉藥材之指紋圖譜 參加 

BP007 李蕙君 減肥產品中初次檢出抗癲癇成分：抹茶瘦身產品案例分享 參加 

BP008 鐘婕瑜 

A Novel Polymeric Mixed Micelle-templated Methodology for DACHPt-

loaded Hollow Nanoparticles Fabrication 參加 

BP009 陳靖旻 

Investigation of Novel Temperature-sensitive Hydroxypropyl-β-

cyclodextrin and Its Releasing Mechanism for Curcumin 參加 

BP010 張博勛 設計與製備重組蛋白精氨酸脫亞氨酶應用於蛋白質的胞內運輸 參加 

BP011 陳貞祐 Modeling an in-silico BDDCS platform for predicting drug disposition 參加 

BP012 施富瀛 

Evaluation of pH-Responsive Polyelectrolyte Complexes as a Curcumin 

Sustained Releasing Formulation 參加 

BP013 

鍾煒

惠、戴

秀華 溶菌酶藥物製劑之 HPLC 分析方法開發 

不參

加 

BP014 黃泓叡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excipient-technical platform 

of new concept of formulation design 

不參

加 

BP015 鄭慧玲 

Systemic analytical platform established for development of novel 

polymeric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material 

不參

加 

BP016 林美智 拉曼及紅外線光譜技術應用於降血壓藥品檢測分析之研究 

不參

加 



 

BP017 施翔智 

Effects of oral quercetin and rutin on the pharmacokinetics of 

intravenous paclitaxel in rats 

不參

加 

BP018 曾冠菁 R-compound 的安定性指標方法開發和安定性試驗 

不參

加 

BP019 林燕慈 S-compound 的苛酷實驗及安定性指標方法開發 

不參

加 

BP020 林以鈞 Fluoxetine 微乳劑型之經皮給藥研究 

不參

加 

BP021 戴于耀 

Study of chalcone-loaded microemulsions for transdermal drug delivery 

system 

不參

加 

    

臨床藥學及藥事管理組 & 社區藥局、行銷及法規組 (129 篇, 66 篇參加評選) 

壁報論文

編號 投稿者 題目 

是否

參加

評選 

CP001 王淑娟 疑似 Cefepime 引起意識混亂及僵直性痙攣之藥物不良反應臨床案例分享 參加 

CP002 陳力宇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腦膜炎治療之個案討論 參加 

CP003 曾秋玉 以實證方法探討氫離子幫浦抑制劑(PPI)與老年癡呆風險的相關性 參加 

CP004 郭文蓉 南部某地區教學醫院對於藥品調撥頻率之調控作為 參加 

CP005 張筱琳 導入感染專科臨床藥事服務對 Carbapenem 類抗生素使用之影響 參加 

CP006 吳育耘 膀胱灌注化療藥物引起之不良反應－以 Mitomycin 為例 參加 

CP007 王雅玲 

比較 Fidaxomicin 與 Vancomycin 治療困難梭狀芽胞桿菌感染在臺灣之成本

效果分析 參加 

CP008 黃信裕 【藥小心肝】Ulipristal acetate(Esmya®)藥物使用評估 參加 

CP009 丁思佳 疑似抗甲狀腺藥物引起 Agranulocytosis 之案例討論 參加 

CP010 吳庭語 探討使用吸入型 Tiotropium 與急性尿液滯留的相關性 參加 

CP011 吳秋燁 

Assessing roles of telehealth care in improving medication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health data integration 參加 

CP012 施秀玉 

Therapy medication management-related telehealth care intervention 

outcomes 參加 

CP013 王詩涵 急性心肌梗塞病人之處方型態與未用藥理由分析 參加 

CP014 黃煜仁 併用多重機轉安胎藥物於孕婦之早產預防案例討論 參加 



 

CP015 趙娉婷 Pyridostigmine 治療重症肌無力症病患之藥事照護分享 參加 

CP016 林怡伶 Doripenem 與 Valproic acid 交互作用案例分享 參加 

CP017 黃中佑 

The Relationship of Flap Endonuclease 1 Genotypes in Endometriosis 

Susceptibility 參加 

CP018 林益生 

Trends in Ambulatory Prescription of Potential Gemfibrozil-Repaglinide 

Drug Interaction 參加 

CP019 郭惠如 使用桌遊教學應用於校園防制藥物濫用認知之初探 參加 

CP020 周亭君 

Impact of Bronchiectasis on Prognosis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參加 

CP021 宋懿宸 以實證醫學方法回答抗生素併用皮質類固醇治療肺炎之效益 參加 

CP022 涂斯昱 疑似抗血栓藥物引起血小板低下症之案例討論 參加 

CP023 陳雅婷 以 Sacubitril/Valsartan 治療心衰竭之藥物使用評估 參加 

CP024 蔡佳青 某區域教學醫院病人 Ivabradine 之藥物使用評估 參加 

CP025 吳信昇 漫反射式近紅外光譜儀模組適合於藥局把關藥品的品質? 參加 

CP026 洪瑄佑 

Comparing arthralgia risk of ledipasvir-sofosbuvir with and without 

ribavirin for hepatitis C virus : a network meta-analysis 參加 

CP027 何睿凱 以實證手法討論 Pitavastatin 對於血糖的影響？ 參加 

CP028 薛淑娟 高尿酸血症病人使用 Febuxostat 或 Allopurinol 在不同劑量下的療效比較 參加 

CP029 李佩芷 由沾黏性腸阻塞案例看腸胃道疾病的臨床治療 參加 

CP030 

張簡宛

宜 

成人社區型肺炎之抗生素策略療效與安全性評估：系統性文獻回顧與網路統合

分析 參加 

CP031 鄭宛玲 

癌症相關性靜脈血栓栓塞症之抗凝血治療的出血性及安全性比較：網絡綜合分

析 參加 

CP032 許嘉芬 運用桌上遊戲融入反毒教育宣導成效之研究 參加 

CP033 陳屏如 

Lenvatinib 治療局部晚期或轉移性分化型甲狀腺癌(RAI-R DTC) 之藥物使用評

估 參加 

CP034 王怡晴 Tamoxifen 併用具抑制 CYP2D6 之抗憂鬱劑對乳癌治療之影響 參加 

CP035 陳佳佳 糖尿病患者疾病知識及其相關因子之探討 參加 

CP036 楊子涵 

Prescription patterns of antipsychotics with add-on antidepressa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t the psychiatric day care center 參加 

CP037 張紀卿 單一劑量調配系統於門診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運用 參加 

CP038 王至欣 台灣抗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用於癌症之藥物經濟學研究 參加 



 

CP039 李雅蓁 降低門診化療病人等候藥品時間-以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參加 

CP040 蔡筱筑 藥師參與醫病共享決策（SDM）的經驗談-以 LBTI 為例 參加 

CP041 李依玟 Sugammadex 與心跳停止相關之嚴重不良反應報告 參加 

CP042 洪婉瑄 

Analysis of pharmacists’ recommendations of drug-related problems in 

ICU of a metropolitan academic hospital of southern Taiwan 參加 

CP043 劉旭珮 模擬 OSCE 考官體驗導入實習生教學活動初探 參加 

CP044 黃薏安 提升中藥用藥安全與服務品質 參加 

CP045 方志文 藥師持續教育網頁流量分析應用 參加 

CP046 陳柳文 醫學中心導入 SAP ERP 系統於藥品管理之應用經驗 參加 

CP047 劉育伶 Amiodarone 引起甲狀腺異常之案例分析研究 參加 

CP048 蔡明記 提升契約人員留職率 參加 

CP049 凃博懷 化療病人使用藥物之肝腎功能評估結果分析 參加 

CP050 吳秉峰 中部某醫學中心藥師留任時間與離職因素之初探 參加 

CP051 邱鈺庭 Treatment comparison of early syphilis: a network meta-analysis. 參加 

CP052 林佩珈 院內 Rivaroxaban 使用評估 參加 

CP053 姚淑惠 藥學生教學導入在地關懷服務之成效評量-前導研究 參加 

CP054 朱麗燕 降低自動錠劑分包機藥品滯留時間專案 參加 

CP055 吳惠如 輔具利用及認知衛教說明資訊化以提升藥物衛教成效案例分享 參加 

CP056 鄭元媛 A case of Plasmodium Falciparum malaria Presentation 參加 

CP057 李俊賢 某區域醫院 cabergoline 臨床使用分析 參加 

CP058 楊舒涵 

Systematic review of metformin-gut microbiota interaction- preliminary 

study 參加 

CP059 林姵君 

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common antipsychotic agents-a preliminary 

systematic review 參加 

CP060 

張簡麗

真  C 型肝炎治療新藥 Harvoni 藥物使用評估 參加 

CP061 李佳蓉 推動中醫藥用藥安全衛生教育及成效評估 參加 

CP062 于維寧 管灌住院病人執行藥品磨粉給藥之成本效益分析與探討 參加 

CP063 楊千綺 接受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心房顫動病人使用抗血栓劑的效益 參加 

CP064 黃柏堯 外用 Propranolol 治療表皮生長因子接受器抑制劑引起的皮膚毒性案例討論 參加 

CP065 龐琇綾 智慧化即時美沙冬藥品雲端管理平台建置之成效 參加 



 

CP066 林瑛鈴 提升藥物交互作用警示有效性 參加 

CP067 蕭詩立 藥師衛教提升抗凝血劑使用之成效 

不參

加 

CP068 江吉文 

我國建置健保雲端藥歷系統對醫院門診降血脂類藥品同藥理用藥日數重疊率之

影響 

不參

加 

CP069 賴香螢 社區藥局藥師對健保雲端資訊查詢系統之問卷調查 

不參

加 

CP070 江吉文 Carbamazepine 藥敏基因陽性檢出盛行率—以醫院為基礎的橫斷性研究 

不參

加 

CP071 洪巧玲 某區域教學醫院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率之改善 

不參

加 

CP072 胡美茵 大仁科技大學課程地圖滿意度分析-以藥學系一、二、三年級為例 

不參

加 

CP073 鄭淑文 精實方案提升住院病人自備藥品用藥安全 

不參

加 

CP074 林昱誠  精神專科醫院跨團隊合作照護應用於藥師 PGY 訓練模式 

不參

加 

CP075 張智為 

An evaluation of the inappropriate prescribing in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 by drug safety information inquiry system using the STOPP 

criteria 

不參

加 

CP076 戴君庭 長照機構住民 quetiapine 之使用評估與分析 

不參

加 

CP077 莫育維 長照機構住民用藥之交互作用評估與分析 

不參

加 

CP078 陳佳南 南區某教學醫院藥物引起過敏反應: 5 年回溯性研究 

不參

加 

CP079 張惠玲 

Individualized discharge medication counselling enhances patient-

centered care for patients with complex medical illness 

不參

加 

CP080 何孟駿 比較標準三合一療法和系列性治療的療效 

不參

加 

CP081 李琇琳 某區域教學醫院門診調劑跡近錯失分析與改善 

不參

加 



 

CP082 張皓仲 疑似 cisplatin 引起低血鈉導致癲癇發作之案例報告 

不參

加 

CP083 洪愉涵 某區域教學醫院 HAART 轉換 STR 使用評估 

不參

加 

CP084 李文妤 口服抗凝血藥物於心房顫動併有慢性腎臟疾病的探討 

不參

加 

CP085 陳琮喨 Lorcaserin 的臨床減重效果評估 

不參

加 

CP086 沈佳旻 某區域教學醫院處方開立逾期未領藥統計分析 

不參

加 

CP087 李惠玲 藥師照護對於急性冠心症病人之效益 

不參

加 

CP088 陳培亮 HbA1C 檢測頻率對第二型糖尿病人之口服藥物治療之影響 

不參

加 

CP089 施心筑 師資培育課程規畫與分析─以某跨院區活動為例 

不參

加 

CP090 陳佳揚 某中醫醫療機構負責中醫師之中藥 OSCE 分析成效 

不參

加 

CP091 邱冠中 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中藥炮製及製劑訓練成效評估 

不參

加 

CP092 王美文 運用看診前一日用藥檢核系統輔助用藥整合 

不參

加 

CP093 毛柔云 某地區醫院使用 Aflibercept 成效評估：回溯性研究 

不參

加 

CP094 許育涵 運用 DOPS 於藥學實習生門診調劑之學習成效探討 

不參

加 

CP095 莊依菁 疑似 Teicoplanin 引起過敏性休克案例 

不參

加 

CP096 郭俐曄 Case report: Mycobacterium fortuitum endocarditis 

不參

加 

CP097 許淑娟 單一劑量給藥制度之退藥現況與病人用藥安全再探討 

不參

加 



 

CP098 施靜妤 MDRAB 引起 CNS infection 以 intraventricular 給藥方式經驗分享 

不參

加 

CP099 吳書能 以實證手法評估魚油對於降三酸甘油酯的成效 

不參

加 

CP100 林俐妏 台灣健保給付生物反應調節劑於乾癬治療療效比較之網路統合分析 

不參

加 

CP101 林珊妃 安眠藥物 Zolpidem 之使用分析及評估_以南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不參

加 

CP102 李佳霙 預防性投與 Vitamin K1 減少 Brosym®引發凝血功能異常 

不參

加 

CP103 邱冬妮 某地區醫院門診 Zolpidem 使用評估 

不參

加 

CP104 陳思琳 某地區教學醫院 Empagliflozin 藥物使用評估 

不參

加 

CP105 林岱瑋 某地區教學醫院住院疑義處方分析 

不參

加 

CP106 蔡盈億 某區域教學醫院加護病房臨床藥事服務執行成效分析 

不參

加 

CP107 黃振彰 抗流感病毒藥物引起精神不良反應之案例探討 

不參

加 

CP108 孫淑慧 提昇非癌慢性頑固性疼痛病人長期處方成癮性麻醉藥品審查品質 

不參

加 

CP109 江宏彬 提升全院 Morphine : Meperidine 用量比 

不參

加 

CP110 吳福森 應用內容管理系統建構與經營藥學部網站 

不參

加 

CP111 林怡儂 

Intravitreal Steroid-induced Ocular Hypertension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Macular Edema: A Network Meta-analysis 

不參

加 

CP112 葉育哲 Asparaginase 用於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再誘導療程過敏發生與替代用藥探討 

不參

加 

CP113 賴博雄 

Big health data integration-enabled Medication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不參

加 



 

CP114 江吉文 2012 至 2016 年間台灣病人使用鼻胃管之性別差異 

不參

加 

CP115 張佳慧 南區某家養護型安養中心住民所服用身心科藥物與疼痛之分析 

不參

加 

CP116 林燕縫 運用品管失效模式分析改善冷藏藥運送品質 

不參

加 

CP117 康建文 某南部區域教學醫院使用 SGLT-2 經驗分享 

不參

加 

CP118 蕭雅蔆 運用精實品管手法改善住診病房退藥流程之質與量 

不參

加 

CP119 黃秋瑋 Topiramate 臨床使用探討 

不參

加 

CP120 王嘉宏 兩種特別胺基酸的鈣磷溶解度討論與結果 

不參

加 

CP121 莊依菁 疑似 Amiodarone 引起急性肝炎案例報告 

不參

加 

CP122 吳筱珈 某區域教學醫院急診處方 piperacillin/tazobactam 之給藥方式合理性評估 

不參

加 

CP123 李昇峰 Bromocriptine 臨床使用探討 

不參

加 

CP124 蔡喜秀 

以實證方法探討使用 Intravenous Peramivir or Oral Oseltamivir 於流感病患

之臨床效益評估 

不參

加 

CP125 蘇恆瑤 合併口服避孕藥與口服 Tranexamic Acid，血栓風險更形提升？ 

不參

加 

CP126 梁雅富 導入創意教學探討教案變革對藥學實習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不參

加 

CP127 潘韻婷 

Assessment of undergraduate pharmacy students’ perception of mini-

OSCE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future practice 

不參

加 

CP128 周政弘 Etoposide 靜脈輸液調配時間與沉澱發生之探討 

不參

加 

CP129 

梁瓊

玲、黃

秀琴 美沙冬藥癮個案退出治療因素之探討-南部某專科醫院為例 

不參

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