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年分子生物技術及臨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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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簡章
報名日期：2017 年 07 月 24 日至 08 月 31 日
活動日期：2017 年 09 月 04 日至 09 月 15 日

壹、 宗旨：
長庚大學醫學院臨床醫學研究所，自民國 88 年起，於高雄院區舉辦七屆分子生物
技術及臨床應用研討會，包括四屆生物醫學實驗技術研討會及三屆現代生命科學研究法
及實驗研討會，均獲得熱烈迴響，會後問卷調查，滿意度 94%，也有 90%以上的人希望
這個研討會，以後應繼續辦。為順應國內，特別是南部地區，有志於生命科學研究從業
人員的須要，擬於今(106)年九月四日至九月十五日，舉辦為期兩週之分子生物技術及
臨床應用課程，秉持過去幾屆一貫的密集課程，在短短的兩星期，由主講人印第安那大
學病理科的李昭鋐教授擔綱，每晚花四個小時，如剝繭抽絲般，將艱深難懂，教科書通
常一筆帶過的分子生物學基本原理，鉅細靡遺地展現在所有參加者的眼前，藉此重新讓
大家體認分子生物學的奧妙。並邀請李英雄教授演講精準醫療未來發展之大趨勢，期對
南部地區有志於生物醫學研究同仁，特別對分子生物學陌生的學員，能提升其技術層
次，並有助於國內分生科技之深耕及生醫發展之普及。
貳、主辦單位：高雄長庚紀念醫院小兒外科、長庚大學醫學院臨床醫學研究所、行政院科技部
參、主 持 人：莊錦豪醫師/教授
肆、主講人：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李昭鋐教授
伍、講

員：中山醫學大學 李英雄教授、
高雄長庚小兒外科 莊錦豪教授

陸、會議時間：106 年 09 月 04 日至 09 月 15 日。
上課：周一至周五 17:30~21:30，周六 08:00~12:00
柒、會議地點：高雄長庚紀念醫院兒童醫院六樓國際會議廳（紅廳）
捌、繼續教育學分：
（1）台灣臨床病理學會「繼續教育時數認定」(申請中)
（2）台灣醫事檢驗醫學會「繼續教育時數認定」(申請中)
玖、招生名額：
120 名。
拾、報名資格：凡大專以上生物醫學相關領域肄業或畢業生，或醫學從業人員，或對分子醫
學有興趣人員均可受理報名。原則上，先報名先錄取，額滿為止。
拾壹、報名費：
自即日起至 08 月 31 日(含)報名者，計費標準如下：
（1）長庚醫院補助—員工 免費 。
（2）非長庚體系—每人 5,000 元。
（3）非長庚體系
(曾報名過生物醫學實驗技術研討會或現代生命科學研究法及實驗研討會者)：
每人— 3,500 元。

備註：繼續教育時數之申請，不一定會有，請報名者注意。

拾貳、報名方式：須預先報名，可現場報名、通訊報名、傳真報名或 E-mail 報名。
報名費用請預先繳交，繳交方式如下，
1. ATM 轉帳：帳號 091100162824 大眾商業銀行澄清分行；
2. 郵政匯票（匯票抬頭：長庚醫療財團法人）寄到報名地點；
3. 現場繳交。
住

址：高雄市 83301 鳥松區大埤路 123 號
高雄長庚紀念醫院兒童醫院 12 樓
長庚大學醫學院臨床醫學研究所謝淑娟小姐 收
聯絡電話：（07）731-7123 轉 8892、8148
周明慧小姐或謝淑娟小姐
傳
真：（07）731-1696
E-mail：chuan9698@cgmh.org.tw; Hsiehshen2569@gmail.com

拾參、報名地點：高雄長庚紀念醫院兒童醫院十二樓長庚大學醫學院臨床醫學研究所(高雄)
拾肆、報名時間：106 年 07 月 24 日 至 08 月 31 日
拾伍、簡章備索：高雄長庚紀念醫院兒童醫院十二樓長庚大學醫學院臨床醫學研究所(高雄)
周明慧小姐或謝淑娟小姐：（07）731-7123 轉 8892、8148
查詢網址：http://gicm.cgu.edu.tw/bin/home.php?Lang=zh-tw

課程內容：(暫訂版本)
(一)研習部份（106 年 9 月 4 日～9 月 15 日） 周一至周五 17:30-21:30 周六 08:00-12:00
日期

時間

題

目

09/04
Mon

17:00-17:20
17:20-17:30
17:30-18:30
18:30-19:30
19:30-20:30
20:30-21:30

Check in
Opening remarks and Introduction
DNA and RNA structure (1 hours)
DNA replication (1 hour)
Transcription (1 hour)
Translation (1 hour)

09/05
Tue

17:30-18:30
18:30-21:30

Nucleic acid isolation (1 hour)
Enzymes used in molecular biology (3 hours)

09/06
Wed

17:30-18:30
18:30-21:30

Promoter and operon (1 hour)
Cloning (3 hours)

09/07
Thr

17:30-19:30
19:30-21:30

Southern, Northern and Microarray (2 hours)
PCR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2 hours)

09/08
Fri

17:30-20:30
20:30-21:30

PCR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3 hours)
DNA sequencing principles (1 hour)

09/09
Sat

08:00-09:00
09:00-10:00
10:00-12:00

Biology of M13 and phagemid (1 hour)
Revolution of Sanger sequencing (1 hour)
Second 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iques (2 hours)

09/11
Mon

17:30-19:30
19:30-20:30
20:30-21:30

Second 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iques (2 hours)
Mutagenesis (1 hour)
Non-coding RNA and RNA interference (1 hour)

09/12
Tue

17:30-18:30
18:30-21:30

ZFN, TALEN and CRISPR-Cas (1 hour)
Viral vectors and gene therapy (3 hours)

09/13
Wed

17:30-18:30
18:30-21:30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1 hour)
Epigenetics (3 hours)

09/14
Thr
09/15
Fri

17:30-21:30

Molecular diagnostics (4 hours)

17:00-18:00

The Mega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s in Precision
Medicine (1 hour, Dr. 李英雄)

會議廳

紅廳

藍廳

紅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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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醫事檢驗醫學會「繼續教育時數認定」

備註：皆可任選「其他學分證明」一項
欲申請「繼續教育時數」者，須有該學會之會員才能給予教育時數學分數，另由於
申請關係其上課時間及地點列在林口長庚醫院。請報名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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