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104(1)學期學術演講行事曆 
演講時間：星期三下午 2～4 點/國研大樓 IR301 教室；星期五下午 1～3 點/國研大樓 IR301 教室 
演講日期 演講者 講題 推薦人 備註 

9/15 (二) 
Dr. Shinichi Fukuzawa 

Dept. of Applied Chemistry 
Chuo University 

Silver/ThioClickFerrophos Complex Catalyzed 
Asymmetric Cycloaddition and Conjugate Addition 

高佳麟 
時間：下午 2 點 
地點：視聽中心 

9/23 (三) CAS Team Taiwan SciFinder 教育訓練 - 
大四特別演講 
醫/應化組 

10/2 (五) 
吳明忠 教授 

中山大學化學系 
Transition MetalCatalyzed Enynes Cyclization 

Reactions 
-  

10/7 (三) 

美國化學會台灣分會成立典禮暨研討會 

Host: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張一知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      周大新研究員 
     高雄醫學大學生命科學院      王麗芳院長 
     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許智能主任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開幕與貴賓致詞 

13:30-14:30 鄭淮南博士  美國化學會國際活動委員會主席 

專題演講: Use of enzymes in polymer reactions 

14:30-14:40 團體照與休息 

14:40-15:40 張建文教授  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專題演講: 高分子-金屬奈米複合材料在基因治療與幹細胞工程應用 

Polymer/metal nanocomposites in gene therapy and its application on 

stem cell engineering 

15:40-16:30 座談會與茶會 
 

王麗芳 
大四特別演講 
醫/應化組 

10/14 (三) 
李協融 博士後研究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設計具推拉電子效應之有機染料應用於染料敏化太

陽能電池 
王英基 

大四特別演講 
應化組 

10/21 (三) 
孫毓璋 教授 

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Development of trace analytical methods for biological 

microenvironment monitoring 
陳泊余 

大四特別演講 
醫化組 

10/23 (五) 
梁蘭昌 教授 

中山大學化學系 
Molecular Catalysis: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  

10/28 (三) 
陳慶士 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 New Frontier of Cancer 
Drug Discovery 

曾誠齊 
大四特別演講 
醫/應化組 

11/18 (三) 
劉鎮維 教授 

東華大學化學系 
Structurally Precise Copper Hydride Nanoclusters 許智能 

大四特別演講 
應化組 

11/20 (五) 
蔣燕南 副教授 
中山大學化學系 

Chemical Crystallography -  

11/25 (三) 
蔡惠旭 教授 

中央大學化學系 
Molecular Mechanism of Ca2+-Induced Membrane 

Fusion: A Molecular Dynamics Study 
陳信允 

大四特別演講 
應化組 

11/27 (五) 
謝建台 教授 

中山大學化學系 
Mass Spectrometry for Clinical Diagnosis I -  

12/2 (三) 
尤嘯華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Organic Conductive Biomaterials: the Nano, the Bio, 

and the Smart 
林韋佑 

大四特別演講 
醫/應化組 

12/9 (三) 
李昂 正研究員 

工研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 
應用優勢藥效基團與藥物再設計技術達成快速高效

率候選藥物開發 
高佳麟 

大四特別演講 
醫化組 

12/11 (五) 
孫仲銘 教授 

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Small Molecule Therapeutics 

for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  

12/16 (三) 
朱延和 教授 

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Our Recent Progress on Functional Ionic Liquids 王子斌 

大四特別演講 
醫化組 

12/18 (五) 
謝建台 教授 

中山大學化學系 
Mass Spectrometry for Clinical Diagnosis Ⅱ -  

12/30 (三) 
楊定亞 教授 

東海大學化學系 
Sustainable synthesis of biologically active and 

functional molecules 
高佳麟 

大四特別演講 
醫/應化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