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ITC 2022 學術年會暨會員大會
Post- SITC Conference A deep dive into Cancer Immunotherapy

TIME
09:00 -

TOPIC

SPEAKER

03.26 SAT

Video Conference

MODERATOR

Registration

Opening Remarks
09:30-09:50

Review T-SITC: Pass and Future

Session I

Developing Cellular Therapies in solid tumor

09:50-10:10

Neoadjuvant immunotherapy in sarcoma

謝燿宇 醫師

10:10-10:30

Cell therapy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陳怡君 醫師

10:30-10:50

Autologous TIL cell therapy combined with ICI

郭永嘉 醫師

10:50-11:10

Break & Coﬀee

11:10-12:00

Keynote Speech
Genetic manipulation towards immune tolerance: Approaches
by targeting on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cytokine networking

張文震 理事長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雙和醫院血液腫瘤科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趙祖怡 醫師
雙和醫院血液腫瘤科

長庚醫院血液腫瘤科

司徒惠康 副院長

馮思中 副院長

國家衛生研究院

林口長庚醫院

Luncheon Symposium
12:00-12:30

MET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therapies in lung cancer

吳教恩 醫師

枋岳甫 醫師

長庚醫院血液腫瘤科

長庚醫院胸腔內科

12:30-13:00

Optimize ﬁrst-line treatment for EGFRm+ NSCLC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is

蕭吉晃 醫師

劉劍英 醫師

亞東醫院血液腫瘤科

長庚醫院胸腔內科

13:00-13:30

13:30-14:20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會員大會

Special Lecture
The application of mRNA in vaccine and cancer treatment

林錦洲 醫師
Sr. Director Global Lead
Clinician, Immuno-onco
logy Global Product
Development Pﬁzer, Inc.

Session II

Intratumoral therapy

14:20-14:40

State of the ﬁeld and recent trials

14:40-15:00

Igniting the ﬁre: Intratumoral therapy to turn on an
immune response to cancer

黃姵瑋 醫師

15:00-15:20

Standards of intratumoral therapy

胡名宏 醫師

15:20-15:40

Break & Coﬀee

Session III

Immune resistance

15:40-16:00

Tumor heterogeneity and immune response in melanoma

吳教恩 醫師

16:00-16:20

Dissecting evolution of clinical immunotherapy resistance

張家崙 醫師

16:20-16:40

Anti-PD1 resistance diﬀerent ﬂavor

梁逸歆 醫師

Session IV

論文得獎者口頭報告

16:40-17:25

TSITC-111-00 1/ -002 / -003 ( 入選者三名 )

17:25-17:40

Awards ceremony & Closing remark

劉俊煌 醫師
振興醫院血液腫瘤科

鄭偉宏 醫師
雙和醫院血液腫瘤科

連銘渝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血液腫瘤科

長庚醫院血液腫瘤科

萬芳醫院血液腫瘤科

長庚醫院血液腫瘤科

萬芳醫院血液腫瘤科

徐祖安 研究員
國衛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臺大醫院腫瘤醫學部

主持人：

陳三奇 秘書長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張文震 理事長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TSITC 2022 學術年會暨會員大會
Post- SITC Conference A deep dive into Cancer Immunotherapy

TIME

TOPIC

SPEAKER

03.27 SUN

Video Conference

MODERATOR

09:00 -

Registration

09:25-09:30

Opening Remarks

Session V

Pharmacoeconomics & Oncology Nursing

09:30-10:00

What we have now & What we are going to have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Talking about Oncolytic Virus, Cancer
Vaccine, Cell therapy & monoclonal antibodies in Taiwan

彭夢婷 醫師

林玉芬 護理長

長庚醫院血液腫瘤科

長庚醫院癌症中心
個案管理組

10:00-10:30

癌症免疫治療與藥物經濟學

蕭斐元 教授

鄭吉元 藥師

臺大臨床藥學研究所

長庚醫院 臨床藥學科

10:30-10:50

Break & Coﬀee

張文震 理事長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Session VI All participants
Novel pathway of immune pathway
10:50-11:10

VISTA: a promising target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楊展庚 醫師

11:10-11:30

Adenosine pathway as new possible target for
immunotherapy

陳國維 醫師

姜乃榕 醫師

振興醫院血液腫瘤科

台北榮總腫瘤醫學部

11:30-11:50

Human Co-stimulatory BiTE in prostate cancer

劉惠文 醫師

11:50-12:10

Anti-PD1 and IDO inhibitor

蕭聖諺 醫師

12:10-12:30

Is anti-LAG3 the next eﬀective immunotherapy treatment?

陳三奇 醫師

12:30-12:35

Closing Remark

長庚 /大里仁愛
血液腫瘤科

雙和醫院血液腫瘤科

奇美醫院血液腫瘤科

王正旭 醫師
長庚醫院血液腫瘤科

台北榮總腫瘤醫學部

張文震 理事長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贊助廠商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台灣內科醫學會、台灣臨床腫瘤學會、中華民國免疫學會、台灣醫學會、
台灣專科護理師學會 （含護士/護理師以及專科護理師教育積分）、臺灣臨床藥學會、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課後需填寫滿意度問卷完成，方給予積分。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