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112 學術年會暨會員大會 

TSITC 2023 Annual Meeting 
         Highlighting novel cancer immunotherapy 

 

日  期：2023 年 4 月 8、9 日(星期六、日) 

地  點：犇亞會議中心(台北市復興北路 99 號 2 樓 201 會議廳) 

會議形式：實體(有學分)會議+LIVE(無學分)轉播 

第二屆第 3 次會員大會：4/8(六)下午 13:15-13:30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台灣內科醫學會、西醫師執業執照、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腫內/外)、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台灣精準醫學學會、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台灣肝癌醫學會、台灣肺癌學會、台灣乳房醫學會、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

會、臺灣皮膚科醫學會、藥師學分、專科/護理師學分、台灣腫瘤護理學會、台灣心理腫瘤醫學學會、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時數。 
 

贊助廠商： 

報名 QR code 

4/08 (Sat.) / DAY 1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9:00~ Registration  

Opening Remarks and Welcome 

09:30-09:40 Review TSITC：Past and Future 
張文震理事長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Session I Cancer Vaccine 

09:40-10:00 Oncolytic virus and its new advance 

謝燿宇主任 
雙和醫院 

血液腫瘤科 

張文震主任 

林口長庚免疫 

腫瘤學卓越中心 

10:00-10:20 

Personalized DNA neoantigen vaccine (GNOS-PV02) 
in combination with plasmid IL-12 and 
pembrolizumab as second-line (2L) treatment for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陳三奇醫師 
臺北榮總 
腫瘤醫學部 王正旭教授 

基隆長庚 

血液腫瘤科 

10:20-10:40 

Flt3L-primed in situ vaccination and pembrolizumab 
induce systemic tumor regressions of bulky tumors 
in patients with lymphomas and ER/PR+ breast 
cancer 

張端瑩醫師 
臺大醫院 
腫瘤醫學部 

10:40-10:50 Break & Group Photo 

10:50-11:10 

Repeat dosing of oncolytic adenovirus ONCOS-102 is 
associated with enhanced and persistent immune 
responses and improved systemic activity in anti-PD-
1 resistant/refractory (r/r) melanoma 

楊展庚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腫瘤科 

葉坤輝部主任 
臺大醫院 

腫瘤醫學部 

11:10-11:30 

First efficacy and multi-omic analysis data from 
phase 1 clinical trial of oncolytic viral 
immunotherapy with CAN-2409 + valacyclovir in 
combination with nivolumab and standard of care in 
newly diagnosed high-grade glioma   

劉峻宇主任 
臺北榮總 
腫瘤醫學部 

https://www.tsitc.org.tw/acad/annual_detail/23
https://www.tsitc.org.tw/acad/annual_detail/23


贊助廠商： 

4/08 (Sat.) / DAY 1 

Time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Keynote Address 

11:30-12:10  線上  Marker-guided effective therapy (Mget) 洪明奇院士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林永昌教授 

林口長庚腫瘤科 

 12:10 ~ Lunch Box Service 

Luncheon Symposium 

12:15-12:45 

 線上  AstraZeneca Session   
A quick view on immunotherapy in biliary tract 
cancer, and what could we expect in the future? 

吳教恩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腫瘤科 

陳仁熙主任 
林口長庚 

血液腫瘤科 

12:45-13:15 

Boehringer Ingelheim Session  
Strategic Treatment to Maximize Survival for 
EGFRm+ NSCLC Patients in the Immunotherapy Era 

張家崙醫師 
萬芳醫院 

血液腫瘤科 

張文震主任 

林口長庚免疫 

腫瘤學卓越中心 

TSITC General Assembly  

13:15-13:30 第二屆第 3次會員大會 陳三奇秘書長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13:30-13:40 Break 

Session II Oral presentation of award research 

13:40-14:00 Selected abstract #1 (徵稿中) 陳三奇秘書長 

台灣免疫 

暨腫瘤學會 

14:00-14:20 Selected abstract #2 (徵稿中) 

14:20-14:40 Selected abstract #3 (徵稿中) 

14:40-14:50 Break & Group Photo 

Session III New Frontiers of immunotherapy 

14:50-15:15 
Next generation checkpoint blockade: TIGIT, Tim3, 
PVRIG 

宋孟達醫師 
馬偕醫院 

血液暨腫瘤科 

 徐祖安教授 
國衛院生技 
與藥物研究所 

15:15-15:40 
 線上  Next generation cytokine therapy: IL-18, 
INF, IL-7 

黃姵瑋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腫瘤科 

劉柯俊副所長 
國衛院 

癌症研究所 

15:40-16:05 
 線上  CAR and BiTE: CAR-NK, Bispecific CAR-T, 
CD28 Bispecific Ab, CAR-T in RCC 

蕭聖諺醫師 
奇美醫院血腫科 

邱彥霖主任 
亞東醫院醫研部 

16:05-16:30 
 線上  Novel Molecular Imaging Approaches to 
Assess Immunotherapy Response: 1280, 1287 

吳志宏醫師 
臺大醫院 

影像醫學部 

劉俊煌教授 
振興醫院 
血液腫瘤科 

16:30-16:55 
Diet, the Microbiome and Immunotherapy 
Response: From Observation to Intervention: 1310 

張沛泓主任 
基隆長庚醫院 

癌症中心 

葉光揚理事長 
中華癌症營養暨免

疫學會 

16:55~ Day 1 Closing remarks 
謝燿宇 學術執秘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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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形式：實體(有學分)會議+LIVE(無學分)轉播 

第二屆第 3 次會員大會：4/8(六)下午 13:15-13:30 

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台灣內科醫學會、西醫師執業執照、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腫內/外)、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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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廠商： 

報名 QR code 

4/09 (Sun.) / DAY 2 

Speaker Min.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09:00~ Registration 

Opening Remarks 

09:25-09:30 Day 2 agenda and speaker lineup highlights 
趙祖怡 學術主委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Session IV Pharmacotherapy, Oncology Nursing, Psycho-oncology 

09:30-09:55 
What we have now & What we are going to 

have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王笙帆藥師 

臺北榮總藥學部 

 姜紹青理事長 
臺灣血液腫瘤藥學會 

09:55-10:20 
Shared decision making among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immunotherapy  

李芸湘 助理教授 
台大醫學院 
護理學系 

謝淑惠理事長 
台灣腫瘤護理學會 

10:20-10:45 
How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enhances 

cancer patients' response to immunotherapy 

葉北辰  

諮商心理師 

宋詠娟主任 

國泰醫院血腫科 

10:45-11:00 Break & Group Photo 

Session V Immunotherapy in early cancer 

11:00-11:20 Why Neoadjuvant setting in early cancer 
梁逸歆醫師 
臺大醫院 

腫瘤醫學部 

張義芳主任 
馬偕醫院 

血液腫瘤科 

11:20-11:40 

 線上  CD8+FoxP3+ cells represent early, 
effector T-cells and predict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NSCLC) receiving neoadjuvant anti-
PD-1-based therapy  

官鋒澤醫師 
嘉義長庚醫院 

血液腫瘤科 

吳銘芳主任 
中山附醫 
腫瘤內科 

https://www.tsitc.org.tw/acad/annual_detail/23
https://www.tsitc.org.tw/acad/annual_detail/23


贊助廠商： 

4/09 (Sun.) / DAY 2 

Speaker Min. Topic Speaker Moderator 

11:40-12:00 

Major pathologic response after a single 
radiotherapy fraction + a single pembrolizumab 
dose given preoperatively in patients with 
cT1N0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 -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phase 1b/2 study 

彭夢婷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 

腫瘤科 

 
 

劉俊煌教授 
振興醫院 
血液腫瘤科 

 
 

12:00-12:20 

 線上  Neoadjuvant SEMA4D blockade with 
nivolumab alters suppressive myeloid cells 
while elevating B cell and CD26hi T cell 
infiltration in the tumors of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stage III melanoma 

李政源醫師 

臺北榮總皮膚部 

廖怡華醫師 
臺大醫院皮膚部 

12:20-12:30 Day 2 Closing remarks 
張文震理事長  

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 

12:30~ Takeaway light meal box 

 

    👇 記得關注+訂閱 TSITC 官方平台，重要活動不漏接，隨時掌握最新資訊 👇 

 

 

 

 

 

 

 

 

T 秘書 Line ID 
0905911325 

http://www.facebook.com/www.tsitc.org.tw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accountId=294izwtb
http://www.linkedin.com/in/taiwan-society-for-immunotherapy-of-cancer-tsitc-64b1051a1/
https://youtube.com/@tsitc_offic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