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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P-1
乳房外パジェット病における CDK4 蛋白質発現の検討
（学 O1-1） 浦田 和美1）〈うらた かずみ〉
，梶原 一亨1），大塚 紗希1），金澤 早織1），
牧野 雄成1），青井
淳1），牧野 貴充1），福島
聡1），神人 正寿1,2），尹
浩信1）
熊本大学医学部皮膚科1），和歌山県立医科大学2）
学 P-2
宿主防御ペプチドである IDR 1018 がマスト細胞に与える影響について
（学 O1-2） 簗島 健介1）〈やなしま けんすけ〉
，奥村
康1），池田 志斈1,2），小川 秀興1），
ニヨンサバフランソワ1,3）
順天堂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アトピー疾患研究センター1），
順天堂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皮膚科学・アレルギー学講座2），順天堂大学国際教養学部3）
学 P-3
MRSA/緑膿菌に対する 5 aminolevulinic acid と Chemical light を用いた光線力学療法
（学 O1-3） 雪本 真代〈ゆきもと まよ〉
，葛谷早喜子，片山 文平，小澤 俊幸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皮膚病態学
学 P-4
乾癬の生物学的製剤治療に伴う抗核抗体価の変動について
（学 O1-4） 三木 満帆1）〈みき まほ〉
，遠藤 千尋2），仲
優2），福屋 泰子2），小林 里実3），
川島
眞2），常深祐一郎2）
東京女子医科大学医学部1），東京女子医科大学2），聖母病院3）
学 P-5
全身性強皮症に伴う手指潰瘍に対するエンドセリン受容体拮抗薬の治療効果と副作用に
（学 O1-5） ついて
西尾 麻由〈にしお まゆ〉
，茂木精一郎，関口 明子，石川
治
群馬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
学 P-6
2007 年から 2017 年までに当院において蜂窩織炎で入院加療を行った 114 例の検討
（学 O1-6） 宮田 理沙1,2）〈みやた りさ〉
，真島 瑛美1），山口
卓1），吉岡はるな1），
大森
俊1），春山 護人1），吉岡
学1），澤田 雄宇1），岡田 悦子1），中村 元信1）
産業医科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1），九州労災病院2）
学 P-7
好酸球性筋膜炎 10 例の臨床的および組織学的検討
（学 O1-7） 増沢 遥加〈ますざわ はるか〉
，小山 理加，吉田 健司，伊藤
満，
高橋 智子，守屋 智枝，松山かなこ，周
円，清島真理子
岐阜大学皮膚科
学 P-8
抗 SAE 抗体陽性皮膚筋炎の臨床的特徴
（学 O1-8） 岩田 匡祐〈いわた まさひろ〉
，井上 紗恵，沖山奈緒子，藤本
学
筑波大学
学 P-9
有棘細胞癌のリンパ節転移の評価に Elastography は有効か？
（学 O1-9） 久保 善嗣〈くぼ よしつぐ〉
，田中 隆光，鎌田 昌洋，大西 誉光，多田 弥生
帝京大学
学 P-10
リンパ管内組織球症における M1/M2 マクロファージの病変形成への関与
（学 O1-10） 岩崎万里子〈いわさき まりこ〉，神谷 浩二，前川 武雄，小宮根真弓，
村田
哲，大槻マミ太郎
自治医科大学皮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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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P-11． 脱毛症外来通院患者 100 名のアンケート調査結果
小山 理加〈こやま あやか〉
，増沢 遥加，太和田知里，丹羽 宏文，吉田 健司，
水谷 陽子，清島真理子
岐阜大学皮膚科
学 P-12． 痤瘡瘢痕に対するフラクショナルレーザー治療の効果
斎藤
遥1）〈さいとう はるか〉
，伸島 甲太1），山口 華央2），高山 良子2），
朝山 祥子2），加藤 篤衛2），船坂 陽子2），佐伯 秀久2）
日本医科大学医学部1），日本医科大学付属病院皮膚科2）
学 P-13． Parakeratosis variegata を呈した成人 T 細胞白血病/リンパ腫の 1 例
若林 奈央1）〈わかばやし なお〉，牧野 輝彦1），竹本 景太1），在田幸太郎2），
清水 忠道1）
富山大学大学院医学薬学研究部皮膚科学1），富山大学大学院医学薬学研究部内科学2）
学 P-14． Monoclonal gammopathy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MGUS）を合併した壊疽性膿皮症の
1例
古賀 甲菜1）〈こが かんな〉
，畠中 美帆1），松岡 温子1），坂ノ上正直1），
1）
1）
多田 浩一 ，内田 洋平 ，藤井 一恭1），東
裕子1），寺崎健治朗2），金蔵 拓郎1）
鹿児島大学皮膚科学1），寺崎皮膚科2）
学 P-15． 皮膚科実習中の医学生にみられた Bier’s spot の 1 例
霍田 直樹1）〈つるた なおき〉
，山本 明美2），菅野 恭子2），佐々木健太2）
旭川医科大学1），旭川医科大学皮膚科学講座2）
学 P-16． インフリキシマブが有効であった脾膿瘍を合併した壊疽性膿皮症
稲垣 充亮〈いながき みつよし〉
，岡
大五，林
宏明，青山 裕美，
藤本
亘
川崎医科大学皮膚科
学 P-17． ヒドロキシクロロキンが奏効した lupus erythematosus tumidus の小児例
山内 悠大〈やまうち ゆうだい〉
，小泉
遼，尾山 徳孝，長谷川 稔
福井大学皮膚科
学 P-18． 後頚部巨大基底細胞癌を伴った母斑性基底細胞癌症候群の 1 例
福本 紗良1）〈ふくもと さら〉
，高嶋 真紀2），三浦 慎平3），大西 正純3），
馬場 俊右3），天野 博雄3）
岩手医科大学医学部6年1），岩手県立中部病院初期研修医2），岩手医科大学皮膚科3）
学 P-19． 外科的侵襲なく自然消退傾向を示したメルケル細胞癌の 1 例
吉山 大貴〈よしやま だいき〉
，野田麻里沙，永瀬浩太郎，凌
太郎，
井上 卓也，成澤
寛
佐賀大学医学部内科学皮膚科
学 P-20． C 型肝炎ウイルス陽性のクリオグロブリン血管炎の 1 例
ムンフジャルガル ムンフバヤル，佐野
遥，小越 達也，高橋 一夫
国際医療福祉大学熱海病院皮膚科
学 P-21． 再発を繰り返した nodular cystic fat necrosis の 1 例
辛
和樹〈しん かずき〉
，藤村 春奈，城内 和史，村上 遥子，鈴木茉莉恵，
猿田 祐輔，今泉 牧子，末木 博彦
昭和大学皮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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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P-22． 若年性巨大黄色肉芽腫の 1 例
吉岡 友美1）〈よしおか ともみ〉
，宮地 秀明2），外川 八英2），山路 佳久3），
太田 昌幸4），中谷 行雄4），松江 弘之2）
千葉大学医学部1），千葉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皮膚科2），
千葉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形成外科3），千葉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病理診断科4）
学 P-23． 様々な化学療法と放射線治療を行うも脾破裂により死亡した頭部血管肉腫の 1 例
松田 洋樹〈まつだ ひろき〉
，山田 大資，水野 結花，遠山
聡，尾松
淳，
宍戸菜穂美，近藤 篤志，種井 善一，森川 鉄平，佐藤 伸一
東京大学皮膚科
学 P-24． Atypical lipomatous tumor の 1 例
渡辺 麻耶〈わたなべ まや〉
，前原 玄昌，岡橋 一憲，柳原 茂人，大磯 直毅，
川田
暁
近畿大学医学部皮膚科
学 P-25． 腫瘤期菌状息肉症に対するモガムリズマブの投与経験
丸山 拓人1）〈まるやま たくと〉
，藤本
篤1），畠野 莉乃1），中嶋 万実1），
1）
1）
1）
横山
令 ，土田 裕子 ，出口登希子 ，林
良太1），阿部理一郎1），瀧澤
淳2）
新潟大学皮膚科1），新潟大学血液・内分泌・代謝内科2）
学 P-26． 緑膿菌性毛包炎の母子例
岡田 衣世〈おかだ いよ〉
，漆原 菜桜，松立 吉弘，岩坂麻衣子，村尾 和俊，
久保 宜明
徳島大学大学院医歯薬学研究部皮膚科
学 P-27． 皮膚子宮内膜症の 2 例
長島 あや〈ながしま あや〉
，寺田 明莉，滝吉 典子，福井 智久，相樂 千尋，
中島 康爾，会津 隆幸，中野
創，澤村 大輔
弘前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皮膚科学講座
学 P-28． lupus pernio よりサルコイドーシスと診断し得た 1 例
越後貫夏帆〈おごぬき なつほ〉，張田 修平，末木 博彦
昭和大学
学 P-29． 不妊治療薬により発症したと考えられる Stevens Johnson 症候群の 1 例
片岡 晃希1,2）〈かたおか こうき〉
，宮地 秀明3），外川 八英3），丸
裕吾3），
橋本 啓代3,4），松江 弘之3）
千葉市立青葉病院初期研修医1），千葉大学医学部2），千葉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皮膚科3），
千葉市立青葉病院皮膚科4）
学 P-30． 小児の体幹に生じた多発紅色丘疹の 2 例
雨宮 瑞希1）〈あめみや みずき〉
，狩野 美幸2），木下 真直2），小川 陽一2），
島田 眞路2），川村 龍吉2）
山梨大学医学部医学科1），山梨大学医学部皮膚科2）
学 P-31． 陰茎癌の 1 例
原 龍之介〈はら りゅうのすけ〉
，馬場 夏希，宇都宮夏子，加藤 卓浩，
小泉
遼，飯野 志郎，尾山 徳孝，長谷川 稔
福井大学医学部皮膚科
学 P-32
Schnitzler 症候群における皮膚三次リンパ組織形成の可能性の検討
（学 O2-1） 下宮 大輝〈しもみや だいき〉
，小亀 敏明，中島
諒，野村 尚史，椛島 健治
京都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皮膚科学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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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P-33
悪性黒色腫患者の末梢血を用いたニボルマブの効果を予測する因子の探索
（学 O2-2） 小松 貴義〈こまつ たかよし〉
，石田 雄大，中嶋 千紗，大塚 篤司，椛島 健治
京都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
学 P-34
アトピー性皮膚炎患者由来の黄色ブドウ球菌と表皮角化細胞の形態学的解析
（学 O2-3） 松島 彩子1）〈まつしま あやこ〉
，森脇 昌哉1），岩本 和真1），新津 佳恵1），
2）
2）
久恒 順三 ，菅井 基行 ，秀
道広1）
広島大学大学院医歯薬保健学研究科皮膚科学1），
広島大学大学院医歯薬保健学研究科細菌学2）
学 P-35
患者の治療満足度からみるヒドロキシクロロキンの有効性
（学 O2-4） 大塚 友貴1）〈おおつか ゆき〉
，笠原 美沙1），筋野 和代2），村上 香織2），
新川 宏樹2），田中
諒2），谷川 瑛子2）
慶應義塾大学医学部1），慶應義塾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教室2）
学 P-36
KRT16 遺伝子に変異を同定した先天性爪甲硬厚症の 1 例
（学 O2-5） 西川菜穂子1）〈にしかわ なほこ〉
，土居 礼一1），石井 文人1），濱田 尚宏2），
Kwesi Teye1），安元慎一郎3），名嘉眞武国1）
久留米大学医学部皮膚科1），濱田皮膚科医院 大分市2），
安元ひふ科クリニック 筑紫野市3）
学 P-37
集学的治療を要した頭部血管肉腫の 1 例
（学 O2-6） 菅野
顕〈かんの けん〉
，加藤 裕史，堀尾
愛，中村 元樹，森田 明理
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加齢・環境皮膚科学
学 P-38
加温式再循環法（DF サーモ）が著効した難治性糖尿病性潰瘍の 1 例
（学 O2-7） 文
愛理1）〈ぶん えり〉
，中村 元泰1），志水 陽介1），中田
茅1），中田 憲司2）
東邦大学医療センター大森病院皮膚科1），東邦大学大森病院腎センター2）
学 P-39
白斑患者に対するメディカルメイクアップの QOL に与える影響の検討
（学 O2-8） 恩地 菊乃1）〈おんち きくの〉
，中井 沙紀1），渡邊 有史1），坂本 翔一1），
西山 幸佑1），西願三起子1），上中智香子1,2），山本 有紀1,2），古川 福実1），神人 正寿1）
和歌山県立医科大学皮膚科1），和歌山県立医科大学寄附講座光学的美容皮膚科2）
学 P-40
Neem oil による接触皮膚炎の 1 例
（学 O2-9） 高橋 実花〈たかはし みか〉
，峠岡 理沙，益田 浩司，加藤 則人
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皮膚科学
学 P-41
治療中に化膿性脊椎炎を発症した薬剤過敏症症候群（DIHS）の 1 例
（学 O2-10） 恒吉
泉1）〈つねよし いずみ〉
，伊藤
崇1），今井 俊輔1），柘植新太郎2），
黒崎百合子3），石河
晃1）
東邦大学皮膚科学講座1），東邦大学整形外科学講座2），ゆりこ皮膚科クリニック 大田区3）
学 P-42． 皮膚線維腫に随伴する反応性リンパ濾胞の免疫組織学的解析
中島
諒〈なかしま りょう〉
，小亀 敏明，下宮 大輝，野村 尚史，椛島 健治
京都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皮膚科学分野
学 P-43． DAMPs in breastmilk increase risk of atopic dermatitis；inflammatory ILCs trafficking from
gut to skin
Haruko Masuno1）〈はるこ ますの〉
，Kong Weng-Sheng1），Hiroko Inoue1），
Yun Guo1），Naoki Shimojo2），Naohiro Tsuyama3），Masamoto Kanno1）
Department of Immunology, Graduate School of Biosciences, Hiroshima University1），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Chiba University2），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Life Sciences, Fukushima Medical Universit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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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P-44． 鼻前庭悪性黒色腫の 1 例
荒木
健1）〈あらき たけし〉
，安田 正人2），井上 裕太2），山田 和哉2），
摂3），辻本 賢樹4），石川
治2）
宮川真梨江2），須藤麻梨子2），遠藤 雪恵2），新国
群馬大学医学部1），群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皮膚科2），
群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耳鼻咽喉科3），群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形成外科4）
学 P-45． Axial front nasal flap を用いて再建した基底細胞癌の 1 例
徳永 美月1）〈とくなが みづき〉
，河村 岳史1），柳澤 宏人2），東郷 朋佳2），
宮野 恭平2），中村晃一郎2），倉持
朗2），土田 哲也2）
埼玉医科大学1），埼玉医科大学皮膚科2）
学 P-46． リセドロン酸による Stevens Johnson 症候群が疑われた 1 例
高橋 杏奈1）〈たかはし あんな〉
，山本美友貴2），伊藤
崇2），石川 真郷2），
平岩 朋子2），花見 由華2），加藤 保信2），山本 俊幸2）
竹田綜合病院1），福島県立医科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2）
学 P-47． 色素性乾皮症 D 群患者の顔面に多発する基底細胞癌の新生経過の観察
，高良 美華1），山口さやか2），谷崎 英昭3），森脇 真一3），
衣斐 菜々1）〈えび なな〉
2）
高橋 健造
琉球大学医学部医学科6年次1），琉球大学皮膚科2），大阪医科大学皮膚科3）
学 P-48． 溶連菌感染後に皮疹と関節炎を生じた成人の 2 例
大澤 香奈1,2）〈おおさわ かな〉
，枝光 智大1），御子柴育朋1），木庭 幸子1），
下島 恭弘3），奥山 隆平1）
信州大学皮膚科1），長野赤十字病院2），信州大学リウマチ膠原病内科3）
学 P-49． アナフィラキシーショックで発症した口腔アレルギー症候群の 1 例
村上
涼〈むらかみ りょう〉
，加藤 峰幸，伊藤 有亜，大山
学
杏林大学皮膚科
学 P-50． 胸腹部から背部に及ぶ巨大皮膚潰瘍を呈した壊疽性膿皮症の 1 例
小坂 啓寿1）〈こさか けいじ〉
，岸
史子2），栗山 裕子2），石川 真衣2），
石渕 裕久2），安田 正人2），石川
治2）
群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臨床研修センター1），群馬大学大学院医学系研究科皮膚科学2）
学 P-51． 遺伝子増幅法を用いた単純ヘルペスウイルスの DNA 診断と無症候性排泄の頻度に関する
研究
西村 美紅1）〈にしむら みく〉
，宮地 素子2），大賀 保範2），今福 信一2）
福岡大学医学部1），福岡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教室2）
学 P-52． 爪下表皮嚢腫が多発していた 1 例
吉満 眞紀1）〈よしみつ まき〉
，酒井 敦子1），鳥山えりか1），榊原 代幸1），
2）
森田 明理
名古屋第二赤十字病院初期研修医1），
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加齢・環境皮膚科2）
学 P-53． トラニラストが有効であった Angiolupoid sarcoidosis の 1 例
藤井 淳人1）〈ふじい あつと〉
，岩本 和真1），秀
道広1），堀益
靖2），
高路
修3）
広島大学病院皮膚科1），広島大学病院呼吸器内科2），こうろ皮ふ科3）
学 P-54． 化膿性汗腺炎より発症した巨大有棘細胞癌の 1 例
小塩 喜直1）〈おじお よしなお〉
，西田 絵美2），堀尾
愛2），小林 由佳2），
鳥居
寛2），真木 章仁2），加藤 裕史2），森田 明理2）
名古屋市立大学医学部医学科1），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医学研究科加齢・環境皮膚科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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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P-55． 皮下結節性脂肪壊死症の 2 例
白石萌々奈1）〈しらいし ももな〉
，河村 岳史1），宮野 恭平2），村上 拓生2），
朗2），土田 哲也2）
里村 英恵2），中村晃一郎2），倉持
埼玉医科大学1），埼玉医科大学皮膚科2）
学 P-56． 乳癌の皮膚転移の 1 例
川中 雄介〈かわなか ゆうすけ〉
，柳原 茂人，山内 康平，内田 修輔，
大磯 直毅，川田
暁
近畿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教室
学 P-57． 幼児項部へのアカコッコマダニ人体伵着症の 1 例
宜野座淳善1）〈ぎのざ あつよし〉
，早川
順2），小林富美恵3），大山
学2）
杏林大学総合研修センター1），杏林大学皮膚科2），杏林大学寄生虫学3）
学 P-58． バナナに含まれる抗原と I 型アレルギー反応の機序と検査方法の考察
伊藤 航平〈いとう こうへい〉
関西医科大学
学 P-59． 尋常性乾癬に再発性多発性軟骨炎を合併した 1 例
三木 健生1）〈みき たけお〉
，大湖健太郎2），藤岡
愛2），中島 英貴2），
松本 竜季3），堀野 太郎3），佐野 栄紀2），寺田 典生3）
高知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医療人育成支援センター1），高知大学医学部皮膚科学講座2），
高知大学医学部内分泌代謝・腎臓内科3）
学 P-60． Pseudo Kaposi sarcoma の 1 例
高橋 拓矢1）〈たかはし たくや〉
，若山祥之介1），相場 節也2）
東北大学病院初期研修1），東北大学2）
学 P-61． Angiolymphoid hyperplasia with eosinophilia の 1 例
高橋 亮也〈たかはし あきなり〉
，秦
洋郎，稲村 衣美，奈良平 敦，
前田 拓哉，今福 恵輔，北村 真也，柳
輝希，清水
宏
北海道大学皮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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