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108 年 2 至 108 年 8 月份工作報告 

一、教學研究(若無某項資料，請刪除該項標題，並依次修改括號內編號。) 
 (一)108 年 08 月迄今各級教師目前與國內各公私立機構合作進行之研究計畫共 37            

個，合計接受補助經費$ 73,118,479 元。詳如表列 

執 行 人 合 作 機 關 計 畫 名 稱 及 編 號 執 行 期 限 金   額 

 
徐堯煇 

科技部 竹嵌紋病毒在寄主植物體

內複製的分子機制-竹嵌紋

病毒次基因體 RNA 之轉錄

合成機制(2/3) 

108/08/01~ 
109/07/31 

$1,500,000 

徐堯煇 科技部 植物 AGO 蛋白介導的抗病

毒功能性分析(2/3) 
108/08/01~ 
109/07/31 

$1,580,000 

 
徐堯煇 

科技部 竹嵌紋病毒在寄主植物體

內複製的分子機制-竹嵌紋

病毒次基因體 RNA 之轉錄

合成機制(1/3) 

107/08/01- 
108/07/31  

$1,500,000 

 
徐堯煇 

科技部 植物 AGO 蛋白介導的抗病

毒功能性分析(1/3) 
107/08/01- 
108/07/31  

$1,580,000 

楊長賢 其他政府機

關 
永續智慧社區創新實證示

範計畫 
108/01/01~ 
108/12/31 

$22,181,979 

楊長賢 科技部 全面解析 FYF 調控網絡路

徑基因及其於花朵老化與

凋落之應用 

108/08/01~ 
109/07/31 

$1,300,000 

楊長賢 科技部 超越 P code -全面及完整分

析探討控制蘭花花被形成

之機制(3/5) 

108/08/01~ 
109/07/31 

$5,000,000 

楊長賢 教育部 108 年度「生醫產業與新農

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之

B 類「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

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推動

總中心計畫-新農業子計畫

中心 

108/02/01~ 
109/01/31 

$2,000,000 

 

楊長賢 科技部 超越 P code -全面及完整分

析探討控制蘭花花被形成

之機制(2/5) 

107/08/01- 
108/07/31  

$5,000,000 

楊長賢 科技部 全面解析 FYF 調控網絡路 107/08/01- $1,300,000 



徑基因及其於花朵老化與

凋落之應用 
108/07/31  

楊長賢 教育部 第 21 屆國家講座獎助經費

(楊長賢)( 107RA013)  
108/02/01~ 
110/01/31 

$1,000,000 

曾志正 教育部 泰國籍博士生 Chutima 
Tanapichatsakul 亞太經濟

合作(APEC)獎學金 

108/03/25~ 
109/09/24 

$166,500 

 

曾志正 科技部 台灣茶製程技術產學聯盟- 
II(2/3) 

108/02/01~ 
109/01/31 

$2,200,000 

 
曾志正 科技部 自各式茶種、保健食材及草

藥篩選具有仿效飢餓素潛

力的養生成分 

108/08/01~ 
109/07/3 

$1,190,000 

曾志正 對外服務 台灣茶製程技術產學聯盟 108/01/01~ 
109/12/31 

$170,000 

曾志正 其他公司 台灣茶製程技術產學聯盟 107/01/01- 
107/12/31 

$100,000 

曾志正 科技部 台灣熷烏龍茶保健食品開

發計畫 
107/07/07 
108/07/06 

$360,000 

曾志正 科技部 人造油體技術應用於檢驗

茶湯與紅酒之相對澀度 
108/08/01- 
109/07/31 

$900,000 

曾志正 科技部 台灣茶製程技術產學聯盟- 
II(1/3) 

107/02/01- 
108/01/31 

$2,720,000 

曾志正 科技部 台灣熷烏龍茶保健食品開

發計畫 
107/07/07- 
108/07/06 

$360,000 

孟孟孝 科技部 以代謝工程手段建構以固

醇為原料生產雄烯二酮、睪

固酮、與雌激素的馬紅球

USA18 菌株(106B1149-3) 

108/08/01~ 
109/07/3 

$1,211,000 

 

孟孟孝 科技部 增殖細胞核抗原與植物

RNA 病毒複製效率之相關

性研究 

108/08/01~ 
109/07/3 

$1,458,000 

孟孟孝 科技部 以代謝工程手段建構以固

醇為原料生產雄烯二酮、睪

固酮、與雌激素的馬紅球

USA18 菌株 

107/08/01- 
108/07/31 

$1,310,000 

孟孟孝 科技部 增殖細胞核抗原與植物 107/08/01- $1,478,000 



RNA 病毒複製效率之相關

性研究 
108/07/31 

蔡慶修 科技部 竹嵌紋病毒在寄主植物體

內複製的分子機制-竹嵌紋

病毒在葉綠體內的複製機

制(1/3) 

107/08/01- 
108/07/31  

$1,250,000 

蔡慶修 教育部 108 年度「生醫產業與新農

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之

B 類「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

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108/02/01~ 
109/01/31 

$2,500,000 

蔡慶修 科技部 竹嵌紋病毒在寄主植物體

內複製的分子機制-竹嵌紋

病毒在葉綠體內的複製機

制(2/3) 

108/08/01~ 
109/07/31 

$1,250,000 

蔡慶修 科技部 生物大分子以非傳統方式

進入葉綠體機制的研究 
108/08/01~ 
109/07/31 

$1,610,000 

 
蔡慶修 對外服務 細胞螢光影像追蹤系統 108/06/13~ 

108/12/31 
$200,000 

蔡慶修 科技部 生物大分子以非傳統方式

進入葉綠體機制的研究 
107/08/01- 
108/07/31  

$1,610,000 

王敏盈 科技部 矽藻多醣與褐藻黃素生產

及純化平台之建立 
108/08/01~ 
109/07/31 

$1,078,000 

王敏盈 私人公司 利用半連續式法培養矽藻

以生產褐藻醣膠與褐藻黃

素及其高值化之研究（1/2） 

107/12/01~ 
108/11/30 

$100,000 

 

王敏盈 科技部 利用半連續式法培養矽藻

以生產褐藻醣膠與褐藻黃

素及其高值化之研究(1/2) 

107/12/01- 
108/11/30  

$1,974,000 

王敏盈 科技部 利用反轉遺傳技術生產可

於細胞中培養之傳染性華

氏囊病本土強毒株以開發

新型減毒疫苗 

107/08/01- 
108/07/31  

$991,000 

胡仲祺 科技部 特定雙生病毒 C4 蛋白藉由

不同微核醣核酸

(microRNA)差異性表現而

誘發相反趨性捲葉病徵之

108/08/01~ 
109/07/31 

$1,190,000 



可能機制探討及應用 
胡仲祺 科技部 不同雙生病毒 C4 蛋白調控

植物捲葉病徵趨性之機制

探討與應用 

107/08/01- 
108/07/31  

$900,000 

呂維茗 科技部 彩虹草之腺體分析與外泌

蛋白表達應用(108B1309) 
108/08/01~ 
109/07/31 

$900,000 

 
(二) 107 年 08 月至 108 年 01 月份學者專家演講一覽表 

演 講 人 
日 期 地 點 演 講 題 目 

姓名 職稱(服務單位) 

Dr. Andrea 
Rosanoff 

2008-2017，

Director of 

Research and  

Science Education 

Outreach 

107.12.0
5 

食品暨生物

科技大樓

115 教室 

Global human Mg nutrition  

- need and supply. 

Dr. Jeanmarie 
Verchot 

Professor and 

Center Director   

Texas A&M 

Agrilife Dallas 

Center 

108.03.1
1 

食品暨生物

科技大樓

110 演講廳 

How the ER aspires to  

suppress the spread of  

potyviruses and potexviruses 

陳奕霖  博士 中研院分生所

博士後研究員

(2013-迄今) 

108.05.2
1 

食品暨生物

科技大樓

115 教室 

Tic236 links The Chloroplast  
Outer and Inner Membrane  
Translocons 

吳健誠  博士 Dean of R&D 
(Chief 
Scientist), 
 [益福生醫] 

108.05.2
3 

食品暨生物

科技大樓

115 教室 

The Microbiome-Gut-Brain  
Axis and Psychobiotic 
Development 
菌腦腸軸線與精神益生菌

的開發 
余靈珊  博士 Postdoc. in 

Centre of 
Bio-inspired 
Technology,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108.05.2
8 

食品暨生物

科技大樓

115 教室 

生物晶片:攜帶式病原體檢

測 
與追蹤系統 
Lab-on-Chip: A Mobile 
Diagnostic  
System for Rapid Detection 
and  
Tracking of Pathogens 



林哲生  博士 Max Planck 
Institute (MPI) 
for Terrestrial  
Microbiology, 
Germany 

108.06.0
4 

食品暨生物

科技大樓

115 教室 

Microbial warfare for a 
better 
life: Host colonization and  
competitive survival of 
tumor- 
-inducing plant pathogens 

陳韻竹  博士 Postdoctoral 
Scholar(2016- )
Bacterial-Plant 
Interac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108.06.1
3 

食品暨生物

科技大樓

115 教室 

New Insights to Chemical  
Biology Required for Plant  
Defense Priming 

陳  薇  博士 Principal 
scientist from 
R&D of 
Pfizer 

108.08.2
6 

食品暨生物

科技大樓

115 教室 

The development of 
bispecific T cell-engaging 
antibodies 

 
(三)研究生專題課程演講：108 年 02 月至 108 年 08 月份有博士生 9 人(博一至博

三)，碩士生 50 人，共計 59 人次。 
 
(四)師資  

專兼任 
職稱 專 任 小 計 兼 任 小 計 備 註 

教授 

徐堯煇 
蔡慶修 
黃秀珍 
楊長賢 
孟孟孝 
曾志正 
王敏盈 
胡仲祺 

8  8 具有博士學位之專任教師有 9 位 
具有博士學位之兼任教師有 0 位 
 

副教授 呂維茗 1  
 
1 

助理教授  0  
 
0 

講師 ○○○ 
○○○ 0 ○○○ 

○○○ 
 
0 

助教 陳麗玲 1  1 

合計：專任教師 9 人、兼任教師 0 人，助教 1 人共 10 人。 

 



(五)學生人數(不含國際研究生) 

人數 
年級 

大 學 部 研 究 所 

男 女 合計 
碩士班 博士班 

合計 
男 女 男 女 

一    11 13 3 1 28 
二    15 7 1 2 25 
三    2 1 2 0 5 
四      4 1 5 
五      2 1 3 
六      4 0 4 
七      1 0 1 

合 計    28 21 17 5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