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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大學校院申請增設、調整(更名、分組)特殊項目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2 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

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申請學校 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分組） 

 

 

班別 

 

▓博士班 

涉醫事及師資培相關系所 

□學士班、□碩士班 

申請案名 1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 

英文名稱 :College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al Ph D program                                               
□全英語授課 

 曾申請之學年度：□106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4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

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理學博士 

所屬學類 420325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系所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105學年度)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生物科技學系 87 249 102 67 418 

研究所 
生物資訊及系統

生物研究所 
93 - 39 39 78 

研究所 
分子醫學及生物

工程研究所 
94 - 54 21 75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至 106年 11月 30日止國內尚未成立類似的博士班。 

招生管道 107 年度正式對外招生（含甄試入學、考試入學、逕博） 

招生名額來源

及擬招生名額 

 

※6名(由本校生物科技學院之各系所招生名額進行內部調整)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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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請告知公開管道，如網址或網頁等，公開資訊須含該系所就業(服務領

域、進修、服役、準備考試、參加職訓等人數資料，若未填列本部則不予受

理審查）http://www.life.nctu.edu.tw/ 

 

 

 填表人資料 

 

服務單位及職稱 
生物科技學院/

院長 
姓名 鐘育志 

電話 
03-5712121 

#56900 
傳真 03-5729288 

Email yjjong@gap.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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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表按申請設立之單位（如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班別共計分為 2類表，請擇

一適當表格填寫，例如以學系或研究所申請設立博士班者，請填寫「表 1學系或研究所申請設

立博士班自我檢核表」，並依各該規定檢視填列，其餘表格請逕刪除，勿重複填寫，如屬調整

案者（包括整併、更名、停招、裁撤等）免填。 

 

表 2  學院申設博士班/申設博士學位學程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生物科技學系、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分子醫學與生物

工程研究所 

（凡參加支援之各系所均需填列並符合下列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結構及學術條件之規定，始得計列

為支援系所）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以學院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

定：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授權自辦系所外部

評鑑學校之校務評鑑及非授權自辦系所外部

評鑑之系所評鑑結果為通過。（不含第一次評

鑑結果為待觀察，經追蹤評鑑後為通過之結

果） 

▓生物科技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2015  

年評鑑結果為 優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博士班   

2015年評鑑結果為 優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2015年評鑑結果為 優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申設博士學位學程，應符合之規

定： 

 

支援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

授權自辦系所外部評鑑學校之校務評鑑及非

授權自辦系所外部評鑑之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不含第一次評鑑結果為待觀察，經追蹤評

鑑後為通過之結果） 

□ ○○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年評鑑結

果為   

□ ○○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年評鑑結

果為   
. . .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設立年限 ▓以學院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碩士班達 3年以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碩士班達

3年以上。】 

▓生物科技學系(研究所)博

士班於 87 學年度設

立，至 105年 9月止已

成立 18 年。 

核定公文：87 年 2 月

17 日 

台高（一）字 87015141 

號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

所博士班於 94 學年度

設立，至 105年 9月止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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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立 11 年。 

核定公文：91 年 10 月 

31 日 

台（九一）高（一）字

第 91161432 號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

所碩士班於 91 學年度

設立，至 105年 9月止

已成立 14 年。 

核定公文：90 年 2 月 

22 日 

台（九 O）高（一）字第

90022768 號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研究

所博士班於 93 學年度

設立，至 105年 9月止

已成立  12 年。 

核定公文：91 年 10 月 

31 日 

台（九一）高（一）字

第 91161432 號 

▓生物醫學所與生化工程研

究所於 98 學年度合

併。 

核定公文：97 年 6 月 

16 日 

台高（一）字第

0970104762A 號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於 

95 學年度設立，至 105

年 9月止已成立  10 

年。 

核定公文：94 年 9 月 

23 日 

台高（一）字第

0940129121 號 

▓生化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於 

90 學年度設立，至 105

年 9月止已成立  15 

年。 

核定公文：9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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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 

台（九 O）高（一）字第

90007122 號 

□申設博士學位學程，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關博

士班達 3年以上。【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

已設立博士班達 3年以上】 

但支援系所均符合總量標準附表四所定學術

條件（如下）者，不在此限。 

□○○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於___學年度設立，至

105年 9月止已成立___

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字第       號 

: 

□支援系所均符合學術條

件：支援系所：      

學系（所）、      學系

（所） 

□ 符合 

□ 不符 

師資結構

(並請詳

列於基本

資料表

3、4) 

▓以學院申設博士班，應符合之規

定： 

□ 院實聘專任師資有 11人以上，其中

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且 4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 專任師資未達 11人以上者，得計列

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其專任師資應

達 15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

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上具

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實聘專任教師_0__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二、支援專任教師 41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41 位 

2.副教授以上 27 位 
三、實聘及支援專任教師合

計 41位。 

 

▓ 符合 

□ 不符 

 

□申設博士學位學程，應符合之規定： 
 

一、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博士班之師資

結構規定。（學系支援者，該學系實聘專

任教師 11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授

資格；研究所支援者，該所實聘專任師資

應有 5 人以上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其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二、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任師資應

有 15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

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學系(研究所)實聘專

任教師___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2.○○學系(研究所)實聘專

任教師___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 . . 

二、實際支援學程之專任師資

共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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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條

件 2 

（請擇一

勾選檢

核，並

填寫表

5） 

 

 

▓理學(含生命科學類、農業科學類)、工

學、電資、醫學領域：近五年

（100.12.1-105.11.30）該院、系、所及

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
3
平均每人發表

4
於

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

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合計

十篇（件）以上，且其中至少應有五篇發

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國際學術

期刊論文（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

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1. 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

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或核准通過專利

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

授權件數合計 8.048 篇

（件）/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等國際學術期刊論

文_7.609__篇/人。 

▓ 符合 

□ 不符 

□ 人文領域：近五年（100.12.1-

105.11.30）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

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

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五篇以

上，且其中應有三篇以上發表於國科

會學門排序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

具公信力之資料庫之學術期刊（通訊

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

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
5

經專業審查
6
之專書論著一本以上。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

或專書論文合計      篇/人。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

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之學術期刊等國際學術

期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

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

著__本/人。 

 

學術條件 

（請擇一

勾選檢

核，並填

寫表 5） 

□ 教育(含運動科學類)、社會(含傳播

類)及管理領域：近五年（100.12.1-

105.11.30）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

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

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六篇以上，且其中

應有三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

之一、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

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

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專業審查之

專書論著二本以上。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

合計___篇/人。 

2. 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

二級期刊或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之學術期刊等國際學術

期刊論文___篇/人；或出版經

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

著__本/人。 

 

2 所提學術條件應與申請案件之主領域相符。 
3 專任教師係指現任實聘仍在職者。 
4 發表係指經學術期刊已刊登者。 
5 出版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訊。 
6
 專業審查係指著作經出版發行單位或期刊刊登單位所定之專業外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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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領域：近五年（100.12.1-

105.11.30）該院、系、所及學位學程

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審查機制

之學術期刊論文五篇以上（包括具有

審查機制之學術專書論文），且其中應

有二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

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

位作者不予計入）或出版具有審查機

制之專書論著一本以上。 

1. 近 5 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

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

或專書論文合計        篇/

人。 

2. 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

庫等學術期刊論文___篇/人；

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

之專書論著__本/人。 

 

□以展演為主之藝術領(含設計類)域：近五

年（100.12.1-105.11.30）該院、系、所

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

場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

術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五項以上，且

其中展演場次二場以上應為個人性展演，

或其中應有二篇以上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

力之資料庫等學術期刊論文（通訊作者、

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

者不予計入）。 

近 5年專任教師平均每人參與

公開場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

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或

專書論文合計   項/人，其中

展演場次   場/人，為個人性

展演，或其中   篇/人，發表

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等

學術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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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1-4）

107學年度國立交通大學(學院)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表1：105學年度教師人數資料表(分甲、乙二表)
注意事項： 1.甲表資料不含藝術及設計類系所專、兼任師資，如有藝術及設計類系所之專、兼任師資料請另填乙表。

2.計算生師比之公式係將甲、乙二表之師資資料合計計算。

3.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甲表（無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僅需填列甲表）

a:教授
b:副教

授

c:助理

教授
d:講師

105學年度 391 172 131 14 708 5 713 235 58.75 237.6666667 800.25 20.11921275 18.15557638 7.730715288

乙表(設有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應同時填列甲、乙兩表)

a:教授
b:副教

授

c:助理

教授
d:講師

105學年度 6 10 3 0 19 41 10.25 9.5 28.5

表2： 105學年度學生人數資料表

注意事項：

3.技專校院配合政府政策開設之特殊專班學生數，不列入計算。

4.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M：專

科部學

生總數

N：大

學部學

生總數

O：碩

士班學

生總數

P：博

士班學

生數總

計

R：專科

部學生總

數（進修

部二年

制、在職

專班）

S：大學部學

生總數（進修

學士班、進修

部二年制學

系、二年制在

職專班等）

T：碩士在

職專班學

生總數

G：計算生師比之

師資數(如F大於E

則G為C+E+L，如F

小於E則G為

C+F+L)(另L之計算

，參見乙表)

全校生師比

進修學制學生總

數U=R+S+T

日間、進修

學制學生總

數=Q+U

全校日間、進

修學制碩士

班、博士班學

生總數(O+P+T)

，本欄作為計

算研究生生師

比之學生數

1.計算105學年度學生數，請以105年10月15日實際註冊具正式學籍實際在學學生數計（不包括休學生、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之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延

畢生人數請於下一行填列）， 碩、博士生已設公式自動加權，請勿自行加權。

進修學制學生數日間學制學生數
碩、博士生加

權後日間學制

學生總數(碩士

生加權二倍，

博士生加權三

倍，本欄作為

計算日間部生

師比之學生數)

V：
碩、博士生加權後

日夜間學制學生總

數(碩士生加權二倍

，博士生加權三倍

，本欄作為計算全

校生師比之學生數)

2.境外學生數（含外國學生、僑生、香港澳門地區學生、大陸地區學生）之計算方式，於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以內，不予列計為學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

之十者，則予計列。

研究生生師比(全

校日間、進修學制

碩士班、博士班學

生數除以全校專任

助理教授級以上師

資數總和)

師資

學年度

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

技術人員)

A：專任師資

小計

=a+b+c+d(教

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

師)

B：軍訓

教官及擔

任軍訓課

程之護理

教師數

C：合計=A+B
D：兼任師

資數

E=D/4(即兼任師

資可折算專任師

資數)

F=C/3(即專任

師資數的三分

之一)

日間部生師

比

基本資料表：全校教師數及學生數，以105年10月15日資料為計算基準

I:藝術及

設計類兼

任師資數

日間學制學

生總數
Q=M+N+O+

P

J=I/4(即藝術及

設計類兼任師

資可折算專任

師資數)

師資

學年度

藝術及設計類專任師資(含相當等

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K=H/2(即藝

術及設計類

專任師資數

的二分之一)

H：藝術及設

計類專任師資

小計
=a+b+c+d

L：藝術及設計類

系所計算生師比之

師資數(如K大於J

則L為H+J，如K小

於J則L為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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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專

科部學

生總數

N：大

學部學

生總數

O：碩

士班學

生總數

P：博

士班學

生數總

計

R：專科

部學生總

數（進修

部二年

制、在職

專班）

S：大學部學

生總數（進修

學士班、進修

部二年制學

系、二年制在

職專班等）

T：碩士在

職專班學

生總數

105學年度

在學生數
4880 3681 693 9254 969 969 10223 15871.4 14321 5343

延畢生人數 60 111 37 208 21 21 229 229 208 169

一般大學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2.設立或改制滿十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W=V〈105學年度在學生數+延畢生人數〉÷全校應有生師比〈總量標準附表1之規定〉

3.設立或改制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W=596.311111

1.設立或改名滿五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2.設立或改名滿十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3.設立或改名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1.設立或改制滿五年，應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進修學制學生總

數U=R+S+T

日間、進修

學制學生總

數=Q+U

全校日間、進

修學制碩士

班、博士班學

生總數(O+P+T)

，本欄作為計

算研究生生師

比之學生數

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W)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進修學制學生數日間學制學生數
碩、博士生加

權後日間學制

學生總數(碩士

生加權二倍，

博士生加權三

倍，本欄作為

計算日間部生

師比之學生數)

V：
碩、博士生加權後

日夜間學制學生總

數(碩士生加權二倍

，博士生加權三倍

，本欄作為計算全

校生師比之學生數)

1.195684579〔甲表(a+b+c)+乙表(a+b+c)〕÷W×100%＝

1.一般大學、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應低於27。

2.專科學校應低於35。

※ 總量標準附表2：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 總量標準附表1：全校生師比值：

日間學制學

生總數
Q=M+N+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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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表
表3：現有專任師資(註1)名冊表
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現有專任師資 0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0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0員；兼任師資 0員。

序號 專任/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

授、講師)

○○○
○○大學

○○博士

請註明為○○系(所)

主聘或從聘

2

:

: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生物科技學系，現有專任師資25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13員，助理教授以上者12員；兼任師資0員。

序號 專任/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專任 教授 鐘育志

日本東京女子

醫科大學小兒

神經學博士

小兒科學、小兒神經

學、早期療育、神經

肌肉學、分子生物學

新世代定序及

其臨床醫學轉

譯應用.博士班

書報討論（C）

醫學士博士組.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2 專任 教授 吳妍華

美國田納西大

學生物化學研

究所博士

生化、分子生物及細

胞生物學，分子病毒

學，癌瘤學

博士班書報討

論（C）醫學士

博士組.專題演

講A-生科組.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3 專任 教授 黃憲達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博士

生物資訊、系統生物

學、比較基因體學

生物資訊應用.

計算生物概論.

生物知識探索.

生物序列分析

與高通量技術.

進階基因體學

生物資訊應用.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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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任/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4 專任 教授 吳東昆

約翰霍浦金斯

大學生物物理

研究所博士

生物有機化學,蛋白質

工程,分子生物

生物化學.生物

有機實驗技術.

生物化學（

二）.生物化學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5 專任 教授 彭慧玲
紐約大學生物

學系博士

微生物致病、基因調

控機制

微生物學.細菌

基因體特論.細

菌致病機制.微

生物遺傳實驗.

細菌致病機制.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6 專任 教授 楊騰芳

英國格拉斯哥

大學medical

cardiology博

士

心臟電氣學及心血管

生物資訊學

基礎醫學科學.

基礎心臟電氣

學.中階心臟電

氣學.進階心臟

電氣學.臨床試

驗及證據醫學

心臟電氣學特

論.臨床試驗與

證據醫學.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7 專任 教授 林志生
國立中興大學

畜產學系博士

生物醫學,生物感測,

生質能源

人體生理學.生

物科技之專利

趨勢分析.生理

生物科技專利

趨勢分析.人體

生理學.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8 專任 教授 張家靖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學系

博士

奈米生物科技,分子生

物物理,計算生物物理

高等生物物理

技術.高等生化

與分生.蛋白質

物理生化學.高

等生物工程.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9 專任 教授 曾慶平

新澤西州立羅

格斯大學微生

物學系博士

應用微生物與酵素、

幹細胞與生藥合成、

生物能源與環境

分子生物學.微

生物生理及遺

傳實驗.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10 專任 教授 楊裕雄

威斯康辛大學

生物化學研究

所博士

分子酵素學、結構生

物資訊、蛋白質工

程、生物電子

酵素及蛋白質

純化實驗.生物

化學（二）.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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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任/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1 專任 副教授 林苕吟
普渡大學化學

系博士

微生物與分子生物學,

酵素與抑制劑,病毒學

普通生物學.高

等生化與分生.

分析化學.普通

生物學實驗A.

物理生化學實

驗.高等物理生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12 專任 副教授 曲在雯

國立成功大學

基礎醫學所博

士

神經可塑性、耳鳴產

生的病理與生理機

轉、語音編碼、認知

神經科學、醫學訊號

處理

電腦在生醫之

應用.人體生理

學.神經科學.

普通生物學（

二）B.神經生

物學(二).生理

學(一).生理學

(二).生物化學

電腦在生醫之

應用.人體生理

學.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13 專任 助理教授 梁美智

美國波士頓大

學生物學系博

士

癌症的研究與治療，

抗癌藥物的篩選

細胞生物學

(一).醫藥與生

物技術產業特

論.腫瘤生物

學.普通生物

學.奈米與生涯

規劃.細胞生物

腫瘤生物學.醫

藥與生物技術

產業特論.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14 專任 助理教授 羅惟正

國立清華大學

生物資訊與結

構生物研究所

博士

計算生物學、結構生

物學、基因體學、生

物工程

分散運算式網

頁伺服器設計.

程式語言C.生

物資料庫理論

與實作.生物資

訊程式設計.高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15 專任 助理教授 高雅婷

美國俄亥俄州

立大學化學系

博士

生物物理化學,生物巨

分子動態學

光學生物影像

技術.光電生物

物理技術.物理

化學(一).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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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任/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6 專任 助理教授 王志宏

美國北卡羅來

納大學教堂山

分校Molecular

and Cellular

Pathology博士

分子代謝醫學，代謝

體學，心血管疾病及

基因轉殖

轉譯醫學-人類

疾病動物模式.

分子生物學

(一).病理學概

論.轉譯醫學:

病理學.腫瘤生

高等分子醫學.

轉譯醫學：病

理學.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17 專任 助理教授 高智飛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化學研究

所博士

神經發育學,神經幹細

胞,果蠅遺傳學,生物

化學

生物化學(二).

分子生物學

(一).神經生物

學(二).神經科

學論文專論.果

蠅遺傳實驗實

習.神經科學.

果蠅神經科學.

生物化學與分

神經科學.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18 專任 助理教授 莊碧簪

劍橋大學生物

化學研究所博

士

細胞生理學、老年醫

學

細胞生物學

(二).神經生物

學(二).神經科

學專論(一)

神經科學.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19 專任 助理教授 邱光裕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化學研究

所博士

MicroRNAs

普通生物學（

二）.脂質代謝

與疾病.癌症幹

細胞與標靶治

療.微小核糖核

酸.腫瘤生物

學.細胞生物學

生技關鍵技術

與法規概述.癌

症幹細胞與標

靶治療.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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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任/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20 專任 助理教授 蘭宜錚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生

物醫學工程博

士

生物分子工程、代謝

工程

生物科技概論

(二).生物化學

（二）.生物化

學（二）.基因

重組技術與代

謝工程.代謝工

程應用於再生

基因重組技術

與代謝工程.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21 專任 助理教授 黃植懋
伊利諾大學心

理學系博士

認知神經科學,神經認

知老化,神經可塑性,

腦造影技術,神經電生

理

神經生物學

(二).大腦與認

知科學.神經科

學.認知神經科

學.神經造影方

神經造影方法

與應用.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22 專任 助理教授 李明家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博士

組織光學、分子探

針、掌性材料

圓二色光譜法.

組織光學.化

學.儀器分析

組織光學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23 專任 助理教授 趙啟宏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化學暨分

子生物研究所

博士

癌症生物學

普通生物學（

二）.普通生物

學（二）B.分

子生物學(一).

腫瘤生物學.細

胞生物學(一).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24 專任
副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陳文亮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博士

蛋白質體學、免疫化

學、免疫檢測、抗體

工程

普通生物學實

驗B.普通生物

學實驗二.基因

工程最佳化設

計.合成生物實

驗(二).免疫診

斷技術及應用.

醫學資料分析

醫學資料分析

與臨床應用.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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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任/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25 專任

助理教授級

專案教學人

員

麥如村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化學暨分

子生物研究所

博士

分子病毒學、子生物

學、獸醫學

實驗動物福祉

及基礎技術操

作實習.實驗動

物學概論.實驗

動物疾病學

生物科技學系主聘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所，現有專任師資8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8員，助理教授以上者0員；兼任師資0員。

序號 專任/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專任 教授 黃鎮剛
南加大化學系

博士

結構生物資訊,分子模

擬,系統生物學

生物資訊應用.

結構生物特論.

分子模擬.計算

生物(二).結構

生物論文.數理

結構生物學

生物資訊應用.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

物所主聘

2 專任 教授 何信瑩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博士

智慧型計算、系統最

佳化工程、生物資

訊、計算生物、醫學

資訊

計算生物學-智

慧型計算與應

用.計算生物學

概論.生物影像

概論.生物影像

資訊學.程式語

言B.基因工程

最佳化設計.醫

學資料分析與

生物影像資訊

學.醫學資料分

析與臨床應用.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

物所主聘

3 專任 教授 楊進木

國立台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博士

結構生物資訊、電腦

輔助藥物設計、資料

探勘、醫學資訊

生物資訊應用.

結構生物資訊.

計算生物概論.

智慧型機器學

習與電腦輔助

生物資訊應用.

智慧型機器學

習與電腦輔助

藥物設計.結構

生物資訊.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

物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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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任/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4 專任 教授 朱智瑋

麻省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博士

生物資訊

生科應用數學.

化學.分子模

擬.統計熱力

學.計算生物概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

物所主聘

5 專任 副教授 尤禎祥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博士
計算化學、物理化學

計算化學特論.

量子化學數學.

計算生物學概

論.半經驗與碎

狀分子軌道理

論.計算生物實

驗.計算生物

(二).計算生物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

物所主聘

6 專任 副教授 林勇欣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博士

分子演化、計算基因

體學、結構生物資

訊、譜系學

普通生物學.演

化生物學.遺傳

學.分子演化.

計算生物實驗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

物所主聘

7 專任 副教授 柯立偉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與控制工

程博士

神經工程，計算神經

科學，腦機介面，神

經訊號處理，遠距健

康照護，機械學習和

腦神經工程與

應用.神經工

程.神經反饋於

臨床應用.

腦神經工程與

應用.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

物所主聘

8 專任 副教授 洪瑞鴻

美國波士頓大

學生物資訊博

士

次世代定序分析,雲端

運算,生物資訊演算法

生物資訊專題-

使用C++程式語

言.程式語言A.

雲端生物資訊

演算法理論與

實作.生物序列

分析與高通量

技術.生物資訊

雲端生物資訊

演算法理論與

實作.

生物資訊及系統生

物所主聘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分子醫學與生物工程所，現有專任師資8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6員，助理教授以上者2員；兼任師資0員。

序號 專任/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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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任/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1 專任 教授 王雲銘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系博士

生物無機之研究,磁振

造影對比劑之開發與

研究

磁振造影及其

對比劑.對比劑

與分子影像學.

分析化學.磁振

造影學實驗.化

磁振造影及其

對比劑.對比劑

與分子影像學.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

程所主聘

2 專任 教授 趙瑞益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所博

士

抗癌標靶、抗癌藥

物、抗癌奈米

細胞生物學.分

子與細胞毒理

學.分子抗癌特

論.細胞生物學

分子與細胞毒

理學.分子抗癌

特論.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

程所主聘

3 專任 教授 廖光文

國防醫學院生

命科學學系博

士

抗體之製作,蛋白質工

程,免疫學,基因治療

分子生物學.腫

瘤生物學.免疫

學.腫瘤免疫實

驗技術.普通生

物學（二）.

生技產業創業

規劃.免疫學.

腫瘤免疫實驗

技術.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

程所主聘

4 專任 教授 楊昀良
印地安那大學

生物學系博士

病毒及真菌致病機制,

後基因組學,整合生物

學

分子生物學.遺

傳學.病毒學.

分子真菌學.普

通生物學（

病毒學.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

程所主聘

5 專任 教授 袁俊傑

愛荷華州立大

學生物化學研

究所博士

分子與細胞生物,訊息

傳遞,生物電子,奈米

生物

生物晶片技術.

生物晶片實作.

高等生物工程.

細胞生物學實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

程所主聘

6 專任 副教授 黃兆祺

康乃爾大學

molecular

Bio&Genetics

博士

神經生物,細胞生物,

細胞骨架,功能性蛋白

質體

分子生物學.遺

傳學.細胞骨

架.高等生化與

分生.高等分子

醫學.顯微鏡在

細胞學之應用.

神經科學.細胞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

程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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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任/兼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2)
擬於本申請案

開授之課程
備註

7 專任 助理教授 鄒協成

美國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醫學

院細胞分子醫

學系博士

免疫學、自體免疫疾

病、細胞分子醫學

免疫學.分子生

物學(一).生理

學(二).組織

學.腫瘤生物

生技關鍵技術

與法規概述.免

疫學.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

程所主聘

8 專任 助理教授 蕭育源

國立清華大學

生物資訊與結

構生物研究所

博士

結構生物學、分子生

物學與大分子晶體學

生物化學(二).

分子生物學

(一).核酸結合

蛋白特論.蛋白

質表達、純

化、結晶與結

分子醫學與生物工

程所主聘

註1：實際在申請案所屬系所開課之教師

註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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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表5）

申請博士班/博士學位學程學術條件自我檢核表
表5-1：理學、工學、電資、醫學領域

校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

一、列計原則

1. 得列計之期間：100年12月1日~105年11月30日。

2. 論文作者：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第二作者予以計入，第三位作者不予計入。

3. 同一論文、產學合作成果，若為一位以上教師共同著作或完成者，僅列計一次。

二、專任教師：　41　名（※專任教師總數應與表3相符）

1. 論文篇數(含產學合作成果)：合計 　330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　8.048　篇

2. 其中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之資料庫論文計　312　篇，每人平均(總篇數/專任教師數)：　7.609　篇

※ 期刊論文

序號
發表日期

(年/月/日)
作者 教師職稱 期刊∕論文名稱

發表之期刊名稱∕

期數
審查單位

資料庫名稱

(SSCI、SCI、EI

…等)

是否發表於

具公信力之

資料庫

作者順位

(通訊、第

一、第二)

1 2016/10/20 鐘育志 教授

Identification of KLHL40 Mutations by

Targete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Facilitated a Prenatal Diagnosis in a

Family with 3 Consecutive Affected

Fetuses with Fetal Akinesia Deformation

Prenat Diagn/2016
Prenatal

Diagnosis
SCI ■是□否 通訊

2 2016/4/28 鐘育志 教授

Selective neuromuscular denervation in

Taiwanese severe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mouse can be reversed by

morpholino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s

PLoS One/2016, 11(4)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3 2016/3/15 鐘育志 教授
Probable high prevalence of limb-girdle

muscular dystrophy type 2D in Taiwan
J Neurol Sci/2016;362

Journal of the

Neurological

Sciences

SCI ■是□否 通訊

4 2015/8/13 鐘育志 教授

Expanding genotype/phenotype of

neuromuscular diseases by

comprehensive target capture/NGS

Neurol

Genet/2015;1(2)

Neurology

Genetics
無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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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4/8/1 鐘育志 教授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acute

neuromuscular respiratory failure: A

microbiologic perspective

Pediatr

Pulmonol/2014,

49(8)

Pediatric

Pulmo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6 2014/12/1 鐘育志 教授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outcome

measures of in-hospital and at-home

visits in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for spinal

J Child

Neurol/2014;29(12)

Journal of Child

Neurology
SCI ■是□否 通訊

7 2014/10/1 鐘育志 教授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combined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and

mechanical in-exsufflation

Pediatr

Pulmonol/2014,

49(10)

Pediatr

Pulmo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8 2014/6/1 鐘育志 教授

Combined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and

mechanical in-exsufflator in the

treatment of pediatric acute

neuromuscular respiratory failure

Pediatric

Pulmonol/2014,

49(6)

Pediatr

Pulmo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9 2014/2/15 鐘育志 教授

Clinica Chimica Acta / Development of a

feasible assay for the detection of GAA

mutations in patients with Pompe

Clin Chim

Acta/2014;429

Clinica Chimica

Acta
SCI ■是□否 通訊

10 2013/8/1 鐘育志 教授
Limb-girdle muscular dystrophy type 2I is

not rare in Taiwan

Neuromuscul Disord

/2013;23(8)

Neuromuscular

Disorders
SCI ■是□否 通訊

11 2016/6/27 吳妍華 講座教授

DDX3 represses stemness by

epigenetically modulating tumor-

suppressive miRNAs in hepatocellular

Scientific Reports/6 Sci. Rep. SCI ■是□否 通訊

12 2012/6 曾慶平 教授
Regulatory role of cAMP receptor protein

over Escherichia coli fumarase genes

Journal of

Microbiology/50(3)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SCI ■是□否 通訊

13 2016/3/22 吳妍華 講座教授

Phosphorylation-mediated interaction of

HCV NS5A and the cellular YB-1 controls

HCV propagation and the early stage of

viral RNA replication.

Abdomen/3 Abdomen SCI ■是□否 通訊

14 2015/11 吳妍華 講座教授

YB-1 stabilizes hepatitis C virus NS5A via

phosphorylation-mediated interaction

with NS5A to regulate viral propagation.

Journal of Virology/

89(22)
J. Virol. SCI ■是□否 通訊

15 2014/9/25 吳妍華 講座教授
Human DExD/H RNA helicases: Emerging

roles in stress survival regulation.
Clin Chim Acta/436  Clin Chim Acta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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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4/10/23 吳妍華 講座教授

YB-1 disrupts mismatch repair complex

formation, interferes with MutSα

recruitment on mismatch and inhibits

mismatch repair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PCNA.

Oncogene/33(43) Oncogene SCI ■是□否 通訊

17 2012/1/1 吳妍華 講座教授

Critical roles of RNA helicase DDX3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eIF4E/PABP1 in

stress granule assembly and stress

Biochem. J./441(1) Biochem. J. SCI ■是□否 通訊

18 2016/2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Genetic alterations in endometrial cancer

by targe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Exp Mol Pathol/100 Exp Mol Pathol SCI █是□否 第二

19 2016/1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CircNet: a database of circular RNAs

derived from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Nucleic Acids Res/44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通訊

20 2016/1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dbPTM 2016: 10-year anniversary of a

resource for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of proteins

Nucleic Acids Res/44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通訊

21 2016/1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miRTarBase 2016: updates to the

experimentally validated miRNA-target

interactions database

Nucleic Acids Res/44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通訊

22 2016/1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based

annotation and homologous evidence

based scaffolding of Anguilla japonica

BMC

Genomics/17(Suppl

1)

BMC Genomics SCI █是□否 通訊

23 2015/1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MethHC: a database of DNA methyl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in human cancer.
Nucleic Acids Res/43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通訊

24 2014/7/9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TF-

miRNA Relations Based on Coexpression

Profiles.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Volume

2014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CI █是□否 通訊

25 2014/8/14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ut flora and obesity through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and

bioinformatics approaches.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Volume

2014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CI █是□否 通訊

26 2014/10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semen from

men of infertile couples: metagenomic

sequencing reveals relationships of

seminal microbiota to semen quality.

PLoS One/2014, 9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27 2014/8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icro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studies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Cancer Medicine/3 Cancer Medicine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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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4/6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lncRNAMap: a map of putative regulatory

functions in the long non-coding

transcriptome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Chemistry/Volume 50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Chemistry

SCI █是□否 通訊/第二

29 2014/4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Investigating microRNA-target

interaction-supported tissues in human

cancer tissues based on miRNA and

target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PLoS One/2014,9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30 2014/4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The effects of actin cytoskeleton

perturbation on keratin intermediate

filament formation in mesenchymal

stem/stromal cells

Biomaterials/35 Biomaterials SCI █是□否 第二

31 2014/1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miRTarBase update 2014: an information

resource for experimentally validated

miRNA-target interactions

Nucleic Acids

Research/42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通訊

32 2014/1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Clinical detection of human probiotics

and human pathogenic bacteria by using

a novel high-throughput platform based

on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Journal of Clinical

Bioinformatics/4

Journal of

Clinical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33 2013/7/21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A computational approach for identifying

microRNA-target interactions using high-

throughput CLIP and PAR-CLIP

BMC

Genomics/14(Suppl

1)

BMC Genomics SCI █是□否 通訊

34 2013/7/21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An enhanced computational platform for

investigating the roles of regulatory RNA

and for identifying functional RNA motifs

BMC

Bioinformatics/14(Su

ppl 2)

BMC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35 2013/6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COL11A1 Promotes Tumor Progression,

and Predicts Poor Clinical Outcome in

Ovarian Cancer

Oncogene/33 Oncogene SCI █是□否 通訊

36 2013/4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A new method for post Genome-Wide-

Association-Study (GWAS) analy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Taiwan

Gene/18 Gene SCI █是□否 通訊

37 2013/04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Transcribed pseudogene ψPPM1K

generates endogenous siRNA to suppress

oncogenic cell growth in hepatocellular

Nucleic Acids

Research/41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通訊

38 2013/2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pseudoMap: a novel method and

comprehensive resource for

identification of siRNA-mediated

mechanisms in human transcribed

Database/Vol. 2013 Database SCI █是□否 通訊

第 22 頁



39 2013/1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dbPTM 3.0: an informative resource for

investigating substrate site specificity

and func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tein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Nucleic Acids

Research/41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通訊

40 2013/1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EuLoc: a web-server for accurately

predict protein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in

eukaryotes by incorporating various

features of sequence segments into the

general form of Chou’s PseAAC

Journal of Computer-

Aided Molecular

Design/27

Journal of

Computer-Aided

Molecular

Design

SCI █是□否 通訊

41 2012/8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Let-7b is a novel regulator of hepatitis C

virus replication

Cellular and

Molecular Life

Sciences/69

Cellular and

Molecular Life

Sciences

SCI █是□否 通訊

42 2012/8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MicroRNA-122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liver

homeostasis and hepatocarcinogenesis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122

Journal of

Clinical
SCI █是□否 通訊

43 1905/7/4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Identifying cancer highly-expressed

membrane receptors for targeted drug

deliv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informatic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informatic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SCI █是□否 通訊

44 2012/11 黃憲達
特聘教授兼

副院長

Functional analyses of endometriosis-

related polymorphisms in the estrogen

synthesis and metabolism-related genes

PLoS One/2012, 7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45 2016/9/19 吳東昆 教授

An enzymatic approach to

configurationally rare trans-

androsteronyl-α-glucoside and Its

Chem. Biol. Drug

Des./89

Chem. Biol. Drug

Des.
SCI ▓是□否 通訊

46 2015/5/12 吳東昆 教授

A ruthenium-based biomimetic hydrogen

cluster for efficient photocatalytic

hydrogen generation from formic Acid.

Chem. Eur. J./21, 66 Wiley SCI ▓是□否 通訊

47 2015/5/10 吳東昆 教授

Potential antitumor therapeutic

application of Grimontia hollisae

thermostable direct hemolysin mutants.

Cancer Sci./106 Cancer Sci. SCI ▓是□否 通訊

48 2013/7/7 吳東昆 教授

Protein Engineering of Oxidosqualene-

Lanosterol Cyclase into Triterpene

Monocyclase

Org. Biomol.

Chem./11

Org. Biomol.

Chem
SCI ▓是□否 通訊

第 23 頁



49 2013/3/3 吳東昆 教授

Immunocapture Couples with 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for

Rapid Detection of Type 1 Dengue Virus

J. Chromatogr.

A/1288
J. Chromatogr. A SCI ▓是□否 通訊

50 2013/2/21 吳東昆 教授

The Thermostable Direct Hemolysin from

Grimontia hollisae Causes Acute

Hepatotoxicity In Vitro and In Vivo

PLoS One/2013, 8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51 2013/2/15 吳東昆 教授

Engineering Fungal Nonreducing

Polyketide Synthase by Heterologous

Expression and Domain Swapping

Org. Lett./15 Org. Lett. SCI ▓是□否 通訊

52 2012/11 吳東昆 教授

The Cysteine 703 to Isoleucine or

Histidine Mutation of the Oxidosqualene-

Lanosterol Cyclase from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Generates an Iridal-Type

Biochimie/94 Biochimie SCI ▓是□否 通訊

53 2012/10/19 吳東昆 教授

Protein Engineering of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Oxidosqualene-Lanosterol

Cyclase into Parkeol Synthase

Org. Lett./14 Org. Lett. SCI ▓是□否 通訊

54 2016/9/15 彭慧玲 教授

CRP-cyclic AMP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type 3 fimbriae via cyclic di-GMP in

Klebsiella pneumoniae.

PLoS ONE/2016,

11(9)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55 2015/12 彭慧玲 教授

PecS regulates the urate-responsive

expression of type 1 fimbriae in Klebsiella

pneumoniae CG43.

Microbiology

SGM/161

Microbiology

SGM
SCI ▓是□否 通訊

56 2013/7/23 彭慧玲 教授

YjcC, a c-di-GMP phosphodiesterase

protein, regulates the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and virulence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CG43.

PLoS ONE/2013, 8(7)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57 2013/07 彭慧玲 教授
FimK regula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type 1 fimbriae in Klebsiella pneumoniae 

Microbiology

SGM/159

Microbiology

SGM
SCI ▓是□否 通訊

58 2012/12/13 彭慧玲 教授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Morganella morganii KT 

pathogenicity-related genes

BMC Genomics/13 BMC Genomics SCI ▓是□否 第二

59 2012/04 彭慧玲 教授

Fur dependent MrkHI regula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type 3 fimbriae in Klebsiella

 pneumoniae CG43.

Microbiology

SGM/158

Microbiology

SGM
SCI ▓是□否 通訊

60 2016/0/0 楊騰芳 教授

Use of Perclose ProGlide® Device of

Percutaneous Endovascular Aortic

Aneurysm Repair in a General Hospital

Discov Med/2016,

22(121)
Discov Med SCI ■是□否 通訊

第 24 頁



61 2016/6/30 楊騰芳 教授

Clinical outcomes of infrarenal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s that underwent

endovascular repair in a district general

hospital

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2016;8(7)

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
SCI ■是□否 通訊

62 2016/6/0 楊騰芳 教授

Experience of endovascular repair of

thoracic aortic dissection after blunt

trauma injury in a district general

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2016;8(6)

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
SCI ■是□否 通訊

63 2016/4/0 楊騰芳 教授

Emergency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were associated with a high in-

hospital mortality rate for all patients

with preoperative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 single hospital

HFSP Journal./Vol.

10, No. 4
HFSP Journal. 無 ■是□否 通訊

64 2016/7/0 楊騰芳 教授

Posture and Gender Differentially Affect

Heart Rate Variability of Symptomatic

Mitral Valve Prolapse and Normal Adults

Acta Cardiol

Sinica./2016;32

Acta Cardiol

Sinica.
SCI ■是□否 通訊

65 2014/1/0 楊騰芳 教授

Sitagliptin Modulates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ulmonary

Vein and Atrium

Acta Cardiol

Sinica./January 2014;

Vol. 30

Acta Cardiol

Sinica.
SCI ■是□否 第二

66 2014/7/0 楊騰芳 教授
Effect of Statin Therapy on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Infective Endocarditis

Am J

Cardiol/2014;114
Am J Cardiol SCI ■是□否 第一

67 2016/12/1 林志生 教授

Simultaneous microalgal biomass

production and CO2 fixation by

cultivating Chlorella sp. GD with

aquaculture wastewater and boiler flue

Bioresource

Technology/221

Bioresource

Tech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68 2016/2/12 林志生 教授

Alternative Roles of STAT3 and MAPK

Signaling Pathways in the MMPs

Activation and Progression of Lung Injury

Induced by Cigarette Smoke Exposure in

ACE2 Knockout M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SCI ▓是□否 通訊

69 2016/1/14 林志生 教授
Single-incision laparoscopic surgery for

biliary tract disease.

World Journal

Gastroenterology/22

World Journal

Gastroenterolog
SCI ▓是□否 第二

70 2015/12/28 林志生 教授

Decreases in plasma MMP-2/TIMP-2 and

MMP-9/TIMP-1 ratios in uremic patients

during hemodialysis.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Nephrolog/2015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Nephrolog

SCI ▓是□否 通訊

71 2015/9/4 林志生 教授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2 level in

human follicular fluid is a reliable marker

of human oocyte maturation in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intracytoplasmic sperm

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13:10

2.

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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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015/10/1 林志生 教授

Cultivation of Chlorella sp. GD using

piggery wastewater for biomass and lipid

production.

Bioresource

Technology/194

Bioresource

Tech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73 2015/5/1 林志生 教授

Cultivation of microalgal Chlorella for

biomass and lipid production using

wastewater as nutrient resource.

Bioresource

Technology/184

Bioresource

Tech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74 2015/1/1 林志生 教授

Decrease in plasma cyclophilin a

concentration at 1 month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predicts better left

ventricular performance and

synchronicity at 6 months: A pilot study

in patients with S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SCI ▓是□否 通訊

75 2014/8/6 林志生 教授

Serum iron concentration, but not

hemoglobin, correlates with TIMI risk

score and 6-month left ventricular

performance after primary angioplasty

fo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Plos ONE/2014, 9(8)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76 2014/8/1 林志生 教授

Utilization of carbon dioxide in industrial

flue gas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icroalga

Chlorella sp.

Bioresource

Technology/166

Bioresource

Tech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77 2014/5/7 林志生 教授

Spacer-enhanced chymotrypsin-activated

peptide-functionalized gold nanoparticle

probes: a rapid assay for the diagnosis of

pancreatitis.

RSC Advances/4 RSC Advances SCI ▓是□否 通訊

78 2014/11/15 林志生 教授

Gold nanoparticles conjugates-amplified

aptamer immunosensing screen-printed

carbon electrode strips for thrombin

detection.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61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SCI ▓是□否 通訊

79 2014/4/1 林志生 教授

Single-incision 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with conventional

instruments: an innovative technique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18

Journal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SCI ▓是□否 通訊

80 2013/11/21 林志生 教授

Single-incision vs three-incision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for

complicated and uncomplicated acute

cholecystitis.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19(

43)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

y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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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13/10/3 林志生 教授

Using oxidize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autoantibodies to predict restenosis after

balloon angioplast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Plos ONE/2-13, 8(10)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82 2013/10/3 林志生 教授

Angiotensin II downregulates ACE2-

mediated enhancement of MMP-2

activity in human cardiofibroblasts.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91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SCI ▓是□否 通訊

83 2013/1/12 林志生 教授

Circulating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and -9 enzyme activities in the children

with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9(6)

SCI ▓是□否 通訊

84 2013/1/1 林志生 教授

Estimation and Prediction of Drug

Therapy on The Termination of Atrial

Fibrillation by Autoregressive Model with

Exogenous Inputs.

IEEE JOURNAL OF

BIO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CS/17

IEEE JOURNAL

OF BIO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85 2013/1/1 林志生 教授

Identifying the regulative role of NF-κB

binding sites within promoter region of

human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

(mmp-9) by TNF-α induction.

Applied Bio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169(2)

Applied

Biochemistry

and

Biotech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86 2012/10/17 林志生 教授

ACE/ACE2 ratio and MMP-9 activity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in tuberculous

pleural effu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8(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SCI ▓是□否 通訊

87 2012/7/4 林志生 教授

Detection of gliadin in food using a quartz

crystal microbalance biosensor that

incorporates gold nanoparticle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60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SCI ▓是□否 第二

88 2012/5/1 林志生 教授

A piezoelectic immunosensor for specific

capture and enrichment of viable

pathogens by quartz crystal microbalance

sensor, followed by detection with

antibody-functionalized gold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38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SCI ▓是□否 第二

89 2012/2/15 林志生 教授

Aqueous zymography screening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activity and inhibition

based on colorimetric gold nanoparticles.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32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SCI ▓是□否 通訊

90 2012/5/1 林志生 教授

Ability of a mutant strain of the

microalga Chlorella sp. to capture carbon

dioxide for biogas upgrading.

 Applied Energy/93 Applied Energy SCI ▓是□否 通訊

91 2012/1/1 林志生 教授
A mutant strain of microalga Chlorella sp.

for the carbon dioxide capture from

Biomass &

Bioenergy/36

Biomass &

Bioenergy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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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2016/6/1 張家靖 教授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analysis of

blepharoptosis correction by

transconjunctival incisions.

J. Electromyography

and Kinesiology/28

J.

Electromyograph

y and

SCI ■是□否 通訊

93 2015/9/21 張家靖 教授

Self-Monitoring and Self-Delivery of

Photosensitizer-Doped Nanoparticles for

Highly Effective Combination Cancer

Therapy in Vitro and in Vivo

ACS Nano/9 ACS Nano SCI ■是□否 通訊

94 2014/2/1 張家靖 教授
Programmable redox state of nickel ion

chain in DNA
Nano Letters/14 Nano Letters SCI ■是□否 通訊

95 2014/5/1 張家靖 教授

Single domain antibody against

CEACAM6 inhibit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angiogenesis of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50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SCI ■是□否 通訊

96 2014/2/23 張家靖 教授

Development of growth hormone

conjugated nanodiamond complex for

cancer therapy

ChemMedChem/9 ChemMedChem SCI ■是□否 通訊

97 2014/5/1 張家靖 教授
Thermal stability and folding kinetics

analysis of disordered protein securin.

J. Therm. Anal.

Calori./115

J. Therm. Anal.

Calori.
SCI ■是□否 通訊

98 2013/8/14 張家靖 教授

Synthesis of apolipoprotein B

lipoparticles to deliver

hydrophobic/amphiphilic materials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5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SCI ■是□否 通訊

99 2013/1/19 張家靖 教授

Rapid and highly sensitive detection of

Enterovirus 71 by using nanogold-

enhanced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Nanotechnology/24 Nanotech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100 2011/2/16 張家靖 教授
Ni2+ enhanced charge transport via p-p

stacking corridor in metallic-DNA
Biophysical J./100 Biophysical J. SCI ■是□否 通訊

101 2011/1/17 張家靖 教授

Human Haptoglobin Phenotypes and

Concentration Determination by

Nanogold-enhanced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Nanotechnology/22 Nanotech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102 2016/3/ 曾慶平 教授

Polarity Alteration of Calcium Site

Induces a Hydrophobic Interaction

Network and Enhances Cel9A

Endoglucanase Thermostability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82(6)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SCI ■是□否 通訊

103 2015/2 曾慶平 教授

Inhibitory effect of excessive glucose and

its biochemical pathway on the growth of

Chinese hamster ovary (CHO) cells

Journal of

Carbohydrate

Chemistry/34(1)

Journal of

Carbohydrate

Chemistry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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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2014/6 曾慶平 教授

CRP represses the CRISPR/Cas system in

Escherichia coli: evidence that

endogenous CRISPR spacers impede

phage P1 replication

Molecular

Microbiology/

92(5)

Molecular

Microbiology
SCI ■是□否 通訊

105 2013/11 曾慶平 教授

Large-scale modular biofiltration system

for effective odor removal in a

composting facilit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Health/48(11)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Health

SCI ■是□否 通訊

106 2013/9 曾慶平 教授

Analysis of Microbial Diversity and

Optimal Conditions for Enhanced Biogas

Production from Swine Waste Anaerobic

Digestion

Journal of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5(5)

Journal of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SCI ■是□否 通訊

107 2013/8 曾慶平 教授

Elimination of high concentration

hydrogen sulfide and biogas purification

by chemicalbiological

process

Chemosphere/92 Chemosphere SCI ■是□否 通訊

108 2013/5 曾慶平 教授
Pilot-Scale Chemical-Biological System

for Efficient H2S Removal from Biogas

Bioresource

Technology/

135

Bioresource

Tech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109 2013/2 曾慶平 教授

Modeling Neurogenesis Impairment in

Down Syndrome with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from Trisomy 21

Amniotic Fluid Cells

Experimental Cell

Research/319(4)

Experimental

Cell Research
SCI ■是□否 通訊

110 2012/10 曾慶平 教授

Application of aurintricarboxylic acid for

the adherence of mouse P19 neurons

and primary hippocampal neurons to

non-coated surface in serum-free culture

Biotechnology

Progress/28(6)

Biotechnology

Progress
SCI ■是□否 通訊

111 2012/5 曾慶平 教授

High growth rate downregulates fumA

mRNA transcription but is dramatically

compensated by its mRNA stability in

Escherichia coli

Current

Microbiology/64(5)

Current

Microbiology
SCI ■是□否 通訊

112 2012/3 曾慶平 教授

Enhancing the stability of xylanase from

Cellulomonas fimi by cell-surface display

on Escherichia coli

Journal of Applied

Microbiology/112(3)

Journal of

Applied

Microbiology

SCI ■是□否 通訊

113 2016/4/21 楊裕雄 教授

Preparation of silicon nanowir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for chemical and

biosensing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110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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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2016/2/23 楊裕雄 教授

Manipulating polycrystalline silicon

nanowire FET characteristics by light

illumination

J. Phys. Chem. C/120 ACS SCI ■是□否 通訊

115 2015/7/15 楊裕雄 教授

Mechanism of sulfotransferases

pharmacogenetics in altered xenobiotic

metabolism

Expert Opinion on

Drug Metabolism/11

Expert Opinion

on Drug

Metabolism

SCI ■是□否 通訊

116 2015/1/28 楊裕雄 教授
Tyrosin Sulfation as a Protein Post-

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Molecules/20 Molecules SCI ■是□否 第一/通訊

117 2015/5/1 楊裕雄 教授

Surface Composition and Interactions of

Mobile Charges with Immobilizd

Molecules on Polycrystalline Silicon

Sensors & Actuators:

B. Chemical/211

Sensors &

Actuators: B.

Chemical

SCI ■是□否 通訊

118 2013/9/4 楊裕雄 教授

Crystal Structures of Vertebrate

Dihydropyrimidinase and Complexes

from Tetraodon Nigroviridis with Lysine

Carboxylation: Metal and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for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and Function

J. Bio. Chem./288 J. Bio. Chem. SCI ■是□否 通訊

119 2013/4/10 楊裕雄 教授

Sloped-gate Voltage Method for

Improving Measurement of Poly-Si

Nanowire FET in Aqueous environment

J. Phys. Chem. C/117 ACS SCI ■是□否 通訊

120 2013/3/1 楊裕雄 教授

Electrodeless Dielectrophoretic

Concentrator for Analyte Pre-

Concentration on Poly-Silicon Nanowir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Sensors & Actuators:

B. Chemical/178

Sensors &

Actuators: B.

Chemical

SCI ■是□否 通訊

121 2013/2/1 楊裕雄 教授
Fluorescence Assay for Protein Post-

Translational Tyrosine Sulfation

Ana. Bioana.

Chem./405

Ana. Bioana.

Chem.
SCI ■是□否 通訊

122 2013/7/15 楊裕雄 教授
A Nano Switch Mechanism for the Redox-

Responsive Sulfotransferase

Biochem

Pharmacology/84

Biochem

Pharmacology
SCI ■是□否 通訊

123 2012/3/20 楊裕雄 教授
Functionalization, Re-functionalization

and Rejuvenation of ssDNA
Chem. Commun./48 Chem. Commun. SCI ■是□否 通訊

124 2011/3/3 楊裕雄 教授
Pentacene-Based Organic Thin Film

Transistors for Ammonia Sensing
IEEE Sensors J/12 IEEE Sensors J SCI ■是□否 通訊

125 2016/3/30 林苕吟 副教授

Truncated Escherichia coli thioredoxin

induces proliferation of human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and produ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s well as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Cell Biochem

Funct./34

Cell Biochem

Funct.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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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2016/6/29 林苕吟 副教授
Characterisation data of simple sequence

repeats of phages closely related to T7M
Data Brief./2016. 8 Data Brief. 無 ■是□否 第一/通訊

127 2016/4/14 林苕吟 副教授

Simple sequence repeat variations

expedite phage divergence: Mechanisms

of indels and gene mutations.

Mutat

Res./Fundamental

an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Mutat Res. SCI ▓是□否 第一/通訊

128 2012/2/9 林苕吟 副教授

A T3 and T7 Recombinant Phage Acquires

Efficient Adsorption and a Broader Host

Range.

PLoS ONE/2012, 7 PLoS One SCI ▓是□否 第一/通訊

129 2013/5/9 曲在雯 副教授

Modeling complex responses of FM-

sensitive cells in the auditory midbrain

using a committee machine

Brain Res/1536 Brain Res SCI ■是□否 第二/通訊

130 2013/11/16 曲在雯 副教授

Self-adjustments may account for the

contradictory correlations between HRV

and Motion-Sickness Severity

Int J

Psychophysiol/87(1)

Int J

Psychophysiol
SCI ■是□否 通訊

131 2011/9/29 曲在雯 副教授

Modeling frequency modulated

responses of midbrain auditory neurons

based on trigger features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Brain Res/1434 Brain Res SCI ■是□否 第二

132 2016/11/7 梁美智 助理教授

Vorinostat enhances the cisplatin-

mediated anticancer effects i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cells

BMC Cancer/16(1) BMC Cancer SCI █是□否 通訊

133 2015/8/10 梁美智 助理教授

Telescoped Synthesis of 2-Acyl-1-aryl-

1,2-dihydroisoquinolines and Their

Inhibition of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NF-

ACS Comb Sci./17(8) ACS Comb Sci. SCI █是□否 通訊

134 2012/6/11 羅惟正 助理教授
CPred: a web server for predicting viable

circular permutations in proteins

Nucleic Acids

Research/40(W1)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第一

135 2012/4/27 羅惟正 助理教授
Metabolic classification of microbial

genomes using functional probes
BMC Genomics/13 BMC Genomics SCI █是□否 第二

136 2012/2/16 羅惟正 助理教授

Deciphering the preference and

predicting the viability of circular

permutations in proteins

PLoS ONE/Vol 7, No.

2
PloS One SCI █是□否 第一

137 2012/7/27 高雅婷 助理教授

Focal switching of photochromic

fluorescent proteins enables multiphoton

microscopy with superior image contract

Biomed. Opt.

Express/ 2012, 3
Biomed SCI ▓是□否 第一

138 2012/7/25 高雅婷 助理教授

Molecular-switch-mediated multiphoton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with high-order

nonlinearity

J. Phys. Chem.

Lett./2012, 3

J. Phys. Chem.

Lett.
SCI ▓是□否 第二

第 31 頁



139 2012/6/26 高雅婷 助理教授

Ultrafast dynamics of nonequilibrium

electron transfer in photoinduced redox

cycle: Solvent mediation and

conformation flexibility

J. Phys. Chem.

B/2012, 116
ACS SCI ▓是□否 第一

140 2012/2/28 高雅婷 助理教授

Protein flexibility mediated coupling

between photoswitching kinetics and

surrounding viscosity of a photochromic

fluorescent protein.

Proc. Natl. Acad. Sci.

U.S.A./2012, 109

Proc. Natl. Acad.

Sci. U.S.A.
SCI ▓是□否 第一

141 2012/1/4 高雅婷 助理教授

Dynamics and mechanism of DNA repair

in a biomimetic system: flavin-thymine

dimer adduct.

J. Am. Chem.

Soc./2012, 134
J. Am. Chem. Soc SCI ▓是□否 第一

142 2016/5/25 王志宏 助理教授
Altered plasma acylcarnitine and amino

acid profiles in type 2 diabetic kidney
Metabolomics/12 Metabolomics SCI ▇是□否 通訊

143 2016/6/3 王志宏 助理教授
Increased serum levels of betatrophin in

pancreatic cancer-associated diabetes
Oncotarget/Vol. 7 Oncotarget SCI ▇是□否 通訊

144 2016/1/12 王志宏 助理教授

Higher serum betatrophin level in type 2

diabetes subjects is associated with

urinary albumin excretion and renal

Cardiovasc Diabetol

/15

Cardiovasc

Diabetol
SCI ▇是□否 通訊

145 2016/8/18 陳文亮
副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Nanochips of Tantalum Oxide Nanodots

as artificial-microenvironments for

monitoring Ovarian cancer

Scientific Report/6 Scientific Report SCI ▇是□否 通訊

146 2016/6/30 陳文亮
副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Spatial Control of Cell-Nanosurface

Interactions by Tantalum Oxide Nanodots

for Optimized Implant Geometry.

PLoS One/2016, 11:6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47 2016/3/1 陳文亮
副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Impact of Different Initial Epinephrine

Treatment Time Points on the Early

Postresuscitative Hemodynamic Status of

Children With Traumatic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Medicine/2016, 95 Medicine SCI ▇是□否 通訊

148 2016/8/12 陳文亮
副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Topological control of nitric oxide

secretion by tantalum oxide nanodot

arrays.

Journal of

Nanobiotechnology/1

3

Journal of

Nanobiotechnol

ogy

SCI ▇是□否 通訊

149 2015/8/15 陳文亮
副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YKL-40 regulate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migration/invasion

enhancement in non-small cell lung

BMC cancer/15 BMC Cancer SCI ▇是□否 通訊

150 2014/2/27 陳文亮
副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Gold nanoparticles regulate the

blimp1/pax5 pathway and enhance

antibody secretion in B-cells.

Nanotechnology/25(1

2)
Nanotech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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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2013/10/4 陳文亮
副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The post-resuscitative urinalysis

associate th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non-traumatic out-of-hospital cardiac

PLOS one/2013, 8(10)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52 2013/3/1 陳文亮
副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Prediction of early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paraquat intoxication.

Journal of Acute

Medicine./3

Journal of Acute

Medicine.
SCI ▇是□否 第二

153 2012/6/1 陳文亮
副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Using Proteinuria in Early Post-

resuscitative Period to Predict Survival

Duration and Neurologic Outcome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Neuroengineering/1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SCI ▇是□否 第二

154 2012/12/1 陳文亮
副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Demographics and outcomes in children

with poison exposure caused by

neurological ag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Neuroengineering/1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SCI ▇是□否 第二

155 2012/6/29 陳文亮
副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The role of cytochrome c oxidase subunit

Va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cells:

association with migration, invasion and

prediction of distant metastasis.

BMC cancer./12 BMC cancer SCI ▇是□否 第一

156 2015/7/1 黃鎮剛 教授

Sequence Conservation, Radial

Distance and Packing Density in Spherical

Viral Capsids

PLOS ONE/2015,

10(7)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57 2015/7/14 黃鎮剛 教授

The conservation profile of a protein

bears the imprint of the molecule that is

evolutionarily coupled to the protein

Proteins: Structure,

Function, and

Bioinformatics/Volu

me 83

Proteins:

Structure,

Function, and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158 2015/7/1 黃鎮剛 教授
(PS)2: protein structure prediction

server version 3.0

Nucleic Acids

Research/3 (W1)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第二

159 2014/11/13 黃鎮剛 教授

Protein Thermal Stability Enhancement

by Designing Salt Bridges: A

Combined Comput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Plos One/2014, 9(11)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60 2014/6/9 黃鎮剛 教授

Local Packing Density Is the Main

Structural Determinant of the Rate of

Protein Sequence Evolution at Site Level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14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CI ■是□否 通訊

161 2013/10/8 黃鎮剛 教授

Site-specific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protein

sequence evolutionary divergence: local

packing density vs. solvent exposure

Mol Biol Evol/(2014)

31 (1)
Mol Biol Evol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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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2013/4/10 黃鎮剛 教授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quence conservation and

the packing density profiles of the

protein complexes

Proteins: Structure,

Function, and

Bioinformatics/Volu

me 81

Proteins:

Structure,

Function, and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163 2012/12/24 黃鎮剛 教授

Deriving correlated

motions in proteins from X-ray structure

refinement by using TLS parameters

Gene/518(1) Gene SCI ■是□否 通訊

164 2012/3/27 黃鎮剛 教授

Evolutionary

information hidden in a single protein

structure

Proteins: Structure,

Function,and

Bioinformatics/Volu

me 80

Proteins:

Structure,

Function, and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165 2012/6/11 黃鎮剛 教授

CPred: a web server for predicting viable

circular

permutations in proteins

Nucleic Acids

Research/ Volume 40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通訊

166 2012/6/12 黃鎮剛 教授
pKNOT

v.2: the protein KNOT web server

Nucleic Acids

Research/Volume 40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通訊

167 2012/2/16 黃鎮剛 教授

Deciphering the preference and

predicting the

viability of circular permutations in

PLoS One/2012, 7(2)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68 2016/4/5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Increased risks of tic disorders in children

with epilepsy: A nation-wide population-

based case–control study in Taiwan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Volumes

51–52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SSCI ■是□否 通訊

169 2016/4/5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Increased risk of epilepsy in children with

Tourette syndrome: A population-based

case-control study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Volumes

51–52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SSCI ■是□否 通訊

170 2015/12/30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Is Zolpidem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Fractures in the Elderly with Sleep

Disorders? A Nationwide Case Cross-Over

Study in Taiwan

PLoS ONE/10(12) PloS One SCI ■是□否 第二

171 2015/12/9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SCMMTP: Identifying and characterizing

membrane transport proteins using

propensity scores of dipeptides

BMC Genomics/16

Suppl 12
BMC Genomics SCI ■是□否 通訊

172 2015/12/9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Prediction of linear B‐cell epitopes of

hepatitis C virus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BMC Medical

Genomics/8 Suppl 4
BMC Genomics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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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2015/12/9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Characterizing informative sequence

descriptors and predicting binding

affinities of heterodimeric protein

BMC

Bioinformatics/16

Suppl 18

BMC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174 2015/10/21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 Decrease

the Risk of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on Maintenance Dialysis: A

Nationwide Matched-Cohort Study

PLoS ONE/2015,

10(10)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75 2015/9/25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Increased Risk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Associated with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 A

National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PLoS ONE/2015,

10(9)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76 2015/7/1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GeNOSA: inferring and experimentally

supporting quantitative gene regulatory

networks in prokaryotes

Bioinformatics/31(13

)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177 2015/5/15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Association between Gastroenterological

Malignancy and Diabetes Mellitus and

Anti-Diabetic Therapy: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PLoS ONE/2015,

10(5)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78 2015/3/12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Increased risk of glomerulonephritis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relation to the

severity of psoriasis, concomitant

medication, and comorbidity: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cohort

British Journal of

Dermatology/173(1)

British Journal of

Dermatology
SCI ■是□否 通訊

179 2015/2/21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Discovery of prognostic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lung cancer metastasis using

microarray and survival data

BMC

Bioinformatics/16

BMC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180 2015/1/21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SCMPSP: Predi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hotosynthetic proteins based on a

scoring card method

BMC

Bioinformatics/16

Suppl 1

BMC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181 2014/12/8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SCMHBP: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f

heme binding proteins using propensity

scores of dipeptides

BMC

Bioinformatics/15(Su

ppl 16)

BMC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182 2014/7/11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Increased risk of major depression

subsequent to a first-attack and non-

infection caused urticaria in adolescence: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study

BMC Pediatrics/14 BMC Pediatrics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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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2014/5/8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Bronchial asthma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BMC Pulmonary

Medicine/14

BMC Pulmonary

Medicine
SCI ■是□否 第二

184 2014/3/13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Increased Risk of Major Depression in the

Three Years following a Femoral Neck

Fracture-A National Population-Based

Follow-Up Study

PLoS ONE/2014, 9(3)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85 2014/02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Computational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f

human transporters using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amino

aci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Research/Volume-2,

Issue-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Research

無 ■是□否 通訊

186 2014/1/29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Rule-Based Knowledge Acquisition

Method for Promoter Prediction in

Human and Drosophila Species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Volume 2014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無 ■是□否 通訊

187 2013/10/22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HCS-Neurons: identifying phenotypic

changes in multi-neuron images upon

drug treatments of high-content

BMC

Bioinformatics/14(Su

ppl 16)

BMC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188 2013/9/3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SCMCRYS: Predicting Protein

Crystallization Using an Ensemble Scoring

Card Method with Estimating Propensity

Scores of P-Collocated Amino Acid Pairs

PLoS ONE/2013, 8(9)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89 2013/9/11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Prediction of Resting- state EEG Using

High-dimensional Patterns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Vol.

421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無 ■是□否 通訊

190 2013/09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Predicting and Analyzing Lipid-Binding

Proteins Using an Efficient

Physicochemical Property Mining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Vol.

421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無 ■是□否 通訊

191 2013/09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Single- and

Multiple-region Mitotic Protein

Complexes by Grouping Gene Ontology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Vol.

421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無 ■是□否 通訊

192 2013/01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An Efficient Sampling Method for

Television Rating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aiwan Cable TV Channels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13(13)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無 ■是□否 通訊

193 2013/017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f Antibody

Amyloidogenesis from Sequences
PLoS ONE/2013, 8(1)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94 2012/12/13 何信瑩 教授兼所長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f protein

solubility using a novel scoring card

method with dipeptide composition

BMC

Bioinformatics/13(Su

ppl 17)

BMC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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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2015/12 楊進木 教授

Management of different kinds of head

and neck defects with the submental flap

for reconstruction

European archives of

otorhinolaryngology/

272

European

archives of

otorhinolaryngol

ogy

SCI ■是□否 第二

196 2015/06/16 楊進木 教授
Anchor-based classification and type-C

inhibitors for tyrosine kinases
Scientific Reports/5

Scientific

Reports
SCI ■是□否 通訊

197 2015/03/23 楊進木 教授
Module organization and variance in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s
Scientific Reports/5

Scientific

Reports
SCI ■是□否 通訊

198 2015/01/20 楊進木 教授

Reconstructing genome-wide protein-

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s using

multiple strategies with homologous

PLoS ONE/2015, 10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199 2014/07/08 楊進木 教授

Homopharma: A new concept for

exploring the molecular binding

mechanisms and drug repurposing

BMC Genomic s/15

Suppl 7
BMC Genomics SCI ■是□否 通訊

200 2014/06/27 楊進木 教授

KDM4B as a target for prostate cancer: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selective

inhibition by a novel inhibitor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57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SCI ■是□否 通訊

201 2013/10/16 楊進木 教授
Genome-wide structural modelling of

TCR-pMHC interactions

BMC Genomics/14

Suppl 5
BMC Genomics SCI ■是□否 通訊

202 2013/08/06 楊進木 教授

Moiety-linkage map reveals selective

non-bisphosphonate inhibitors of human

geranylgeranyl diphosphate synthase

Journal of Chemical

Information and

Modeling/53

Journal of

Chemical

Information and

Modeling

SCI ■是□否 通訊

203 2013/07/04 楊進木 教授

Pathway-based screening strategy for

multitarget inhibitors of diverse proteins

in metabolic pathways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9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SCI ■是□否 通訊

204 2013/02/20 楊進木 教授

Parallel screening of wild-type and drug-

resistant targets for anti-resistance

neuraminidase inhibitors

PLoS One/2013, 8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205 2013/01/21 楊進木 教授

Inferring homologous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through pair position specific

scoring matrix

BMC

BIOINFORMATICS /

Suppl 2

BMC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206 2013/01/01 楊進木 教授

KIDFamMap: a database of kinase-

inhibitor-disease family maps for kinase

inhibitor selectivity and binding

Nucleic Acids

Research/41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通訊

207 2012/10/13 楊進木 教授

Space-related pharma-motifs for fast

search of protein binding motifs and

polypharmacological targets

BMC Genomics/13, 1 BMC Genomics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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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2012/08/08 楊進木 教授

Antigenic sites of H1N1 influenza virus

hemagglutinin revealed by natural

isolates and inhibition assays.

Vaccine/30 Vaccine SCI ■是□否 通訊

209 2012/07/11 楊進木 教授

MoNetFamily: a web server to infer

homologous modules and module-

module interaction networks in

Nucleic Acids

Research/40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通訊

210 2012/03/16 楊進木 教授

Structure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shikimate kinase reveal a selective

inhibitor-induced-fit mechanism

PLoS ONE/2012, 7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211 2012/02/29 楊進木 教授

Core site-moiety maps reveal inhibitors

and binding mechanisms of orthologous

proteins by screening compound libraries

PLoS ONE/2012, 7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212 2012/02 楊進木 教授

GemAffinity: a scoring function for

predicting binding affinity and virtual

scree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ta Mining and

Bioinformatics/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ta

Mining and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213 2015/7/7 朱智瑋 教授
Importance of Internal Porosity for

Glucan Adsorption in Mesoporous

Langmuir/2015, 31

(26)
Langmuir SCI ■是□否 通訊

214 2014/11/4 朱智瑋 教授
Dynamic mesoscale model of dipolar

fluids via fluctuating hydrodynamics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141(17)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SCI ■是□否 通訊

215 2014/5/20 朱智瑋 教授

Kinetic Modeling at Single– Molecule

Resolution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s of

Cellulase Synergy.

 ACS

Catalysis/10.1021
ACS Catalysis SCI ■是□否 通訊

216 2014/4/29 朱智瑋 教授

Analysis of Trajectory Entropy for

Continuous Stochastic Processes a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118(28)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SCI ■是□否 通訊

217 2014/3/3 朱智瑋 教授
Trajectory Entropy of Continuous

Stochastic Processes a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tters/5

Journal of

Physical
SCI ■是□否 通訊

218 2013/9/25 朱智瑋 教授

Fisher Information Metric for the

Langevin Equation and Least Informative

Models of Continuous Stochastic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139(12)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SCI ■是□否 通訊

219 2013/8/27 朱智瑋 教授

Linking hydrophobicity and

hydrodynamics by the hybrid fluctuating

hydrodynamics and molecular dynamics

Physical Review

E/88(2)

Physical Review

E
SCI ■是□否 通訊

220 2013/8/23 朱智瑋 教授

Endoglucanase Peripheral Loops

Facilitate Complexation of Glucan Chains

on Cellulose via Adaptive Coupling to the

Emergent Substrate Structures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117(37)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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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2013/8/15 朱智瑋 教授

Systems-level modeling with molecular

resolution elucidates the rate-limiting

mechanisms of cellulose decomposition

by cellobiohydrolases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Article

ASAP/10.1074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SCI ■是□否 通訊

222 2013/8/12 朱智瑋 教授

Expectation-Maximization of the

Potential of Mean Force and Diffusion

Coefficient in Langevin Dynamics from

Single-Molecule FRET Data Photon by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117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SCI ■是□否 通訊

223 2013/2/26 朱智瑋 教授

Preferent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Lithium Chloride and Glucan Chains in

N,N- Dimethylacetamide Drive Cellulose

Dissolution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117(12)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SCI ■是□否 通訊

224 2012/7/30 朱智瑋 教授

Fluctuating hydrodynamics for multiscal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Energy and

heat transfer in molecular fluids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137(4)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SCI ■是□否 通訊

225 2012/7/19 朱智瑋 教授

Degree of Polymerization of Glucan

Chains Shapes the Structure Fluctuations

and Melting Thermodynamics of a

Cellulose Microfibril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116(28)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SCI ■是□否 通訊

226 2012/6/21 朱智瑋 教授

Entropy of cellulose dissolution in water

and in the ionic liquid 1-butyl-3-

methylimidazolim chloride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14(23)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SCI ■是□否 通訊

227 2012/3/2 朱智瑋 教授

Structural distributions from single-

molecule measurements as a tool for

molecular mechanics

Chemical Physics/396 Chemical Physics SCI ■是□否 通訊

228 2016/5/5 尤禎祥 副教授
Enzyme Catalysis that Paves the Way for

S-Sulfhydration via Sulfur Atom Transfer

J. Phys. Chem.

B/2016, 120 (20)
ACS SCI ▇是□否 通訊

229 2016/5/6 尤禎祥 副教授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Open-Shell

Tetrahedral {Fe(NO)2}9 Dinitrosyliron

Complexes

Inorg. Chem./2014,

53 (20)
ACS SCI ▇是□否 通訊

230 2016/5/7 尤禎祥 副教授

A Dinitrosyliron Complex within the

Homoleptic Fe(NO)4 Anion: NO as

Nitroxyl and Nitrosyl Ligands within a

Single Structure

Inorg. Chem./2012,

51 (19)
ACS SCI ▇是□否 通訊

231 2016/5/8 尤禎祥 副教授

Reactions of Metal–Metal Quintuple

Bonds with Alkynes: [2+2+2] and [2+2]

Cycloadditions

 Angew. Chem. Int.

Edit./51
Wiley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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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2016/5/9 尤禎祥 副教授
A Theoretical Revisit to the Lowest

Ionization Potentials in Metal–Metal
Chem. Eur. J./18 Wiley SCI ▇是□否 通訊

233 2016/5/10 尤禎祥 副教授

An Electron-Rich Molybdenum–

Molybdenum Quintuple Bond Spanned

by One Lithium Atom

 Angew. Chem. Int.

Edit./51
Wiley SCI ▇是□否 通訊

234 2016/5/2 柯立偉 副教授

Neural Mechanisms of Inhibitory

Response in a Battlefield Scenario: a

Simultaneous FMRI-EEG Study,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10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SCI ▓是□否 第一/通訊

235 2016/3/4 柯立偉 副教授
A Visual Attention Monitor Based on

Steady-state Visual Evoked Potential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vol. 24

no. 3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SCI ▓是□否 通訊

236 2014/9/4 柯立偉 副教授

Knowledge-based Identification of Sleep

Stages based on Two Forehead 

Electroencephalogram Channels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section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SCI ▓是□否 通訊

237 2014/5/19 柯立偉 副教授
Wireless and Wearable EEG System for

evaluating Driver Vigilance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Circuits

and Systems/vol. 8,

no. 2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Circuits and

SCI ▓是□否 通訊

238 2014/5/1 柯立偉 副教授
Kinesthesia in a sustained-attention

driving task
NeuroImage/vol. 91 NeuroImage SCI ▓是□否 第一

239 2014/3/5 柯立偉 副教授
Independent Component Ensemble of

EEG for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vol. 22,

no. 2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SCI ▓是□否 第二/通訊

240 2013/3/1 柯立偉 副教授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and Brain

Oscillations under Stress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CIS)/91(4)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CIS)

SCI ▓是□否 通訊

241 2013/10/1 柯立偉 副教授

EEG-based Learning System for Online

Motion Sickness Level Estimation in a

Dynamic Vehicle Environment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vol. 24, no. 10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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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2013/9/1 柯立偉 副教授
An Evoked Oscillations Study in Scenario-

compatible Stop-Signal Task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Neuroengineering/20

13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Neuroengineerin

SCI ▓是□否 通訊

243 2012/5/24 柯立偉 副教授

Co-modulatory Spectral Changes in

Independent Brain Processes Are

Correlated with Task Performance

NeuroImage/vol. 62 NeuroImage SCI ▓是□否 第二

244 2012/2/7 柯立偉 副教授

Generalized EEG-based Drowsiness

Prediction System by Using a Self-

Organizing Neural Fuzzy System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REGULAR

PAPERS/vol. 59, no. 9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

SCI ▓是□否 第一/通訊

245 2016/7/13 洪瑞鴻 副教授

sBWT: memory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hardware-acceleration-friendly

Schindler transform for the fast biological

sequence mapping

Bioinformatics

/(2016)419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246 2015/9/30 洪瑞鴻 副教授

Tailor: A Computational Framework for

Detecting Non-Templated Tailing of Small

Silencing RNAs.

Nucleic Acids

Res./43(17)
Nucleic Acids Res SCI ■是□否 通訊

247 2015/1/21 洪瑞鴻 副教授

PEAT: an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paired-

end sequencing adapter trimming

algorithm

BMC

Bioinformatics/16(Su

ppl 1)

BMC

Bioinformatics
SCI ■是□否 通訊

248 2014/7/14 洪瑞鴻 副教授

High-Resolution Mapping of Chromatin

Packaging in Mouse Embryonic Stem

Cells and Sperm

Developmental

Cell/Vol: 30(1)

Developmental

Cell
SCI ■是□否 第二

249 2014/8/7 洪瑞鴻 副教授

A System for Genome-Wide Histone

Variant Dynamics In ES Cells Reveals

Dynamic MacroH2A2 Replacement at

PLoS Genetics/10(8) PLoS Genetics SCI ■是□否 第二

250 2013/12/3 洪瑞鴻 副教授
Hdac6 regulates Tip60-p400 function in

stem cells
Elife/2 Elife SCI ■是□否 第二

251 2016/8/30 王雲銘 教授

Water-Soluble Dinitrosyl Iron Complex

(DNIC): a Nitric Oxide Vehicle Triggering

Cancer Cell Death via Apoptosis

Inorg. Chem./2016,

55
ACS SCI ▓是□否 通訊

252 2016/2/17 王雲銘 教授

Development of bifunctional gadolinium-

labeled superparamagnetic nanoparticles

(Gd-MnMEIO) for in vivo MR imaging of

the liver in an animal model

Plos One/ 2016, 11(2)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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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2016/4/1 王雲銘 教授

Extracellular Visfatin-promoted

malignant mehavior in breast cancer is

mediated through c-Abl and STAT3

Clin. Cancer

Res./2016, 22
Clin. Cancer Res. SCI ▓是□否 通訊

254 2016/1/15 王雲銘 教授

A water soluble and fast response

fluorescent turn-on copper complex

probe for H2S detection in zebra fish

Talanta/2016, 147 Talanta SCI ▓是□否 通訊

255 2016/1/1 王雲銘 教授

Bispecific antibody conjugated MnMEIO

for HER2/neu- and EGFR-expressing

tumor imaging

Theranostics/2016, 6 Theranostics SCI ▓是□否 通訊

256 2016/5/1 王雲銘 教授

Identification of Id1 mediates arsenic-

promoted angiogenesis via PI3K/Akt and

nitric oxide signaling

Toxicol. Res./2016, 5 Toxicol. Res. SCI ▓是□否 通訊

257 2015/6/29 王雲銘 教授
A Switch-On MRI Contrast Agent for

Noninvasive Visualization of

Chem.

Commun./2015, 51
Chem. Commun. SCI ▓是□否 通訊

258 2015/6/15 王雲銘 教授
Reaction-Based Epoxide Fluorescent

Probe for In Vivo Visualization of

Biosens.

Bioelectron./2015, 68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SCI ▓是□否 通訊

259 2014/6/1 王雲銘 教授
Fluorescent Probes of Nitric Oxide and

Peroxynitrite for Molecular Imaging
化學/2014, 72 無 ▓是□否 通訊

260 2014/5/1 王雲銘 教授

Dual functional AuNRs@MnMEIOs

nanoclusters fo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photothermal therapy

Biomaterials/2014,

35
Biomaterials SCI ▓是□否 通訊

261 2014/6/15 王雲銘 教授

Sensitivity evaluation of NBD-SCN

towards Cysteine/Homocysteine and its

bioimaging applications

Biosens.

Bioelectron./2014, 56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SCI ▓是□否 通訊

262 2014/1/1 王雲銘 教授

Peptide-based MRI contrast agent and

near-infrared fluorescent probe for

intratumoral legumain detection

Biomaterials/2014,

35
Biomaterials SCI ▓是□否 通訊

263 2013/10/22 王雲銘 教授

Development of a mucin4-targeting SPIO

contrast agent for effective detection of

pancreatic tumor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J. Med. Chem./2013,

56
J. Med. Chem. SCI ▓是□否 通訊

264 2013/8/7 王雲銘 教授

A N-(2-Aminophenyl)-5-(dimethylamino)-

1-naphthalenesulfonic Amide (Ds-DAB)

Based Fluorescent Chemosensor for

Org. Lett./2013, 15 Org. Lett. SCI ▓是□否 通訊

265 2013/5/1 王雲銘 教授

Imaging Specificity of MR-Optical Imaging

Agents Following the Masking of Surface

Charge by Poly(Ethylene Glycol)

Biomaterials/2013,

34
Biomaterials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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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2012/11/1 王雲銘 教授

Development of a Gd(III) Based Receptor-

Induced Magnetization Enhancement

(RIME) Contrast Agent for b-

Glucuronidase Activity Profiling

Inorg. Chem./2012,

51
ACS SCI ▓是□否 通訊

267 2012/3/22 王雲銘 教授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 for use in extrapulmonary

tuberculosis diagnosis

Clin. Microbiol.

Infect./2012, 18

Clin. Microbiol.

Infect.
SCI ▓是□否 通訊

268 2012/4/9 王雲銘 教授

Nitric Oxide Turn-on Fluorescent Probe

Based on Deamination of Aromatic

Primary Monoamines

Inorg. Chem./2012,

51
ACS SCI ▓是□否 通訊

269 2012/1/30 王雲銘 教授
Targeted RGD-nanoparticles for high

sensitive in vivo integrin receptor

Contrast Media Mol.

Imaging/2012, 7

Contrast Media

Mol. Imaging
SCI ▓是□否 通訊

270 2015/5/15 趙瑞益 教授
Microwave-assisted efficient conjugation

of nanodiamond and paclitaxel.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25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SCI ▇是□否 通訊

271 2014/11/15 趙瑞益 教授
Optimization of the gefitinib analogues

with potent anticancer activity.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24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SCI ▇是□否 通訊

272 2014/9/10 趙瑞益 教授

Expression of survivin and p53 modulates

honokiol-induced apopto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Journal of Cellular

Biochemistry/115

Journal of

Cellular

Biochemistry

SCI ▇是□否 通訊

273 2014/9/5 趙瑞益 教授

The depletion of securin enhances

butein-induced apoptosis and tumor

inhibition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hemico-Biological

Interactions/220

Chemico-

Biological

Interactions

SCI ▇是□否 通訊

274 2014/5/16 趙瑞益 教授

Labeling of neur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neuron cells using fluorescent

nanodiamonds.

Scientific Reports/4
Scientific

Reports
SCI ▇是□否 通訊

275 2013/12/15 趙瑞益 教授

CR108, a novel vitamin K3 derivative

induces apoptosis and breast tumor

inhibition by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Toxicology and

Applied

Pharmacology/273

Toxicology and

Applied

Pharmacology

SCI ▇是□否 通訊

276 2013/4/25 趙瑞益 教授

Evidence of securin-mediated resistance

of gefitinib-induced apoptosis in human

cancer cells.

Chemico-Biological

Interactions/203(2)

Chemico-

Biological

Interactions

SCI ▇是□否 通訊

277 2012/12/1 趙瑞益 教授

The long-term stability and

biocompatibility of fluorescent

nanodiamond as an in vivo imaging

Biomaterials/33 Biomaterials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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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2012/9/1 趙瑞益 教授
Cancer cell labeling and tracking using

fluorescent and magnetic nanodiamond.
Biomaterials/33 Biomaterials SCI ▇是□否 通訊

279 2016/11/17 廖光文 教授

In vivo amelioration of endogenous

antitumor autoantibodies via low-dose

P4N through the LTA4H/activin A/BAFF

pathwa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ii:

201604752.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SCI ■是□否 通訊

280 2016/7/30 廖光文 教授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7, 7"-

dimethoxyagastisflavone on the

metastasis of melanoma cells via the

suppression of F-actin polymerization

Oncotarget/2016 Oncotarget SCI ■是□否 通訊

281 2016/2/19 廖光文 教授

Inhibition of breast cancer with

transdermal tamoxifen-encapsulated

lipoplex

Journal of

nanobiotechnology/1

4

Journal of

Nanobiotechnol

ogy

SCI ■是□否 通訊

282 2016/2/5 廖光文 教授

Vitamin D3 Reduces Tissue Damage and

Oxidative Stress Caused by Exhaustive

Exerci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13(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SCI ■是□否 通訊

283 2013/4/11 廖光文 教授

Effects of music on immunity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in healthcare

worker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tress and

health/29(2)
Stress and health SCI ■是□否 第二

284 2013/3/26 廖光文 教授

Effects of freshwater clam extract

supplementation on time to exhaustion,

muscle damage, pro/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liver injury in rats after

exhaustive exercise

Molecules/18(4) Molecules SCI ■是□否 通訊

285 2012/4/25 廖光文 教授

Inhibitory effects of chloroform extracts

derived from Corbicula fluminea on the

release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60(16)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SCI ■是□否 通訊

286 2012/04 廖光文 教授

A Lipo-PEG-PEI complex for

encapsulating curcumin that enhances its

antitumor effects on curcumin-sensitive

and curcumin-resistance cells

Nanomedicine/8(3) Nanomedicine SCI ■是□否 通訊

287 2012/04 廖光文 教授

7,7''-Dimethoxyagastisflavone-induced

apoptotic or autophagic cell death in

different cancer cells

Phytotherapy

research/26(4)

Phytotherapy

research
SCI ■是□否 通訊

288 2012/3/9 廖光文 教授

A rapid and convenient method to

enhance transgenic expression in target

cells

Preparative

biochemistry &

biotechnology/42(5)

Preparative

biochemistry &

biotechnology

SCI ■是□否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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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2012/2/3 廖光文 教授

Enhancement of anti-murine colon

cancer immunity by fusion of a SARS

fragment to a low-immunogenic

Biological procedures

online/14

Biological

procedures

online

SCI ■是□否 通訊

290 2012/2/3 廖光文 教授

Liposome-based polymer complex as a

novel adjuvant: enhancement of specific

antibody production and isotype swit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nomedicine/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nomedicine

SCI ■是□否 通訊

291 2015/11 楊昀良 教授
Zebrafish Egg Infection Model for

Studying Candida albicans Adhesion
PLoS One/2015, 10 PloS One SCI ▇是□否 第二

292 2015/6 楊昀良 教授

Cph1p negatively regulating MDR1

involved in drug resistance in Candida

albic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Agents/4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SCI ▇是□否 通訊

293 2015/1 楊昀良 教授

Ndt80p is involved in L-sorbose

utilization through regulating SOU1 in

Candida albic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Microbiology/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SCI ▇是□否 通訊

294 2014/8 楊昀良 教授
An Emerging Issue of Mixed Yeast

Cultures.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Immunology and

Infection/47

Immunology and

Infection
SCI ▇是□否 第一

295 2014/8 楊昀良 教授

Yeast Oropharyngeal Colonization in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infected

Patients in Central Taiwan.

Mycopathologia/177 Mycopathologia SCI ▇是□否 第二

296 2013/11 楊昀良 教授

Genotype Analysis Based on Intergenic

Spacer 1 Sequences of Trichosporon

asahii collected in Taiwan.

Medical Mycology/51
Medical

Mycology
SCI ▇是□否 第一

297 2013/6 楊昀良 教授

Candida albicans ENO1 Null Mutants

Exhibit Altered Drug Susceptibility,

Hyphal Formation, and Virulence.

Journal of

Microbiology/51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SCI ▇是□否 通訊

298 2013/6 楊昀良 教授

Species Distribution and Drug

Susceptibilities of Candida Isolates in

TSARY 2010.

Diagnostic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76

Diagnostic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us

SCI ▇是□否 第一

299 2012/8 楊昀良 教授

Susceptibilities to Amphotericin B,

Fluconazole and Voriconazole of

Trichosporon Clinical Isolates.

Mycopathologia/174 Mycopathologia SCI ▇是□否 第二

300 2012/4 楊昀良 教授

Comparison of Human and Soil Candida

tropicalis Isolates with Reduced

Susceptibility to Fluconazole.

PLoS One/2012, 7 PloS One SCI ▇是□否 第一

301 2012/3 楊昀良 教授
R432 is a key residue for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Ndt80p in Candida albicans.

Cellular and

Molecular Life

Sciences./69

Cellular and

Molecular Life

Sciences

SCI ▇是□否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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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2016/11/10 袁俊傑 教授 DNA-based nanowires and nanodevices Adv. Physic. X/2:1 Adv. Physic. X 無 ■是□否 第一

303 2015/10/20 袁俊傑 教授

Effect of anions on the oxidation and

reduction of hydrogen peroxide on the

gold nanoparticle-deposited carbon fiber

paper electrode

Electrochimica

Acta/180

Electrochimica

Acta
SCI ■是□否 通訊

304 2012/1/17 袁俊傑 教授
Reusable amperometric biosensor for

measuring protein tyrosine kinase
Anal. Chem./84 Anal. Chem. SCI ■是□否 通訊

305 2012/3/31 袁俊傑 教授
Enzyme-encapsulated Silica Nanoparticle

for Cancer Chemotherapy.

J. Nanoparticle

Res./14

J. Nanoparticle

Res.
SCI ■是□否 通訊

306 2012/7/00 袁俊傑 教授

Development of the single-vector Tet-on

inducible systems with high sensitivity to

doxycycline

Mol. Biotechnol./51 Mol. Biotechnol. SCI ■是□否 通訊

307 2014/11/5 黃兆祺 副教授
The effect of fluorescent nanodiamonds

on neuronal survival and morphogenesis
Scientific Reports/4

Scientific

Reports
SCI ▇是□否 通訊

308 2013/8/13 黃兆祺 副教授
Microtubule-associated type II protein

kinase A is important for neurite
PLoS One/2013, 8(8) PloS One SCI ▇是□否 通訊

309 2014/5/13 鄒協成 助理教授

Functional production of a soluble and

secreted single-chain antibody by a

bacterial secretion system

PLoS One/2014, 9(5) PloS One SCI ▓是□否 第二

310 2016/8/16 蕭育源 助理教授

Identification of Inhibitors for the DEDDh

Family of Exonucleases and a Unique

Inhibition Mechanism by Cryst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CRN-4 Bound with

2-Morpholin-4-ylethanesulfonate (MES)

J Med Chem./2016,

59(17)
J Med Chem. SCI ■是□否 通訊

311 2015/9/18 蕭育源 助理教授

Aromatic residues in RNase T stack with

nucleobases to guide the sequence-

specific recognition and cleavage of

Protein Sci./2015

Dec;24(12)
Protein Sci SCI ■是□否 第二

312 2014/3/4 蕭育源 助理教授

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DNA repair by

RNase T--an exonuclease processing 3'

end of structured DNA in repair

PLoS Biol./12(3) PLoS Biol. SCI ■是□否 第一

※ 產學合作成果

序號
完成日期

(年/月/日)
教師姓名 教師職稱 產學合作計畫名稱

產學合作成果類別

(例：專利、已完成

技轉或授權之成果)

產學合作成效收

益(千元，以契

約金額計)

產學合作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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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張家靖 教授

Sputtering electrochemical probe

development, characterization for

biosensing
先期技轉金 600000 琦芯科技

2 2016 張家靖 教授
Functional electrochemical probes

development for anti-cancer drug
先期技轉金 600000 琦芯科技

3 102/02/28 廖光文 教授
「新型微脂體」技術授權與合作開發

合約書
已完成技轉 200 (千元)

優普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4 102/12/31 廖光文 教授 LPPC技術研究成果讓與契約書 已完成專利和技轉 10500 (千元)
康鶴生醫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5 105/07/31 廖光文 教授
可免疫治療幽門螺旋桿菌感染抗體之

技術
已完成技轉 3500 (千元)

碩英生醫股份

有限公司

6 105/01/01 廖光文 教授 可分析卵巢庫存量之抗體技術 已完成技轉 400 (千元)
碩英生醫股份

有限公司

7
2014/09至

2015/01
柯立偉 副教授

腦波偵測及應用演算之腦波即時疲勞

偵測系統
技轉 375,000

瑞軒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8
2015/01至

2018/01
柯立偉 副教授 腦波即時疲勞偵測系統 技轉 1,200,000

瑞軒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9
2015/06 至

2017/06
柯立偉 副教授

腦波偵測系統及結合模糊類神經演算

之靜態視覺誘發電位與移動想像
技轉 5,670,000

鴻海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
105/07/01-

迄今
楊進木 教授

頭頸癌患者血液miRNA檢測應用於臨床

診斷
進行中 2,400千元 奎克生技光電

11
104/09/01-

迄今
楊進木 教授

Identifying the axon regeneration

promoting proteins in PLACENTA-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 secretome
進行中 1,600千元 宣捷生技

12
103/06/01-

迄今
楊進木 教授 激酶藥物開發 進行中 1,090千元 台灣神隆

13
103/02/01-

迄今
楊進木 教授

交通大學生技及醫藥服務平台於生技

產品開發計畫
進行中 250千元

台灣神隆、奎

克生技光電、

台灣共振波、

台灣易碁、葡

萄王、景凱生

技、華聯生

技、傑昇生

技、宣捷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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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1/12 曾慶平 教授

具有分解臭味予有機汙染物能力之菌

種

已完成技轉

國立交通大學

12(技)A50
60(千元）

清華科技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

15 103/9 曾慶平 教授

具有分解臭味予有機汙染物能力之菌

種

已完成技轉

國立交通大學

14(技)A040
300(千元）

清華科技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

16 103/11 曾慶平 教授

具有分解臭味予有機汙染物能力之菌

種

已完成技轉

國立交通大學

14(技)A064

270(千元）

清華科技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

17 104/10 曾慶平 教授
具有去除臭味與有機污染物之反應器

已完成技轉

國立交通大學

15(技)A052
400(千元）

清華科技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

18 105/9 曾慶平 教授

具有分解臭味予有機汙染物能力之菌

種

已完成技轉

國立交通大學

16(技)A50
300(千元）

清華科技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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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計畫內容(下列各項欄位均請務必填列俾納入審查) 

壹、 申請理由 

一、 成立目標: 本院博士班成立目標為培育具有生物科技產業觀點，且具備

生物科技產品研發能力的博士人才。藉此針對生物科技產業界需求培養人

才，並進一步開發業界所需之創新技術，以促進產業升級，亦藉此建立國

內生物科技產業界及學術界合作互利共生之典範。 

二、 產業需求: 全球化趨勢使產業和人才的競爭日益激烈，台灣電子與半導

體科技產業的競爭優勢已逐漸褪色，面臨空前的劇烈挑戰，高階產業人才

的需求更加急迫。目前，全球諸多科技大國皆以政府為首，齊心戮力於生

物科技產業的發展與相關人才的培育，其中，新藥開發、分子檢測、醫療

器材開發、生質能源等為共識的重點發展領域。以新藥開發為例，根據

World Preview 2015及 Outlook to 2020的資料預估：從 2016年起處方藥

物的銷售額將由 7720億美元每年至少成長 5%；為了避免耗時長的限制，目

前的新藥開發產業已顯現分階段、各依專長開發的趨勢，因此，各式藥物

的開發簽約金、授權金等也隨之成長；全球醫療器材市場亦持續穩健成

長，根據 BMI Espicom數據顯示：2014年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為 3,403

億美元，而高齡化議題也有加劇需求量的趨勢，在先進國家市場逐步復甦

及新興國家快速成長的經濟結構下，更帶動全球醫療器材市場穩健向上成

長，預估 2017年將可成長至 4,053億美元，2014-2017年之年複合成長率

可達 6.0%；再者，生質能源如:生質柴油、沼氣、氫氣、酒精等，世界各國

莫不積極投入開發，也因此促使相關產業的躍升。全世界已如火如荼的投

入生物科技產業，所以，除了專注基礎的生命科學學術研究外，培育高階

生物科技產業人才已勢在必行。 

三、 教育需求: 高等教育應致力於陶鑄人才為國所用，然近來報載博士高學

歷高失業率，顯示高等教育與企業所需人才存在顯著的學用落差，因此，

如何調整傳統偏注基礎教育的方向，轉而培育企業所需之高階人才，引領

產業風潮，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實為首務。國立交通大學在 1990年初期，

即擬定生物科技為學校未來發展的重點方向，並結合原已卓越發展的電

子、資訊及理工等相關領域，著重跨領域生物科技人才之培育，充分整合

生物與各工程技術的交流。國立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院(以下稱本院)的教

學與研究發展特色，即著重生命科學與跨領域生物科技，是國內首推跨領

域教學與研究的學院，因此，培育生物科技產業研發菁英之急迫重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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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責無旁貸。本院目前有專任師資 41人，與本校電機、資訊、理、工、管

理、科法、客家、人文等學院的教學與研究均有合作，目前設有三個跨領

域學程：「生物資訊學程」、「生物電子學程」及「奈米科技學程」，此

三跨領域學程充分涵蓋本校的領先技術，未來可直接投入生科產業相關領

域的研發，必可訓練出傑出的生物科技產業人才，彌平學用落差。 

四、 執行經驗: 本院系所在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支持下快速發展，

在生技產業產學合作已有良好的成果，並獲「行政院生技高階人才培訓與

就業計畫」與「教育部度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的支持，執行

績效優良；本院依「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已成立「生技產業研

發菁英學程」，邀請企業和法人參與，共同指導博士論文研究，使人才養

成和學術成果符合產業發展趨勢，由於成效優異，學子紛紛申請就讀，因

此提出「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申請，以期培養更多生技產業頂尖人

才，開創生物科技產業發展新方向。 

 

貳、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 本院博士班的發展方向以產業與學術合作為原則，開發優良產品或先進技

術，並配合生科專利智財規劃，促使產業升級。以下詳述本院各系所之跨

領域強項及未來發展重點。 

二、 本院各系所之發展重點領域分為五組： 

(一) 生物醫藥開發組:有別於傳統的藥物開發研究，本院以成熟的生物資訊

技術篩選藥物關鍵標的，繼以電腦輔助藥物設計，並透過前驅藥物的生

產，以動物疾病模式測試藥物功效，目前已成功開發出藥物載體與藥物

傳遞系統、蛋白質用藥、功能性顯影劑、抗病毒藥物等，大部分已在技

術轉移中，可謂成果卓著。 

(二) 電子醫療器材組:本院在生物電子醫療器材已有數項成果，如電晶片感

測技術、DNA電路晶片感測技術、奈米生醫感測技術、腦機介面。 

(三) 神經醫學研究組:本院以尖端的神經生理研究破解各種神經疾病的成

因，並配合已臻成熟的腦波偵測和認知科學技術，共同開發神經醫療器

材與分子電子元件。 

(四) 生質能源研究組:本院已開發產業級微生物與藻類生產系統，在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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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氣、生質柴油等能源生產的優化研究上，也相當成熟。 

(五) 生物資訊研究組：研究及開發各項整合性科技，以個人化基因資訊與醫

療檢測數據基礎，結合各項醫療技術與藥物資訊，精準地做出疾病診

斷，精確地挑選最合適個人的治療方針。著重於基因檢測技術、微生物

菌相檢測技術、液態活檢技術、醫療造影光電系統、醫學影像電腦輔助

診斷系統及各種醫療保健電子元件的開發。 

本院博士班將以「精準生醫研創平台．跨領域產學整合」為主要發展目標，以學

術研究為基準，進而解決臨床及產業應用問題為主要方向，期望整合本院跨領域技術

及師資，配合本校雄厚之資通訊半導體(ICT)研發能量，帶領台灣生物科技產業跨入

創新相關技術領域。將著重跨領域之教學與研發，並同時促進產學發展。 

 

參、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生物醫學工程是一綜合生物、醫學和諸多工程的學科，運用現代科學技術之理

論和方法，研究新技術與新材料，用於預防、診斷與治療疾病，以及提高醫療水準

的一門新興科學。又因全球老年化的趨勢和醫療保健器材需求迫切，生醫工程更逐

漸成為熱門且重要的科學。近十年來，全球科技領先國家，無不加速生醫工程人才

的培育，並利用大學之教育與研發能量，創造該國之生技醫療產業。而如前所述，

如 Johns Hopkins, MIT, Stanford, UC Berkeley, Cambridge, Oxford 等全球知名大學，均

已成立跨領域生物科技工程研究所學程，故此學程與世界學術潮流契合。 

  本院博士班與世界學術潮流符合外，與世界產業發展也息息相關，不但解決現今

產業的問題，也創造未來發展性。下列幾點本博士班發展的重心亦與學術發展潮流吻

合。 

一、 新藥開發：配合新技術的運用，藥物開發有加速的趨勢，依據美國 FDA統

計，2015年共核准 45個新藥，比較 2012 核准 39件、2013核准 27件及

2014核准 41件。明顯有增加趨勢，此外 45個新藥中，33為小分子藥物，

12個為生技藥品。生技藥品核准數目突飛猛進，可看出加快新藥開發速度

為未來趨勢。而如何整合跨領域研究，導入新技術如生物資訊工具應用與

優化抗體技術來增進新藥開發開發速度，均為時勢所趨。 

二、 個人基因體資訊於醫學的應用：自從 1999 年人類基因體解密以來，加上基

因定序技術的突飛猛進，人類疾病與基因體的關係已逐漸清晰。此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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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基因體資訊應用於健康照護及疾病治療是未來趨勢，更需要有先進

的醫療偵測技術來預防疾病的發生，並得以早期治療，而半導體和奈米科

技的導入，快速並方便診測，也是本博士班著重研發的方向，與未來潮流

完全相符。 

三、 神經醫學的進步：傳統的神經疾病治療，均止於治標而未治本，現今奈米

醫學的進步，為解決神經疾病帶來曙光，已有實驗結果顯示可以配合奈米

電子元件來修復神經損傷，神經疾病的醫療也將是未來研發的潮流，本院

無論在跨領域生物電子或生物奈米技術上，皆有優良的基礎及傑出的成

果，基於此成就，必可使本博士班學生極具競爭性。 

四、 無汙染能源的需求:近年來極端氣候的變遷，肇因於石化能源的過度使用，

導致全球氣溫升高所致，也造成環境汙染、嚴重危害健康，因此，我們將

迫切需要清潔的能源未本院生質能源的研究完全符合未來的需求。 

 

肆、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力需求評估： 

一、 人力需求評估分析： 

(一) 招生來源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

招生情形1） 

1. 根據行政院教育部訂定「100 學年度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

標準」之建議，國內大學應依行政院重大政策所建議之六大新興產

業人才需求，進行增設或調整招生名額。而「生物科技」即為六大

新興產業中之範圍最廣，產值潛力最大者，其中如何結合生技醫學

領域先進技術，並利用我國已成熟的光電與半導體產業技術應用於

發展生醫產品，已成為近年來政府推動生醫產業之施政重點。特別

是近兩年來，行政院持續推動「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

「醫療器材跨部會發展方案」等計畫，並籌設「國家生醫園區」，

成立「生技創投基金（TMF）」，都是我國極力發展生技與醫療產

業的重要措施。而此生醫產業跨領域人才的延攬與培育，更是我國

未來需全力執行的要務。據此，本案整併包括本院生物科技學院各

系所，並配合本校資訊、電機、理、工、光電等五個學院專才及技

1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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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申請增設生物科技學院之「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 

2. 生物科技產業博士班初期規劃學生名額共 6 名，由本學院原有全體

博士生名額調整 6名，本班依「教育部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

計畫」採學院招生方式，依兩種管道入學。第一管道為碩博士五年

研發一貫模式(1+2+2)，甄選對象為碩士一年級新生，本班學生在

碩士修課一年後逕讀博士。第二管道為各系所經過甄試或考試入學

成為本班新生，博士四年研發模式(2+2)，甄選對象為博士一年級

新生和碩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須通過逕修讀博士班審查機制成為

博士一年級新生)。本博士班第二年之後的招生名額，擬依執行成

效與需求每年做調整。 

3. 目前計有陽明大學、台北醫學大學、長庚大學、清華大學、中國醫

藥大學、高雄醫學大學等校參與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

研發菁英計畫。目前招生情況皆良好，名額供不應求，有擴大實施

之需求。 

(二)  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2、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 1、就業領域

主管之中央機關3） 

1. 畢業後就業情形: 本博士班尚無畢業生，因本博士班為產業研發導

向的特質，畢業生畢業之前已進入合作廠商研發其所需，故就業出

路將以合作廠商為基礎，但不受限僅就業合作廠商。且未來本所將

調查博士畢業生的流向，進一步進行數據分析及解讀，連同博士班

招生錄取率、註冊率、畢業狀況一起列為公開資訊，作為未來博士

人才培育之政策修改依據，也作為招生名額調整、博士班調整重要

參考。 

2. 根據行政院教育部訂定「100學年度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

標準」之建議，國內大學應依行政院重大政策所建議之六大新興產

業人才需求，進行增設或調整招生名額。而「生物科技」與「醫療

照護」即為六大新興產業中之兩項。而生技與醫學領域之應用，發

展生醫產品，已成為近年來政府推動生醫產業之施政重點。特別是

近兩年來，行政院持續推動「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健

2
 可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5479&CtUnit=566&BaseDSD=7&mp=1)

填列。 
3
 例如：設計產業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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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照護升值白金方案」、「醫療器材跨部會發展方案」等計畫，並

籌設「國家生醫園區」，成立「生技創投基金（TMF）」，都是我國

極力發展生技與醫療產業的重要措施，而此生醫產業跨領域人才的

延攬，更是我國未來需全力執行的要務。因此未來本所畢業生出路

將因需求殷切而寬廣。 

二、 補充說明： 

  結合實務教學與實習制度，讓學生透過與企業合作，更加瞭解產業界之

技術需求，以及達成產業與學術間的研究發展交流。讓學生經由提早進入真

實職場，將學校學習之理論實際應用在研發或生產上，同時體驗企業的運作

模式，並透過實務的粹煉了解產業動態，從而培養對專業技能的嫻熟應用。

台灣當下為亟需高階研發人才協助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我們也希望透過本

博士班能讓產業界感受到博士教育的價值，進而更願意以開闊的心胸接納博

士人才，博士人才也能發揮所學協助企業成長，進而形成一個正向的回饋機

制。 

 

伍、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 

一、 博士班招生取才主要考量是擇優取才，而配合國家政策、產業脈動、社會

需求、國際狀況等，培育出未來的博士人才能為社會所用，因此當此之

際，生科學院成立此「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可使學校博士班招生回

復號召力，社會及國家於未來也不致面臨人才短缺的窘境。 

二、 本校在生技領域的發展早已佈局，在 1994年成立全國第一個「生物科技研

究所」，1999年成立「生物科技學系」，2003年成立「生物科技學院」。

在 2002年成立了全國第一個生物資訊研究所，因應發展趨勢需求，2008更

名為今之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生物科技學院負有本校跨領域生物

科技教學與研究之任務，並執行全校性的多元生物學基礎教學工作。本校

設定「以生物學為基礎尋找實務問題，發展以問題解決為取向之科技應用

工程領域」之未來發展目標，生科院在其中扮演現階段築底與未來拔尖之

角色與任務。此外本校在 2011年 2月吳妍華校長上任之際，即宣示實質化

「生醫工程」跨領域的發展主軸，並積極規劃與推動交大 BioICT計畫，興

建「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目前大樓新建進度符合規畫，計畫於

2017年啟用。有此資源挹注，相信追求交大成為世界「頂尖大學」的治校

目標可加速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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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 

一、 修業規劃:本院博士班的課程設計目標是訓練具產業敏感度，且能研發

產品的生科跨領域人才，以協助與加速我國生科產業的發展。本博士班將

注重以跨領域現代生技與生醫研究為主軸，注入資訊、電機、奈米及工程

等領域的研發能量，再加上產業業師的參與，組成發展生科產業工程的研

究團隊。加入本博士班的研究生可在學有專長的教師群及產業經驗的業師

指導與合作之下，選擇一可結合其所興趣之生科產業問題，以跨領域的思

維進行深入跨領域生科產業的研發訓練。此外本博士班的特點是規劃學生

的學習與研究對於產業產生應用貢獻價值，由產學雙方緊密合作、規劃並

執行具有前瞻性及產業競爭力的研發主題，造就學生、學校、企業和國家

的多贏成就。 

(一) 修業規定: 

1. 碩博士五年研發一貫模式：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需修滿 36學分 (含

碩士班所修學分，但不含論文研究學分)。 

2. 博士四年研發模式：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需修滿 24學分 (不含論文

研究學分) 。 

(二) 必修課程： 

1. 博士四年研發一貫模式： 

(1) 專題演講（需修滿 4學分） 

(2) 博士班書報討論（需修滿 2學分） 

(3) 論文研究（需修滿 2學分） 

(4) 企業實習（需修滿 4學分） 

(5) 生技產業創業規劃、生物科技之專利趨勢分析、生技產業法規

實務概論、生命科技法律與倫理、生技關鍵技術與法規概述

(五門選二門)。 

2. 碩博士五年研發一貫模式： 

(1) 專題演講（需修滿 6學分） 

(2) 碩士班和博士班書報討論（需修滿 4學分） 

(3) 論文研究（需修滿 4學分） 

(4) 企業實習（需修滿 4學分） 

(5) 生技產業創業規劃、生物科技之專利趨勢分析、生技產業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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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概論、生命科技法律與倫理、生技關鍵技術與法規概述

(五門選二門) 。 

(三)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分審查及口試 

1. 審查： 

(1) 候選人當於考試前修滿 9學分（含）以上之課程，其成績必需

在 70分以上。  

(2) 必需已通過二學期博士班書報討論。 

(3) 繳交博士論文研究計畫及初步成果之書面報告，或加上其他成

為候選人值得參考之書面資料，由「生物科技學院課程委員

會」審查通過。 

2. 口試： 

(1) 時間：修業二年內完成。  

(2) 提出研究計畫及初步成果及其他書面資料。  

(A) 時間：考前一個月 

(B) 內容：目的、簡介、方法、成果及其它預期成果。 

(C) 與博士論文進度審查小組商定口試日期。 

(3) 先由候選人口頭報告，再由博士論文進度審查小組審查其論文

研究之初步結果、成果，並依所提研究計畫審定其論文研究是

否可於修業年限內完成。  

(4) 與研究論文相關之課程基本內容，得於口試中提出。  

(5) 資格考核通過者需呈報「生物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未能通

過者，得於一年內再補考一次。  

(四) 博士學位考試： 

1. 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須滿足下列三條件：  

(1) 符合畢業所需學分數。 

(2) 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 

(3) 通過英語能力認定。下列辦法得任選一種： 

(A) 通過系所認可相關單位舉辦之英文能力測試，包括口試

及筆試，並獲頒發英文能力證明。  

(B) 修習科技英文或論文寫作或讀、寫類之英文課程達 2學

分，且成績均達 70分以上。 

(C) 托福成績達以下之ㄧ:紙筆測驗 550分、電腦化測驗

(CBT)達 213分、網路化測驗(IBT)達 79分。 

(D) 多益測驗(TOEIC)成績達 750 

2. 博士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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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士班研究生經其博士論文進度審查小組一致同意後，得開始

撰寫論文。  

(2) 修業期間所發表論文須至少有一篇為已被接受於有評審制度之

國際性學術期刊(SCI指標列名期刊由「生物科技學院課程委員

會」認定之)，並應註明生物科技學院為其所屬單位，且為第

一作者，其指導教授為該篇通訊作者。 

(3) 完成以下其中一項，經「生物科技學院課程委員會」同意。 

(A) 提交正式申請送件美國專利申請書一份 

(B) 提交正式申請送件產學合作書一份 

(C) 提交正式申請送件技術轉移申請書一份 

(D) 提交正式申請送件與產學合作單位成立公司之營運企劃

書 

(E) 其他：代表產學貢獻之卓越成果 

(4) 博士候選人欲申請博士學位考試前須將其論文摘要、歷年成績

單、歷年繳交給博士論文進度審查小組之研究進度報告、資格

考核、已發表之論文及英語能力證明，送交系所辦公室審閱。 

3. 博士論文考試成績以論文內容及口試（及其他方式之考試）成績綜

合評定，以出席委員無記名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評定以一次為

限，以 70分為及格。但有三分之一（含）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

者，即以不及格論。不及格者，在修業年限未屆滿前，得於次學期

或次學年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仍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4.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修業期滿，通過資格考核但未通過博士學

位考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

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五) 選指導教授準則：獲選進入「生物科技學院產業博士班」之研究生應已

決定生物科技學院指導教授。合作企業的共同指導業師亦需在進入本學

程一年內決定。 

 

二、 課程規劃: 

(一) 必修課程 

授 課 課程名稱 學分 授課教師，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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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企業實習 4 
負責教師：各研究生指導教授規畫與監督課程之執行，並請

業師協助執行教學工作，輔導學生於產業中實際實習。 

 博士班書報討論 2（1/1） 

負責教師：院長 

1. 本課程為訓練與培育學生對生醫科學與生醫工程專業研究

報告與討論的能力。 

2. 本課程提供機制，協助與督促學生分別於生醫科學與生醫

工程專業學能的交流，以利其研究論文之進行。 

3. 針對特定轉譯醫學主題，邀請學者、專家進行演講與討論。 

 博士論文研究 4 

負責教師：院長 

學生已指定論文指導教師後，才得以選修此課程，而每學期

末必須繳交一份 Progress report。 

 
生命科技法律與倫

理 
2 

負責教師：科法學院 張兆恬 

將介紹生命倫理（bioethics）領域的幾項重要議題。 

 

 
生技產業法規實務

概論 
2 

負責教師：吳世揚 

講授國際生技醫療產品的規範 

 
生物科技專利趨勢

分析 
3 

負責教師：林志生 

本課程主要教授生物科技專利撰寫、申請與解讀學能。講授

生物科技專利策略與佈局。 

 生技產業創業規劃 3 

負責老師: 廖光文，劉彥谷，王愈善 

本課程分為兩大部分，前半段以「技術內容選題」為導向，

後半段為「創業所需能力」來完整授予學生新創事業整體規

劃概念。課程中結合講師之產業實務經驗分享及即時創業專

題修正，使學生從課程中實際模擬創業過程所需之技能及經

驗。 

 
生技關鍵技術與法

規概述 
2 

負責老師:陳榮治，鄒協成，邱光裕 

課程內容: 輔助醫療器材開發概述、藥物開發概述疫苗開發

概述、抗癌藥物開發趨勢、幹細胞醫學之發展與應用、組織

工程與藥物釋放之介紹與應用、醫療器材查驗登記法規概述、

人體試驗研究倫理講習班-醫療器材 

 

(二) 選修課程  

授課 課程名稱 學分 任課教師 專(兼) 最高學歷 專長(或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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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任、合聘 

1.生醫工程領域課程 

 腦神經工程與應用 3 柯立偉 專任 博士 

神經工程，計算神經科

學，腦機介面，神經訊號

處理，遠距健康照護，機

械學習和圖形識別 

2.生醫材料領域課程 

 磁振造影及其對比劑 3 王雲銘 專任 博士 

生物無機之研究,磁振造

影對比劑之開發與研究,

光學影像之開發與研究,

分子影像之研究 

 對比劑與分子影像學 3 王雲銘 專任 博士 

生物無機之研究,磁振造

影對比劑之開發與研究,

光學影像之開發與研究,

分子影像之研究 

3.生醫資訊領域課程 

 生物資訊應用 3 

黃憲達、 

黃鎮剛、 

楊進木 

專任 博士 

黃憲達：生物資訊、系統

生物學、比較基因體學 

黃鎮剛：結構生物資訊,

分子模擬,系統生物學 

楊進木：結構生物資訊、

電腦輔助藥物設計、資料

探勘、醫學資訊 

 電腦在生醫之應用 3 曲在雯 專任 博士 

神經可塑性、耳鳴產生的

病理與生理機轉、語音編

碼、認知神經科學、醫學

訊號處理 

 
智慧型機器學習與電

腦輔助藥物設計 
3 楊進木 專任 博士 

結構生物資訊、電腦輔助

藥物設計、資料探勘、醫

學資訊 

 生物影像資訊學 3 何信瑩 專任 博士 

智慧型計算、系統最佳化

工程、生物資訊、計算生

物、醫學資訊 

 結構生物資訊 3 楊進木 專任 博士 

結構生物資訊、電腦輔助

藥物設計、資料探勘、醫

學資訊 

 
雲端生物資訊演算法

理論與實作 
3 洪瑞鴻 專任 博士 

次世代定序分析,雲端運

算,生物資訊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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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資料分析與臨床

應用 
3 何信瑩 專任 博士 

智慧型計算、系統最佳化

工程、生物資訊、計算生

物、醫學資訊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課   程   內   容 

授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任課教師 專(兼)

任 

最高

學歷 

專長 

博三 企業實習 1 必修 研究生指

導教授 
專任 博士 

 

博三 企業實習 1 必修 研究生指

導教授 
專任 博士 

 

博四 企業實習 1 必修 研究生指

導教授 
專任 博士 

 

博四 企業實習 1 必修 研究生指

導教授 
專任 博士 

 

博一 博士班書報討

論 

1 必修 生科院院

長 

專任 博士  

博二 博士班書報討

論 

1 必修 生科院院

長 

專任 博士  

博一 博士論文研究 1 必修 生科院院

長 

專任 博士  

博一 博士論文研究 1 必修 生科院院

長 

專任 博士  

博二 博士論文研究 1 必修 生科院院

長 

專任 博士  

博二 博士論文研究 1 必修 生科院院

長 

專任 博士  

 生命科技法律

與倫理 

2 必選修 科法學院 

張兆恬 

專任 博士  

 生技產業法規

實務概論 

2 必選修 吳世楊 兼任 碩士  

 生物科技專利

趨勢分析 

3 必選修 林志生 專任 博士 生物醫學,生物感測,生質能

源 

 

 生技產業創業

規劃 

3 必選修 廖光文等 專任 博士 抗體之製作,蛋白質工程,

免疫學,基因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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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技關鍵技術

與法規概述 

2 必選修 鄒協成等 專任 博士 免疫學、自體免疫疾病、

細胞分子醫學 

 

腦神經工程與

應用 
3 

選修 

柯立偉 專任 博士 

神經工程，計算神經科

學，腦機介面，神經訊號

處理，遠距健康照護，機

械學習和圖形識別 

 

磁振造影及其

對比劑 
3 

選修 

王雲銘 專任 博士 

生物無機之研究,磁振造影

對比劑之開發與研究,光學

影像之開發與研究,分子影

像之研究 

 

對比劑與分子

影像學 
3 

選修 

王雲銘 專任 博士 

生物無機之研究,磁振造影

對比劑之開發與研究,光學

影像之開發與研究,分子影

像之研究 

 

生物資訊應用 3 

選修 

黃憲達、 

黃鎮剛、 

楊進木 

專任 博士 

黃憲達：生物資訊、系統

生物學、比較基因體學 

黃鎮剛：結構生物資訊,分

子模擬,系統生物學 

楊進木：結構生物資訊、

電腦輔助藥物設計、資料

探勘、醫學資訊 

 

電腦在生醫之

應用 
3 

選修 

曲在雯 專任 博士 

神經可塑性、耳鳴產生的

病理與生理機轉、語音編

碼、認知神經科學、醫學

訊號處理 

 智慧型機器學

習與電腦輔助

藥物設計 

3 

選修 

楊進木 專任 博士 

結構生物資訊、電腦輔助

藥物設計、資料探勘、醫

學資訊 

 
生物影像資訊

學 
3 

選修 

何信瑩 專任 博士 

智慧型計算、系統最佳化

工程、生物資訊、計算生

物、醫學資訊 

 

結構生物資訊 3 

選修 

楊進木 專任 博士 

結構生物資訊、電腦輔助

藥物設計、資料探勘、醫

學資訊 

 雲端生物資訊

演算法理論與

實作 

3 

選修 

洪瑞鴻 專任 博士 
次世代定序分析,雲端運算,

生物資訊演算法 

 
醫學資料分析

與臨床應用 
3 

選修 

何信瑩 專任 博士 

智慧型計算、系統最佳化

工程、生物資訊、計算生

物、醫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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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生理學 3 

選修 

曲在雯、 

林志生 
專任 博士 

曲在雯：神經可塑性、耳

鳴產生的病理與生理機

轉、語音編碼、認知神經

科學、醫學訊號處理 

林志生：生物醫學,生物感

測,生質能源 

 轉譯醫學特論 2 選修 徐祖安 合聘 博士 病毒與癌症之藥物設計 

 

神經科學 3 

選修 

高智飛、 

莊碧簪 
專任 博士 

高智飛：神經發育學,神經

幹細胞,果蠅遺傳學,生物

化學 

莊碧簪：細胞生理學、老

年醫學 

 
腫瘤生物學 3 

選修 
梁美智 專任 博士 

癌症的研究與治療，抗癌

藥物的篩選 

 癌症幹細胞與

標靶治療 
3 

選修 
邱光裕 專任 博士 MicroRNAs 

 

高等分子醫學 2 

選修 

王志宏等 專任 博士 

王志宏：分子代謝醫學，

代謝體學，心血管疾病及

基因轉殖 

 分子與細胞毒

理學 
3 

選修 
趙瑞益 專任 博士 

抗癌標靶、抗癌藥物、抗

癌奈米 

 

免疫學 2 

選修 

鄒協成、 

廖光文 
專任 博士 

鄒協成：免疫學、自體免

疫疾病、細胞分子醫學 

廖光文：抗體之製作,蛋白

質工程,免疫學,基因治療 

 
轉譯醫學：病

理學 
3 

選修 

王志宏 專任 博士 

分子代謝醫學，代謝體

學，心血管疾病及基因轉

殖 

 

臨床微生物 2 

選修 羅秀容等

(國家衛生

研究院) 

兼任 博士 
醫學微生物學及分子遺傳

學 

 
分子抗癌特論 3 

選修 
趙瑞益 專任 博士 

抗癌標靶、抗癌藥物、抗

癌奈米 

 腫瘤免疫實驗

技術 
3 

選修 
廖光文 專任 博士 

抗體之製作,蛋白質工程,

免疫學,基因治療 

 
病毒學 3 

選修 
楊昀良 專任 博士 

病毒及真菌致病機制,後基

因組學,整合生物學 

 
細菌致病機制 3 

選修 
彭慧玲 專任 博士 

微生物致病、基因調控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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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重組技術

與代謝工程 
2 

選修 
蘭宜錚 專任 博士 生物分子工程、代謝工程 

 
心臟電氣學特

論 
3 

選修 

楊騰芳 專任 

醫學

士、

博士 

心臟電氣學及心血管生物

資訊學 

 
醫學資料分析

與臨床應用 
3 

選修 

陳文亮等 專任 博士 

陳文亮：蛋白質體學、免

疫化學、免疫檢測、抗體

工程 

 
神經造影方法

與應用 
2 

選修 

黃植懋 專任 博士 

認知神經科學,神經認知老

化,神經可塑性,腦造影技

術,神經電生理 

 
臨床試驗與證

據醫學 
3 

選修 

楊騰芳 專任 

醫學

士、

博士 

心臟電氣學及心血管生物

資訊學 

 
組織光學 3 

選修 
李明家 專任 博士 

組織光學、分子探針、掌

性材料 

 醫藥與生物技

術產業特論 
3 

選修 
梁美智 專任 博士 

癌症的研究與治療、抗癌

藥物的篩選 

 

柒、 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如屬無原

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教師姓名 

（系所） 

研究生姓名 

（畢業學年度） 
論文題目 

鐘育志 

生科系 

林志明 105博士 頸動脈超音波以預測頸動脈支架術後腦中風病人神經功能喪失之恢復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名 

黃憲達 尼姍娜 105博士 利用電腦分析方法預測及實驗驗證在胃癌中微小核醣核酸目標基因 

黃緯允 104博士 透過子宮內膜癌細胞 DNA甲基化研究表觀基因的調控 

黃煒志 104博士 

整合生物資訊分析與精準醫學概念以發展出應用在癌症檢測與治療方面上的實用解決方

法 

周致宏 104博士 建立肝癌中微小核醣核酸與基因間的調控網路 

葉詠薷 104博士 微核醣核酸 let-7b 抗 C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作用機制 

翁順隆 103博士 運用高通量定序分析陰道微生物菌相與陰道炎之相關性和精液菌相與不孕症之關聯性 

邱致閔 102博士 運用宏觀基因體分析平台建立人體菌相圖譜及細菌與疾病之風險評估模型 

陳柏錚 104碩士 無線腦波習慣化頻譜差異於開發偏頭痛分期系統 

呂冠杰 103碩士 多齒新米蝦的轉錄體及其功能性分析資料庫之建置 

陳昱宏 103碩士 癌症基因突變檢測之引子設計整合性平台建置 

劉家裕 102碩士 細菌辨識與抗藥性基因偵測之整合性平台建置 

黃紹甄 102碩士 MirTS: 運用基因演算法與支持向量機來辨認 miRNA 和其目標基因的工具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2名 

吳東昆 盧璟儀 105碩士 以霍氏格里蒙菌熱穩定溶血素結合辨認胜肽之抗癌藥物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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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庭瑋 105碩士 α相位固醇/類固醇醣苷之合成研究 

廖曼君 104碩士 標的導向胜肽-熱穩定溶血素重組蛋白表現 及其乳癌治療應用之研究 

李純如 104碩士 有機磷配位基對仿生釕-硫產氫團簇之光催化產氫研究 

周聖浩 104碩士 以基質輔助雷射解吸電離質譜鑑定重組鱟血漿凝集素與脂多糖之作用關係 

陳怡廷 104碩士 仿生氨基取代釕—硫錯合物合成及應用於勻相光催化產氫之研究 

彭鈞聖 103碩士 仿生性鈷硫錯合物之合成及其在水相之光催化產氫研究 

林宜臻 103碩士 鎳—硫系統於水相光催化產氫之研究 

蔡佳哲 103碩士 藉由一鍋化酵素合成方法獲得 三萜皂苷以及尿苷二磷酸單糖 

劉謦賢 103碩士 探討抗菌素鏈黴菌中葡萄糖轉醣酶催化苷元之多樣性 

邱雅笙 103碩士 釀酒酵母、幽門螺桿菌及阿拉伯芥中轉醣酶之分子選殖、蛋白質表現及其功能性分析 

羅子傑 103碩士 

比菲德氏嬰兒雙歧桿菌中氮-乙醯六碳糖激酶及大腸桿菌中半乳糖激酶之分子選殖、蛋

白質表現及其功能性分析 

陳玫華 102碩士 合成仿生性釕磷基氫團簇並應用於光催化產氫 

彭國通 102碩士 合成與應用光敏物-鍵橋-催化團簇(P-L-C)模型於光催化產氫系統 

林家豪 102碩士 以鐵鐵氫化酶為基礎仿生合成金屬氫簇族並進行光催化產氫研究 

胡文茜 102碩士 發展對 B 肝病毒表面抗原有專一性之單株抗體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6名 

彭慧玲 

王哲充 103博士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中 FimK、PecSM 蛋白和 CpxAR雙分子系統對第一型及第三型纖

毛表現的調控角色探討 

李蕙如 102博士 

綠膿桿菌 PAO1中兩個雙功能酵素 PslB 和 PA3346 功能特性之研究與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 galU 突變株在半乳糖壓力下其轉錄體之分析 

黃乾吉 102博士 提升 C型肝炎核心蛋白抗原活性與新果寡糖之二階段醱酵生產 

徐啟翔 104碩士 探討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 攝鐵調控蛋白 Fur 對第三型纖毛表現的調控 

姜若迪 104碩士 研究 RcsB、Hfq、HNS對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 酸壓力反應之調控 

劉亭伊 104碩士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 雙分子系統 CpxAR 調控路徑之探討 

黃子芸 103碩士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 PerA 及 PerC 的功能性探討 

張瑋芝 103碩士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 CSS-EAL domain 蛋白 YlaB、YoaD、16830 及 Rtn之功能性探討 

林偉豐 102碩士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 Fur、RcsB及 cyclic di-GMP 對第三型纖毛表現之調控探討 

卓蕙瑜 102碩士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絲胺酸/蘇胺酸激酶 KpnK 的功能性探討 

韓子祥 102碩士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中第六型分泌系統-I組成蛋白質 Hcp、ClpV 和 VgrG之功能性

探討 

林珍儀 102碩士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中 HdeA、HdeB、HdeD伴隨蛋白 在抗酸反應中所扮演的角色 

彭冠男 102碩士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中 RcsFCDB 訊息傳遞所扮演的角色 

郭俐君 102碩士 

克雷白氏肺炎桿菌 CG43中二價鐵螯合系統 FeoABC、SitABCD和 EfeUOB 之特性探討與比

較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4名 

楊騰芳 李志賢 105博士 在區域綜合醫院的新興心血管外科研究：主動脈腔內修復及心率變異的臨床應用 

張建榮 104博士 心房心律不整與心率變異性之研究 

陳雅筑 102碩士 台灣二尖瓣膜脫垂病人與正常族群心率變異性之性別與姿勢差異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林志生 呂理哲 104博士 尿毒症患者血液中及其經血液透析後血液中 MMPs/TIMPs 和 ACE/ACE2 活性比值之變化 

楊文瑞 104博士 

探討在人體外授精過程中胚胎早期分裂用不同卵巢刺激策略之關聯與濾泡液中基質金屬

蛋白酶的活性變化 

莊樹宏 103博士 研發以傳統器械進行單一切口腹腔鏡手術 以治療膽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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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靜惠 103博士 

探索可預測急性心肌梗塞患者接受氣球擴張術後的冠狀動脈再狹窄和左心室重塑之血液

標誌因子 

高千雅 102博士 

微藻養殖模組用於工業廢氣和畜產沼氣中二氧化碳的捕捉並利用於微藻生物質的生產與

生質氣體的提純 

張其真 102博士 

性腺賀爾蒙、山藥及卵巢切除處理對子宮內膜細胞體外增殖 與子宮基質金屬蛋白質酶

活性的影響 

鄭崑山 102博士 基質金屬蛋白酶基因多型性及酵素活性在兒童心室中膈缺損的相關性 

謝文郁 102博士 腎素血管收縮素系統在肋膜腔積液和肺纖維化病程機制中的作用 

莊婉暄 104碩士 腎臟病變中糜蛋白酶與第二型血管收縮素轉換酶於病程發展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討 

簡仲甫 104碩士 利用廢水與碳捕獲再利用系統於微藻生長與生物 質產量最佳化之研究 

謝日升 103碩士 第二型血管收縮素轉換酶於 bleomycin 誘發肺部纖維化病變機轉中之角色探討 

曾一華 103碩士 

利用金奈米粒子胜肽探針檢測糜蛋白酶活性並探討糜蛋白酶於馬兜鈴酸誘導之腎臟病變

的角色 

張郁彬 102碩士 

鍋爐廢氣中二氧化碳再利用於微藻 Chlorella sp.之養殖 以生產具生物功效性之微藻

生物質 

陳采郁 102碩士 利用畜牧廢水進行微藻養殖以提升微藻生物質及油脂產量 

葛麗 102 碩士 第二型血管收縮素轉化酶缺乏與阿黴素誘發急性心肌病相關性之研究 

張碧珊 102碩士 建構酪胺酸酶感測片以檢測酚類的汙染與農藥之殘留 

洪意涵 102碩士 探討第二型血管收縮素轉換酶在早期慢性阻塞性肺炎病程中扮演的角色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7名 

張家靖 杜隆成 104博士 肌電訊號分析與輔助控制機械結構於整形手術之臨床轉譯開發 

黃詠勤 104碩士 本質無穩定結構基因重組蛋白質 Thymosin β4 之摺疊研究 

陳蔚 104 碩士 即用型新型濺鍍式奈米鈀薄膜探針之開發及在電化學上之應用研究 

林佳穎 104碩士 

泰若美沛可 (tetra-O-methyl nordihydroguaiaretic acid, M4N) 在人類肝癌細胞中

對於 CPT1α 的影響 

呂育寧 102碩士 利用奈米金增強電化學阻抗分析探針發展快速檢測抗穆勒氏荷爾蒙平台 

吳典學 102碩士 

建立蛋白質-去氧核醣核酸交互作用的檢測平台：以 p53 與 Bax基因啟動子之交互作用

檢測為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曾慶平 

林威志 102博士 

研發實場化學-生物串聯除硫化氫系統及次世代定序法研究氧化亞鐵硫桿菌突變株之基

因體及轉錄體 

楊冀冬 102博士 大腸桿菌內 CRP 對 CRISPR/Cas 系統, small RNAs 及 lacI 基因之調控功能研究 

盧懷恩 102博士 以三染色體 21人類中期妊娠羊水細胞建立誘導型多能幹細胞之研究 

江尹玲 105碩士 從養豬場廢水中分離鑑定微藻並探討藻體優化方式及潛力分析 

林政憲 105碩士 大腸桿菌內調控轉錄因子 CRP 新發現之前饋式調控迴路研究 

朱珈萱 104碩士 大腸桿菌轉錄因子 CRP 參與多重內部二次輸入節點前饋迴路控制系統之研究 

張庭 104 碩士 

利用兩步驟序列比對法提升β-Glucosidase BgxA 與 D-Aminoacylase DA1 熱穩定性之

研究 

宋嘉峻 104碩士 大腸桿菌內環腺苷磷酸受體蛋白(CRP)之前饋式迴路(FFL)基因調控研究 

呂婉綸 103碩士 CRP蛋白調控大腸桿菌 atpIBEFHAGDC 操縱子之研究 

黃奕鈞 103碩士 大腸桿菌內 CRP 對醣類代謝基因調控功能研究 

蔡瀚霆 103碩士 大腸桿菌 CRP 蛋白調控 topA 基因之研究 

蘇煜祚 103碩士 畜殖場固體廢棄物厭氧消化生成沼氣之研究 

黃惠瑛 102碩士 大腸桿菌環單磷酸腺苷受體蛋白參與激酶與磷酸酶轉錄層次調控之研究 

石素貞 102碩士 大腸桿菌中 RprA sRNA 對 nagE與 lamB mRNA 之抑制調控機制 

第 65 頁



卓奕芃 102碩士 紅麴菌轉錄因子 MokH對 DNA 鍵結之分析及探討不同紅麴菌種之膽固醇抑制劑基因群 

林秉翰 102碩士 利用前處理與共消化提升微藻厭氧消化之沼氣產量研究 

吳劭易 102碩士 利用大腸桿菌在溫度調控系統下提升生質異丁醇發酵產量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7名 

楊裕雄 陳柏翰 104博士 酪胺酸亞硫酸基轉移酶之研究平台開發與其酵素催化機制之探討 

蔡昆熹 103博士 心音時序演算法精確計算脈搏速率 

劉軒甫 105碩士 藉由 P -選擇素糖蛋白配體亞硫酸化探討酪胺酸亞硫酸機轉移酶之受質選擇機制 

侯佑樺 104碩士 酪胺酸亞硫酸基轉移酶之非典型催化動力學-受質抑制作用及雙相動力學 

楊博文 103碩士 核酸於奈米線上之雜交機制探討:離子濃度與探針之影響 

黃詩芳 102碩士 以原態凝膠電泳系統分析鑑定亞硫酸化蛋白質 

吳哲華 102碩士 多晶矽奈米線氨氣感測平台開發與感測機制探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 名 

林苕吟 楊忠翰 104博士 RNA三級結構的比對與資料庫的搜尋 

林嘉勇 104碩士 探討十六種草藥對登革病毒 2 型 (DENV-2) NS3 蛋白酶抑製效應之研究 

林瑞婷 104碩士 

探討藥用植物對登革熱病毒 2 型（DENV-2）NS3 解旋酶結構域 ATPase 活性的抑製效果

之研究 

陳思翰 103碩士 突變的 T3/7 DNA 聚合酶的交互作用與功能的研究探討 

陳奕瑋 102碩士 重組蛋白質在大腸桿菌之異體表現情況與條件的探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5 名 

黃鎮剛 

生資所 

 

李啟文 103博士 蛋白質鹽橋結構分析與熱穩定性之應用 

張智閔 103博士 蛋白質複合體其次單元間演化偶合之研究 

葉書瑋 103博士 蛋白質結構反映演化約束之研究 

黃存操 102博士 蛋白質結構、動態與其演化之間的關係 

鄭智文 103碩士 蛋白質中胺基酸的自由空間與序列保留度的關係 

連冠棻 103碩士 探討核磁共振技術所解出的蛋白質結構其堆疊程度和演化之關係 

石仲軒 103碩士 利用結構堆疊度論穿膜蛋白質之演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 名 

何信瑩 劉一帆 104博士 使用計分卡分析系統來預測並詮釋 蛋白質功能 

陳義雄 103博士 以演化式最佳化方法建立量化基因調控網路模型與整合型平台 

李光成 102博士 設計最佳化演算法預測蛋白質功能和辨認神經細胞影像 

邱仕翔 105碩士 以迭代式偏最小平方法尋找糖腎病代謝物生物標記 

蕭瓊治 105碩士 使用分數卡方法發現組蛋白賴氨酸甲基轉移酶的功能性胜肽 

王音絜 105碩士 使用分數卡方法發現可辨識抗氧化蛋白 的特定二級結構 

廖芹 104 碩士 從序列中預測分析抗體類澱粉沉積性 

余盈穎 103碩士 使用合成性的生物迴路分析 FimB與 FimE 的交互作用 

劉文堅 103碩士 研發以 M2 巨噬細胞誘發非小細胞肺癌細胞轉移為基礎舊藥新 用篩藥平台 

陳泓安 103碩士 精神分裂症與抗精神病藥物的使用 影響失智症的風險:嵌入型病例對照研究 

尹蘊筑 103碩士 終末期腎臟病病患使用血管收縮素受體阻斷劑影響重大心血管事件的風險 

方恩蘭 103碩士 用評分卡方法來預測和描述光合作蛋白序列 

朱芳瑩 103碩士 使用安眠藥物導致睡眠障礙老人骨折的風險 

張兆締 103碩士 使用唾液中蛋白質表現量評估罹患口腔癌之風險 

許書婷 103碩士 類風溼性關節炎與慢性肝病之關聯性 

賴仕鈞 102碩士 使用分數卡方法從蛋白質序列預測聚酮合酶與非核糖體肽合成酶 

黃薏寧 102碩士 開發複合型藥物應用在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突變之非小細胞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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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17名 

楊進木 李日清 104博士 以多臨床策略切入頭頸癌治療 

陳世勳 102博士 

蛋白質間交互作用小分子抑制劑選擇性促使化學藥劑抗藥性或缺乏半胱胺酸蛋白酶-3

之癌細胞死亡 

林峻宇 102博士 動態同源映射網路揭示細胞行為及疾病機制 

邱一原 102博士 同源藥理揭示舊藥新用與蛋白質化合物交互作用網路 

林志達 102博士 探索激酶抑制劑之選擇性與結合機制以開發抗癌藥物 

李哲勳 105碩士 建構登革 NS2B/NS3 蛋白酶計算模型及應用在舊藥新用 

顏佳儀 104碩士 藉由同源藥理及激酶-抑制劑-疾病家族設計激酶抑制劑 

楊方琪 104碩士 區域-區域交互作用地圖探索蛋白質交互作用介面 

許元綸 104碩士 利用蛋白質交互作用網路配合高轉移動物模式基因表現值探討乳癌轉移機制 

莊佾軒 103碩士 HNC88 :以基因表達譜診斷頭頸癌分類及臨床預後 

林昱葦 103碩士 以差異表現模組探討二十二種腫瘤型態的腫瘤異質性 

林傳東 103碩士 離胺酸甲基轉移酶的結構分析與藥物發現 

沈培鈞 103碩士 舊藥新用：首款 FDA核准藥物藉由抑制 IRAK4及其訊息傳遞途徑達到抗發炎之效用 

陳怡君 103碩士 CoMI:以共識互信息鑑定生物標記及分析全基因組表達譜 

曾仁琥 103碩士 藉由解剖學治療學及化學分類系統與同源藥理揭露非癌症藥物於癌症治療 

林伸融 102碩士 iGemdock 2.0 與 SiMMap: 篩選後分析方法於以結構為基礎之藥物設計 

劉冠秀 102碩士 利用同源蛋白質-化合物複合物揭露現有藥物之新用途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7名 

尤禎祥 陳盈孝 103碩士 人類 3-巰基丙酮酸硫轉移酶其脫硫機制之 理論探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 名 

林勇欣 張家豪 103博士 鰟鮍科魚類的親緣關係與一可能推動鰟鮍物種多樣性的演化機制 

王人弘 105碩士 一個使用全基因資訊建立演化樹的創新方法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 名 

柯立偉 高施安 105碩士 生理狀態變化情形下提升穩態視覺誘發電位腦機介面持續使用成效研究 

劉士華 105碩士 課堂學業壓力下的靜息腦波不對稱性與震盪 

林柏凱 104碩士 整合無線心電圖及體表溫度訊號 於臨床生命徵象監控系統 

楊堡鈞 104碩士 穩態視覺腦機介面於遊戲設計應用 

賴威凱 104碩士 無線前額腦波與眼動特徵擷取於增進駕駛疲勞警覺性 

黃寶慧 104碩士 運用奈米點陣列調控乳癌細胞的上皮-間葉轉換現象 

侍伊成 104碩士 運用功能性核磁共振及腦波同步量測探討模擬戰爭場景下之行為抑制網絡系統 

林詩川 103碩士 以中央腦區擷取移動想像和穩態視覺誘發電位特徵提昇複合式腦機介面成效 

楊孟珣 103碩士 睡眠中間斷撥放芳香刺激能有效增加睡眠品質 

吳瑞芸 102碩士 運用腦波及近紅外線同步量測探討大腦專注力網絡之腦動態及血流動力學變化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0名 

洪瑞鴻 戴璟淳 105碩士 基於去氧核醣核酸與組蛋白之修飾特徵識別轉錄因子之功能 

蕭瓊柏 105碩士 開發基於 K-means-pHMM 機器學習演算法之交聯免疫沈澱法高通量定序的泛用分析框架 

李俊緯 104碩士 微小干擾核糖核酸與人類 Argonaute 蛋白質之類化分析 

曾晴雯 103碩士 

應用主成分分析於老鼠胚胎幹細胞免疫沈澱定序資料揭示轉錄因子與組蛋白修飾標記在

特定區域的顯著關係 

李昀龍 103碩士 高度可平行化的長片段生物序列之 FM-index變體 

周旻德 103碩士 基於次世代定序資料偵測小沉默核醣核酸上的非範本附尾修飾的高效排比器 

翁瑞成 102碩士 次世代定序配接序列偵測演算法實作及其效能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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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7 名 

王雲銘 

分醫所 

辛加安 104博士 設計與開發 1H and 19F MRI 分子影像對比劑 

吳首成 102博士 

具標靶化之超順磁氧化鐵奈米粒子 MnMEIO-silane-NH2-mPEG之合成、特性探討及其在

磁振造影上之應用 

陳彥豪 102博士 一氧化氮與半胱胺酸/高半胱胺酸螢光探針之設計、合成及其細胞造影之研究 

莊曜禎 102博士 以奈米金發展之建構基質金屬蛋白酶檢測平台及磁振造影與光熱治療雙功能之奈米團 

李牧謙 104碩士 超靈敏場效電晶體生物晶片偵測促卵泡激素 

吳尚蓉 104碩士 開發診療合一之抗體標靶化微脂體在肺癌之應用 

謝育豪 104碩士 多功能奈米粒子在乳癌中的診療應用 

何梓暘 104碩士 微脂體包覆奈米金桿應用於乳癌之研究 

周秉厚 103碩士 應用場效應電晶體偵測生物分子 

李律瑩 103碩士 硫化氫螢光探針 MaT-cyclen 之特性研究 

Priyanka 

Yadav103 碩士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thermosensitive liposome encapsulated 

with nanoparticles and doxorubicin 

蕭維辰 103碩士 多功能熱感應微脂體在磁振造影及多重治療之應用 

王育良 103碩士 [Cu(AbT-CA)]作為快速偵測活性含氮物種之螢光探針並應用於生物系統 

吳培郁 103碩士 過氧亞硝酸鹽螢光探針 4-MB 之特性研究 

劉婉淳 103碩士 

以 19F MRI 偵測硫化氫之釓金屬錯合物磁振造影對比劑[Gd(DOTA-CF3)]之合成及特性研

究 

郭宗倫 102碩士 具標靶化之超順磁氧化鐵奈米粒子磁振造影對比劑之合成與特性研究 

羅仕豐 102碩士 應用磁振造影與光熱治療之雙功能奈米團結合極化巨噬細胞建立抗腫瘤特洛伊木馬 

王杰霖 102碩士 

發展具磁振造影與光熱及光動力治療之多功能奈米團, 探討以 NBD衍生物為配位基之

Roussin’s Red Esters 在細胞內的分布狀態 

李佳旻 102碩士 多功能磁振造影對比劑 CHC-[Gd(DOTA-NH2)]-FITC-Erb之合成與特性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9名 

趙瑞益 劉惠芳 102博士 探討 Securin及 miR-1246在人類大腸癌細胞的功能 

林佩臻 104碩士 CR108 抑制人類大腸癌細胞中 Haspin 蛋白表現及組蛋白 H3 磷酸化的作用 

張運玄 104碩士 探討 Haspin 在人類大腸癌腫瘤形成之角色 

許雅評 104碩士 SP101 克服人類非小細胞肺癌之 EGFR突變及癌幹性的抗藥作用 

林育瑋 104碩士 利用新穎奈米鑽石藥物複合體在大腸癌細胞之表皮生長因子受體之標定及治療 

邱薇如 103碩士 

探討 Aurora A 激酶抑制劑 MLN8237 在人類大腸癌細胞中對螢光奈米鑽石的胞飲作用、

運送及分布之影響 

陳贊竹 103碩士 Aurora A 與 Haspin 激酶在人類大腸癌中調控 p53 及腫瘤生長的角色 

蘇逸寧 103碩士 利用螢光奈米鑽石結合專一性抗體進行癌症幹細胞標誌 SSEA-1的標定與追蹤 

蘇泓政 102碩士 利用螢光奈米鑽石在上皮生長因子受體 的新穎檢測及追蹤方法 

林茜儀 102碩士 Aurora A 及 haspin 激酶在大腸癌細胞的組蛋白磷酸化作用及染色體運送複合體之角色 

王嘉琳 102碩士 探討 p53 與 Aurora A 在 bortezomib 誘發大腸癌細胞之 G2/M期停滯與細胞凋亡的角色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1名 

廖光文 葛俊言 104博士 探討維生素 D3在運動衰竭與失血性休克動物模式下抗氧化及抗發炎作用 

林靜敏 104博士 7,7”-dimethoxyagastisflavone 抑制黑色素瘤細胞 在腫瘤發展上的生物活性 

游淳惟 105碩士 運用生物資訊工具設計抑制胃癌細胞生長之 ITGA2 抗體 

謝澄皓 103碩士 抗癌藥物 CR1 對免疫細胞活化作用之探討 

張庭瑋 103碩士 研究標靶 LKW003對於卵巢癌細胞生理之影響 

莊雨璋 103碩士 研究標靶 liaoA005A 對胃癌細胞生長和遷移的影響 

張蓉 103 碩士 Lipo-PEG-PEI complex 包覆抗癌藥物應用在大腸直腸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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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指導研究生 7 名 

楊昀良 柯惠菁 102博士 探討剔除 CaENO1、CaREP5及 CaREP6對白色念珠菌之影響 

李秉達 105碩士 建構熱帶念珠菌 DNA表達文庫 

包浚廷 105碩士 建構 SAT1 質體之 polylinker 以及探討 CaPTR3 對白色念珠菌型態變化之影響 

陳慈徽 104碩士 剔除 CaPHO112 基因對白色念珠菌型態及生長的影響 

陳瑋德 104碩士 探討剔除白色念珠菌 CaPTR2、CaPTR3、CaPTR22 對白色念珠菌型態變化之影響 

李克威 104碩士 

探討剔除白色念珠菌 CaHGT6、CaORF19.7566、CaCDR4 和 CaCDR3CDR4 對白色念珠菌型

態變化和生長情況之影響 

唐子喬 104碩士 

探討剔除白色念珠菌 CaORF19.5285 與 CaORF19.5285 對白色念珠菌的型態變化及其性

狀 

李柏毅 103碩士 

探討剔除白色念珠菌 CaORF19.4906、CaORF19.4975 和 CaORF19.4761 對白色念珠菌之影

響 

郭郁琳 103碩士 

探討剔除白色念珠菌 CaORF19.3360、CaORF19.4965 和 CaORF19.6268 對白色念珠菌黏

附、型態變化和生長情況之影響 

蔡昇樺 102碩士 探討水果表面酵母菌菌株的分布及對抗真菌藥物的感受性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0名 

袁俊傑 張庭源 104碩士 Mst3在粒線體電子傳遞鏈的穩定性及在逆境下產生活性氧上的角色 

林于馨 103碩士 應用胜肽鏈於室溫下引導生物磁性奈米粒子複合體之生合成 

吳俊輝 103碩士 應用以 Ni-DNA為基礎的重建核小體於奈米電子元件的開發 

李一飛 102碩士 Mst3在飢餓引起的自噬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 

陳志彥 102碩士 Mst3在逆境下對於粒線體動態平衡及型態所扮演之角色 

林辰翰 102碩士 探討電沉積奈米金或奈米鈀對碳纖維紙電極電化學特性的影響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 名 

黃兆祺 謝秉元 105碩士 Importin-α調控神經細胞之微管成核與形態發生 

李崇維 104碩士 探討細胞質 NuMA在早期神經細胞型態發生中之功能 

黃漢強 104碩士 Cep170 之大量表現產生非中心體分佈並促使神經突生長 

劉嘉旺 104碩士 利用螢光共振能量轉移技術觀察 TPX2和 importin-α在活體神經細胞中之交互作用 

葉瑋安 103碩士 建立抑制 dynein和 dynactin 在胞內交互作用之光活化平台 

呂家慧 103碩士 以高內含分析技術探討 P19神經分化細胞模型中 kinesin 動力蛋白之功能 

羅鵬霖 103碩士 

高內涵蛋白質晶片篩選技術: 結合大腸桿菌蛋白質晶片和高內涵篩選技術來找出能影響

神經型態發生的細菌蛋白質 

陳怡如 102碩士 建立微管正端動態分析平台以研究 TPX2 和 RHAMM在神經突發生過程之功能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 名 

 

捌、 本系、所、學位學程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 本學程將運用校方圖書資源，目前中文圖書 105,757 冊，外文圖書

269,476 冊，中文期刊:281 種，外文期刊:621 種；106 學年度擬增購生醫科

學與工程相關之圖書  150 冊；外文電子期刊 20 種。 

因本校與國立陽明大學同屬台灣聯合大學之一員，已有圖書館資源共

用之協定與機制，因此大部分與醫學有關之中、外文圖書與期刊，原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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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增購。再則，本校每年有固定圖書經費編列，本學程將持續三年，每

年編列至少 120 萬元之跨領域生醫工程領域相關之圖書、電子期刊經費，

以充實本校圖書館在生物醫學與工程之圖書與電子期刊資料。 

二、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主 要 設 備 名 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 購 經 費 

主 要 設 備 名 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 購 經 費 

多光子共軛焦螢光顯微系統(貴儀) 生物科技學系可支援  

非侵入式活體分子影像系統(共儀) 生物科技學系可支援  

恆溫滴定量熱儀(共儀) 生物科技學系可支援  

熱差掃描量熱儀(共儀) 生物科技學系可支援  

流式細胞儀 Accuri C6(共儀) 生物科技學系可支援  

流式細胞高速四向分選系統(共儀) 生物科技學系可支援  

全反射螢光顯微系統(共儀) 生物科技學系可支援  

3D生物材料列印機 生物科技學系可支援  

生物型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及元素分析系統(TEM)  105-109學年度增購 

 26,620仟元，已編列於

(預定編列於) 105-109年

度預算中執行。 

生物組織免疫化學顯微影像分析系統  105-109學年度增購 

 17,880仟元，已編列於

(預定編列於) 105-109年

度預算中執行。 

生物能量代謝量測及分析系統  105-109學年度增購 

 12,350仟元，已編列於

(預定編列於) 105-109年

度預算中執行。 

 

玖、 本系(所) 學位學程之空間規劃 

一、 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 

(一) 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2863＿＿＿平方公尺。 

(二) 單位學生面積＿＿6.56＿＿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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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 

(三) 座落博愛校區竹銘館大樓，第 1~3樓層；博愛校區生科實驗館大

樓，第 1~3樓層；博愛校區生科實驗二館大樓，第 1~2樓層；博愛校

區實驗一館大樓，第 1~2樓層；博愛校區活動中心大樓，第 2樓層；

光復校區工程六館大樓，第 3樓層；光復校區基礎科學教學大樓大樓，

第 1樓層。 

二、 本學程之空間規劃情形 

本博士班為院級之跨領域博士班，目前將使用本院在博愛校區（約 11 公

頃）有關生物科技相關之研究室，使用之面積為 1,600 坪。在本博士班成立之

時，將再設立專用的辦公室一間（約 12 坪），內置院長辦公區與專任助理辦公

區域；做為研究所事務辦公之用途。 

三、 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本校在 2011 年 2 月吳妍華校長上任之際，即宣示積極規劃興建「前瞻跨領

域生醫工程大樓齊賢樓」（初期規劃 8,000 坪）於本校博愛 BioICT 園區。且

在目前張懋中校長領導下，往「跨領域領袖人才培育（Bio-inspired 

approach）」、創造「高影響力成果」的追求交大成為世界「偉大大學」的治校

目標規劃使用齊賢樓。在該樓規劃有培育與發展有關產業之育成中心空間，另有

專屬各生醫科學與生醫工程領域之核心實驗室約 45 單位（每單位約 60 坪），可

容納本校未來將持續成長之跨領域生物醫學與生醫工程教師與研究人員，屆時本

校大部分的生醫科學與工程研究群，以及產業與育成中心將匯集於此 BioICT 園

區，以發揮最大教學與研究資源整合之效率。 

拾、 其他具設立優勢條件之說明 

    本校一直在全球資訊與工程領域有傑出的表現，其中「電腦科學」領域全球排

名 23（全國第一），「工程」領域為全球 32，而本校生物資訊領域也為全國第

一，亞洲頂尖。再則，本校多年前就洞燭生醫產業是在我國繼 ICT 產業，影響到台

灣新興產業與後 PC 時代經濟最重要的一環，因此在我們不斷追求資訊與工程研究

領域精進之同時，也已積極佈局建立全校性的生醫工程研究環境。因此配合台灣電

子資訊產業的優勢，朝向生醫工程產業開發必可事半功倍。而醫學臨床研究上，本

院與陽明大學、台北榮民醫院、奇美醫院、義大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屬醫院、中

山醫學大學、馬偕醫院、台大新竹分院，以及更多教學醫院的結盟合作，是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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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創造一個沒有醫學院與附屬醫院，卻能與許多有志一同的臨床醫師，共同發展

世界頂尖的生醫工程領域研究成果的模式。本院專任師資絕大部分為生科跨領域專

長，未來也將更強化與增加跨院、跨校、跨國之跨領域生醫工程之教學與研發團

隊，對我國極力推動之生醫產業發展做出劃時代的貢獻。 

 

拾壹、輔導師資生畢業發展之規劃（限增設師資培育學系案者填寫） 

 

 

 
＊本計畫書需逐案填報，僅有主領域的申請案，每案列印 1式 12份，跨

領域案件，每案列印 1式 1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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