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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訊息獎助學金訊息獎助學金訊息獎助學金訊息．．．．

【【【【助學金助學金助學金助學金】】】】

(1) 受領之研究生應以學習為目的，參與系所活動及得志願服務輔助系
所研究、教學之事務。

(2) 助學金請領月份為第一年八月至七月，第二年八月至五月，請領金
額為碩士班每名每月三仟元。

(3) 本助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申請人應於每學期開學二週內填具申請
表，經指導教授簽證後，存於各系所備查。

【【【【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

(1) 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及入學考試獲錄取正取之一般生，依榜單名次
各取前 1/5 者(不含本校應屆畢業生)，第一學年學雜費獎勵二分之
一。

【【【【學雜費獎勵學雜費獎勵學雜費獎勵學雜費獎勵】】】】

(1) 原住民學生就讀本校碩士班，獎勵學雜費之二分之一，以領足二學
年為限。

(2) 本校大學部及慈濟科技大學應屆畢業生(含應屆畢業服完兵役當年
報考者)經本校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錄取者，獎勵碩士班全額學雜費(以
二學年為限)，本校大學部及慈濟科技大學畢業成績為全班前50%者
(不含延畢生)，碩士班第一學期頒發獎學金2萬元(學期中分月支付，
每月5000元×4個月)。碩士班第二學期由碩士班主任(所長)召開審核
委員會依學期成績推薦1至2名學生名單，頒發獎學金2 萬元(學期中
分月支付，每月5000元×4個月)。獎勵全額學雜費與其他學雜費補助，
僅擇一領取。獎學金與助學金，僅擇一領取。

◎ 上述獎助學金依據「慈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辦理。

【【【【教學助理工作酬金教學助理工作酬金教學助理工作酬金教學助理工作酬金】】】】

(1) 教學助理經費補助每學期申請一次，並依據「慈濟大學教學助理實
施作業要點」辦理。

1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更多相關助學金訊息及教學助理實施的法規要點，請參考教務

處課務組的網頁。 (http://www.aa.tcu.edu.tw/course_la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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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

詳細教師研究內容請見第8-13頁

專任教師 職稱 畢業學校 研究方向
辦公室/

分機號碼

實驗室/

分機號碼

李政偉

教授

兼任生命
科學系系
主任

台灣大學微
生物學研究
所博士

頭頸癌發展機制探討、
EB病毒致癌特性、抗
癌藥物研發

D903/

2620

D913/

2621

徐雪瑩 教授
高雄醫學大
學醫學研究
所博士

抗癌藥物之細胞調控機
制、抗氧化劑之生物功
能開發、天然藥物活性
篩檢與作用機制分析

D830/

2610

D829/

2613

王明升 副教授

美國密蘇里
大學哥倫比
亞學區理學
博士

實驗動物學臨床管理、
哺乳動物生殖生物學

F534A/

1752

F536/

1752

許豪仁 副教授
陽明大學醫
學工程研究
所博士

電腦輔助藥物設計、
蛋白藥物開發、生醫
材料

D904/

2643

D923/

2644

陳泓吉 助理教授
美國賓州州
立大學遺傳
學博士

血管細胞的訊息傳導及
基因調控

D910/

2628

D917/

2629

李哲夫 客座教授

美國西維吉
尼亞大學醫
學院藥理學
博士

血管生物學、腦血管藥
理學

E522/

2606

E508/

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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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與微生物學群師資：

詳細教師研究內容請見第14-20頁

專任教師 職稱 畢業學校 研究方向
辦公室/

分機號碼

實驗室/

分機號碼

鄭靜明 副教授
清華大學生命
科學研究所博
士

植物遺傳與育種分
子機制、嗜菌體免
疫調控、植微生技

D803/

2614

D811/

2615

周帛暄 副教授
中興大學生物
科技學研究所
博士

葉綠體生物學、花
器發育調控機制

D804/

2630

D812/

2631

鄭綺萍 副教授
美國肯塔基大
學植物病理學
博士

病毒與寄主之交互
作用、分子病毒與
植物病理學

D906/

2633

D918/

2641

葉綠舒 助理教授
美國杜蘭大學
生化所博士

光敏素訊息傳導、
植物次級代謝、科
普寫作、植物社會
史

D805/

2619

D813/

2618

劉嘉卿 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植物
學研究所博士

植物分類學、電子
顯微鏡之應用

D806/

2616

D814/

2617

陳俊堯 助理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
學比較生物醫
學博士

微生物生態與演化、
環境微生物多樣性、
腸道生態系

D928/

2622

D922/

2623

林麗鳳 助理教授
美國波士頓大
學微生物學研
究所博士

抗炎藥物機制、
Moss蛋白質功能分
析

D905/

2625

D914/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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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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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

培養具有生命科學研究能力的科技人才

【【【【學生核心能力學生核心能力學生核心能力學生核心能力】】】】

1.具生命科學專業知識

2.具專業科學表達及邏輯詮釋的能力

3.具生命科學資料分析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課程地圖課程地圖課程地圖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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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度第度第度第度第1111學期碩士學期碩士學期碩士學期碩士班課程表班課程表班課程表班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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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或

選修
課號 課程名稱

第一/二學年
授課老師 備 註

上 下

系
必
修
科
目

LS5001 專題討論(一) 1 李政偉

LS5003 專題討論(三) 1 李政偉 限研二
LS5024 分子細胞生物學 3 林麗鳳

與全英授課分子細胞生物學（２選１）
LS5006 論文寫作 1 陳紀雄 限研二
LS5010 生命科學研究技術 4 鄭靜明 雙語授課
LS5025 學術研究倫理 0 李政偉 教育部線上課程

分子細胞生物學 3 林麗鳳 1062預計新開全英文授課
LS5025 學術研究倫理 0 李政偉 教育部線上課程
LS5002 專題討論(二) 1 李政偉

LS5004 專題討論(四) 1 李政偉

必 修 學 分 合 計 10 5 

選修
必選

LS5027 英文科學報告與閱讀技巧 2 林麗鳳 1061起改碩一上(全英授課)

選
修
科
目

LS5013 微生物生態與演化 2 陳俊堯

LS5020 微生物多樣性 2 陳俊堯 單數學年第一學期開課
LS5021 生物分子模擬概論 2 許豪仁 全英文授課
LS5022 生物物理化學 2 許豪仁

全英文授課、開放學士班四年級選修、與醫學系生化學科碩士班合班
LS5026 生物晶片 2 李政偉

LS6029 血管生物學 2 劉晉宏

MMI6009 細菌生理學 2 林光慧
與醫學系微生物及免疫學碩士班合班

MG6001 發育生物學特論 3 王文柄 與分遺碩士班合班
MG6002 訊息傳遞特論 2 王文柄 與分遺碩士班合班
MG6004 模式生物 2 曾英傑 與分遺碩士班合班
TM6007

轉譯醫學、臨床試驗規範
與研究倫理

1 劉鴻文 與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合班
LS5015 癌症生物學 2 李政偉 生醫學群
LS5016 生物復育 2 陳俊堯 雙數學年第二學期開設
LS5018 植物生物技術 2 鄭靜明 全英文授課
LS5023 藥物遺傳學 2 吳世欣 大四可選修
MG6015 幹細胞學特論 2 孫德珊等 與分遺碩班合班
MMI6063 微生物遺傳學 2 林光慧 與微免所合班
IM6107 腫瘤微環境特論 2 李政偉 與醫學科學博士班合班
選 修 學 分 合 計 20 16 



7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本表單適用於104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碩士班

學生，請於申請碩士論文口試時繳交至系辦。

(僅列最近修正之紀錄)
中華民國104年5月1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核心能力 檢核機制檢核機制檢核機制檢核機制 達成度檢核達成度檢核達成度檢核達成度檢核

核
心
能
力

指
標

1.具生命科學
專業知識。

修畢碩士班必修課程並且
及格。

□已達成 □未達成
系所簽核：

參與校內(外)生命科學領
域學術演講或研討會，每
學期一次。

□已達成 □未達成
系所簽核：

2.具專業科學
表達能力。

通過專題討論課程評核，
並且完成碩士論文。

□已達成 □未達成
指導教師簽核：

於校內(外)生命科學領域
學術研討會進行研究發表
展演至少1次。

□已達成 □未達成
系所簽核：

依規定時程進行論文口頭
進度報告

□已達成 □未達成
系所簽核：

碩士論文內容符合碩士學
位要求。

□已達成 □未達成
指導教師簽核：

3.具生命科學
的專業實驗操
作及問題解決
能力。

通過碩士論文口試。
□已達成 □未達成
指導教師簽核：

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 檢核機制檢核機制檢核機制檢核機制 達成度檢核達成度檢核達成度檢核達成度檢核

畢業門檻
修畢系定24學分及總結性課程(碩士論
文)6學分且及格。

□已達成 □未達成
系所簽核：

．．．．核心能力指標及畢業門檻檢核機制核心能力指標及畢業門檻檢核機制核心能力指標及畢業門檻檢核機制核心能力指標及畢業門檻檢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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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

分 子 腫 瘤分 子 腫 瘤分 子 腫 瘤分 子 腫 瘤 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

李政偉李政偉李政偉李政偉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研究專長 癌症生物學
功能性基因體研究

藥物開發

惡性腫瘤長年位居國人死亡原因的首位，因此，有關腫瘤生成、
轉移及預後機制之探討，對於降低腫瘤的發生及死亡率極為重要。
而本實驗室為分子腫瘤實驗室，而我們的研究標的則是以頭頸癌，
特別是國人常見之口腔癌、鼻咽癌及下咽癌，分別自細胞內、細胞
間、病毒感染、腫瘤微環境及腫瘤代謝體學等角度，探討癌症生成
及復發之成因。為此，我們運用了功能性基因體學，分子生物學及
細胞生物學等知識及技術，進行整合性之研究。此外，本實驗室亦
從事生物標記，抗血管新生藥物篩選，以及胃食道逆流等研究。本
實驗室強調轉譯醫學，故與花蓮慈濟醫院耳鼻喉科、腸胃內科、病
理科，以及大林慈濟醫院耳鼻喉科有相當實質的合作。因此，我們
的目標除在學術領域追求創新外，並期盼研究成果能對國人健康有
所貢獻。本實驗室目前的研究方向包括: (1) EB病毒LMP-1蛋白的癌
化功能 (2) 腫瘤代謝體 (3) 腫瘤於缺氧下的調節 (4) cell-cell
communication (5)細胞自噬(6) 抗腫瘤生長/血管新生的藥物研發
平台(7)胃食道逆流。

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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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

藥物研發與癌症治療藥物研發與癌症治療藥物研發與癌症治療藥物研發與癌症治療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

徐雪瑩徐雪瑩徐雪瑩徐雪瑩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研究專長

根據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的統計，國人癌症發生率已逼近全球最
高值，癌症死亡率也在先進國家中名列前茅，有效的癌症預防和適
切的治療計畫乃成為癌症防治上的首要工作。

在臨床採用諸多策略進行癌症治療，而治療效果卻受限於腫瘤
抗性及多重併發症的前提下，尋找有效且副作用小的治療標的，雖
是現今癌症生物學的主要議題之一，但因抗癌而產生的副作用往往
影響治療的效果，故以阻斷細胞抗性或癌病轉移為目標的策略應用，
則是近幾年癌症治療的重要工作。本實驗室的研究內容主要以輔助
癌症治療的藥物開發為題，藉由天然物成分的萃取、化合物衍生分
子等進行細胞活性測試及作用機制之分析，以探討天然物成分進行
癌症輔助治療或養生預防的可能性。
過去的研究，我們採用了包括苦瓜等四十餘項天然物、作物…進

行分析，除了以抗癌活性成分為標的的功能探索外，同時也以評估
這些成分對正常細胞及其他細胞病理發展的影響，作為運用於個體
生理機能調節的參考。目前的研究重點包括: (1) 天然物之抗氧化作
用、(2)輔助性抗癌藥物研發、(3)僵直性脊椎炎之藥物開發。

癌症生物學
藥物研發

輔助醫學

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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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

生 殖 生 物 學生 殖 生 物 學生 殖 生 物 學生 殖 生 物 學 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

王明升王明升王明升王明升 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研究專長 實驗動物學臨床管理

由於兼任本校實驗動物中心主任，除參與普通生物學及動物
組織學的教學外，主要投入實驗動物設施的經營，故探討的議題，
也多以健全實驗動物中心的功能為目的，例如：1) 環境豐富化對
提升動物福祉的效益分析、2)不同動物照護方法的成本效益比較、
3) 傳染性疾病的防範與管控、4) 自發性突變小鼠的育種等。此
外，參與許多國內實驗動物學界社群的服務活動。

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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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

結構生物資訊暨生物物理結構生物資訊暨生物物理結構生物資訊暨生物物理結構生物資訊暨生物物理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

許豪仁許豪仁許豪仁許豪仁 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研究專長
本實驗室主要是以電腦模擬計算搭配生物物理、細胞實驗來探討

蛋白質--蛋白質、藥物--受體、配體--受體間的交互作用力，並將其
應用到臨床藥物開發、生醫材料設計上，以治療相關疾病。目前研究
的主題：
1.胜肽蛋白藥物開發：近幾年隨著peptide drugs逐漸受到重視，我
們嘗試使用電腦模擬計算與生物資訊方法來協助設計胜肽蛋白片段，
期望能夠扮演抑制或是促進生物訊息的傳遞，進而提供一個可行的胜
肽蛋白片段藥物設計模式。目前已經應用在抑制敗血症、抗腫瘤研究
上。
2.G-蛋白偶合受體活化機制與訊息傳遞之研究：G-蛋白偶合受體
(GPCR)是最大的膜蛋白家族，擁有七個跨膜α-螺旋，幾乎存在於所有
的真核的有機體中。GPCR調控對荷爾蒙、神經傳導素等有關的多數
生理反應，所以已是目前多數處方用藥的標靶。我們將從原子尺度的
觀點來探討其結合、活化機制以及訊息傳遞路徑。
3.血液淨化生醫材料開發：利用電腦模擬計算所設計之胜肽片段將固
定在微米磁珠上用以開發一個體外血液淨化裝置來吸附體內過多的發
炎因子、細胞激素，計劃應用在抑制敗血症、抗腫瘤治療上。

生物物理 分子動態模擬
結構生物 生醫材料

實驗室電腦機房設備 國外研究成果發表 Cytokines adsorption flow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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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

血管細胞訊息傳遞血管細胞訊息傳遞血管細胞訊息傳遞血管細胞訊息傳遞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

陳泓吉陳泓吉陳泓吉陳泓吉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分子細胞生物
訊息傳遞與基因調控

在已開發國家中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是與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
血脂)息息相關的「文明病」，美國每年因糖尿病相關問題而死亡的人數
超過乳癌及愛滋(AIDS)的總和，與此二者相關的疾病在每年台灣的十大
死因中也都榜上有名；預計照顧糖尿病相關的醫療花費也將隨著糖尿病
人口的增加而逐年增加，所以與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相關的臨床及基礎
研究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 (PAI-1)透過抑制plasminogen

activator (PA)的作用來控制plasmin的產生，是血液中最主要抑制溶解
血液凝塊的纖維蛋白溶解作用(fibrinolysis)的控制因子。此外，透過抑
制受到PA活化的基質金屬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ases)的活性，
PAI-1可抑制細胞的移動。臨床上，血液的PAI-1濃度與糖尿病和癌症進
展有關，更為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而與粥狀動脈硬化發生過程息息
相關的血管平滑肌細胞也可受荷爾蒙的刺激產生PAI-1，因此研究血管
平滑肌細胞受荷爾蒙刺激的訊息傳遞與PAI-1的基因調控有臨床上的重
要性。
本實驗室是以血管平滑肌細胞為材料，利用分子生物及細胞生物的

技術來研究細胞受到荷爾蒙刺激時，是透過哪些訊息傳導的路徑來調控
PAI-1基因的轉錄(transcription)，希望能進而找到治療糖尿病及心血管
疾病的目標分子。整體研究大略可分為兩個方向：(1)研究負責傳遞血管
收縮素II刺激血管平滑肌細胞產生PAI-1的新訊息途徑；(2)探討其他分子
對血管平滑肌細胞產生PAI-1的訊息傳遞途徑，希望從此發展出控制心
血管疾病的新目標。我們已發現血管平滑肌中一個先前未知的蛋白質激
酶C (PKC)會受血管收縮素II激活，實驗進一步證實此PKC分子及其下游
的轉錄因子的活化與PAI-1表現有直接關連，目前正繼續尋找上游的訊
傳遞分子。此外，我們也發現一種脂肪酸可以刺激血管平滑肌細胞產生
PAI-1，將進一步研究所負責的訊息傳遞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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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 心 血 管腦 心 血 管腦 心 血 管腦 心 血 管 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

李哲夫李哲夫李哲夫李哲夫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研究專長 血管生物學 血管藥理學
腦血管功能調控

This laboratory is studying the functional interactions among the

perivascular adipose tissue (PVAT), perivascular nerve, smooth

muscle cell, and endothelial cell in the cerebral and peripheral

arterial walls, their alterations in patho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and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 of these alterations. Our first project is

directed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neuro-vascular

transmission and myo-endothelial interaction in health and disease

such as hypertension. In particular, factors involved in regulating

release of nitric oxide (NO) from cerebral perivascular

parasympathetic nerves and endothelial cells are the main focus.

The second project is directed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pathophysiology of septic shock and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 of

this disease. We have identified oroxylin-A, a natural product, which

is a potent inhibitor of iNOS and COX-2 expression.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roxylin-A is a promising compound in treating

endotoxemic hypotensive shock. The third project focuses on

delineating the chemical nature of factors released in the PVAT in

regulating vascular functions. We have identified palmitic acid

methyl ester (PAME) which is released from the PVAT and causes

vasodilation. The biosynthesis and release mechanism of PAME in

PVAT in normal and hypertension is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multifaceted techniques of in vitro tissue bath, biochemical analysis

of vasoactive substances, molecular biology, electrophysiology, and

light and ultrastructural immunocytochemistry have been utilized to

provide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problems.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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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植物與微生物學群師資植物與微生物學群師資植物與微生物學群師資植物與微生物學群師資．．．．

植微分子遺傳與育種植微分子遺傳與育種植微分子遺傳與育種植微分子遺傳與育種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

鄭靜明鄭靜明鄭靜明鄭靜明 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研究專長 植物遺傳與育種
分子生物

Plant terpenoid cyclase catalyze the conversion of linear

polyisoprene substrate into a remarkable array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 These secondary metabolites in turn mediate diverse

functional roles in plants as hormones,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electron carriers and structural components of membranes. Given

the relative biological importance of terpenpoid cyclase, this

proposal was aimed for developing a yeast positive selection

system for direct isolation of novel terpenoid cyclase from plants.

This quick screening system is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plants that does not have a clear genomic

background and is therefore very difficult for further molecular

investigations. Genetic engineering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 in

yeast could be used to produce large amounts of desired

compounds that are either difficult to be extracted from the natural

sources, or too expensive or complex to be produced by chemical

synthesis.



15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教師研究簡介--植物與微生物學群師資植物與微生物學群師資植物與微生物學群師資植物與微生物學群師資．．．．

植物發育與生化植物發育與生化植物發育與生化植物發育與生化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

周帛暄周帛暄周帛暄周帛暄 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研究專長 植物分子發育學
植物分子生物學

實驗室目前的研究領域著重三個方向:
1. 探討植物開花時間與花器形成的調控機制，我們以扇形文心蘭為
模式系統，探討CONSTANS-LIKE基因族群的功能對於開花時間
與其他發育過程上的分析；另以台灣百合為研究材料
選殖MADS-box基
因族群，分別瞭解
基因功能彼此間和
花器發育上的協同
作用關係

2. 探討葉綠體內膜蛋白Tic55與葉片老化間的調控機制
3. 探討熱休克轉錄因子和熱休克蛋白基因表現對草莓耐熱關聯性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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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子 病 毒分 子 病 毒分 子 病 毒分 子 病 毒 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

鄭綺萍鄭綺萍鄭綺萍鄭綺萍 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研究專長 植物病毒 生物技術

研究方向:植物與病毒的交互作用與植物的抗病機制
病毒為絕對寄生的病原菌，必須依賴它們的寄主來完成其生活

史。因此，寄主的蛋白質常在病毒的複製，轉譯甚至移動上都扮演
相當重要的角色。瞭解寄主基因在病毒的生活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將有助於抗病技術的開發。為了研究寄主基因在病毒感染時的重要
性，我們以數種病毒為材料，選殖表現量在病毒感染後有明顯變化
的寄主基因，進一步探討這些寄主蛋白如何調控病毒的感染。目前
我們已經分別發現參與病毒移動與複製的基因，並且深入探討它們
的作用機制。實驗當中會用到許多分子生物學以及螢光和共軛焦顯
微鏡等技術。
實驗室另一個研究方向為植物的抗病機制。植物在受到病原菌

感染後會誘發不同的抗病反應，其中hypersensitive response (HR)
由特定的病原菌基因所引起，誘發寄主細胞死亡並防止病原菌擴散。
我們也以病毒為材料，探討植物病毒誘發 HR的抗病機制。

研究概述

Rab7 Rab7-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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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分 子 生 物植 物 分 子 生 物植 物 分 子 生 物植 物 分 子 生 物 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

葉綠舒葉綠舒葉綠舒葉綠舒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由於植物無法像動物一樣的移動，但是植物的生長發育需要
光，因此植物演化出了一系列的light receptor（光受器）來監
測光質和光量。在這些light receptor中，影響植物生長發育最
多的就是phytochrome。 Phytochrome使得植物可以看到紅光
和遠紅光，而植物就經由這兩個光之間的比例，得以瞭解自己身
處的環境及時間（是否身處陰影之下、早晨、正午、黃昏、四季
等）。
我們實驗室目前的興趣在於一個和phytochrome B有關的基

因AtBAG4。 AtBAG4除了和Arabidopsis phytochrome B有
interaction之外，它和哺乳動物的Bag-1有很高的相似性。哺乳
動物Bag-1可以調節Hsp70的功能，目前已知在細胞內高量表現
Bag-1可使細胞能夠抵抗外界的stress（生物性的及非生物性
的）。

研究概述

光敏素訊息 植物社會史
植物次級代謝 科普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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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分類與生態植物分類與生態植物分類與生態植物分類與生態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

劉嘉卿劉嘉卿劉嘉卿劉嘉卿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植物分類 植物生態學
植物解剖 電子顯微鏡學

本實驗室主要研究方向為探討外來植物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並藉由風險評估，訂出台灣外來植物的風險程度或等級，以此等
級做為指標，預測外來植物的潛在威脅力。近期的研究內容包含:
1.外來植物分布、播遷機制與衝擊評估
2.臺灣百合的逆境的研究
3.食道細胞間隙及緊密結合蛋白在胃食道逆流症之表現
4.台灣百合逆境基因的演化與族群變異
5.水稻氣孔開關的機制

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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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堯陳俊堯陳俊堯陳俊堯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生態韌性 微生物生態
細菌演化 環境微生物多樣性

我們被微生物包圍，地球生物的生存、健康與行為都要受到微
生物的影響。微生物高達百萬種的超高多樣性是一個亟待研究人員
投入的新戰場，無數的新機制與新活性都在環境裡等著被我們發現。
而微生物，特別是只有數千個基因可以使用的細菌，在面對千變萬
化的環境，居然可以安然渡過這麼長的時間。它們靠的本領一個是
隨著環境的需要而修正的演化能力，一個是靠其它生物來增加自己
存活機會的能力。然而，我們到現在還不能"站在"細菌的角度來重
新檢視這些問題或機制。

環境微生物是個結合細菌生理學、基因體學、生化學、演化學、
生態學、生物多樣性與環境科學等知識來探討微生物世界的跨領域
新興學門，試圖以微生物角度來重新認識這個世界。歡迎對微生物、
環境及生態演化議題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我們。

我們正試圖以多種材料來看微生物與多細胞生物間的互動關係，
或是微生物在不同空間環境或不同環境條件下的演化。目前我們研
究的主題包括下列幾個方向：(1)從兩生類探討脊椎動物腸道微生物
的演化；(2)潮間帶生物海葵與紅藻附生微生物的角色；(3)土地利用
與土壤微生物的組成與功能；(4)植物附生與共生微生物的角色；(5)
環境微生物的培養與應用。

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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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鳳林麗鳳林麗鳳林麗鳳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本實驗室目前研究的主題:
1. 主要研究苔蘚類小立碗蘚Physcomitrella patens (Moss)蛋白
質 的 功 能 分 析 ， Moss 是 無 維 管 束 的 苔 蘚 類 植 物 、
Monoecious (雌雄同株)、Complete life cycle in 3 months、
而且Genome size大約是450 Mb，所以是很好的模式生物(如
圖1顯示)用來探討特定基因扮演的角色。經過基因庫比對以及
BLAST搜尋後找到許多內膜蛋白質輸入機組成員的同源基因，
其中包括PpTic40-1、PpTic40-2、PpTic55-1、PpTic55-2、
PpTic110-1、PpTic110-2以及PpHsp93-1~PpHsp93-4共10
個基因。利用gene knock out技術將特定基因剔除(如圖2顯
示)，比對野生種(wild type)及突變種(mutants)的phenotype
及生物特性，以了解特定基因的功能，及其在植物中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

2. 此外，我們也想了解不同物種間相似基因產物是否有不同的功
能。

分子生物 蛋白質科技
細胞生物 基因體與蛋白質體學



歡迎加入歡迎加入歡迎加入歡迎加入

~感恩與祝福~

#2611 袁壽珍袁壽珍袁壽珍袁壽珍 :  js@mail.tcu.edu.tw 

#2612  莊雅蓉莊雅蓉莊雅蓉莊雅蓉 :  loveyazon@mail.tcu.edu.tw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03)8565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