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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介紹師資介紹師資介紹師資介紹

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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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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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物活性篩檢與作用
機制分析、抗癌藥物研
發

D830/

2610

D829/

2613

許豪仁 副教授
陽明大學醫
學工程研究
所博士

GPCR活化機制與訊息
傳遞、電腦輔助小分
子藥物開發、AI輔助
醫療影像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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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教師研究內容請見第10-13頁



植物與微生物學群師資：

師資介紹師資介紹師資介紹師資介紹((((續續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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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詳細教師研究內容請見第1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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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逆境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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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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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綠體蛋白功能與
葉片老化間的關聯
性、基因調控分析

D905/

2625

D914/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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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主動學習的生物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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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生命科學基礎及專業知識

2.具邏輯分析及科學資料表達的能力

3.具生命科學的基本應用能力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課程地圖課程地圖課程地圖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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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108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度第度第度第度第1111學期學士學期學士學期學士學期學士班班班班1111年級年級年級年級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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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必修或
選修

課程名稱
第一學年

授課老師 備 註
上 下

校
核
心
科
目

生命教育 2 釋德傅

國文 2 陳啟文

英文(一) 2
田薇

江智恩
李見國

生科醫資(生物資訊組) A

生科醫資(生物資訊組) B

生科醫資(生物資訊組) C

英文(二) 2
田薇

江智恩
李見國

生科醫資(生物資訊組) A

生科醫資(生物資訊組) B

生科醫資(生物資訊組) C

慈濟人文暨服務教育 2 陳榮光

系
必

修
科
目

普通生物學A班 3 陳俊堯 院共同課程

普通化學B班 3 張芝瑞 院共同課程

生物學探究 2 陳俊堯

普通生物學實驗 1 周帛暄

普通化學實驗 1 黃建華

有機化學B班 3 許豪仁 院共同課程

有機化學實驗 1 黃建華

遺傳學 2 陳泓吉

生態學 3 劉嘉卿

必 修 學 分 合 計 16 13 

生醫學
群選修

人體解剖學 2 賴昆城

體育必
修科目

體育興趣選項 1

運動與健康 2 陳聰毅
選
修
科
目

生物英文 2 葉綠舒 限大一選修

生命科學生涯規劃 2 鄭靜明

專題研究(一) 1 李政偉

微積分 2 黃兆民

計算機概論 2 許豪仁

分析化學 3 黃建華 院共同課程

分析化學實驗 1 黃建華

普通物理學 2 洪士文 院共同課程

專題研究(二) 1 徐雪瑩

基礎程式語言 2 許豪仁

普通生物學 5 陳俊堯 107-2學期網路課程(僅開一次)

選 修 學 分 合 計 10 18 



跨領域學習跨領域學習跨領域學習跨領域學習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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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各項學分學程:

�生物技術學程

�華語教學學程

�食品及藥物檢測學分學程

�生命教育學分學程

�數位媒體學程

�職業衛生學程

�環境教育學程

�生物醫學全英語學分學程

�戲劇與文創學分學程

�應用生醫資訊學程

�科普傳播學程

�樂齡長期照顧學分學程

�輔導學分學程

�心理學分學程 (詳細內容請見教務處課務組網頁)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慈濟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詳細內容請見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修讀輔系、雙主修: 慈濟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慈
濟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詳細內容請見教務處註冊組網頁)

�跨校學習

� 微學程

� 人文療癒微學程

� 諮商臨床微學程

� 創意漢學微學程

� 西方文化專題微學程

� 西方文學史微學程

� 語言學及外語教學微學程

� 緊急救護微學程

� 宗教療癒微學程



生命科學系畢業門檻生命科學系畢業門檻生命科學系畢業門檻生命科學系畢業門檻

學制/學群

學士班

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 植物與微生物學群

必
修
課
程

校訂應修
學分數

33

(通識26學分+體育3學分+英文4學分)

系必修學分數 43

�學群必修學分數 5 8

＊學群選修學分數 15 12

選修課程學分數 32

總學分數 128

�學群必修學分數說明：

1.生物醫學與應用學群之學群必修課程：動物生理學及實驗/4學分；專題研究(五)、
(六)、(七) /1學分擇一修習。

2.植物與微生物學群之學群必修課程：微生物學/2學分；植物生理學/3學分；植物解
剖學/2學分與環境微生物學/2學分擇一修習；專題研究(五)、(六)、(七) /1學分擇一修
習。

＊需選擇一個學群，修習學群必、選修至少20學分始得畢業。

．請先瞭解畢業門檻，才能夠好好規劃

自己的學習目標！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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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畢業門檻生命科學系畢業門檻生命科學系畢業門檻生命科學系畢業門檻((((續續續續))))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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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未於時程內完成「每學期參與校內(外)生命科學領域學術演講
或研討會達兩次」之抵免措施為補聽演講並繳交演講心得報告(至少
300字)。



升學與就業升學與就業升學與就業升學與就業

•本校學本校學本校學本校學、、、、碩士一貫學程碩士一貫學程碩士一貫學程碩士一貫學程((((大三下學期申請大三下學期申請大三下學期申請大三下學期申請))))

•推薦甄試推薦甄試推薦甄試推薦甄試((((約在約在約在約在11~1211~1211~1211~12月舉行月舉行月舉行月舉行))))

•考試入學考試入學考試入學考試入學((((約在約在約在約在3~53~53~53~5月舉行月舉行月舉行月舉行))))

•學士後中西醫學系學士後中西醫學系學士後中西醫學系學士後中西醫學系((((約在約在約在約在6666月舉行月舉行月舉行月舉行））））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
進修進修進修進修

•公費留考公費留考公費留考公費留考

•申請留學申請留學申請留學申請留學

國外國外國外國外
進修進修進修進修

•研究助理研究助理研究助理研究助理

•生技公司及藥廠生技公司及藥廠生技公司及藥廠生技公司及藥廠

•政府單位政府單位政府單位政府單位((((農改場農改場農改場農改場、、、、國衛院國衛院國衛院國衛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法務法務法務法務
部部部部、、、、警察大學等警察大學等警察大學等警察大學等))))

•國家高等考試國家高等考試國家高等考試國家高等考試

就業就業就業就業

•專利智財師專利智財師專利智財師專利智財師

•產業分析師產業分析師產業分析師產業分析師

•自行創業自行創業自行創業自行創業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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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選課建議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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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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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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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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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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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穎性之慢性病藥物開發。

癌症生物學
藥物研發

輔助醫學

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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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大學 生命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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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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目前研究主題：
(1) 以分子動力學方法探討GPCR的活化機制與下游訊息傳遞
(2)電腦輔助小分子抗癌藥物設計與試驗
(3)利用機器學習方法來開發革蘭氏染色圖像自動判讀平台
http://hsulab923.webs.com/

生物物理 分子動態模擬
結構生物 AI機器學習判讀影像

實驗室電腦機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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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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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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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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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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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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境 微 生 物境 境 微 生 物境 境 微 生 物境 境 微 生 物 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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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多樣性與生態韌性
動物腸道菌相 植物根圈菌相

微生物影響全球動植物的生存、健康與行為。微生物的超高多
樣性都在環境裡等著被我們發現。細菌在面對千變萬化的環境存活
至今，靠的是隨著環境的需要而修正的演化，以及靠其它生物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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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領域新興學門。我們以多種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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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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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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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子 生 物分 子 生 物分 子 生 物分 子 生 物 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實 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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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之前研究已知葉綠體內膜蛋白Tic55在阿拉伯介內與老化有
關，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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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後找到許多葉綠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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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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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s@mail.tcu.edu.tw     
#2612  莊雅蓉 :  loveyazon@mail.tcu.edu.tw

聯絡方式：
(03)8565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