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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院特色



生命科學院特色

泰國三所大學簽署學術交流

MOU 
加入熱帶漁業國際鏈結聯盟

(ILP)

香水香精香料研發團隊
榮獲第十六屆國家新創精進獎

與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產學合作MOU

本院研發「全齡芝麻蛋白飲」及「柚香膠原露」
榮獲2021年十大農糧科研加工產品」獎

生化科技學系團隊榮獲
2021年第18屆國家新創獎

海外實習

水質檢驗技術士



 食品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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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碩專班、進修學士班）

請含本系特色、產業鏈結、畢業生近期就業方向等

在學期間多元發展

碩士學位課程先修研究所人才培育

教育學程小教、中教培育

大四專業校外實習提早進入職場

大二專業實習

教師VS業界單位VS學生實習體驗

109年度：51位學生(31個實習單位)

110年度：43位學生(8個實習單位)

111年度：56位學生(18個實習單位)

食品加工廠

學生實習課程、教師研究(109年32件、110年34件)

農產加值打樣中心

農民VS教育訓練VS明星產品）

食品科學

專業課程

52%

10%

19%

13%

1%

4%

1%

109學年度應屆畢業生流向（151人畢業、145人填答）

工作或實習

服兵役

繼續進修

準備就業相關考試

參加職訓

不打算就業、求學或考試

其他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結合水生生物科技與水產養殖產業之發展脈動，在兼顧水族生態環境與保育之原則
下，進行各項學術研究與實務技能之教學及訓練，培訓學生成為水域生命科學及相關產業之全方位
研發人才，整合專業研究團隊，結合漁業水產試驗機關、相關公司企業(水產飼料、種苗、觀賞魚、
貿易、水產加工..等)推動各項產學合作與推廣服務，促進水產科技升級。

• 可參加相關高普考、特考等考試，任職相關公
職單位(漁業署、水試所、縣市政府、環檢機關
等)

• 可擔任中研院、政府單位、水試所、財團法人
研究中心等相關單位研究人員、研究助理等

• 可擔任公私立大專院校、水產職校及綜合高中
教職人員。

• 可擔任水產養殖、智慧農業、生物科技、水產
病理檢驗、水環境檢驗、加工、通路物流、水
產飼料、水產貿易、水產食品、觀賞水族、水
生植物相關產業之從業人員等。

• 本系媒合學生至企業短期、長期實習、就業，
並輔導考取證照 ( 水產技師、水質檢驗證照…
等)

師資完善

‧ 專任教師10位
‧ 兼任業界教師數位

國際視野
‧ 美國大學實習交流
‧ 參與國內外大型水族展
‧ 國外姊妹校交換生
‧ 跨國企業交流
‧ 每年參與多項國際

學術研討會

生涯輔導
‧辦理升學就業媒合講座
‧媒合至企業短期及長期
實習或就業

‧輔導考取證照(水產技師
執照、水質檢驗證照…等)

設備齊全
‧ 水生科學館
‧ 保育生物館
‧ 教室全e化網路化
‧ 溫室、養殖池
‧ 個人水族實習設施

就業方向



生物資源學系

提供生物學相關基礎課
程與師資班等多個跨領
域學程，畢業後可往生
物科技、有機農業、水

利環境領域發展

跨領域

可投入生態保育、生態
檢核、環境教育與生態
產業相關工作、國中小
教師、NGO、環教產

業、高普考…

就業機會
系上教師皆有豐富教學
經驗，接受政府或團體
組織委託，執行各種環
境監測、生物多樣性保
育與環境教育工作

優質師資

規劃生物多樣性、生物資
源經營管理、環境教育與
生態產業課程，野外生態
調查實習及環境教育學程

培育環境教育師資

多元化課程

如果你熱愛田野生活、野生動物
與植物，或有志於環境保育，就
讀生物資源學系是你最佳的選擇



生化科技學系
• 本系學習方向分為“醫學科學＂與“生醫材料＂兩大領域，在臨床醫學、生醫材料

研發與應用、藥物劑型開發與測試、蛋白質技術、微生物應用、流行病學、質譜學
等核心專業領域設計相關課程。

• 本系教授合作組成「植物化合物萃取技術團隊」，2021年以綠色萃取技術量產設備
及創新製程設計，榮獲第18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 本系學生除了實驗室學習外，還有機會藉由業界(如:製藥廠或生物製劑CDMO廠等) 
或國際知名機構(如:澳洲雪梨大學、日本岩手大學等)海外實習精進自己的專業素養
與技能。

• 本系畢業生工作於藥物研發與製藥業相關領域、生技產品開發與專利領域和臨床醫
學研究等。

本系師生獲邀參加日本岩手大
學sakarua science program

本系師生榮獲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 赴澳洲雪
梨concord hospital海外實習

本系教師團隊榮獲第18
屆「國家新創獎」殊榮

本系與經濟部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
心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每年本系
學生赴嘉創中心進行「產業實習」



培育微生物、免疫、生物藥學
研究及產業發展所需人才

提供生物學相關的基礎
課程，畢業後可往生技

醫藥領域發展

跨領域

可投入生物醫藥
相關工作

就業機會
校外實習及就業
學程培育學生與

產業接軌

多元化課程

朱紀實教授
王紹鴻副教授
謝佳雯副教授
蔡宗杰助理教授

金立德副教授
翁博群副教授
黃襟錦助理教授
莊晶晶助理教授

翁炳孫教授
陳俊憲教授
劉怡文教授
陳立耿副教授
吳進益副教授



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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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健政 博士
專長：農(水)產品加工、新產品
研發、食品工廠規劃與驗證、食
品安全風險評估、動物用藥殘留
檢測、農產品產銷履歷驗證、有
機驗證

利用真空微波乾燥
開發之產品，體積變

化小，結構膨脹
產品具多孔狀結構
不含油脂之香蕉脆片

執行水產品安全
衛生風險管理監

測計畫
水產品動物用藥

殘留檢測

辦理農委
會食品加
工科技計
畫成果展

新穎乾燥設備
開發多元農產品
改善傳統乾燥
產品品質

廖宏儒 博士
專長：食品加工/工程

張文昌 博士
專長：食品加工及安全評估、農畜產品加工
開發、活性成分檢驗分析、機能性產品開
發、醣類代謝

本研究室主要的包括穀類加
工、抗性澱粉、食品流變、食
品冷凍等

食品加工與食品
工程領域



徐錫樑 博士
專長：食用油脂化
學、食品衛生與安
全、食品工程、食品
香味化學

吳思敬 博士
專長：保健食品、食品化
學、食品安全、食品分析與
加工

羅至佑 博士
專長：香料研究，天然產物
化學，儀器分析，分析化學

本研究室專注於植物中天然物之運用及食品中香氣
成分之探討，近年來已陸續進行中之研究題目包括:
• 多酚、類黃酮於抗醣化作用之評估
• 薑科植物中月桃及南薑天然物質發現
• 茶葉中香氣成分之組成及安定性之探討

Potential, V (vs. Ag/Ag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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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誠 博士
專長：儀器分析；電化學
感測器製作與用；細胞毒
性分析
研究目標：
1.非酵素型選擇性電化學感測器之發展與應用
2.建立電化學感測器檢測食品中天然活性物質平台
3.天然活性物質輔佐抗癌研究1

食品化
學與分
析領域



王璧娟 博士
專長：食品營養、生物化學、食品化學、營
養生化

實驗室研究主題：
(一) 超臨界萃取區分及區分物生理活性探討：蜂膠、高氏柴胡、冬蟲夏草、桂
花、土肉桂、茶、人參、鹿角靈芝、螺旋藻、可可、丹參、咖啡與米糠……。
(二) 膜過濾純化天然物：西印度櫻桃汁、珊瑚菇。
(三) 其他研究：木耳降血糖、全榖饅頭、高纖優酪乳開發… 。

食品加工偏重於醬油的釀造與豆粕的應用，保健食品研發則偏重於黑豆花青素的
保健功能評估與產品開發

許成光 博士
專長：食品加工與
保健食品研發

黑豆種皮具有護肝
效能及促進幼魚的
成長

左克強 博士
專長：營養醫學、食品營養
營養醫學研究室進行食品營養保健在疾病預防
以及生化代謝機轉調控的相關研究。研究主題
包括：1. 從氧化、糖化、發炎、免疫調控探
討對肥胖、糖尿病、心血管疾病等代謝症候群
相關慢性疾病以及自體免疫相關疾病的影響；
2. 探討植化素的生物利用率、生物活性以及
保健效能；3. 食品營養的應用與推廣教育。

林淑美 博士
專長: 營養學、保健食品、臨床
營養學、營養免疫學

本實驗室之研究著重於探討機能性食品之
保健功能及輔助臨床營養照護之效應與作
用機制。近期研究主要包括二大主軸：
1. 癌症化療副作用之預防
2. 免疫反應調節功能

營養與保健
食品領域



翁義銘 博士
專長：食品包裝、食品安全、食品化學、微
生物學

本實驗室主以要的研究方向是開發可食用性包裝材料(edible 
packaging materials)。近年來採用的材料包括酪蛋白鈉(sodium 
casinate)及綠豆澱粉(mung bean starch)，為了增強其機械性能，分
別以梔子素(genipin)或檸檬酸(citric acid)進行交聯反應(cross-
linking reaction)。此外也在製備過程中添加溶菌酶(lysozyme)，以
使得可食性膜具有抑制微生物的能力。

呂英震 博士
專長：益生菌、發酵、機能性食品

Probiotics 益生菌開發
Bacterial cellulose 微生物
纖維素

Kombucha 康普茶開發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產學
合作

Fermentation products 
發酵食品開發

Functional foods 機能
性食品開發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國際研討會 Menbers 研究室成員

食品微生物與生物技術領域



水生生物科學系研究特色
賴弘智 教授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 水環境檢測
• 水質與底質檢測
• 養殖環境管理
• 建置原生魚類種原庫

產業應用：

• 培育符合環保署、歐盟規範水污染指標實驗用水
生生物

• 執行農藥、毒化物及產業排放水生物毒性檢測
• 復育瀕危台灣原生物種，大鱗梅氏鯿、菊池氏細

鯽、台灣副細鯽
• 培育青鱂魚、多齒新米蝦、水蚤、渦蟲等試驗用

水生生物，供應國內環保檢測、研究及教育單位

水環境檢測

原生魚類種源庫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二枚貝輔助飼料與水質處理劑研發
根據以往研究的基礎研發具科學性
的養殖管理方式，提高文蛤養殖的
成功率和產量。開發出符合二枚貝
濾食的微米級嘉大文蛤輔助飼料，
能有效作為文蛤的輔助餌料。根據
文蛤和文蛤池的狀況，開發出水色
改良劑、10號飼料、11號飼料和水
色瑰寶作為文蛤池管理用，並獲得
文蛤產業界的肯定。

經輔導的業者收穫優質的文蛤

枯草菌的固態培養/製作微米級文蛤輔助飼料

水生生物科學系研究特色
李安進 教授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單性吳郭魚育種
以分子生物標誌進行魚類分子選育，主要的工作是進行吳
郭魚的育種與全雄性吳郭魚魚苗的開發。另外本研究是亦
對魚類分子親緣關係的探討有深入的研究。

水生生物科學系研究特色
郭建賢 助理教授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海洋生物生態保育與演化
本實驗室主要研究海洋無脊椎動物的生態，特別想瞭解
氣候變遷對海洋無脊椎生物所處之生態系的影響。巨觀
的研究方法以野外調查生物族群及多樣性與環境因子的
關係。微觀方式則使用分子技術探討海洋無脊椎生物分
類、族群遺傳、演化、保育遺傳及其共生微生物相於環
境壓力變遷下的影響。

採集樣本使用分子技術分析

珊瑚礁底棲生態及環境調查

模擬環境變因對生物的影響生物與微生物共生關係作用

水生生物科學系研究特色
楊松穎 助理教授



照片及文字說明：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海水螺貝類繁養殖與營養需求
探討水生生物對飼料營養之需求，目前聚焦於螺貝類在
繁養殖各階段的營養需求，如螺類幼生時期對微藻營養
需求、稚螺時期對飼料蛋白質需求等。
開發二枚貝飼料。

水生生物科學系研究特色
朱建宏 助理教授

水生生物飼料營養研究 螺貝類繁殖研究



生物資源學系

許富雄副教授：
專長：動物行為、野生動物生活史策略、族群
與群聚生態、野生動物資源與保育

莫氏樹蛙鳴叫物候

龜類保育教育園區駐館研究

鰲鼓濕地鳥類長期監測



生物資源學系

邱郁文副教授：
專長：軟體動物學、底棲生物、生態檢核、
復育生態、社區保育

軟體動物分類及生態研究

湧泉生態監測與生態檢核



生物資源學系

林政道助理教授：

專長：地景生態、植群生態學、物種分布、
生態資訊學、生態資訊大數據分析

生物多樣性地理公民科學
平台愛自然推廣

高山氣候變遷影響監測



生物資源學系

蔡若詩助理教授：
專長：地景生態、野生動物棲地管理、
猛禽及山麻雀保育、農田與濕地生態系

赤腹鷹遷移生態學、
草鴞的移動模式及棲地選擇

公民科學計畫

有機農田生態研究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系所名稱：生化科技學系
教授姓名：張心怡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退化性關節炎相關的生醫材料與藥物製劑開發並著重

其細胞分子層面之作用機制探討。
 利用細胞模擬皮膚光老化建立細胞生物力學的檢測平

台，開發製劑或篩選具有功能性之化合物，並探討其
可能之效應機制。

 藉由退化性關節炎和皮膚光老化檢測平台的建立，除
了與國內廠商進行產學合作計畫並且協助澳洲雪梨大
學附屬醫院concord hospital ANZAC institute 和印尼
印尼泗水Airlangga University藥學院進行相關的國際
合作計畫。

具體產業應用：
與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和嘉義農業試驗分所研究
合作，將咖啡葉及其萃取物送案至衛福部申請登錄至可
供食品使用原料清單中，並於110年1月5日由衛生福利部
正式公告咖啡葉為可供食品使用之原料，並由嘉大應用
化學系邱秀貞副教授協助開發咖啡葉系列護膚保養品。

利用創新植物化合物
萃取技術技術開發之
咖啡葉萃取素材與協
助開發咖啡葉系列護
膚保養品

印尼泗水艾爾朗加大
學藥學院師生至本系
研究訪問與實習，本
系師生協助指導退化
性關節炎的檢測技
術。

每年與日本岩手大學理工學院進行drug delivery 
system 學術研討會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系所名稱：生化科技學系
教授姓名：林芸薇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天然植物化合物於肺癌治療的角色
 肺癌標靶與化療藥物之抗藥性分析
 核酸修補基因與蛋白質表現的調控機轉
 核酸代謝酵素作為克服氟嘧啶氨基硝酸鹽抗藥性之分子

標靶

具體產業應用：
與臺大醫院新竹分院，嘉義基督教醫院等醫學研究單位合
作，研究臨床標靶藥物及化療藥物的抗藥性，藉由生物醫
學的分子層次去探索天然化合物合併處理來降低標靶藥物
及化療藥物使用劑量的可行性，提供克服化療抗藥性的最
新細胞體外研究報告，做為臨床試驗的重要依據。

Heat shock protein 90 inhibitor 17‐AAG down‐regulates thymidine 
phosphorylase expression and potentiates the cytotoxic effect of tamoxifen 
and erlotinib in human lung squamous carcinoma cells. 
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2022 Aug 9;204:115207. [SCI] 
Impact factor: 6.10; Pharmacology & Pharmacy Ranking:46/279=16.49%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系所名稱：生化科技學系
教授姓名：陳政男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植物超音波萃取創新製程及設備開發
 植物化合物創新應用
 植物原料成分認證及機能性分析
 綠色溶劑配方及益生菌生物轉化製程

具體產業應用：
因應各種植物化合物之極性、溶解度、萃取率並降低溶
劑細胞毒性，開發了綠色溶劑配方及超音波綠色萃取製
程，搭配不同機能性植物素材生產更安全且高品質的植
物萃取物，為植物萃取產業提供植物素材的綠色萃取技
術開發，以此技術經驗，未來可大幅增加工業應用的可
行性與優勢，除可為業界帶來全新的發展與產品外，更
為疾病治療、養生保健及膳食補充、抗老化等相關議題
帶來更新一步的了解及深入研發的契機

專利綠色萃取製程設備:
控溫系統專利超音波萃取模組平板離心機 雙
聯過濾器暫存槽低溫真空濃縮機刮板濃縮機
攪拌槽管式殺菌機

萃取流速控制 內外層精準控溫

溫度偵測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謝佳雯副教授

Chia-Wen Hsieh

白色生物科技
White Biotechnology

專長：微生物學、分子生物
學 發酵學、蛋白質
工程、工業用微生
物菌種開發

策略性微生物育種應用於循環經濟性化學品生產

多體學應用於功能性微生物開發
Omics-based Functional Microbiome Investigation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翁博群副教授

Brian Bor-Chun Weng

專長：免疫生理、營養免疫
飼料添加物或功能性

食物補充品對於免疫

的影響動物試驗

功能活性評估，成分結構濃度
依存關係分析

具體而微的探
索多醣體結構
差異產生不同

免疫反應

動物試驗平台
免疫調節試驗

顯微鏡下免疫細胞
極化作用相生相剋

具體產業應用：

木耳多醣體 –免疫調節，強化傷口癒合、

抗體產生。

2.月桃葉 –腸道微生物調整及免疫調節之抗老化應用。

3.鄒族傳統草藥 –阿里山薊保建功能開發。

4.花生芽功效 –植物雌激素成分影響免疫系統達成功老

化。

荔枝萃取物 –保護肝臟功能，調節肝再生作

用。

腸道微生物免疫生理 –腸道微生物象的平

衡；大豆發酵大豆異黃酮應用於血糖調節對抗糖尿病。



利用分子技術，將穀胱甘肽轉移酶M2表現在膀胱

癌細胞 (右圖)，結果可以明顯縮減膀胱癌腫瘤球生

長之大小 (比較左圖控制組細胞)。

實驗室主要針對膀胱癌做研究，包含：

(1)膀胱癌的尿液分子診斷方法。

(2)開發新的藥物治療方式。

(3)尋找膀胱癌的預防醫學策略。

研究知道小蘗紅鹼可以誘導穀胱甘肽轉移酶M2表現。故此

小蘗紅鹼可以明顯抑制膀胱癌細胞的transwell爬行能力。

控制組細胞 加小藥紅鹼處理後的細胞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劉怡文教授

Yi-Wen Liu
專長：中醫藥學、抗癌藥物

藥理學、分子細胞藥

理學、基因表現調節

研究、泌尿系統疾病

研究



實驗室主持人：楊懷文 博士

研究室專長：食品工程、食品流變、食品質地調控、永續食品加值加工

博士學位/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分校食品工程學

本研究室主要從事食品加工技術相關研究，近期以
食品工程學為理論基礎，持續進行質地修飾食品之
開發；例如，以流變觀點建構吞嚥友善增稠液態基
質及以質地為區分依歸研發咀嚼友善固態食品…
等，致力推展具適口性之高(全)齡化飲食。
Our laborator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foo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ver 
recent years, we continue developing 
texture-modified food based on theoretical 
accepts of food engine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xture-modified foods such as the 
constructing dysphagia-friendly thickened 
fluid matrix from the rheological point of 
view and the developing mastication-friendly 
solid food based on textural 
attributes‒committing ourselves to promoting 
palatable commodities for senior(all)-age 
individuals.

圖四、凍融酵素嫩化竹筍
Figure 4. Freeze-thaw enzymatic 
tenderization of bamboo shoot

圖二、仿真素塊肉
Figure 2. Minic
vegetarian meat chunk

圖一：農糧署獲獎產品
Figure 1. AFG award-winning products)

圖三、師生合照
Figure 3 La photo de famille

圖一

圖五、多重尺度流變與多變量分析
Figure 5. Multple-range amplitude 
oscillatory shear rheology and multivariate



教師研究特色介紹

系所名稱：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
教授姓名：陳瑞祥

研究特色成果

研究特色：
 真菌族群分子遺傳歧異性
 有益微生物資源之開發及應用
 食藥用真菌分子鑑定及菌種資源利用
 微生物活性代謝產物功效驗證及產品開發
具體產業應用：

篩選台灣本土優良微生物菌株開發作為生物農藥、
生物肥料及動物飼料添加劑等菌種。

針對台灣本土篩選之拮抗微生物菌株，測試其對植
物病原真菌之拮抗能力，開發具有生物防治及促進植物
生長潛力之優良菌株，並針對拮抗微生物所產生之抗菌
活性成分加以萃取純化，並鑑定其種類組成及其理化與
生物特性。作為應用於生物製劑研發之參考依據。

拮抗性木黴菌活性代謝物質及基因體分析

台灣本土拮抗微生物植物保護製劑之商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