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 技 部 生 命 科 學 研 究 推 動 中 心
研討(習)會 結案報告
中文名稱：農業生技聯合研討會
英文名稱：Joint Conference for Agriculture Biotechnology
中文摘要報告：
為了提升國內農業生技水準及其國際競爭力，以及培育能與國際接軌且具
有全球領航能力的農業生技人才，中興大學協同國際生物催化暨農業生物技術
學會及牛樟芝產業協會，於中興大學惠蓀林場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農業生技聯
合研討會」(110 年 12 月 10~11 日)，兩天的議程安排分為(1)生物催化及農業生
技；(2)牛樟芝產業等兩大議題，特別精心邀請農業生技領域頂尖學者及相關產
業重要人士，就其專長發表關於各領域新知以及分享寶貴產業化經驗。此外，
本研討會特別安排論文競賽，提供獎狀及優厚獎金鼓勵研究生、博士後及研究
助理以英語論述、及/或英語海報方式發表研究成果；總共有 20 位口頭報告、
38 篇壁報論文參與競賽，每位報告者表現皆十分優異，競賽結果有 10 位口頭
報告、24 位壁報參賽者獲獎；相信此次特別以國際會議的規格訓練年輕學術精
英的方式，對於培養其與世界學術水準接軌的能力大有助益。此次會議內容包
含各領域中的基礎科學發展近況、應用面的擴增趨勢、各種商業模式的走向、
以及國內許多結合生物催化與農業生物技術下所發展出的功能性新產品；相信
與會人員透過彼此經驗分享及學用相長、串聯基礎理論與實際應用，必能相互
激盪產生新的創意，以促成生技產業的創新整合，從而建立台灣農業生技產業
的新面貌。

英文摘要報告：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s of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in Taiwan and ou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to incubate young talents to b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to gain the ability to navigate the world, the “Joint
Conference for Agriculture Biotechnology” was hel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of NCHU Huisun Experimental Forest Station during December 10-11, 2021.
Top scientists and experts of agriculture biotechnology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authoritative reviews or updated progresses in this meeting. Besides, contests of oral
or poster presentations in English were proceeded for training young talents as a way
similar to the standard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nference themes included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basic science in various fields, the current tenden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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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ization, the trend of various business models, and many new functional food
products developed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biocatalysis an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Through active experience sharing and learning, basic theor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can be linked among the participants, and new ideas can be
inspire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ies,
thereby a new frontier of Taiwan's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can be established.

講員：
國 別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國內

職 稱
教授級/研究員
教授級/研究員
教授級/研究員
教授級/研究員
教授級/研究員
教授級/研究員
教授級/研究員
教授級/研究員
副教授級/研究員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長
副總經理
研究員

姓 名
楊長賢
吳永昌
賀端華
沈立言
王升陽
何偉真
侯明宏
葉國楨
陳玉婷
陳水田
葉宗銘
羅藼
賴宗賢
詹易樵

研討(習)會目的、預期效益:
政府提出「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生醫產業」、「國防產
業」、「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 5+2 產業創新計畫，作為加速臺灣產業轉型
升級、驅動台灣下世代產業成長的核心。其中「綠能科技」、「生醫產業」、「新
農業」及「循環經濟」均為生物科技可以注入新動能的新興產業。此外，農業
生物科技於全球永續發展中扮演關鍵性角色，其可應用的主要任務除了增加糧
食生產，餵飽全人類之外，亦需要以提高人類身心健康，改善生活品質，保護
自然資源，增進人民福祉為目的。聯合國 193 個會員國於 2015 年 9 月 25 日通
過「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制定
了 17 項 SDGs 預期目標，其中「終結貧窮-結束任何形式的貧窮」「終結飢餓-實
現糧食安全和改善營養，促進永續農業」，「健全生活品質-確保所有年齡層級的
人健康生活和促進其福祉」位居前三大項目標，皆可經由應用農業生技獲得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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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國立中興大學是以農業科技為基礎的研究型大學，在農業分子生物科技、
動植物基因轉殖、農業生產及動物醫學等研究，擁有世界頂尖的實力。鑒於生
物科技的重要性，本校另設有生物科技發展中心，整合校內相關資源，提昇本
校生物科技教學水準，培育出具前瞻性、跨領域及國際觀之尖端生物科技人才，
推動關鍵生物產業之研發，並推動跨校研究聯盟，形成策略聯盟提昇研發能量，
並擷取生物科技先進國家之產學合作經驗，辦理各項國際研討會、國際師生互
訪、合作研究等，推動國際交流。為推動台灣的生物催化與農業生物技術之研
究，2006 年由中興大學主導及多位國際重量級學者簽署成立國際生物催化暨生
物技術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iocatalysisand Biotechnology, ISBB)，推選美
國農業部侯景滄博士為學會創會主席，總會會址設立在中興大學，每年定期進
行學術交流；有鑑於農業議題的重要性，於第六屆會員大會中正式提議並更名
為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iocatalysis an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國際生物催
化暨農業生物技術學會，簡稱 ISBAB)。本校多位教授參與該學會會務與 BAB
期刊編審的工作，為該學會之主要基石。
2021 年「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強調國際鏈結與強化國內外
多元人才培育及延攬的重要性。增加學研產業界農業生技動能，為提升台灣農
業生技產業的第一要務。中興大學協同國際生物催化暨農業生物技術學會及牛
樟芝產業協會，舉辦「農業生技聯合研討會」，精心邀請農業生技領域頂尖學者
及相關產業重要人士，就其專長發表關於各領域新知以及分享珍貴實戰經驗，
旨在提升國內農業生技水準及其國際競爭力。本研討會於國立中興大學惠蓀林
場國際會議廳進行公開演說，兩天的議程安排分為(1)生物催化及農業生技；(2)
牛樟芝產業等兩大議題，邀請國內十四位頂尖學者專家發表研究成果及相關業
界成就。在人才培育方面，除了專業研發能力外，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與國際接
軌的農業生技人才；因此，本次會議特別安排論文競賽，提供獎狀獎金等鼓勵
學生以國際語言口頭發表，在疫情肆虐、邊境進出滯礙下，以國際會議規格訓
練農業生技領域年輕學術精英，提供其學術交流、成果展示的舞台。本會吸引
產官學界專家、學者共近 160 人熱烈與會，有超過數十篇論文與海報在會場發
表及展出，充分展現出國內在農業生技領域中的研發活力。本研討會講題內容
包含各領域中的基礎科學發展近況、應用面向的擴增趨勢、及各種商業模式的
走向。經由不同角度的切入，相互激蕩各種意念而產生了新的創意。從舉辦此
次研討會的經驗交流，希望來參加的各領域相關研究人員及產業從業人員，透
過彼此經驗分享，更加瞭解彼此之需求，縮短學術與應用間之差距。此外，本
研討會亦希望成為一個發展新興農業生技所需要的資訊帄台，以串聯尖端基礎
研究與下游應用操作，因而促成農業生技產業的大幅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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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對象:
講員 14 人；主持人及評審 12 人；工作人員 14 人；學員 113 人；共 153 人。研
討會參加對象為國內外碩、博士研究生、生技領域專家、有意願參與生技研發
之教師、研究人員與各大專院校之生，以及所有對生技產業有興趣之各界人士。

邀請主講人姓名及學經歷:
姓名
學歷
楊長賢
美國加州大學
戴維斯分校(UC
Davis) 遺傳學
博士

經歷
2019-2021 國際生物催化與
農業生物科技學會 理事長
2018-2021 教育部「生醫產
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
計畫」B 類計畫 總主持人
2018-2019 美國加州大學戴
維斯分校(UC Davis)台灣區
校友會 理事長
2017-2018 國際生物催化與
農業生物科技學會 副理事
長
2016-2017 台灣植物學會 第
30 屆理事長
2015-2021 台灣生物化學及
分子生物學學會第 25 及 26
屆理監事會 理事
2015-2020 財團法人生化科
技教育基金會第 2 及 3 屆董
事會 董事
2015-迄今 國立中興大學 學
術副校長
2015-2021 國立中興大學生
物科技學研究所 中興講座
教授
2014-2017 教育部「生技產
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總主持人
2010-2013 全國跨部會「農
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
案」99-102 年度方案辦公室
研究發展組召集人
2010-2013 教育部「轉譯醫
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
畫」 共同主持人
2008-2009 中華植物學會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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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
國立中興大學生
物科技學研究所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學
術副校長

吳永昌

高雄醫學大研
究所 (基礎醫
學 )博士

26 屆理事長
2007-2015 國立中興大學生
物科技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2006-2010 國立中興大學執
行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邁頂計
畫 計畫 Coordinator
2005-2011 國立中興大學生
物科技發展中心 主任
2004-2008 國科會大學追求
卓越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02-2003 中華植物學會 秘
書長
2001-2005 國立中興大學生
物科技發展中心 組長
2000-2007 國立中興大學生
物科技學研究所 教授
2014-2017 中國醫藥大學藥
學系講座教授兼副校長
2014-2016 科技部生科司藥
學暨中醫藥學門召集人
2013-2015 美國藥典委員會
東亞中草藥專家委員會委員
2013-2015 國家新創奬評審
委員會委員
2012-2014 中國醫藥大學藥
學系講座教授兼藥學院院
長、副校長
2011-2012 中國醫藥大學中
醫系講座教授兼副校長
2010-2011 中國醫藥大學中
西醫結合研究所講座教授兼
副校長
2010-2014 高雄醫學大學天
然藥物研究所合聘講座教授
2009-2010 高雄醫學大學天
然藥物研究所講座教授
2008-2009 經濟部工業局及
技術處技術審查委員會委員
2006-2009 高雄醫學大學研
究發展處研發長
2002-2004 國家科學委員會
生物處藥學暨中醫藥學門召
集人
1996-2010 行政院衛生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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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 中
醫學院中西醫結
合研究所 講座教
授

賀端華

Ph.D.
Biochemistr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SA

沈立言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科學研究
所 博士

醫藥委員會委員
1992-2006 高雄醫學大學天
然藥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990-1992 高雄醫學大學藥
學系所教授
2012- 中央研究院植物與
微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2004-2008 農業生物技術國
家型計畫總召集人
2003-2008 中央研究院植物
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所長
2000- 中央研究院生物農
業科學研究所籌備處客座教
授
1990-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
物研究所客座教授
1998-2003 華盛頓大學生物
學系副主任
1984-2012 華盛頓大學生物
系副教授至教授
1979-1984 伊利諾大學植物
生物學系助理教授
1976-1978 麻省理工學院生
物學系博士後
-經濟部工業局 CITD 民生食
品類組 委員
-經濟部工業局 中小企業即
時技術輔導 召集人
-台灣營養學會 副秘書長
-台灣營養學會 理事
-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
究所副教授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常務理
事
-中國醫藥學院 營養學系暨
醫學營養學系系主任
-台中市營養公會 理事
-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
會 保健食品研究會副會長
-中國醫藥學院 營養學系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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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植物
暨微生物學研究
所 特聘研究員
暨院士

-國立臺灣大學 食
品科技研究所 特
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國
家食品安全教育
暨研究中心 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 食
品與生物分子研
究中心 主任
-臺灣食品保護協
會 (國際食品保護
協會-臺灣分會)
理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 中草藥學程
小組 委員
-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健康與體育
領域課程綱要研
修小組 委員

侯明宏

國立台灣大學
生化科學所博
士

葉國楨

博士 Plant
Biology
Graduate Grou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USA

詹易樵

博士

2013–迄今 中興大學基因體
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2010–2013 中興大學基因體
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副教授
2008–2010 中興大學生物科
技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2008-2010 中興大學生命科
學系合聘助理教授
2008-2010 中興大學生物科
技發展中心合聘助理教授
2008–2010 中興大學基因體
暨生物資訊所助理教授
2007-2008 中興大學生物科
技發展中心助理教授
2004-2007 實踐大學食品營
養與保健生技學系助理教授
2003-2004 中央研究院生物
化學所博士後研究員
2019 至今 中央研究院農業
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2016-2019 中央研究院農業
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代理主任
2015 至今 中研院國際研究
生院 分子及生物農業科學
博士班學程 學程召集人
2014 至今 研究員
2009-2013 副研究員
2001-2009 助研究員
1999-2001 博士後研究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and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Researcher; Lab Supervisor
/ R&D Department, CH
Biotech R&D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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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 健康
食品審議小組 委
員
-臺灣傳統暨替代
醫學協會 理事長
-考試院考選部 典
試委員及命題委
員
中興大學基因體
暨生物資訊學研
究所教授

中央研究院農業
生物科技研究中
心研究員兼主任

Researcher; Lab
Supervisor /
R&D Department,

王升陽

國立台灣大學
森林系研究所
博士

何偉真

佛羅里達大學
植物所博士

葉宗銘

博士

陳玉婷

國防醫學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
所博士

賴宗賢

博士

博士後研究學者 中央研究
院生物農業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技師 中央研究院生
物農業科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森
林學系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
系
合聘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農業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
系
大葉大學藥用植物與保健學
系教授
大葉大學 校長、副校長
桃園市牛樟菇菌商業同業公
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食藥用菇菌類
生技協會轉導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牛樟芝產業協
會常務理事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牛樟
芝產業國際發展委員會名譽
理事長
2013–迄今 中興大學基因體
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助理教
授
2008- 2009 中興大學生物科
技發展中心服務推廣組組長
2008 - 2009 中興大學生物科
技發展中心助理教授
2006 - 2008 中興大學生物科
技發展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2005 - 2006 醒吾技術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2005 - 2005 美國農業部訪問
學者
2003 - 2006 中央研究院植物
暨微生物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員
日本京都大學工學部 博士
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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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Biotech R&D
Co. LTD
中興大學森林學
系教授並兼任創
新產業暨國際學
院院長和生物科
技學程主任

大葉大學藥用植
物與保健學系講
座教授
神農真菌生技有
限公司董事長

中興大學基因體
暨生物資訊學研
究所副教授

台灣利得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水田

國立台灣大學
生化科學 博士

羅藼

博士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化學製藥研究所 組長
瑞諾華生醫 研發副總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德州農工大學化學系客座研
究學者
國科會自然處生物有機小組
召集人
國科會自然處生物分子模擬
小組召集人
台灣蛋白體學會理事長
HUPO council member
AOHUPO Council member
王光燦生物有基化學基金會
董事
醣質基金會董事
承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長

9

副總經理及研發
長
浩峰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承穎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

議程:

時間
08:30-08:40
08:40-10:10
10:20-11:40
11:50-12:50
13:00-13:10
13:10-13:50

13:50-14:30

14:30-15:10
15:10-15:40
15:40-17:20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110 年 12 月 10 日(五)
議程
台中高鐵站 6 號出口集合
台中高鐵站接駁前往惠蓀林場
報到&張貼海報
午餐
開幕式 地點：國際會議廳
【Keynote 1】楊長賢 地點：國際會議廳
Uncover the mechanisms in regulating perianth identity and flower development in
orchids
主持人：葉錫東
【Keynote 2】吳永昌 地點：國際會議廳
「牛樟芝國家標準」產官學研之面面觀
主持人：蕭介夫
【Keynote 3】賀端華 地點：國際會議廳
Discovery and functional studies of novel rice genes important for development and
stress tolerance
主持人：楊長賢
大合照 & 茶敘
場次：生物催化-1
場次：牛樟芝新知-1
主持人：詹富智
主持人:何偉真
地點：國際會議廳
地點：中型會議室
【專題演講 A1】
【專題演講 B1】
沈立言
王升陽
Antidepressant mechanisms of
為什麼牛樟芝這麼厲害？
Gastrodia elata Bl. (Tianma, 天麻)
【專題演講 B2】
賴宗賢
16:00-17:20
固態培養牛樟芝創新技術與應用
口頭論文競賽
【專題演講 B3】
Reun-Ping Goh
Thi-Thu-Yen Tran
葉宗銘
Duy-Hung Do
牛樟芝抗藍光誘導視網膜細胞發炎之研發
Zhao-Jun Pan
【專題演講 B4】
Ying-Chi Huang
陳玉婷
Cheng-Yu Kuo
Identification of a dual-function phenolic
10 分鐘報告 3 分鐘答問
compound with anti-oxidant and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ies in Antrodia cinnamomea

17:00-17:20
17:30-18:00
18:00-19:00
19:00-21:00

住宿 Check-in
晚餐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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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09:00-10:25

09:00-09:20

09:20-09:40

09:40-10:00
10:00-10:25
10:25-10:45
10:45-12:10
10:45-11:05

11:05-12:10

12:10-13:00
13:00-14:40
13:00-13:20

13:20-14:40

14:40-15:00
15:00-16:30
16:50-17:10
17:20-

12 月 11 日(六)
議程
場次：生物催化-2
主持人：楊秋忠
地點：國際會議廳
【專題演講 A2】 侯明宏
Targeting non-nativ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of coronavirus nucleocapsid
proteins for antiviral drug development
09:20-10:25
口頭論文競賽
Yi-Feng Zheng
Wei-Chen Wang
Wei-Cheng Yuan
Yuh Tzean
Shih-Hsun Walter Hung
10 分鐘報告 3 分鐘答問

場次：牛樟芝新知-2
主持人：吳永昌
地點：中型會議室
【專題演講 B5】 陳水田
Botanic Drug of Antrodia Cinnamomea.
【專題演講 B6】 何偉真
Antrodia cinnamomn and Ganoderma
lucidum are potential candidates in treating
COVID-19 pandemic
【專題演講 B7】 羅藼
以牛樟芝取得美國 NDI 為例，淺談食品
生技的國際布局

茶敘
場次：農業生技-1 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黃介辰
【專題演講 A3】 葉國楨
Gallium, indium, and thallium toxicity to plants and environmental risk of their
contaminated soils for growing rice and wheat
口頭論文競賽
Chi-Chun Lin、Kuan-Lin Lo
Cheng-Cheng Su、Hsin-fang Chang
Wei-Han Hsu
10 分鐘報告 3 分鐘答問
午餐
場次：農業生技-2 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楊智惠
【專題演講 A4】 正瀚生技/詹易樵
Current Biotechnologies Drive Innovations in Farming
口頭論文競賽
Ying-Ping Huang、Min-Chao Jiang
Tzu-Jui Chiu、Kun-Ting Hsieh
Shiau-Yu Shiue、Pei-Tzu Hsu
10 分鐘報告 3 分鐘答問
茶敘
壁報論文比賽評分
閉幕 & 壁報論文比賽頒獎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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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至少 10 張，請填寫照片說明)

110 年 12 月 10 日
開幕致詞-主持人葉錫東教授

110 年 12 月 10 日
於本校惠蓀林場國際會議廳開幕式合影

110 年 12 月 10 日
Keynote Speaker-楊長賢教授演講

110 年 12 月 10 日
Keynote Speaker-吳永昌教授演講

110 年 12 月 10 日
Keynote Speaker-賀端華教授演講

110 年 12 月 10 日
於本校惠蓀林場國際會議廳戶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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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2 月 10 日
專題演講-王升陽教授演講

110 年 12 月 10 日
專題演講-沈立言教授演講

110 年 12 月 10 日
專題演講-賴宗賢副總經理演講

110 年 12 月 10 日
專題演講-葉宗銘董事長演講

110 年 12 月 10 日
專題演講-陳玉婷副教授演講

110 年 12 月 11 日
專題演講-侯明宏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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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2 月 11 日
專題演講-陳水田董事長演講

110 年 12 月 11 日
專題演講-何偉真教授演講

110 年 12 月 11 日
專題演講-羅藼董事長演講

110 年 12 月 11 日
專題演講-詹易樵研究員演講

110 年 12 月 11 日
壁報論文比賽評分

110 年 12 月 11 日
壁報論文比賽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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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2 月 11 日
壁報論文比賽評分

110 年 12 月 11 日
壁報論文比賽評分

110 年 12 月 11 日
口頭論文競賽頒獎

110 年 12 月 11 日
口頭論文競賽頒獎

110 年 12 月 11 日
壁報論文比賽頒獎

110 年 12 月 11 日
壁報論文比賽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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