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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習)會 結案報告 

中文名稱：微生物體學之轉議應用研討會  

英文名稱：Symposium of Translation of microbiome application 

中文摘要報告： 

過去的研究常著重於單一菌種的影響及致病機制，但現今的研究發現，微生物

的菌相、整個群體的基因表現及代謝產物，皆會影響宿主的健康及環境。因此，

除了分析疾病、食物、或環境因子如何造成菌相的改變之外，更重要的議題是

如何重建健康的菌相，來影響宿主的生長及健康。本計畫邀請各界專家學者於 

6/30 進行線上會議，分享如何在病人中建立微生物培養體學，來幫助病人較快

恢復健康或得到較有效的療效；或以食物或中草藥來影響腸道微生物，繼而開

發疾病預防之機轉。除此之外，透過重建微生物相，亦能提升作物和養殖動物

的健康及抗病性，利用在農業上能降低農藥或抗生素的利用並增加產率，達到

綠色農業的目的。微生物群於環境的再造，亦能高效率地應對環境汙染物。本

會議藉由專家和與會者的分享，激盪出新的想法及技術，有助於促進微生物體

學之轉譯應用及研究。 

 

英文摘要報告： 

In the past, most researches focused on the effects and pathogenesis of a single 

microorganism. However, recent studies revealed that microbiota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 gene expressions and metabolites of the whole microbiome can affect host health 

and our environment.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analyzing how disease, food or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 microbiome, how to re-establish healthy microbiome is 

more important. We invited experts from diverse disciplines for a virtual conference on 

June 30th, 2021. They shared their experience on how to help patients recover from 

illness or obtain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s, or development of mechanism for disease 

control from the studies on effects of food or herbal medicine on gut microbiome. 

Moreover, by synthetic microbiome, health and disease resistant ability of crops or 

animals can be improved. Microbiome can also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effectively and rebuild its diversity.  Through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speakers 

and attendees in this conference, novel ideas and techniques can be inspired to promote 

translation of microbiome application. 



講員： 

國 別 職 稱 姓 名 

中華民國 院長 倪衍玄 

中華民國 講座教授 胡育誠 

中華民國 教授/主任 賴信志 

中華民國 副教授 徐丞志 

中華民國 研究員 林奐妤 

中華民國 特聘教授 陳師慶 

中華民國 副教授 鄧文玲 

中華民國 副教授 林乃君 

研討(習)會目的、預期效益: 

本計畫申請舉辦「微生物體學之轉譯應用」研討會。在此研討中，邀請國內講

員 8位，針對微生物體學應用於人體健康、農業及環境的研究進行分享。 

微生物體學是最近一個新興且重要的議題。之前的研究多著重於單一菌的影響，

但和宿主共生及環境中存在的，皆為數量及種類很多的複雜菌叢。因此，任何

環境因子的改變 (包括壓力、營養、環境因子、疾病…等)，皆會改變整個菌相。

進一步的研究發現，菌叢的代謝產物、基因表現、及和宿主間的交互作用，皆

能影響宿主的生長及健康。比如：增加人體、動物、植物的抗病能力或疾病的

預防，因此，此領域被視為另一種新的治療或預防的研究機轉，為現今重要的

研究方向。因此，本計畫擬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微生物體學之轉譯應用來分享

研究成果，希望能進一步激發微生物體學的利用及加值化的發展。 

本研討會能觸及之學術團體與人員甚多，極有助於該方面學術之推廣；此外，

此研討會內容強調轉譯應用，應能啟發未來科研應用之方向。 

 

參加對象：微生物、生物技術與科學、生物資訊科學相關研究人員、大學及農

業化學、生化科技、環境科學、食品科學等相關學系之教師與學生、台灣農業

化學會會員、台灣微生物學會會員、台灣環境微生物學會會員、台灣食品科學

學會會員與其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產官學研相關人士。 

 

邀請主講人姓名及學經歷: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任 

倪衍玄 國立臺灣大學臨床

醫學研究所 博士 

 

臺灣大學醫學院副

院長 

臺大醫院肝炎中心

主任 

臺大醫院小兒部主

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院長 



胡育誠 美國馬里蘭大學 

化學工程系所 

2021/04–present

 Co-Chair,  

Division of Tissue 

Engineering and 

Biomaterials， 

亞洲生物技術聯盟
(AFOB)  

2019/08–present 國

際組織工程與再生

醫學學會 亞太分

會獎章委員會委員 

2018/11–2020/11

台灣化工學會 

 學術委員會  

主任委員 

2018/01-2020/12

科技部 

化工學門召集人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系 

講座教授 

賴信志 英國劍橋大學 

病理所 博士 

 

1.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

物技術學系 

副教授 

2.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

物技術學系 

教授 

3. 長庚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

暨檢驗學系 

系主任 

 

長庚大學醫學生物

技術暨檢驗學系教

授/微生物相研究

中心主任 

徐丞志 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 

化學暨生物化學 

博士 

史丹佛大學化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副教授 

林奐妤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National Yang 

Ming University, 

Taiwan 

宣捷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研究員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

所 生物資源保存

及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師慶 美國孟非斯大學 

微生物學 

博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所）   

中國醫藥大學 微

生物學科  微生物

學科  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特聘教授 



輔英科技大學  醫

事技術系  副教授 

鄧文玲 美國康乃爾大學 

植物病理學 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事務處外籍學生事

務組組長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副教授 

林乃君 美國康乃爾大學 

植物病理研究所 

博士 

衛生署藥物食品檢

驗局技士 (1996-

1998) 

美國 Boyce 

Thompson Institute 

for Plant Research 

博士後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  

副教授 

 



議程: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三) 

 

時間 主 題 (超連結:影片) 主講人 (超連結: CV) 

08:20-08:50 報 到  

08:50-09:00 理事長、貴賓致詞 蘇南維理事長、貴賓 

09:00-09:45 

Keynote speech 1 

倪衍玄 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1. 腸道菌叢對於健康及疾病之影響 

 

09:45-10:30 

Keynote speech 2 

胡育誠 講座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 

2. Baculovirus/CRISPR於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之應用 

 

10:30-10:50 coffee break 

10:50-11:25 

3-1. Development of next generation 

probiotics (NGP) for amelioration of 

chronic inflammation related 

diseases 

 

賴信志 教授 

長庚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教
授/微生物相研究中心主任 

11:25-12:00 

4-1. 質譜分析技術在腸道菌代謝體

學上的應用 

 

徐丞志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 

12:50-14:00 
學生口頭論文報告競賽 

壁報展示 (午餐) 

14:00-14:35 

5-1. 麩胺酸棒狀桿菌之基因體解析

與轉譯應用 

 

林奐妤 研究員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生物資源保存及研
究中心 

14:35-15:10 

6-1. 整合多體(基因體, 轉錄體和蛋白

體)等技術強化多氯化物和三硝基苯

生物復育策略研究 

 

陳師慶 特聘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 

15:10-15:30 coffee break 

15:30-16:05 

7-1. 應用生物防治細菌調節根圈微

生物相抑制細菌性萎凋病 

 

鄧文玲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 

16:05-16:40 
8-1. 新興汙染物對微生物菌相的影

響 
林乃君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 

16:40-17:00 閉幕典禮/頒獎 蘇南維理事長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8Wcw0xMTWRUEZuJQs1D_3VmofB5Tov5/view?usp=sharing
https://sendvid.com/wvdd9l6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B83dJZ0o4OcXiEHmOluOZbjmfVEtYtT/view?usp=sharing
https://sendvid.com/8qi2xk4x
https://sendvid.com/9fut5bxd
https://sendvid.com/9fut5bxd
https://sendvid.com/9fut5bxd
https://sendvid.com/9fut5bxd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5-93C4y-uW9KQfwyoaGtukaUOBOURzH/view?usp=sharing
https://sendvid.com/f8psfvd9
https://sendvid.com/f8psfvd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YsB53O9fT1InQ8Ych5NnmdrjKmfLcP3/view?usp=sharing
https://sendvid.com/z4n32lf7
https://sendvid.com/z4n32lf7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Nk5tLfYNdYI5lWIwdpKtFyNdcNyT-8E/view?usp=sharing
https://sendvid.com/lvao9ah1
https://sendvid.com/lvao9ah1
https://sendvid.com/lvao9ah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GAy1SLe35vf9xYjmRpHOMhR6cLztxm7/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PA8O8Wvc_UvW9ewE_COCjWlYhVnJK9F/view?usp=sharing
https://sendvid.com/xndoglqk
https://sendvid.com/xndoglq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V-S9fSXM0ax6jsXxJtvCnwnWaYobews/view?usp=sharing


活動照片:(講者線上研討會演講剪輯) 

 

 



 

 

 



 

 

 



 

 

 

會議當天瀏覽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