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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習)會 結案報告 

中文名稱：生物材料工程之前瞻與應用研討會  

英文名稱：Symposium of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biological 

materials  engineering 

中文摘要報告： 

蛋白質生產與代謝產物發酵的生技產品開發，為生技產業之重要之基石與

技術發展之一環，不僅於此，生物技術的日益精進，可望與其他學科或產業連

結並帶來火花，拓展新局。近年來，許多生物技術也漸漸被導入生物工程概念，

並同時與生醫與醫材領域整合應用，因此本計畫擬將以生物科技為背景，利用

生物工程策略重新定義生物材料與相關應用。具體而言，我們將介紹以微生物、

細胞、或生物分子等為建構元件之生物材料，經重新設計或組合之後，運用於

生醫等跨領域研究，例如組織工程、疾病治療、生物醫材等以及未來產業之開

發，期望藉由產學界研究人員的研究報告與專家的經驗分享，以進一步激發更

多之願景與成果，有助於促進台灣生技與工程等跨領域的鏈結與永續的發展。 

 

英文摘要報告： 

The advancement of bio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ly expanded its utilities, such as 

conventional recombinant protein production and biomolecules fermentation, into a 

multidimensional toolkit and beyond. Bioengineering, the emerging discipline that 

incorporate biotechnology, biologic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 is a cutting-edge 

research field to revolutionize the developmental pace of biomedicine. Particularly in 

the meeting, we aim to harness the conceptual strategy of bioengineering in repurposing 

biomaterials and the application. Biomaterials entities, such as microbial and cellular 

associated elements, could be retewaked as functional building blocks for novel 

biomedical tasks: tissue engineering, regenerative medicine, therapeutics, and 

biodevices. We envision the meeting can successfully build up the intra- and inter- 

structural connections among different research groups, both in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configurations. This, in turn, can facilitate the future bio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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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聘副研究員 胡哲銘 

中華民國 商業開發副總經理 陳怡君 

中華民國 特聘教授 徐善慧 

中華民國 副教授 陳彥榮 

中華民國 教授 蔡偉博 

中華民國 教授 李哲欣 

研討(習)會目的、預期效益: 

隨著生物技術的進程與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生物技術的範疇已由酵素、生化、

微生物、食品、醫藥等領域逐漸跨足至生物工程與醫學工程等整合性學科，例

如生物醫材、組織工程、再生醫學、奈米科技以及細胞工程等技術與產業，預

期未來具突破性產業發展。 本研討會藉”生物材料”的主題為出發點，以生物

工程的角度，將生物技術中所生產的生物分子、微生物以及細胞等作為基本材

料元件，經過重新整合之生物系統，來改善目前面臨的醫療困境或未來的疾病

議題。具體而言，我們邀請八位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就目前生醫領域 

的需求與未來發展方向進行探討，其中包括基因治療與生物材料遞送系統的開

發、標把癌症治療困境與新興的生物材料(微生物)療法、生物材料 3D 列印與組

織工程的現況與需求、生物材料生產加工與後續醫學應用等。 期望藉由與生物

材料的多重整合，進一步拓展生物技術的應用面向，以及加速台灣生技產業開

發，有助於促進未來台灣的生醫研發動能與產業的永續發展。 

藉由產學界之不同領域知名研究人員和與會人士的對話和合作，以進一步將新

技術、新產物及新知識等方面的成果分享給與會的來賓，有助於提升生物技術

與生物材料的跨領域面向與加值，此外亦可有效提升產學之間的連結，增加產

學合作的契機。 對於學術推廣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本研討會講題藉由

產學界之不同領域知名研究人員和與會人士的對話和合作，以進一步將新技術、

新產物及新知識等方面的成果分享給與會的來賓，有助於提升生物技術與生物

材料的跨領域面向與加值，此外亦可有效提升產學之間的連結，增加產學合作

的契機。 

 

參加對象： 

生物技術、生物工程、生醫領域等相關產業科學研究人員、大學農業化學、生

化科技與化工材料等相關學系之教師與學生、台灣農業化學會會員、台灣食品

科學技術學會會員與其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產官學研相關人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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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哲銘 Ph.D. 

Bioengineering, 

UC San Diego 

1.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2.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3. Co-

founder/Director 

Arytha 

Biosciences, 

CA, San Diego 

中央研究院生物

醫學科學研究所  

長聘副研究員 



陳怡君 PhD: Stony Brook 

University, Stony 

Brook, NY, United 

States 

1. Dec, 2020 to 

present Vice 

President of 

Scientific 

Operation, 

BRIM 

Biotechnology, 

Inc. 

2. Nov, 2015 to 

Nov, 2020 

Directo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mmunwork, 

Inc. 

3. Jun, 2015 to 

May, 2016 

Technical Inside 

Sales/ 

Consultant, 

Advanced Cell 

Diagnostics Inc 

全福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商業開發 

副總經理 

徐慧善 Ph.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Cleveland, Ohio, 

U.S.A. 

1. 國立中興大學 

教授 化學工程

學系(所) 

2. 國立中興大學 

副教授化學工

程學系  

3. 中原大學副教

授 醫學工程學

系 

國立臺灣大學 

高分子研究所 

特聘教授 

陳彥榮 Ph.D. in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Japan 

1. Cooperativ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sciences, 

University of 

Tokyo 

 

2.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sciences,, 

University of 

Tokyo 

國立臺灣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  

副教授 



蔡偉博 Ph.D. 

Bio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1. Vice Chair,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2009-now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 2005-2009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李哲欣 Ph.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1.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副教授  

2.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微生物

學科 助理教授  

3. 國立成功大學

微生物暨免疫

學研 

究所 博士後研

究員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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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ioinspired Bio- and Nano-

materials for Immune Modulation 

 

胡哲銘 長聘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11:25-12:00 

4-2. Peptide: Big or Small? A drug 

substance in between 

 

陳怡君 商業開發副總經理  

全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50-14:00 
學生口頭論文報告競賽 

壁報展示 (午餐) 

14:00-14:35 

5-2. 模仿生物胞外基質的生醫高分子

策略 

 

徐善慧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高分子研究所 

14:35-15:10 

6-2.調控幹細胞命運：以幹細胞微

環境作為策略基礎 

 

陳彥榮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 

15:10-15:30 coffee break 

15:30-16:05 7-2. 膠原蛋白在生醫上的應用 
蔡偉博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系 

16:05-16:40 
8-2. Engineered bacteria as novel 

anti-tumor therapeutics 
李哲欣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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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ofhh9m
https://sendvid.com/5yofhh9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c7BvZdeptPmfCXxL91lv3nMA1cRbwc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nJB4IRHd5T1FbRtNCFUhRHWTkgr9tGv/view?usp=sharing
https://sendvid.com/ns496d9e
https://sendvid.com/ns496d9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7Ip72oGEuU7l25kNPaQrfctxsk4UyG1/view?usp=sharing
https://sendvid.com/e2edaogn
https://sendvid.com/e2edaogn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HXC8FV1YuKS386gRxAEt4zY_Ecohtbw/view?usp=sharing
https://sendvid.com/vpjmkw5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7amYrWZL_PFCzmUXyXMsYxmeCkvR376/view?usp=sharing
https://sendvid.com/y6awsgnq
https://sendvid.com/y6awsgnq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zWGynk_whjjRRKbogrKiRFgd1Kmib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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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