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草藥萃取與純化中心暨生化工程技術研發中心
一、 設立沿革及宗旨
生物技術突飛猛進，日新月異，已被世界公認為二十一世紀最具發展潛力之科技。因此
世界上各國競相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積極進行研發工作。由於新技術如基因工程、
分子生物、蛋白質工程、生化分子電腦模擬與結構預測等之發展，今日之生物科技已成為多
種科技整合的學術研究，包括生物、化學、生化、分子生物、生化工程、化學工程、環境工程
及材料工程等多方面人才，才能發揮其最大功效。有鑑於本校非常鼓勵進行跨校、跨系之產
學合作的研究發展。因此中草藥萃取與純化中心暨生化工程技術研發中心係整合化學工程系、
材料工程系、環境安全工程系及電子工程系建構而成。
配合國家生技重點發展政策的延伸，本校中草藥萃取與純化中心暨生化工程技術研發中
心之成立，其目的在於因應國內現階段技職教育的轉型與發展，加強技職學校與產業界結合，
強化技術研發成果，累積產學合作技術與經驗，提昇技專校院競爭力，建立技職校院實務特
色。本校生技領域技術研發中心主要從事生技產業技術之研發及整合，並為技術移轉提供驗
證的環境，可提供技術服務項目包括「培養基改良」
、
「菌種改良」
、
「基因工程發酵製程開發」
、
「動植物細胞發酵製程開發」、「生技製程放大」、「生技製程最適化」、「酵素純化技術開發」
等，本中心於 92 年 8 月成立，總樓地板面積約 180 坪，投資經費約 3,700 萬元(教育部補助)。
中草藥中心係連結生技處生化工程研究中心，發展酵素、蛋白質、醣蛋白、等活性物質的純
化技術，以及結合長庚生技公司所擁有的數十種珍貴中草藥植物細胞株及真菌進行生鮮藥材、
細胞株/天然藥材、礦物質等三大類比對研究，已於 2011 年底完工啟用，總樓地板面積約 1,000
坪，投資經費約 4,200 萬元。
研發中心成立之宗旨是為強化生技產業技術研究開發、系統整合、中間試驗及商業性試
驗，為技術成果移轉提供驗證的環境，並解決技術移轉過程的相關問題。生物技術相關研發
實驗室，包括應用微生物暨基因工程研究室、生物製程開發研究室及生技發酵試量產工廠及
試量產下游生化分離實驗室，建構成涵蓋上、中、下游研發領域生技技術研發中心。同時經
由研發中心，培育基礎生物科技實務人才為目標，旨在教育學生發揮創意與應用技術研究發
展，並教育他們具備充分推動生物科技產業的基本知識。因此技術研發中心開創本校與產業
界媒合共同進行產學合作之機會，促使學校資源充分運用，提昇本校研發能力與水準，成為
大台北地區生物科技產業研發升級的有利後盾，積極提供生技產業技術研發支援。

二、 組織架構
本校生技研發中心與學術界與產業界在「產學合作研究發展」架構下，進行健康生技產
業合作可行性評估、技術導入及人才培育，同時積極拓展中草藥萃取技術與蛋白質醫藥產業，
作為健康生技應用性產品的研發工作。研發人力以本校環資學院以及工程學院師資為基礎，
生技研發中心實驗室作為技術發展平台，不僅可以進行以生物技術處為主體的研究計畫，同
時可以支援以生物技術為客體的研究計畫。有關計劃進行中的任何困難擬聘請諮詢顧問群(資
深教授及產業研發大師組成)解決之。圖 1 所示為生技領域研發組織架構圖，研發團隊主要成
員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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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生技領域研發組織架構圖
本校「生技研發中心」
，依照有團隊之特色與關鍵核心技術，在國內具有優勢有「中草藥
活性成分篩選」
、
「發炎體篩選」
、
「指標成份鑑定與功能評估」
、
「產品醱酵、分離與純化製程」
、
「製程最適化與試量產生產」
、
「產品安全性與應用性評估」
。在國內或國際具有領先技術的指
標有: 植物新藥臨床前研發、中草藥安全性與檢測技術開發、植物多醣體發酵製程開發、三
相流體化床細胞破碎裝置應用、循環式細胞破碎與蛋白質純化設備、應用於第二代非指尖採
血糖試片之耐溫性葡萄糖去氫酶酵素開發生產。生技研發團隊秉持過去的努力成果及已擁有
的關鍵技術，目前在「菌種篩選」、「菌種改良」、「培養基設計」、「菌種基因工程」、「菌株分
子生物鑑定」、「細菌、酵母菌暨真菌製程開發」、「遺傳基因菌株製程開發」、「動、植物細胞
株製程開發」、「高密度細胞製程技術」、「生物製程放大技術」、「生物製程最適化技術」、「生
物製程控制技術」、「生物製程確效」、「工業生物製程縮小模擬技術」、以及「新陳代謝工程」
等產業實務技術領域居國內領先地位並有多項技術層次達到世界水準。
表 1. 研發團隊主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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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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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室與設備
本校生技研發中心與學術界與產業界在「產學合作研究發展」架構下，進行生技產業合
作可行性評估、技術導入及人才培育，同時積極拓展中草藥萃取技術與蛋白質醫藥產業，作
為生技應用性產品的研發實驗室及設備。生技研發中心目前擁有數間現代實驗室規模或
試量產規模的發酵製程研發設施包括：
1. 「應用微生物暨基因工程研究室」：
包括分子生物實驗區、無菌無塵室、分析實驗區、菌種改良室、一般微生物實驗區等。
2. 「生技製程開發研究室」：
包括動植物細胞培養室、微生物反應器實驗區、線上監控區、製程條件分析室等。
3.

「生技試量產工廠」：
包括 20 升生化反應器實驗區、100 升生化反應器實驗區、500 升生化反應器實驗區、中

草藥試量產設備。
4.

5.

6.

「中草藥萃取濃縮暨純化試量產工廠」：
包括各式容量減壓濃縮機、全自動可程式掃流濃縮系統、試量產全自動可程式掃流濃縮
系統、低壓自動純化液相層析系統、低壓自動純化液相層析系統、中草藥萃取試量產設
備。
「生化系統工程實驗室」：
包含無菌操作臺、可程式低溫恆溫培養箱、減壓濃縮機、多組式電磁攪拌器、氧氣/二氧
化碳分析儀、微藻光生化反應器、微量分注器、迴轉式振盪恆溫培養箱。
「試量產生化分離實驗室」：
包括包含流體化床層析設備、製備型膨脹床液相層析設備、試量產膨脹床設備、試量產

填充床層析設備、蛋白質核酸液相純化系統、製備型三相流體化床層析管柱、三相流體
化床細胞破碎裝置、高壓細胞破碎裝置、蛋白質濃縮裝置、全自動可程式蛋白質液相層
析系統、減壓濃縮機、高效蛋白質純化系統、高通量蛋白質純化系統。
7.「生化程序工程實驗室」：
包括生化程序工程實驗室設備包含酵素免疫分析儀、全自動水平式快速電泳系統、高效
能液相層析儀、螢光/紫外光偵側儀、無菌操作台、蛋白質酵素動力學分析系統、 落地
型冷凍高速離心機、細胞培養室、螢光顯微鏡、細胞培養顯微鏡、動物細胞培養控制反
應器、5 升生化反應器實驗區、低溫冷凍櫃(-40℃) 、超低溫冷凍櫃(-80℃)。
8.「生物技術實驗室」：
包含有生化分析光譜儀、酵素活性分析儀、螢光光譜儀、冷凍真空恆溫濃縮系統、導電
度計、數字型板錐型黏度計、桌上型冷凍離心機、無菌操作台、聚合酶連鎖反 應器、聚
合酵素連鎖反應儀、電泳影像分析處理系統、紫外光透視儀、水平式電泳及轉漬系統、
蛋白質等電點分離儀、垂直電泳裝置、迷你 DNA 電泳槽。

四、 研究成果
近年在生技團隊在每位成員的努力下，累積了可觀的研發資源，其中包括產學合作執行
成效， 2011-2016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 18,459 仟元；產學合作計畫 133,339 仟元；技術移
轉金額高達 38,368 仟元；申請專利 35 件；獲得發明專利 17 件；發表論文期刊 92 篇。核心
研發設備（含試量產醱酵設備、試量產分離純化設備、分子分析與生物技術設備等）超過 100
件，各式專業實驗教室與先導工廠達 10 間以上，以及多項國內外研發成果獲獎記錄。

五、 創新核心技術
依本校生技研發中心團隊之特色與專長，並運用每位團隊成員的專精研發專長與豐富產
學合作經驗，貢獻既有之成熟六大關鍵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做為發展中草藥與蛋白質醫藥生
技產業為導向。中草藥萃取技術、蛋白質分離純化及檢測技術是健康生技研發不可或缺的關
鍵技術。中草藥萃取及蛋白質純化技術，可以大量生產活性分子與蛋白質，將活性分子生產
技術產業化，其檢測技術可以確認活性天然物質成分，而活性蛋白質與活性天然物，可藉由
醱酵技術大量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另外，藉自動化控制調控技術，更可縮短生產特定活性
成分的時程。圖 3 所示為生技產業主要技術發展里程。
生技研發中心依據行政院 101 年 5 月核定經濟部之「強化工業基礎技術發展方案」之研
發項目，擬定發展(1)中草藥高效率分離技術；(2)高性能奈米纖維薄膜開發技術。經濟部於
101 年底擘畫國家發展所需十大深耕基礎工業技術項目，第一項即為「高效率分離純化技術」
，
正吻合本校所擬定發展高效分離技術流體化床或攪拌式流體化床層析法與薄膜科技的特性及
應用。
(1)中草藥藥材之萃取分離技術：
隨著生物醫藥技術的迅速發展，生技產品純化技術的提昇，越來越多的新產品被商品化，
特別在動物植物體或微生物系統中提取有效藥用成份的分離和萃取技術受到相當廣泛關注。
傳統的分離純化技術產率及純度低，成本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醫藥產品工業的發展，尤
其是傳統方法的萃取周期長，萃取液易霉變，且提取率低。近年來由於生技產品的迅速發展，
許多生物產品純化技術應運而生，年來由於生技產品的迅速發展，許多生物產品純化技術應
運而生，本相擁有多項領先技術包括流體化床或攪拌是流體化床純化技術，其中包含離子交
換、疏水性及親和性層析法。除不斷提高產率外，更可將傳統的繁瑣步驟予以合併或結合，
不但縮短流程，更提升製程的總提取效率。最近具選擇性的親和性純化技術逐漸在發展中，
其中親和性逆微胞萃取技術更具高選擇性的優點，由於天然物所含的化合物成份眾多，此類
技術具高選擇性及專一性，且操作簡單，應是可發展的新型分離技術。以超濾法製備中藥是
以水為溶媒，保持了傳統中藥的製備方法，其製備過程不用反覆加熱及有機溶媒，有利於保
持原有藥材的生物活性和有效成分的穩定性，亦易於除去雜質，促使中藥製備生產簡單化。
另外，親和性薄膜分離己應用於蛋白質和酵素上，將來有機會應用於中草藥或是其他非蛋白
質的生化大分子的分離純化上，運用親和性層析法分發展離純化技術，可使製程的提取總效
率有效的提升。
(2)高性能奈米纖維薄膜開發技術:
薄膜科技應用層面相當廣泛，在民生需求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先進國家紛紛將薄膜產
業列為國家重點產業發展領域，歐盟鑒於 2003 年將薄膜科技列為重點發展領域，並明訂水資
源、環境保護、能源及醫療等四個攸關未來人類發展與社會福祉的議題，為薄膜科技的發展
方向。近年來更研發奈米纖維薄膜，其應用將廣泛。可見薄膜分離科技與產業的發展，於全
球方興未艾，更是我國深具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之一。由於薄膜分離技術具有選擇性高、操
作簡易、省能源、易於放大等優點，近來被廣泛應用於各種產業，更成為全球先進國家因應
高效率分離純化需求的主要技術。在我國亟需解決的產業問題中，如何成功開發功能性奈米
分離膜及高效薄膜分離程序是其可否成功的關鍵，因此，多功能性薄膜及高效薄膜分離程序
開發，為本校發展的核心關鍵技術目標。
生技發團隊在生物反應設計與純化程序將開發最具代表性之學理創新或應用技術之突破項
目
(1)攪拌式三相流體化床應用於酵母菌細胞破碎之應用
本研究係發展新型三相流體化床細胞破碎裝置，實驗組成之三相即酵母菌體懸浮液（液
相）、空氣泡（氣相）及玻璃珠（固相）。實驗結果證實此裝置在工程上的實用性。此新型膨
脹床管柱在酵素直接回收之應用，不論是否為高黏度、高濃度固體微粒的菌液，在高流速或
低流速操作皆可適用。使得無論細胞萃取液濃度/黏度高或低均能適用本新型流體化床層析

裝置。
(2)整合細胞破碎與蛋白質純化程序設備
將自行研發三相流體化床細胞破碎技術與攪拌式流體化床蛋白質純化技術做連結整合，
使得細胞破碎與蛋白質純化於單一步驟下完成。此裝置藉由玻璃珠微粒在高速攪拌下，將細
胞破碎後高黏度細胞菌液直接導入攪拌式流體化床層析管柱並完成吸附程序。此循環式細胞
破碎與蛋白質純化設備之研發，循環次數之多寡將依據細胞破碎難易度與目標酵素吸附效率
而定。研發設備將做為細胞破碎與目標酵素純化單一程序導向學習系統之操作模式。此附技
術提供酵素回收程序之新途徑，遠較傳統純化方法更能提高酵素的生產量、效率與時程，以
降低成本及節省資源，提高經濟效益。
(3) 攪拌式流體化床層析管柱之應用
此新型攪拌式流體化床層析管柱能有效的應用在酵素的直接回收程序，尤其是處理高黏
度細胞溶液，可作為大型管柱進行放大純化的條件，亦可作為研究其它菌體培養液或破碎菌
體懸浮液，目標酵素純化的參考模式。
(4)複合奈米纖維薄膜分離系統開發
使用電紡織技術所製備的聚丙烯腈(polyacrylonitrile, 簡稱 PAN)奈米纖維薄膜作為
支撐物(support)或載體(matrix)。藉由化學溶劑、反應溫度、反應時間或反應性分子的改
變，製備一系列具有各種不同功能性的改質吸附載體。PAN 改質載體涵蓋陰陽離子交換奈米
纖維膜、雙極性複合型奈米纖維膜、固定化金屬螯合複合型奈米纖維膜及染料親和性複合型
奈米纖維膜。此對於蛋白質純化程序之開發是個創新的模式，同時嘗試針對不同特性的蛋白
質進行分離純化程序。PAN 奈米纖維膜經由腈基官能基活化方式的不同，使其應用性更為寬
廣，尤其在蛋白質純化、廢水處理或生物反應系統皆有很廣泛的商業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