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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概述： 

 iGEM，國際基因⼯程競賽(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為世界級的合成⽣物學競賽，由⿇省理⼯學院於2004年⾸創。於每年9、10⽉
舉辦於美國波⼠頓海因斯會議中⼼，為⼀年⼀度的合成⽣物學盛事，此競賽旨在於培養合成
⽣物學⼈才，促進各國⼤學⽣在該領域的學習、交流與合作，每年吸引將近三百個來⾃世界
各地的隊伍參賽。台灣部分，台灣⼤學、交通⼤學、陽明⼤學已參賽多年，並獲得優異成
績。參加此競賽除了必須具備合成⽣物學的相關知識之外，更需要整合多⽅⾯的能⼒，如網
⾴撰寫、數據模擬等，團隊的組成更需要多⽅⾯的⼈才，可稱得上是⼀個跨領域的全⽅位競
賽。參與競賽的過程不僅是對學⽣的磨練，更是為未來欲進⼊產業界的同學打下基礎。以往
亦有許多iGEM團隊將競賽的題⽬加以改良並創業。  

⼆、參賽動機： 

 簡單來說，就是為了實作與挑戰。 

 1. 基因設計領域：在這個競賽中，我們能發揮無限的想像⼒，將基因做各種排列組
合，插⼊各式各樣的調控機制，使普通的微⽣物產⽣各式各樣的特異功能：可能可以檢測疾
病因⼦、可能能做到只有部分動植物能做到的代謝機制、能幫忙代謝汙染物等等，我們可以
構想出能改變社會並造福⼤眾的各種機制。課本上的基因調控、剪輯等技術我們能輕易背誦
出來，但IGEM提供了我們難得實作的機會，去嘗試做到⼀些⽬前科技還沒辦法解決的⽣活
或環境問題，基因，在我們⼿中成為積⽊，我們還無法寫出偉⼤的論⽂，但是在其中，我們
正努⼒嘗試著創新與突破，我們同時訓練著查找及蒐集資料的能⼒、同時⼤膽嘗試⼀些實驗
室中不常⾒的純真奇想，我們改造別⼈做過的模板並優化它，我們給⾃⼰⼀個機會成為科學
家，卻⼜有機會為校爭光、回報社會。 

 2. 電機資訊領域：iGEM除了強調基因設計外，也包含許多其他⼯程領域以及軟硬體
輔助。軟體⽅⾯，需要透過程式處理龐⼤實驗數據、⽣化反應的模擬、以及架設wiki網⾴紀
錄團隊成果。為了做出實體應⽤，也必須利⽤機械及電機相關知識，如3D建模與電路設
計、微處理機的開發，進⽽做出實⽤的裝置。因此iGEM不僅僅是⽣物科技的實現，更是需
要各⼯程領域的開發，透過這個競賽，我們學習合作與跨領域結合。 

 3. ⼈群實踐領域：在iGEM準備當中，我們努⼒突破的過程收到了各界的幫助，因此
有著不只是幫清華奪下第⼀⾯⾦牌，更要向⼤家推廣合成⽣物學，實踐iGEM競賽的跨領域
合作理念，盡我們微⼩之⼒回饋這份恩情給社會。團隊會在暑假期間參與台灣地區的交流活
動，與台灣隊伍進⾏交流和媒合。我們相信合作的⼒量勝過單打獨⾾，在這個競賽上更是如
此。除此之外，在暑假期間，我們將提供合成⽣物學的教學服務，提供⾼中⽣⼀個的管道進
⾏知識的學習與吸收。希冀藉由這些活動，能啟發莘莘學⼦對於合成⽣物學的認識與興趣。 

 總之，透過互相幫助、突破思考及學會問問題及回答問題，我們可以完善彼此的計
畫，擁有更多的⼼⼒來深耕⾃⼰的研究及實作能⼒，並且服務、回饋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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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隊組成： 

 團隊中成員依照⾃⼰的能⼒及興趣加⼊Wet Lab、Dry Lab及Human Practice三⼤組，
另有歷屆成員擔任Advisor的⾓⾊，分享⾃⾝經驗指引學弟妹。 

姓名 系級 組別 職位

張之怡
⽣科院學⼠班 

22級
Wet Lab 隊⾧

林均儒
電資學院 

學⼠班23級
Dry Lab 副隊⾧

楊博鈞 化學系22級 Wet Lab Wet Lab組⾧

王昱璟 物理系23級 Dry Lab Dry Lab組⾧

陳慶 ⽣科系23級 Human Practice
Human Practice 

組⾧

陳思伃
⽣科院學⼠班 

23級
Wet Lab 隊員

周鄺宏 物理系23級 Dry Lab 隊員

陳⽴堯 醫環系21級 Wet Lab 總務

⿈暐綸
⽣科院學⼠班 

23級
Wet Lab 隊員

蔡佳岑 醫科系21級 Advisor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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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導教授與計畫全程之參與情形： 

 1. 電⼦所楊雅棠教授：楊雅棠⽼師在奈微所的電機—分⽣實驗室提供團隊良好的實驗
環境和器材，使我們能穩定向iGEM⽬標邁進。此外，他本⼈對本實驗所涉及的⼤腸桿菌也
⾮常有研究，常提供我們專業建議。 

 2. 團隊⾃主詢問相關專業教授之情形： 

五、計畫時程： 

⽼師 互動內容 具體建議內容或幫助

林⽟俊 諮詢建議 合成⽣物學相關問題討論

郭⽴園 諮詢建議 植物相關問題討論

劉姿吟 諮詢建議 植物相關問題討論

藍忠昱 諮詢建議 微⽣物相關問題討論、分⽣實驗問題指導

王歐⼒ 諮詢建議 線蟲相關問題討論

汪宏達 諮詢建議 線蟲相關問題討論、引薦楊爵因教授

楊爵因 諮詢建議 線蟲相關問題討論、提供松材線蟲

周裕珽 諮詢建議 癌症相關問題討論

時間 規劃

1-2⽉ Case study、brainstorming、訂定題⽬⽅向

2-4⽉ 確定題⽬、規劃實驗流程

4-5⽉ 初步驗證實驗可⾏性、擬定替代⽅案、諮詢教授、確定訪談對象

6-8⽉ 實驗、硬體實作、線上推廣、蒐集各⽅觀點進⾏訪談

9-10⽉ 寄回完成序列、硬體功能檢測、實驗數據分析、寫 wiki 網站

11⽉12-14 iGEM ⼤會

每週固定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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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概況： 

 1. 主題背景簡介：本次iGEM我們希望藉由基因重組⼯程使松樹能夠免於松材線蟲的
感染，利⽤農桿菌使松樹產⽣能夠降解松材線蟲的RNAi，使線蟲失去繁殖與感染⼒。此法
專⼀性⾼，只針對松材線蟲進⾏防治，且不會傷害到松樹本⾝，相較於傳統⽅法也能節省時
間與⼈⼒。 

 2. 研究動機與⽬的：松材線蟲為松樹常⾒寄⽣蟲，藉由松斑天⽜於松樹間傳播。松樹
被線蟲感染後，會於松樹體內繁殖，造成松樹邊材失去⽔分，⼤量真菌及細菌⼊侵植物，松
材線蟲也因⽽獲得⾷物並擴散⾄整棵松樹，導致松樹枯萎死亡。在台灣松材線蟲造成了植物
的重⼤疫情，超過五千公頃的松林死亡，嚴重影響⽣態，損失慘重。不僅是台灣，加拿⼤、
⽇本等等國家也受松材線蟲危害。2007年，清華⼤學校內多棵松樹也因松材線蟲感染⽽死
亡。傳統治療⽅式以農藥毒殺天⽜或線蟲，或是直接砍除受感染樹⽊避免線蟲擴散，這些⽅
式對於⽣態有⼀定的影響，且效率也不是那麼⾼。我們希望能⽤⽣物合成的⽅式，使松樹能
夠免於松材線蟲的感染，利⽤農桿菌使松樹產⽣能夠降解松材線蟲的RNAi，使線蟲失去繁
殖與感染⼒。這個⽅式最⼤的優點為專⼀性⾼，只針對松材線蟲進⾏防治，不會影響到其他
⽣物。另外，此⽅法不會傷害到松樹本⾝，相較於傳統⽅法也能節省時間與⼈⼒。細菌可以
⼤量培養，對於⼤範圍的松林能更好的運⽤，使治療更為⽅便有效。 

 3. 研究⼤綱：我們參考了多篇論⽂，⾸先我們利⽤⼆元載體的⽅式將帶有松材線蟲繁
殖基因的載體送⼊ E.coli，使 E.coli 成為 Donor strain，接著將 Donor strain、 Helper strain
與農桿菌共培養，讓質體進⼊農桿菌中並培養成功獲得質體的農桿菌。接著，我們培養松樹
的癒合組織並以GUS組織化學染⾊鑑定，⽤於之後的transformation。最後，再以 PCR、
Southern blot等⽅式鑑定插⼊基因。另外，我們也會將線蟲浸泡於RNAi 溶液中，檢驗我們
製造出的 RNAi 對於松材線蟲的影響。此⽅法能夠⾼度識別出松材線蟲，不會影響⽣態，且
希望能夠提⾼治療效率，改良現有的治療⽅式，希望本實驗之研究成果未來能夠應⽤於治療
松材線蟲所造成的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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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實驗器材： 

 5. ⽬標與驗證： 

  (主要⽬標) 檢驗的松樹是否可以產⽣出所需要的RNAi： 

• 雙股RNA的產⽣: 將⽬標基因正反序列設計在同⼀條sequence上，然後Loop形成
hair pin的形狀，使單股RNA變成雙股RNA。松樹的酶就會把這些RNA切成⼩段
的siRNA。 

• 將設計好的plasmid(含有線蟲⽬標基因)轉型⾄E. coli DH5α中，使E. coli放⼤後抽
plasmid。 

• 將plasmid利⽤電穿孔的⽅式塞⼊農桿菌(作為基改松樹基因的載體)。 

• 利⽤華⼭松種⼦誘導並使⽤MS medium培養癒合組織；同時也在PDA slant 上培養
松材線蟲。前者每2週繼代⼀次，後者每⼀週。 

• 將transform完的農桿菌(抗⽣素選殖)利⽤共培養的⽅式感染癒合組織。讓帶有⽬
標基因的質體進⼊植物細胞。 

• 將上述含質體之癒合組織和未含者進⾏對照，觀察在置⼊松材線蟲後之⽣⾧狀
況。 

Bacteria Advanced DNA Kit

GT Buffer Beadbeating Tubes Type A

PR Buffer GD Columns

GB Buffer 2 ml Collection Tubes

W1 Buffer Lysogeny broth(LB)

Wash Buffer
Elution Buffer 

(10 mM Tris-HCl, pH8.5 
at 25°C)

RNase A (50 mg/ml)

Laboratory Apparatus（實驗儀器）

Laminar airflow bench 
層流無菌操作台

Centrifuge 
離⼼機

Bunsen burner 
本⽣燈

BlueView Transilluminator 
紫外光及藍光多功能膠體觀察箱

Bacteria incubator 
細菌培養箱

PCR Thermal Cycler 
聚合酶連鎖反應器

Medium

YEP medium TE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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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段⽬標) ： 

• siRNA之產⽣。 

• 成功將plasmid送⼊農桿菌。 

• ⽬標基因的質體進⼊植物細胞。 
  成功條件：植物細胞成功表現⽬標基因，並在置⼊松材線蟲後維持良好⽣⾧情 
           形。 
  檢驗⽅式  : 觀察松樹癒合組織外貌的變化；對線蟲基因進⾏qRCP檢測以確認 
           基因表現狀況。 

 在⾯對松材線蟲的問題，我們該注意到的不只有⾯對松材線蟲的解決問題，對於偵測
預防防治都是⼀⾨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打算利⽤⽐較硬軟體的⽅式來達到⾼效⼒，低⼈⼒
的成果。 

 天⽜幼蟲檢測機： 

• ⽬標：利⽤硬體協助找尋被天⽜幼蟲侵⼊之樹⽊，並著⼿處理，避免松材線蟲
持續擴散傳染。 

• ⽅法：設置空中軌道於樹⽊之間，使機台得以於樹林中穿梭，並以垂吊之⽅式
將攝影機下掛，掃描整棵樹上有無被天⽜幼蟲啃⾷的痕跡。 

 遠距離偵測及測量： 
 被松材線蟲侵害的數⽬會呈現⼀定範圍的⿈化現象，⽬前多利⽤⿈化及天⽜侵⼊傷⼝
來偵測松材線蟲的出現與否，因此我們想利⽤這個⽅式來偵測出該⽚森林是否已經被松材線
蟲侵⼊。 

• 開發軟體使使⽤者可⽅便使⽤ 

• 軟體前端：我們計畫我們的軟體前端是讓使⽤者投⼊想要測量的⼤量圖⽚庫進
去，在前端會有⼀些使⽤者需要輸⼊的資訊，像是⽐例尺以及當時拍攝該照⽚
的季節等等，好使我們的軟體在判斷時可以更精確地獲得正確資訊。 

• 軟體後端：我們的後端是這個功能主要的腳⾊，我們的後端可以在⼀張照⽚匯
⼊之後，回報這個區塊是否受到松材線蟲感染， 

 我們⽬前有兩種判斷⽅式：第⼀是利⽤⿈化部分範圍與緊密度來判斷該照⽚是否含有
感染範圍，由於我們有⽐例尺與季節，我們可以更正確的回報正確答案；第⼆個辦法是利⽤
深度學習，經過⼤量照⽚的train後，就可以獲得機器判斷出是否⿈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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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團隊成果： 

 實驗進度(Wet Lab)： 

• Cloning：我們做了⽬標基因BxPrx及BePel1兩者的short hairpin structure序
列。第⼀部分⽬的為將target genes轉殖⼊⼤腸桿菌中，證實基因能成功表達，
此為兩次重複步驟。另⼀部分⽬標為轉殖⼊農桿菌並在癒合組織中表達。後續
實驗會將載體轉殖⼊農桿菌，與癒合組織共培養感染。 

• 線蟲培養： 
A. ⽬的：為了要在計劃最後驗證所設計的基因序列是否能有效降低
線蟲⽬標基因的表現量，⾃⼋⽉中開始每周進⾏線蟲及真菌的繼
代。 

B. 實驗主要內容：每週進⾏松材線蟲(Bx) & 真菌A lternaria 
citri(Ac) 繼代(subculture)。松材線蟲養於⾧有Alternaria citri的
PDA斜⾯試管上，兩者每7-10天進⾏繼代。(移⾄新的斜⾯試管
上培養) 

C. 修正與改進： 
- 抗⽣素(Chloramphenicol)的添加：在實驗進⾏過程中，⼀開
始發現發現線蟲及真菌⾧的都不甚理想，認為可能是PDA 
medium有被其他細菌汙染的情形，因此在PDA內添加抗⽣
素。 
- 斜⾯試管內⽔分的減少：原先將製作好的PDA slant放置在4

度冰箱內；但發現容易讓試管內有過的的⽔氣，影響之後真
菌在其上之⽣⾧，因此改為儲存於室溫中。 
- 真菌菌絲的挖取：原先⽤刮勺挖取菌斯時會刻意避免挖到

medium，害怕影響真菌⽣⾧；但發現會挖不道完整的菌
絲，因此改成挖到⼀點medium，以利完整菌絲的取得。 
- 滅菌器具的更換：最初使⽤⽡斯燈作為滅菌的加熱源；但發
現似乎太⾼溫可能燒死真菌，因此改⽤較為溫和的酒精燈進
⾏。 

D. 繼代剩下松材線蟲的保存：每次進⾏松材線蟲繼代時，並⾮所有
都會加⼊新的斜⾯試管內。剩餘的線蟲會加ddH2O 並放⼊4度冰
箱內保存以供未來繼代使⽤。 

E. 未來計劃： 
- 為驗證所述⽬的，未來會將線蟲分別放置於有和無進⾏改造

之癒合組織上，驗證是否有效；另外也會對線蟲⽬標基因進
⾏qPCR以了解其表現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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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觀察記錄： 

初次繼代成果： 
裡⾯的真菌灰灰的

改善過後成果

養有線蟲的試管

顯微鏡下的線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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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癒合組織： 
A. ⽬的： 
- 確認線蟲是否會取⾷植物細胞。 
- 因無法使⽤真正松樹植株進⾏驗證，我們以癒合組織(植物細
胞)取代，將線蟲接種在癒合組織上，觀察在被農桿菌感染過
後、已帶有抗線蟲基因的植物細胞與對照組⽐較後的⿈化程度
以及線蟲別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存活率以及基因表現量。 

B. 實驗主要內容：線蟲接種兩個星期前，預先以華⼭松的胚培養植
物癒合組織，並且將實驗組癒合組織感染農桿菌，使其具有抗線
蟲基因。每兩個星期進⾏植物細胞繼代。 

C. 修正與改進： 
- 肌醇的添加：⼀開始培養癒合組織時,發現他發育的速度⾮常緩
慢,添加肌醇後,有改善其發育速度。肌醇為植物新陳代謝所需
⼀項重要碳⽔化合物,可以合成多種植物所需的醣類分⼦。 

D. 未來規劃：未來若時間允許的話,希望能在實驗室內，將植物細
胞誘導分化成為⼩植株，以真正的松樹作為實驗對象。 

E. 觀察紀錄： 
 

培養第7天

培養第14天

培養第2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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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驗證： 

成功將所設計之shRNA
序列轉⼊質體中

將質體轉⼊農桿菌
LBA4404，並確認其能
成功在有Kanamycin和
Strepomycin的YM 

medium上⽣⾧

為確認松材線蟲真的能
藉由取⾷松樹癒合組織
存活，分別將線蟲置於
ddH2O及癒合組織上並
和單純癒合組織⽐較。
放置幾天後發現僅癒合
組織上線蟲存活，證明
後續計畫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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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 設計(Dry lab)： 

 為了解決松樹萎凋病的問題，我們提出了基改松樹，使其對線蟲免疫，以減緩松樹傳
播的速度。因為台灣法規的緣故，我們無法直接基改並種植⼀整棵松樹，因此我們設計了程
式來計算我們基改後的松樹能否對線蟲產⽣抵抗⼒，被線蟲⼊侵時能否避免被線蟲殺死。

透過現有數據我們得知松樹在被線蟲感染後的6-20天左右會出現症狀，且造成松樹死
亡的主因是線蟲取⾷松樹的細胞，因此我們設計了⼀個模型來計算線蟲在松樹體內的進⾷量
以及族群⼤⼩隨時間的變化。將基改後的松樹的結果與健康松樹的結果相⽐較，我們可以⽤
⾮常低的成本預測出基改後的松樹能否免疫線蟲(能否在進⾷量達到引發症狀前殺光線蟲)。

此外在這個模型當中，我們可以任意添加不同種類的毒性機制以及毒性的強度，因此
未來若是要選⽤其他種基因來抑制線蟲，都可以透過此模型來進⾏預測，可以減少許多實驗
的時間及⾦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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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實踐(Human Practice)： 

• 學術：藉詢問相關領域研究⼈員來優化我們的project 

• 教育：在競賽期間台灣的疫情突然⼩規模的爆發，原本規劃了⼀系列實體教育
⽅案的我們也因此被打亂了計劃。缺乏新媒體推廣與後製經驗的我們為此苦惱
了許久，考量到緊迫的時間壓⼒與繁重的⼯作量，我們最終決定綜合進⾏實體
與線上教育⽅案。實體⽅⾯，我們製作了合成⽣物學的桌遊「Adaptor」，期
望⽤簡單有趣的⽅式介紹合成⽣物學的基礎架構。此外，我們也在學校成⽴了
「NTHU iGEM基因⼯程研究社」，除了培養未來的iGEMer與更有組織的傳
承寶貴經驗外，通過不同科系間的成員交流，社員們也因此激盪出許多富有想
像⼒的想法。最後，⼀些剛進⼊清華的新鮮⼈們通過教授的介紹認識我們，不
論是未來想參加iGEM或單純對iGEM的某⽅⾯感興趣的學⽣，我們讓他們以
實習⽣的⾝份認識iGEM。線上⽅⾯，我們希望可以照顧到⼤部分群眾。考量
到因為疫情⾧時間盯著螢幕對眼睛造成的傷害，也注意到有些偏鄉學⽣們可能
沒有電腦等較⼤型的設備，只能通過⼿機的⼩螢幕來上課。因此在多⽅考慮
下，我們決定以podcast的形式，簡單地⽤聽覺傳遞豐富的內容。我們規劃了
每週約30分鐘、共14期的podcast節⽬。節⽬內容詳細紀錄了iGEM的介紹、我
們的計畫內容與這段旅程的⼼路歷程。此外我們也很幸運的收到新⽵⼥中的邀
請，利⽤班會課的時間向他們介紹iGEM競賽與我們的主題。最後，我們也寫
了⼀篇⽂章介紹這次想解決的環境議題——松樹枯萎病，並刊登在台灣知名的
科普網站「泛科學」上。在疫情的影響下，教育的形式有相當⼤的改變，我們
只能盡⼒做出相對的應變措施。儘管仍然無法照顧到社會上所有族群的需求，
但仍期望能消弭教育的城鄉差距，以達到教育的普遍性。也希望有達成最重要
的⽬的，即藉由我們微薄的⼒量讓更多⼈認識合成⽣物學、iGEM與松樹枯萎
病，啟發更多莘莘學⼦領略其中的樂趣，讓世界變得更好。 

⽼師 互動內容 具體建議內容或幫助

林⽟俊 諮詢建議 合成⽣物學相關問題討論

郭⽴園 諮詢建議 植物相關問題討論

劉姿吟 諮詢建議 植物相關問題討論

藍忠昱 諮詢建議 微⽣物相關問題討論、分⽣實驗問題指導

王歐⼒ 諮詢建議 線蟲相關問題討論

汪宏達 諮詢建議 線蟲相關問題討論、引薦楊爵因教授

楊爵因 諮詢建議 線蟲相關問題討論、提供松材線蟲

周裕珽 諮詢建議 癌症相關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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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st

桌遊

泛科學⽂章 新⽵⼥中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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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A. 問卷：藉由線上問卷的⽅式了解⼤眾對合成⽣物學與松材線蟲議

題的了解程度與觀點。⽬前我們已收集到近300則回覆。 
B. 我們與我們的島、荒野保護協會與天蕊樹⽊保護來了解我們的

project實際會以什麼樣的⽅式應⽤。 
C. 清華iGEM是全台唯⼀由學⽣發起⽽組成的團隊，在成⽴過程中
⾯臨資⾦、實驗設備、技術與經驗的阻礙，在我們努⼒突破的同
時受到了各界的幫助，因此有著不只是幫清華奪下⼀⾯⾦牌，更
要向⼤家推廣合成⽣物學、iGEM 競賽的跨領域合作理念。⽬前
團隊規劃延續過去傳統，向全台各⼤學的iGEM團隊進⾏線上交
流，屆時團隊將與歐洲及亞洲各⼤學競賽隊伍們交流並進⾏簡
報。藉此與各國優秀⼤學切磋交流，更能提升清華的國際知名
度。在推廣理念與將清華iGEM介紹給世界的同時，我們希望能
實際地將實驗產品回饋給台灣這塊⼟地，因此將在暑假安排參訪
相關產業的業者，深⼊了解業界動態，以此改良產品。未來倘若
有幸合作，也可藉此經驗推出更客製化的服務。此外，我們將與
其他的iGEM團隊進⾏合作交流，在合作中，讓國外團隊看⾒清
華團隊的優秀和創造⼒。 

荒野保護協會

我們的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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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費運⽤：

⽀出

廠商 項⽬ ⾦額 廠商 項⽬ ⾦額

科研市集 刮勺 300 影印 954

德怡科技 農桿菌LBA4404 17000 幾何學國際 團服 5,565

細胞科技 EcoR I -HF 2100 蘭格印刷 桌遊 1109

細胞科技 kpn I-HF 3000 訪談交通費 2000

細胞科技 cla I 3500 海報印刷
jamboree 

海報印刷
2700

細胞科技 T4 DNA ligase 3700 宣傳海報印刷 2520

⼤⿍⽣技 PDA medium 2800

明欣⽣技 primer 1616 雜費合計 14848

明欣⽣技 primer 3328

東昇化⼯ 6BA 1470 註冊費 5706

亞旭⽣技 Taq polymerase 3700 Turkish Airline 機票 178500

spectinomycin 4424 交通 28570

plasmid pHANNIBAL 46500 住宿 46753

寶哥化⼯ 2, 4D 210 餐⾷ 23191

寶哥化⼯ 肌醇 inositol 860 其它雜費 70945

寶哥化⼯ MS 1000 防疫旅館 255000

哥⽩尼的 

⼯作室
蔗糖 sucrose 180

清百 

民⽣事業社
6-KT 429 出國合計 608665

材料費合計 96117 總⽀出 947343

iGEM 

foundation
iGEM報名費 154572

跨國⼿續費1 2319

iGEM 

foundation
jamboree報名費 69775

跨國⼿續費2 1047

報名費合計 22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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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成效與貢獻： 

• 在⽣科院開設「合成⽣物學」課程 

• 徵收暑期實習⽣，教導實驗技術及讀paper能⼒，培育下⼀屆⼈才 

• 舉辦下⼀屆招募⼈才說明會，並且⾯試出優秀⼈才為校爭光 

• 與業界合作，嘗試將清華的想法輸出校外 

• 設⽴清華iGEM基因⼯程研究社，培育下⼀屆⼈才 

• 提升學⽣對校園環境的保護意識 

• 促進學⽣之間的交流，與世界接軌 

九、結論與⼼得： 

• 陳⽴堯：⼤學四年間常聽到學⾧姐或其它學校的友⼈分享他們參加iGEM的經驗，⼀
直以來都對這樣國際性的競賽抱有憧憬，期待能在iGEM裡累積更多的實驗技術、以
及出國和來⾃各地的團隊交流。經過這⼀年的⽐賽，才發現理想很豐滿，現實很⾻
感。就像實驗不可能每次都獲得預期的數據⼀樣，付出的努⼒也不會總是正⽐於收
穫。清⼤iGEM教會我⼀件重要的事，就是學術研究不是單靠理想和熱情可以完成的
（先不提iGEM只能算是商業競賽），⼀個想法從萌芽到付諸實踐所需要投注的精⼒
和資源遠⽐想像中的多，其中不乏各種現實⾯的困難需要克服。這屆iGEM的成績不
盡理想，⾝為隊員的我責無旁貸，也會深切檢討。期許我們經驗能帶給下⼀屆的
iGEM⼀點成⾧的動⼒，獲得更好的成績，讓學校能看⾒並重視iGEM這項⽐賽，讓
團隊獲得更多的⽀持以及⽀援。因為我由衷地相信創⽴並傳承⼀個成功的iGEM團
隊，是需要校⽅、院⽅以及學⽣三⽅共同互助努⼒才有辦法達成的⽬標，共勉之。 

收⼊

單位 項⽬ ⾦額

清華⼤學 築夢獎學⾦ 500000

全球處 國際訪問獎學⾦ 120000

⼯學院 ⼯學院獎學⾦ 20000

校友會 社團活動經費補助 100000

教務處 國外差旅補助 140000

楊雅棠教授 材料費 (全額實報實銷) 96117

吳誠⽂教授 ⼯讀⾦ 39680

⽣科院 系友贊助 1000

泛科學 稿費 535

總收⼊ 101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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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佳岑：今年以學術顧問的⾓⾊參加這個⽐賽，對我來說我很開⼼可以陪伴今年的
團隊⾛完這⼀年。這個⽐賽是⼀個⾧期並且緊湊的⽐賽，團隊必須在⼀年的時間內
完成⼀個題⽬的設計、驗證、解決問題和最終發表，過程中還必須靠⾃⼰的⼒量去
募集資⾦、尋找資源，對於團隊的每個⼈來說，都是⼀個⾮常充實的⾃我訓練過
程。很榮幸今年可以出國進⾏最終的⽐賽，⾃⼰在⽐賽中的收穫⾮常豐富。對我來
說，這樣的訓練對團對來說不只是學術上的培訓，更是勇於⾛出舒適圈的挑戰。謝
謝學校對團隊的⽀持，讓我們可以有機會去體驗這麼棒的⽐賽，並順利出國參加最
終的成果發表。 

• 楊博鈞：跨領域學習聽起充滿挑戰性，實際執⾏起來卻也困難重重，畢竟隔⾏如隔
⼭，想短時間內去理解不同領域的內容本就不是⼀件易事。正因如此，參加iGEM的
經驗更能夠讓⼈有所收穫。從原本單純對於⽣物相關的知識領域有點興趣，到真正
有⼀點背景知識，稍微明⽩了這個競賽的⽬的，花費了兩年的時間。⽽在競賽的過
程中，雖然在事前已經了解⾃⾝對於實際技術的掌握還是有限；實際參與其中才感
受到⼼有餘⽽⼒不⾜的無⼒感。當然，這樣的感覺不全然是壞事，畢竟這就代表重
視！不管是在題⽬選擇、設計甚⾄是最後討論⾃⾝計畫瑕疵時，都是⼀次次團隊的
腦⼒激盪。把不同領域的⼈聚集起來，去更全⾯的看待⼀個想處理的問題，或許正
是這個競賽的意義之所在。最後，很慶幸最後有機會到西班⽛交流，去聆聽不同團
隊的計畫，同時和他們交流想法。 

• ⿈暐綸：從去年12⽉底進⼊這團隊，直⾄現在將近⼀年的時光。這⼀年來成⾧許多，
最⼤的收穫應該是實驗技巧部分，在⼤⼆時對於分⼦⽣物學仍懵懵懂懂，直到進⼊
團隊後才實際進⾏實驗，學會關於亞克隆技術和其他檢測實驗。在iGEM中我也學到
許多未曾在課程中教授的知識與經驗，例如題⽬發想、問題諮詢、跨領域合作、⽥
野調查、英⽂社交能⼒與課程規劃等。感謝團隊成員間彼此扶持，也感幫助過我們
的各位教授，不論是在知識傳授或是經濟贊助⽅⾯。 

• 張之怡：這⼀年來，我們遇到了很多挑戰，雖然最後的結果不如預期，但我們也克
服了許多困難、創造很多屬於我們的回憶。⾝為今年的隊⾧，我覺得從團員⾝上學
到的更多，看⾒⼤家的熱忱、學到從更多不同⾓度思考。參與這次的⽐賽讓我⼤⼤
開拓了眼界，有機會看到不同國家隊伍的成果，瞭解各地正在⾯臨的問題。為了完
成專題，我對松材線蟲這個議題有更深的認識，並且學到要如何設計較完整的實驗
以驗證我們的論點。我覺得這是⼀個很寶貴的經驗，希望⾃⼰能將這些經驗轉化成
未來的養分！ 

• 陳思伃：這⼀年來從最初的題⽬發想到最後的成果發表，每⼀個階段都教會了我許
多不同的事情。在選題⽬時，要評估題⽬的可⾏性以及創意；在做實驗前，要跟廠
商買需要的東西；實驗進⾏的過程中要依照實驗情況滾動式調整接下來要做的實
驗，以上這些都是我在加⼊iGEM之前就知道但從來沒有付諸實現過的，很開⼼在加
⼊之後能有機會⼀⼀實踐。⾝為iGEM的⼀員，對於今年得到的結果說不遺憾是假
的，但我覺得過程中我接觸到的知識以及實驗技巧還有和其他成員的相處似乎是⽐
結果更為重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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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清⼤iGEM團隊和其他學校的iGEM團隊很不⼀樣，從題⽬發想、籌措經費到
實際執⾏，都由學⽣⾃發性的參與並實踐之。很感謝這⼀路上幫助過我們的⼈，校
⽅、教授、同學甚⾄校友，每個⼈都是幫助我們完成計畫的重要基⽯。⽽⼀年，對
研究計劃來說並不⾧，對⼤學⽣涯來說卻也不短。這⼀年在iGEM學到了很多，體認
到⼀個研究計劃的不易，瞭解實際層⾯需克服的困境，也嘗試了許多從沒做過的
事。最後想謝謝第六屆的成員，好幾個夜晚待在實驗室趕進度的Wet lab、為了model
⽇夜操勞的Dry lab、為了修正wiki熬到⽇出的⼤家、通⼒合作完成presentation video
的我們。很幸運認識了你們，也很謝謝我們⼀起為iGEM付出的時間與精⼒，⼤家⾟
苦了。 

• 王昱璟：⼀年的時間過得好快，彷彿才剛加⼊iGEM團隊，現在卻已經在寫成果報告
書了。這⼀年裡，我擔任了團隊中Dry lab組⾧的職務，除了處理組內的事務，還需
要與Wet lab溝通，交流兩邊的進度及成果。⽼實說，在加⼊團隊前，我以為我們只
需要提出提案，進⾏簡單的驗證⽽已；沒想到需要考慮到的事物⽐想像中的還要
多，也讓我學習到合成⽣物學是⼀⾨⼗分嚴謹的學問。原本加⼊團隊只是想要練習
透過程式來進⾏模擬，沒想到這次⽐賽還讓我收穫了更多東西，例如如何與其他領
域的同學溝通、上台報告時的台⾵以及使⽤英⽂聊天的能⼒等等，這些都是我在加
⼊團隊前未曾想到的。總⽽⾔之，雖然今年的結果不甚滿意，但是這⼀年裡學到了
不少東西，相信這些都可以成為促進我成⾧的寶貴經驗。 

• 林均儒: 在igem團隊中的這⼀年中，⼀直以來都覺得⾃⼰在成⾧，從⼀開始題⽬發
想，每次去讀別⼈的wiki，都會覺得可以產⽣這種創意來改變世界很了不起，接下來
決定完題⽬之後，慢慢地發想出我們⾃⼰的⼿法，看著⾃⼰的團隊也想出了像是當
初很羨慕的創意發想時，不覺得⾃⼰成⾧了很多，也學習到很多不同的技能，我是
負責架設網⾴的，但是當初我是完全沒有基礎的情況下開始學習，這種⾃⼰學習慢
慢研究的⽅式也很有趣，也是因為有⼤家所以才會⽣出最後的網站，從內容，美術
設計到最後的結果，難到完成那刻還是覺得很有成就感，很感謝⼀年前的⾃⼰加⼊
了這個團隊，才會有這麼美好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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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過程與照⽚集錦： 

團體照

今年，我們與陽明交通⼤學的iGEM團隊
NCTU_Formosa合作，我們在陽明交通⼤
學第⼆學⽣餐廳與NCTU_Formosa隊員舉
辦了交流會，我們互相分享了各⾃的計劃
並給予了意⾒。後續，我們還互相協助了

實驗的進⾏，以補⾜各⾃的不⾜。

跨校合作

在我們的計劃中，我們打算基改松樹使其對
線蟲免疫，為了瞭解⼤眾對此類環境保育類
的計劃的看法，我們拜訪了荒野保護協會。
經過荒野保護協會成員的建議後，我們決定
先基改松樹的癒合組織，並使⽤癒合組織來
進⾏實驗，以免直接基改松樹，對環境造成

傷害。

荒野保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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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交流會，我們印製並展出了我們計劃
的海報，並與其他iGEM團隊分享。

海報報告

西班⽛交流會，我們以⼗分鐘簡述計劃給西
班⽛、希臘、丹⿆等國家的iGEM隊伍。

22



⼗⼀、團隊累積成果： 

2014年12⽉ 團隊創⽴ 
2015年7⽉ 參加交通⼤學舉辦之iGEM競賽亞洲交流會議，進⾏20分鐘全英⽂演說以及為 
  期5天之海報展⽰ 
2015年9⽉ 再次招募成員 
2016年8⽉ 參加成功⼤學舉辦之iGEM競賽亞洲交流會議，進⾏20分鐘全英⽂演說以及為 
  期6天之海報展⽰ 
2016年10⽉ 正式前往美國波⼠頓參加iGEM⼤賽，獲得銅牌佳績 
2016年12⽉ 開始招募第⼆屆成員 
2017年11⽉ 於美國波⼠頓參加iGEM⼤賽，獲得銀牌成績 
2018年10⽉ 招募新成員，⾸次獨⽴招募human practice 
2018年10⽉ 於美國波⼠頓參加iGEM⼤賽，Formosa隊伍獲得⾦牌佳績 
2019年10⽉ 於美國波⼠頓參加iGEM⼤賽，NTHU隊伍獲得⾦牌佳績 
2020年11⽉ 因疫情線上參加iGEM⼤賽，NTHU隊伍獲得銀牌佳績 
2021年5⽉ NTHU iGEM基因⼯程研究社創⽴ 
2021年11⽉ 於西班⽛札拉⼽薩參加iGEM⼤賽，獲得銅牌佳績 

⼗⼆、致謝 

 衷⼼感謝清華⼤學、全球事務處、⼯學院、教務處、校友會、吳誠⽂教授、戴念華教
授及指導教授楊雅棠教授，謝謝您們對清⼤iGEM團隊的⼤⼒⽀持，讓我們有機會前往西班
⽛，將團隊⼀年的成果分享給來⾃世界各地的隊伍！

西班⽛交流會，我們以⼗分鐘簡述計劃給西
班⽛、希臘、丹⿆等國家的iGEM隊伍。

上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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