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kshop Organizers 

Yuch-Cheng Jean (簡玉成), Ph.D.,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Scientist at NSRRC.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echn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of protein crystallography. 

 

•Coordinator 

Li-Chan Yeh (葉孋嬋), MS, is an Support Staff at NSRRC. 

 

•Tutors 

Yuch-Cheng Jean (簡玉成), Ph.D.,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Scientist at NSRRC. 

Yi-Chun Liu (劉怡君), MS, is a Beamline Manager at NSRRC. 

Chien-Chang Tseng (曾建璋), MS, is a Beamline Manager at NSRRC. 

 

•Staff Helping General Affairs 

Chun-Hsiung Chao (趙俊雄) 

Huei-Shan Chen (陳慧珊) 

I-Jung Chen (陳怡蓉) 

Yi-Hui Chen (陳懿慧) 

Cheng-Hung Chiang (姜政宏) 

Pei-Hsun Chiang (江佩珣) 

Cai-Ci Chiu (邱釆綺) 

Chung-Kuang Chou (周重光) 

Yi-Chen Huang (黃怡珍) 

Chen-Ying Huang (黃楨盈) 

Chun-Hsiang Huang (黃駿翔) 

Wan-Ting Huang (黃婉婷) 

Chin-Ling Ko (柯金伶) 

Nai-Ying Kuo (郭乃瑛) 

Yi-Jium Lee (李宜靜) 

Yi-Chun Liu (劉怡君) 

Chien-Chang Tseng (曾建璋) 

Roy Tu (涂智翔) 

 

 

•Attendee List 

姓名     姓別    職稱         單位          指導教授                                  

李宗璘  男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 

張欣暘  男      助理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技術暨資源學系 

張晉源  男      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簡啟民  男      博士後研究   中興大學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   侯明宏 

林珊夢  女      博士後研究   中興大學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   侯明宏 

陳計志  男      博士生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張欣暘 



王奕翔  男      博士生       台大醫學院生化分生所      曾秀如 

王  紳  男      博士生       台大醫學院生化分生所      曾秀如 

江冠賢  男      博士生       中興生化所        胡念仁 

林冠宏  男      博士生       中央研究院 基因體中心      李宗璘 

卓淑鶯  女      博士生       交通大學分醫所       蕭育源 

林沛儒  女      博士生       NSRRC生命科學小組       陳俊榮 

姜治家  男      博士生       台灣大學農化系       徐駿森 

郭佰寯  男      博士生       國立成功大學        羅玉枝 

周鴻昀  男      碩士生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技術暨資源學系  張欣暘 

程天行  男      碩士生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技術暨資源學系  張欣暘 

藍予宣  男      碩士生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技術暨資源學系  張欣暘 

李佳軒  男      碩士生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技術暨資源學系  張欣暘 

呂承哲  男      碩士生       弘光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陳曄 

侯美慧  女      碩士生       弘光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陳曄 

蔡佳綾  女      碩士生       弘光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陳曄 

賴昱豪  男      碩士生       弘光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     陳曄 

許佳嫈  女      碩士生       台大醫學院生化分生所      曾秀如 

陳又榕  女      碩士生       台大醫學院生化分生所      曾秀如 

汪宏遠  男      碩士生       台大醫學院生化分生所      曾秀如 

吳哲霆  男      碩士生       清大生物資訊及結構生物研究所    孫玉珠 

葉峻霖  男      碩士生       成功大學生化所       陳俊榮 

袁子鈞  女      碩士生       中興大學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   侯明宏 

郭柔瑩  女      碩士生       中興大學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   侯明宏 

王舜慶  男      碩士生       中興大學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   侯明宏 

李彥儀  女      碩士生       中興大學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   侯明宏 

邱采媛  女      碩士生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蕭育源 

武家昀  女      碩士生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蕭育源 

杜春奕  男      碩士生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蕭育源 

林群融  男      碩士生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所      袁小琀 

林廷真  女      碩士生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所      何孟樵 

林國禎  男      大專生       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技系     楊啓伸 

陳玥蓁  女      大專生       台北醫學大學生化學科      張語曲 

柯齡甯  女      研究助理   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技系     楊啓伸 

陳威廷  男      研究助理   台北醫學大學生化學科      張語曲 

楊維仁  男      研究助理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所      袁小琀 

陳怡萍  女      研究助理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所      袁小琀 

陳玟錞  女      研究助理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所      何孟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