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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 111 年度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議程 
時間：111 年 12 月 07 日(星期三)上午 10 點 30 分 
地點：誠正大樓 309 會議室 
主持人：陳總務長樹屏 
出席者：生物科技學系程主任台生、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王一匡主任、生態暨環境資

源學系黃文伯老師、生物科技學系張翠玲老師、總務處環安組丁慧如組長 
列席者：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撥空參加這次會議，目前已達到開會法定人數，此次會議生物科技

學系張翠玲老師請假無法出席，那我們就直接進行工作報告及提案討論。 
 
貳、工作報告 

一、111 年度申請本校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計畫共 4 件，資料如下： 
 

1.計畫編號：GR111001(附件 P.1-P.7) 
申請人：生物科技學系張德生老師 
計畫名稱：靈芝皂苷生產之研究 

 
 
2.計畫編號：GR111002(附件 P.8-P.13) 
申請人：生物科技學系鄧燕妮老師 
計畫名稱：探討氯化銦對於睪丸萊迪氏細胞生長之影響 
 
 

3.計畫編號：GR111003(附件 P.14-P.19) 
申請人：生物科技學系張翠玲老師 

計畫名稱：探討乳汁預防肺癌---運用數據庫輔助研究 miRNA於去泛

素化機制的影響 
 
 
4.計畫編號：GR111004(附件 P.20-P.25) 
申請人：生物科技學系吳慧珍老師 
計畫名稱：Plant cell wall enzyme-mediated immunity: the role of 

Arabidopsis pectin methylesterases reveals beneficial 

plant-microbiome interaction under stress responses 
 
 

上述4件計畫，已全數審查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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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提案討論 

國立臺南大學111年度第1次「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議」案表 

項次 提案事項 提案單位 頁數 

一 
有關計畫編號GR111001、GR111002、GR111003、GR111004

生物實驗安全申請案，是否同意進行，提請討論。 
總務處環安組 2 

二 
修正本校「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三點條文，如說明，提請討論。 
總務處環安組 2 

 
 
提案一 
案由：有關計畫編號 GR111001、GR111002、GR111003、GR111004 生物實驗安全申

請案，是否同意進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上述計畫編號 GR111001、GR111002、GR111003、GR111004，已經 2 名審查委

員審查，審查意見均為同意進行，詳細審核意見表如附件(P.1-P.25)。 
二、上述申請案如經本委員會確定同意進行後，則於申請計畫「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

意書」加蓋本校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查覈章。 
 
決議：GR111002 申請案請申請者補充實驗目的及實驗步驟(補充資料如附件 P.27-P.29)

修正後通過，餘案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修正本校「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條文，如說明，

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科技部」於本年 7 月 27 日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擬修正本

校「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單位名稱。 
二、修正後「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P.26)。 
 

「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修正說明 

｢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

會設置要點｣ 

三、本校教師於提出生物基因重組

實驗相關計畫在送校內外申

｢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

會設置要點｣ 

三、本校教師於提出生物基因重組

實驗相關計畫在送校內外申

修正「國立臺南大

學生物實驗安全委

員會設置要點」第

三點第二項設置單

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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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前，須檢附相關 實驗的目

的及步驟方法乙份，連同「國

立臺南大學基因重組實驗申

請同意書」 （如附表一），一

併遞送本會審查。本會先行作

下列研究計畫之實驗與所需 
之設備對環境及人類安全性

之審查與核准：  
（一）重組基因轉殖實驗 
（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基因

重組實驗守則列管之生物實

驗相關計畫  
（三）其他機關要求送審之相關案

件 

請前，須檢附相關 實驗的目

的及步驟方法乙份，連同「國

立臺南大學基因重組實驗申

請同意書」 （如附表一），一

併遞送本會審查。本會先行作

下列研究計畫之實驗與所需 
之設備對環境及人類安全性

之審查與核准：  
（一）重組基因轉殖實驗 
（二）國科會基因重組實驗守則列

管之生物實驗相關計畫  
（三）其他機關要求送審之相關案

件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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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    附表一 

 
凡進行基因重組實驗須由計畫主持人或實驗負責人填寫本表，送本校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覈實同意並簽名
後，發還申請人並保留影本。向有關機構申請研究計畫經費時，將影本隨附於計畫書備查。研究計畫核准
後，所進行之基因重組實驗須與填寫內容相符，如實驗變更至更高安全等級，須再另填寫「申請同意書」
報請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同意。 
 
 

研究計畫名稱：___靈芝皂苷生產之研究_____ 

計畫主持人： _申請者___職稱：__教授____電話及傳真：__7310__ 

執行機構、系所： __生科系____ 

1、實驗內容： 是否進行基因重組之實驗？ ----------■是 

 是否進行微生物培養的實驗？ --------■是 

 是否進行基因轉殖之動物實驗？ ------□是 

 是否進行基因轉殖之植物實驗？ ------□是 

 是否為自交植物？ ------------------□是 

2、重組基因來源、宿主之安全等級及名稱（參考國科會基因重組實驗守則） 

a.重組基因來源名稱： 靈芝        

■第一級危險群，□第二級危險群，□第三級危險群，□第四級危險群，□動物，□植物 

b.進行重組基因之微生物或病毒宿主名稱： 大腸桿菌 K-12 型    

■第一級危險群，□第二級危險群，□第三級危險群，□第四級危險群 

c.進行重組基因之細胞、植物或動物宿主名稱：  靈芝     

3、基因轉殖實驗設備及轉殖方法 

a.具備之基因轉殖之動物實驗設備：□SPF 設備;   □IVC 設備; 

        其他﹝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具備之基因轉殖之植物實驗設備：□生長箱;   □溫室;   □農場; 

        其他﹝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基因轉殖方法：□virus;  □microinjection;  □liposome;  □gene gun;  □Agrobacterium          

                其他﹝名稱﹞_PMT (polyethyleneglycol-mediated transformation)基因轉殖_ 

4、進行本研究所需之安全等級：■P1   □P2   □P3   □P4 

5、進行本研究之實驗室 _微生物生技產品開發實驗室__其生物安全等級：■P1  

   如進行實驗安全等級 P2以上之實驗研究，請提供共同計劃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以供查證。 

進行本研究之實驗室 ____________________其生物安全等級：□P2  □P2+  □P3  □P4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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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與基因重組有關的實驗目的及詳細實驗步驟 
實驗目的及詳細實驗步驟： 

1. 靈芝原生質體生成 
準備溶液 
 滅菌後置於冰上 0.6 M mannitol 100 ml 
 GPM 培養基(20 ml): 2% glucose/0.1% peptone/2% malt extract 
 滅菌 homogenizer/ 滅菌含脫指棉花管柱/ 滅菌離心管 50 ml tube x2 
 細胞壁分解酶 lysing enzyme powder (30 mg) Lysing Enzymes from Trichoderma harzianum 

(Sigma L1412) 
 滅菌後置於冰上 MTC buffer (0.6M mannitol, 100 mM Tris-HCl, pH 8, 100 mM CaCl2)  
實驗步驟 
1. 培養 20 ml of 靈芝 Ganoderma lucidum 在 GPM 培養基 5-7 天 （28℃ and 150 rpm ）。 
2. 離心收集菌絲體（Harvest the mycelia at 3,000 rpm for 5 min at 4℃.） 
3. 清洗菌絲體（Wash the mycelia once with 20 ml 0.6 M mannitol.） 
4. 回溶菌絲體（Resuspend the mycelia in 2 ml 0.6 M mannitol） 
5. 利用 homogenizer 將菌絲體分散（Homogenizer the mycelia 10-20 times.） 
6. 加入細胞壁分解酶進行分解（Add Lysing enzyme to 1.5% (w/v) and incubate at for 2 h at 30℃ 

and 150 rpm.） 
7. 反應完成後稀釋反應液（Dilute the enzyme reaction 20-fold (38 ml) with 0.6 M mannitol.） 
8. 將混合液通過含脫指棉花的管柱，去除細胞粹片，過濾液以離心分是收集原生質體（Flow the 

dilute through an absorbent-cotton column and collect the protoplast by centrifugation at 3,000 
rpm for 5 min at 4℃.） 

9. 以 MTC 清洗原生質體二次（Wash once the collected protoplast with 20 ml 0.6 MTC buffer） 
10. 以顯微鏡計算產生之原生質體數目與濃度（Count the concentration of protoplast by optical 

microscopy and used for PMT experiments. ） 
2. PMT 基因轉殖 
準備溶液 
 滅菌後置於冰上 MTC buffer (0.6M mannitol, 100 mM Tris-HCl, pH 8, 100 mM CaCl2)  
 PTC buffer (40% PEG3350, 100mM CaCl2, 10mM Tris-HCl (pH7.4)) 
 MYG 培養基: (1% maltose, 0.4% glucose, 0.4% yeast extract and 0.6M mannitol) 
 含有 1% low-melting point (LMP) agarose 之 MYG 
實驗步驟 
1. 將濃度 1x108 在 MTC 溶液中之 160 µL 原生質體與質體 15 µL DNA (10 µL 20mM ATA, 5 µL 

50mM spermidine and100 µg heparin)與 50 µL PTC 溶液混合置於冰上 45 分鐘。（about 1x108 

protoplast in 160 mL MTC buffer) were mixed thoroughly with pAN7-1 (10 ug), 10 µL 20mM 
aurintricarboxylic acid (ATA, a nuclease inhibitor; Sigma, St Louis, MO), 5 µL 50mM 
spermidine, 100 µg heparin and 50 µL of PTC buffer (40% PEG3350, 100mM CaCl2, 10mM 
Tris-HCl (pH7.4)), then incubated on ice for 45 min.） 

2. 加入 1 mL MTC 置於室溫 25 分鐘（One milliliter of MTC buffer was added and the mixture 
incubated for an additional 25 min at room temperature.） 

3. 離心收集原生質體並回溶於 0.5 mL MTC 中（Protoplasts were recovered by centrifugation (4 
℃, 5 min at 4,000 g) and resuspended in 500 µL MTC buffer.） 

4. 離心收集原生質體並回溶於 1 mL MYG 培養基中（Then protoplasts were centrifuged (4 ℃, 5 
min at 1,500 g) and resuspended in 1mL MYG regeneration medium） 

5. 置於室溫 18-24 小時，讓細胞在不含抗生素的培養基中回復（Subsequently, protoplasts were 
allowed to regenerate for 18–24 h in 1mL MYG regeneration medium） 

6. 加入 5 mL 含有 1%低溶點洋菜膠與 4 ppm 抗生素 carboxin 之 MYG 培養基，混合均勻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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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含有 4 ppm 抗生素 carboxin 之 MYG 固態培養基中培養（then mixed with 
5mLMYG-selective medium (28 ℃) containing 0.6M mannitol, 1% low-melting point (LMP) 
agarose and  4 ppm carboxin. The mixture was poured onto an MYG plate containing 0.6M 
mannitol, 1.5% agar and 4 ppm carboxin）  

7. 在 28℃培養 5-7 天觀察菌落生長型情形（The plate was incubated at 28 ℃ for 5–7 days. 
Colonies were subcultured individually onto fresh MYG plates containing carboxin.） 

 

計畫主持人(申請人)簽名：______  _申請者_____________   111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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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查覈欄 (以上基因重組實驗資料，由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覈實同意並核章後，

發還申請人並保留影本。任一項目不合適或不完備，則退還請申請人改善或更正。) 

本項基因重組實驗查覈結果：□同意進行    □不同意進行 

附註意見(無者免填)： 
 
 
 

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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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基因重組實驗   

切結書 

本人  申請者  申請「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案件，

計畫名稱  靈芝皂苷生產之研究   ，遵照「科技部基因重組實驗

守則」、「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場所廢棄物清除處理要點」、「國

立臺南大學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管理要點」及「國

立臺南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等相關規範辦理及執行。特

立此切結為憑，如有不實，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國立臺南大學 

 

 

申請人：     申請者     (親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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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    附表一 

 
凡進行基因重組實驗須由計畫主持人或實驗負責人填寫本表，送本校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覈實同意並簽名
後，發還申請人並保留影本。向有關機構申請研究計畫經費時，將影本隨附於計畫書備查。研究計畫核准
後，所進行之基因重組實驗須與填寫內容相符，如實驗變更至更高安全等級，須再另填寫「申請同意書」
報請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同意。 
 
 

研究計畫名稱：_探討氯化銦對於睪丸萊迪氏細胞生長之影響_ 

計畫主持人： _申請者__職稱：__教授___電話及傳真：__06-2133111#795_ 

執行機構、系所： __國立臺南大學 生物科技系____ 

1、實驗內容： 是否進行基因重組之實驗？ ----------■是 

 是否進行微生物培養的實驗？ --------□是 

 是否進行基因轉殖之動物實驗？ ------□是 

 是否進行基因轉殖之植物實驗？ ------□是 

 是否為自交植物？ ------------------□是 

2、重組基因來源、宿主之安全等級及名稱（參考國科會基因重組實驗守則） 

a.重組基因來源名稱：commercial synthesized siRNA against Nrf2, LRWD1, ATG5, ATM, ATR, 
and DNA-PK 

■第一級危險群，□第二級危險群，□第三級危險群，□第四級危險群，□動物，□植物 

b.進行重組基因之微生物或病毒宿主名稱：                                 

□第一級危險群，□第二級危險群，□第三級危險群，□第四級危險群 

c.進行重組基因之細胞、植物或動物宿主名稱： TM3 mouse Leydig cell line   

3、基因轉殖實驗設備及轉殖方法 

a.具備之基因轉殖之動物實驗設備：□SPF 設備;   □IVC 設備; 

        其他﹝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具備之基因轉殖之植物實驗設備：□生長箱;   □溫室;   □農場; 

        其他﹝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基因轉殖方法：□virus;  □microinjection;  ■liposome;  □gene gun;  □Agrobacterium          

                其他﹝名稱﹞__________ 

4、進行本研究所需之安全等級：■P1   □P2   □P3   □P4 

5、進行本研究之實驗室_格致樓 C102-2 其生物安全等級：■P1 

   如進行實驗安全等級 P2以上之實驗研究，請提供共同計劃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以供查證。 

進行本研究之實驗室 ____________________其生物安全等級：□P2  □P2+  □P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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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與基因重組有關的實驗目的及詳細實驗步驟 
實驗目的及詳細實驗步驟： 

Our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dium chloride on testicular Leydig cell 

growth. We propose that Nrf2-LRWD1 axis induces ROS to activate autophagy and DNA damage 

response. Thus, to support our hypothesis, we will buy commercially synthesized siRNA 

against against Nrf2, LRWD1, ATG5, ATM, ATR, and DNA-PK. All these siRNAs will be 

transfected into mouse Leydig cells by lipofectamine 2000 followed by examining the 

knockdown efficiency with immunoblotting assays. 

(表格請自行延伸) 

 

計畫主持人(申請人)簽名：______申請者_______   111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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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查覈欄 (以上基因重組實驗資料，由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覈實同意並核章後，

發還申請人並保留影本。任一項目不合適或不完備，則退還請申請人改善或更正。) 

本項基因重組實驗查覈結果：□同意進行    □不同意進行 

附註意見(無者免填)： 
 
 
 

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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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基因重組實驗 

切結書 

本人  申請者  申請「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案件，

計畫名稱 探討氯化銦對於睪丸萊迪氏細胞生長之影響，遵照「科

技部基因重組實驗守則」、「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場所廢棄物清除

處理要點」、「國立臺南大學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

管理要點」及「國立臺南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等相關規

範辦理及執行。特立此切結為憑，如有不實，願自負一切法律責

任。 

 

此致 

 國立臺南大學 

 

 

申請人：     申請者       (親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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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南大學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    附表一 

 
凡進行基因重組實驗須由計畫主持人或實驗負責人填寫本表，送本校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覈實同意並簽名
後，發還申請人並保留影本。向有關機構申請研究計畫經費時，將影本隨附於計畫書備查。研究計畫核准
後，所進行之基因重組實驗須與填寫內容相符，如實驗變更至更高安全等級，須再另填寫「申請同意書」
報請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同意。 
 
 

研究計畫名稱：____探討乳汁預防肺癌---運用數據庫輔助研究 miRNA 於去泛素化機制的影響____
計畫主持人： ____申請者_______職稱：_____教授_______電話及傳真：___06-2602587____ 

執行機構、系所： __________國立台南大學生物科技學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實驗內容： 是否進行基因重組之實驗？ ----------■是 

 是否進行微生物培養的實驗？ --------■是 

 是否進行基因轉殖之動物實驗？ ------□是 

 是否進行基因轉殖之植物實驗？ ------□是 

 是否為自交植物？ ------------------□是 

2、重組基因來源、宿主之安全等級及名稱（參考國科會基因重組實驗守則） 

a.重組基因來源名稱：     UbG76V-YFP                                                

■第一級危險群，□第二級危險群，□第三級危險群，□第四級危險群，□動物，□植物 

b.進行重組基因之微生物或病毒宿主名稱：     E. colli  K12 型                         

■第一級危險群，□第二級危險群，□第三級危險群，□第四級危險群 

c.進行重組基因之細胞、植物或動物宿主名稱：                        

3、基因轉殖實驗設備及轉殖方法 

a.具備之基因轉殖之動物實驗設備：□SPF 設備;   □IVC 設備; 

        其他﹝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具備之基因轉殖之植物實驗設備：□生長箱;   □溫室;   □農場; 

        其他﹝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基因轉殖方法：□virus;  □microinjection;  ■liposome;  □gene gun;  □Agrobacterium          

                其他﹝名稱﹞__________ 

4、進行本研究所需之安全等級：■P1   □P2   □P3   □P4 

5、進行本研究之實驗室 ___ E301-1__________其生物安全等級：□P1  

   如進行實驗安全等級 P2以上之實驗研究，請提供共同計劃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以供查證。 

進行本研究之實驗室 ____________________其生物安全等級：□P2  □P2+  □P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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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與基因重組有關的實驗目的及詳細實驗步驟 
實驗目的及詳細實驗步驟： 

一、實驗目的：泛素化降解途徑廣泛存在每個細胞中。 想了解乳汁預防肺癌---研究 miRNA 對

去泛素化酵素作用機轉，因此製造 mRFP-Ub 或 UbG76V-YFP 重組蛋白, 以利於研究。 
二、實驗詳細步驟： 將一段含有泛素的 DNA 序列，利用設計出的引子 synthetic forward and 
reverse oligonucleotides fp 5′-GCTAGCACCACCATGGCCT-3′ and 
rp5′-TAGATCCGGTGGATCCCGG-3′，以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增

幅片段。PCR 機器(Thermo, Massachusetts)設定 94℃→52.5℃→72℃循環後，藉由 Clean and Gel 
Extraction Kit (BioKit, Taiwan) 將 PCR 產物中的雜質去除。接著 PCR 產物與 T&A cloning vector 
(Yeastern, Taipei, Taiwan)接合並以 heat shock 方式送入勝任細胞中(DH5a)。接著送 Gemomics 公
司定序。 
    接著將轉型成功的 E. colli 以萃取質體，再以限制酶切，與也用相同限制酶切的載體

p3XFLAG-CMV-14 進行接合並以 heat shock 方式送入勝任細胞中(DH5a)。或將轉型成功的 E. 
colli 萃取質體，再送入 cell 中。 
    將細胞（0.12×106或 1×106 個細胞）培養在 24 或 6 孔微量滴定板中，每孔 500 或 1000μL
培養基中生長 24 小時。使用 PolyJet 用 1μg UbG76V -YFP plasmid DNA 轉染 A549, HepG2 細胞。 
轉染後 18 小時，將轉染細胞的培養基更換為 0.5mg / mL G418 二硫酸鹽。 
 
Delivery of siRNA into the Cells 

1×106 細胞在 60mm dish 中，培養在 10% FBS 的 DMEM 培養基中，培養過夜，隔天轉染前

15分鐘至 60分鐘，去除培養基，加入新鮮並含有 10% FBS培養基。針對每個 dish製備 siLenFect™
（7.5 μL siLenFect™與 242.5 μL 無血清培養基）於 1.5m 的 eppendrof 裡，另外在新的 eppendrof
裡的 250uL 無血清培養基裡製備 120nM siRNA 溶液，將 siRNA 溶液加到稀釋的 siLenFect™溶

液中，室溫復育 20 分鐘，針對每個 dish 加入 500uL 的混合液，均勻搖晃數次，培養 24~72 小

時後收穫細胞。 
 

(表格請自行延伸) 

 

計畫主持人(申請人)簽名：___申請者__________      111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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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查覈欄 (以上基因重組實驗資料，由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覈實同意並核章後，

發還申請人並保留影本。任一項目不合適或不完備，則退還請申請人改善或更正。) 

本項基因重組實驗查覈結果：□同意進行    □不同意進行 

附註意見(無者免填)： 
 
 
 

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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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基因重組實驗 

切結書 

本人   申請者    申請「國立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

案件，計畫名稱   探討乳汁預防肺癌---運用數據庫輔助研究

miRNA 於去泛素化機制的影響  ，遵照「科技部基因重組實驗守

則」、「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場所廢棄物清除處理要點」、「國立

臺南大學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管理要點」及「國立

臺南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等相關規範辦理及執行。特立

此切結為憑，如有不實，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國立臺南大學 

 

 

申請人：       申請者      (親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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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111002申請案補充修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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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  申請者  申請「國立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案件，計畫名稱  靈芝皂苷生產之研究   ，遵照「科技部基因重組實驗守則」、「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場所廢棄物清除處理要點」、「國立臺南大學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管理要點」及「國立臺南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等相關規範辦理及執行。特立此切結為憑，如有不實，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本人  申請者  申請「國立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案件，計畫名稱 探討氯化銦對於睪丸萊迪氏細胞生長之影響，遵照「科技部基因重組實驗守則」、「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場所廢棄物清除處理要點」、「國立臺南大學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管理要點」及「國立臺南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等相關規範辦理及執行。特立此切結為憑，如有不實，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本人   申請者    申請「國立臺南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案件，計畫名稱   探討乳汁預防肺癌---運用數據庫輔助研究miRNA於去泛素化機制的影響  ，遵照「科技部基因重組實驗守則」、「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場所廢棄物清除處理要點」、「國立臺南大學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管理要點」及「國立臺南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等相關規範辦理及執行。特立此切結為憑，如有不實，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