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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各系所及研究中心，以國際農業教育與學

術交流中心（2006 年 3 月成立）為主體，協

助各單位進行的國際交流合作成果，並著重於

三大方向。分別敘述如下：

一、加強與世界各重點大學及機構，進行學

術合作與實質交流

本院積極進行與世界各重點大學簽署姊妹校

之合約與交換學生計畫，目前與本院簽約並有實

質交流的學校和機構依年度分別有：

2006 年本院與波蘭華沙農業大學、菲律賓

列特州立大學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換學生協議書，

另與知名的東南亞地區農業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SEARCA) 簽署協議合作備忘錄；本院與波蘭華

沙農業大學在生物多樣性及食品科學領域，互派

教師及研究人員訪問建立與歐洲的實質交流，同

時捷克科學院前院長也訪問本院與昆蟲系進行交

流。

2007 年本院與美國普渡大學簽訂協議合作備

忘錄，由其院長 Dr. Woodson（目前為北卡羅來

納州立大學校長）親自簽署，並由美國印地安納

州副州長率農畜產業代表團 30 餘人參加簽約儀

式；同年亦與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UIUC) 之農學

院簽訂合作協議備忘錄及交換學生協議書，由該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成果報導

研究、教學和服務的國際化

校主管國際合作副校長 Dr. Delia 及當時農學院 Dr. 
Easter（目前為 UIUC 代理校長）率代表團參加簽

署儀式，促成後續多位該校之教授至本院各系訪

問並合開課程，對各系所教學及研究國際化有很

大幫助。

2008 年本院與捷克南波西米亞大學及中國農

業大學、中國福建農林大學簽署學術合作交流協

議書和交換學生協議書，同年本院師生前往西北

農林科技大學進行兩岸高校交流與實地研究單位

之參訪；國際水稻研究所 (IRRI) 主任訪問本校並

與李校長簽訂合作協定，本校成為 IRRI 在我國第

一個正式簽約機構，本院農藝系、植微系及農化

系師生與 IRRI 在「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研究方

量化項目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國

際

化

就讀學位國際生（人數 ） 17 13 26 36 36 42
博士班學生出國開會（人數） 19 27 31 38 52 61

經簽約且含有計畫經費之國際

合作計劃（件數）
8 11 12 13 15 20

國外學者來訪（人數） 20 22 51 85 95 152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五年多來，在推動研究、教學、服務等國際交流與合作之工作上，有相當大的進展，

本院在國際化指標之各項數據（詳見下表），皆顯示有所成長和相當幅度的進步。

1

「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暑期國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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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長期合作計畫，大大提升本校參與國際重大

議題的能見度。

2009 年與美國普渡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及廣西大學簽署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與交換學生

協議書，進行交換學生，本院也安排貴賓參訪台

糖及亞洲蔬菜中心等機構，使其更了解本國農業

發展的現況與未來潛力。

2010 年前往日本千葉大學環境健康田野中

心，簽署學術合作與交換協議書，此行由陳保基

院長率領同仁共 7 名前往進行實質學術交流及觀

摩，整合太陽能、LED 照明、環境控制系統、蔬

菜花卉、植物營養、病蟲害防治等，由本院九個

系所 21 位教師，成立「精緻農業高校節能植物工

廠計畫」，將與日本進行合作，共同發展具前瞻

性的新農業。

預計 2011 將會與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美國馬

里蘭大學、美國柏克萊大學、加拿大阿爾伯塔大

學及法國皮棚工程學院等校，商議並簽署院級交

換學生協議書，本院將提供各系所研究室實習機

會（Internship），並進行實質之交換學生計畫。

在交換學生計畫進行部分，本院與美國伊利

諾大學香檳分校 (UIUC) 交換學生合作今年已進入

第五年，UIUC 學生於暑假期間參與本院開辦之生

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國際暑期課程，而本院所

甄選出之傑出交換學生則於隔年前往該校就讀春

季班一學期；目前已計有 9 名前往該校就讀進行

交換計畫，今年 UIUC 則有一名交換生至本院農業

經濟學系就讀一學期，今年開始與中國農業大學、

福建農林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及廣西大學將

開始交換學生計畫。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五年多來，在推動研究、

教學、服務等國際交流與合作之工作上，有相當

大的進展。本院在國際化指標之各項數據（詳見

下表），皆顯示有所成長和相當幅度的進步。

二、積極規劃招收國際學位生

為拓廣招收優秀國際學生來院就讀，本院積

極提升學院內軟硬體設施及舉辦多項活動，並每

年於端午節及中秋節舉辦兩次國際學生座談會，

聽取外籍生的意見以做為推動往後國際事務及招

生之參考，獲得外籍生高度肯定，每 2 年舉辦一

次「外籍生農業教育田野調查實習」，讓外籍生

對臺灣農業現況有親身體驗的機會。

本院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ICDF)
合作，成立「國際農業政策發展與管理」的碩士

專班，於農業經濟學系開課，並與外交部國合會

辦理「種籽獎學金計畫」建教合作，於 2006 年開

始招生，加強國際農業管理人才之培育。

目前本校與京都大學遠距教學課程，由本院

植微系及生傳系教師負責，每年有臺日學生互訪，

2009 年度第 1 學期本院食品科技研究所與馬里蘭

大學營養及食品科學系共同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分

與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簽訂協議合作備忘錄

「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暑期國際課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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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營養學」，與美國同步進行授課，臺美學生討

論踴躍，反應熱烈。

此外，本院還設置優秀交換學生和外國研究

生獎助學金，提供經濟補助，同時，選定重點領

域開授英語學程，滿足外籍生修課之需求，另外

已開授英文生物統計課程，深受外籍生肯定，總

計開授之英文課程分為農業領域 ( 作物及生物資

源 )、工程領域及社會科學領域共有 110 門課程，

提供外籍生充分選擇，獲得肯定。

三、舉辦「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暑期

國際課程及東南亞農業生物技術人才培育課程

為促進教學全球化、培養具國際化特質的人

才，本院於 2006 年與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UIUC) 舉辦 「臺灣生物多樣性及文化研習營」，

結合本院森林、農藝、園藝、昆蟲、植微及動科

等系教師，並邀請理學院地理、地質系，生命科

學院教師共同授課、因課程內容豐富，獲得國內

外學生高度肯定，並於2007年暑假擴大辦理，「生

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暑期國際課程，獲 UIUC
承認 4 個學分的課程，自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間，

參與此課程之國際學校分別有來自美國的伊利諾

大學、捷克共和國的南波西米亞大學、日本京都

大學、菲律賓大學 Los Banos 分校、泰國 Khon 
Kaen 大學等；2010 年暑假將有 16 名國際學生參

與此課程，分別是來自美國的伊利諾大學、普渡

大學、德州農工大學、馬里蘭大學及加州大學聖

荷西校區，日本的名古屋大學，以及菲律賓大學

Los Banos分校和泰國Kasetsart大學，共計8校，

本校學生將有 11 名參與，分別來自生農學院、文

學院及理學院。

本課程如同其名，包括了極為豐富且代表臺

灣農業、生物多樣性及文化方面的各種樣貌，學

生並實地走訪本校的山地農場及實驗林，並執行

團隊小組計畫，除了讓本校學生能實際與外籍學

生接觸和交流外，也達到讓學生相互合作及學習

 

「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暑期國際課程

與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簽訂合作備忘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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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並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和專業知識，且

使國際學生更加了解臺灣的多樣面貌及美麗；此

外，本院透過此課程，已與美國普渡大學展開了

首度的實習生計畫（Internship），讓外籍學生接

受本院老師的指導，並讓本國學生能更直接與外

籍學生接觸並了解他們的學術文化及背景，本課

程在推動國際學術交流之目標上，有著極大之影

響力，並且經由此課程的開授，換得本院學生至

美國伊利諾大學及普渡大學學習一學期的機會。

本院國農中心及各系年輕教師與本校生物技

術中心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會、

美國在臺協會、SEARCA 及亞太糧肥中心 (FFTC) 
的計畫及經費支持下，每年 9 月初舉辦「東南

亞農業生物技術人才培育課程」，提供農業生物

技術專業師資及豐富的研究資源，創造了一個國

際合作的學術平台，讓來自東南亞各國具有農業

4

年度
世界

排名

11 年

論文數

當年

論文數

11 年

被引

次數

2 年

被引

次數

平均

被引

次數
H 指數

高被

引文

章數

高影響

期刊

論文數
總分

2008 123 23.88 34.66 12.73 20.61 13.28 46.67 3.31 26.15 24.27

2009 112 24.68 35.04 12.97 19.68 17.37 47.06 1.48 31.99 25.40

2010 91 25.48 33.26 14.04 21.65 19.48 52.94 2.77 49.46 29.81

生農學院設有專責單位負責國際化推動，辦理各項交流及國際課程，各項國際化指標，2010 年比

2005 年都有 3 倍以上成長，其中推動各系所承認交換生至姐妹校修課學分可抵畢業學分，對交換學生有

很大幫助；另外各系所每年要有一門課程與國外教授合開，這對於教師發展合作研究，及學生接受國外同

步課程，擴展國際視野有相當顯著效果，尤其本院主開的「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暑期國際課程，獲

得歐美及日本大學認同，並承認學分，本院同仁及附屬單位的全力配合特別值得肯定。

2008臺灣與國際稻作發展研討會

生物技術背景的學員，得以與本國政府之農業機

構學員共同學習先進之生物技術；透過講課、實

驗操作、外國講者之演講以及實際參訪研究單

位等的課程規劃下，達到產、官、學界多方交流

與學習的目的，去年亦獲得世界農糧組織韓國辦

公室 (The Korea FAO Association) 委託，辦理

「東南亞生物技術決策人才培育計畫」，也得到

SEARCA、外交部及農委會支持，臺灣農業經驗

及本院農業生物技術，是推動國際化很有優勢的

領域，經由培訓東南亞各國農業領袖人才，可以

促進在未來進一步實質合作之可能性。

結語

生農學院歷經五年來的努力，不斷的對外交

流和發展，在 2010 年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

之農學部份，不但繼續是臺大第一，也已進入百

大，排名為 9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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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風趣幽默，妙語如珠。不論與他談話或

聽他演講，從來不會累，老師從推動科學營掀起

昆蟲熱、創辦龍安國小昆蟲營、建立數位典藏網、

編寫原生物種教材、到國際知名期刊發表，不僅

在自然科學發光發熱，同時觸角也深入社會科學。

以下且聽這位對科學教育執著的前國家火蟻防治

中心執行長，如何解析火蟻的危害與入侵途徑？

研究紅火蟻的動機伊始

2004 年冬，入侵紅火蟻在桃園、嘉義等南北

13 個鄉鎮的農地、校園、道路，造成嚴重危害，

桃園地區許多農民被不明螞蟻叮咬後，傷口灼

熱、劇痛、起水泡，灑藥也無濟於事，因而求助

臺大昆蟲系，經採樣鑑定後，確定害蟲為肆虐美

國七十餘年的紅火蟻，此事非同小可，因為依據

美國慘痛經驗，一旦紅火蟻落地生根，便難以徹

底根除，農委會有鑑於此，為有效掌控入侵紅火

蟻疫情，便整合全國紅火蟻防治體系，於 2004 年

11 月 1 日假本校生物科技館成立國家紅火蟻防治

中心，並設有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中央研究院、

臺灣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與屏東科技大學

之專家學者，此外聘請李後晶、吳文哲、徐爾烈、

陳秋男教授、林宗歧、林曜松、施劍鎣、蕭文鳳、

邵廣昭、趙榮台等學者專家及石正人教授為委員；

會議則由農委會副主委胡富雄擔任召集人，整合

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經濟部、衛

生署、環保署、國科會、體委會等十個部會的副

首長，以及臺北縣、桃園縣和嘉義縣三大遭入侵

紅火蟻危害縣市之副縣長，組成中央紅火蟻防治

工作會報，追蹤各部會防治成效，預定三年內將

入侵紅火蟻撲滅或將其密度減至最低，由於該系

楊平世教授時任中心主任，便力邀石教授的研究

室加入防治行列，協助執行技術事宜，從此石教

授的研究團隊便有較多的機會投入紅火蟻的研究。

研究室之主要研究題材、方向及領域

石教授的研究室以入侵紅火蟻（red imported 
fire ant, Solenopsis invicta）為主要研究題材，

紅火蟻研究團隊之傑出研究成果榮登Science及PNAS期刊
追求卓越-學術領航 專訪石正人教授

研究方向大致分為三大領域，其一為族群遺傳方

面：乃利用各式分子標記，包括粒線體及微衛星

DNA，解析臺灣各火蟻族群間的遺傳變異及分子

生態，此外與美國農部入侵火蟻與家居害蟲研究

中 心（Imported Fire Ant and Household Insect 
Unit, USDA）合作，以分子遺傳角度，探討火蟻

全球入侵歷史；其二為抗濕性餌劑研發：乃尋找

抗濕性產品作為餌劑之載體，研發適合臺灣潮濕

氣候之火蟻餌劑，期能提高滅絕火蟻之可能性，

另一方面為增加監測及偵測火蟻之效率，從現行

誘餌著手，開發靈敏且容易實施之火蟻監測工具；

第三就生態面而言：主要探討本土螞蟻、火蟻與

餌劑撒佈間交互關係，並進一步瞭解餌劑對環境

及生態系之衝擊，另外利用本土螞蟻作為可能之

潛在天敵，並探究其生物學與大量飼養技術，期

能發揮以蟻制蟻之功效，同時亦利用昆蟲作為九

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及環境教育之教

材，建立昆蟲數位博物館來作為教學資源及推廣

教育。

石教授看臺灣紅火蟻的防治成效

由於紅火蟻繁殖速度實在太快了，臺灣之前

的防治工作，雖然已有相當程度的圍堵，但對紅

石教授於2006年訪問澳洲火蟻中心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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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蟻仍無法根治，防治人員常努力消滅了 50%，

馬上又回來 30%，截至 2006 年初，入侵總面積

維持在五萬公頃左右，疫區雖沒有向外擴散，但

內部的情況並沒有顯著改善，目前紅火蟻整體防

治率則已有 80%。

過往防治成效不彰的另一個因素是：政府單

位分工缺乏效率，由於政府防治的系統，在中央

是由各部會就轄下單位負責，並由農委會防檢局

負責統籌，地方政府負責第一線的灑藥工作，紅

火蟻防治中心則扮演資源和技術彙整的平台、負

責民眾宣導、疫區紅火蟻密度的監測、偵測是否

向外擴散，縣市政府只負責農地滅蟻，而紅火蟻

佔領的地區不只有農地，還會跑到工業區、軍事

用地、校園、鐵公路、公園及馬路分隔島等地；

目前的分工方式導致「紅火蟻每飛過一個地區，

就換了滅火的單位！」這些地方分屬經濟部、國

防部、教育部、交通部、環保署主管，地方政府

根本管不到，致使防治效率大打折扣，紅火蟻中

心雖已建立起一個通報系統，可以即時發現即時

處理，但是終究處於被動狀態，若要發揮主動攻

勢，仍需要長期和全面的監控。

2011 年 2 月 25 日 Science《科學》期刊展現

研究成果

紅火蟻拉丁文種名 invicta 是「無敵」的意思，

一隻紅火蟻后一天最多可以產 5000 顆卵，5 年便

可產 900 多萬顆，不論如何噴灑各種農藥、水淹、

火燒，蟻后永遠被工蟻保護得很好，難以消滅，

紅火蟻於 1930 年代初期入侵美國後，迅速擴散至

東南方 17 州，二十世紀末，加州、墨西哥等地區

也無一倖免，總感染面積高達 2 億公頃，每年導

致將近 80 億美元的損失；火蟻於 21 世紀初，橫

跨太平洋，更入侵至澳洲及紐西蘭，此後僅僅數

年間，臺灣、香港、澳門以及中國也相繼淪陷，

紅火蟻對人類和環境危害甚大，在這些感染區域

內，無論在生態、農業經濟及民眾生命等皆受到

嚴重衝擊，各國無不想盡辦法消滅火蟻。

為瞭解臺灣火蟻族群之來源，該系有幸

於五年前參與美國農業部火蟻研究中心學者

Dr.Shoemaker 全球火蟻入侵途徑計畫，與美國、

澳洲的跨國團隊合作。而且該研究室博士生楊景

程於 2008 年接受國科會千里馬計畫補助，前往

該中心進行相關研究並撰寫本論文。成果於 2011 
年 2 月刊登於《科學》（Science) 期刊及《美國

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

石教授表示：該篇論文中的兩大突破是：找

出兩種很重要的方法，判別紅火蟻入侵來源的依

據，包括粒線體 DNA 及微衛星 DNA，解析臺灣各

火蟻族群間的遺傳變異、分子生態及遺傳的結構

去判別分析各國 ( 臺灣、大陸、澳洲、美國 ) 的紅

火蟻有何不同，藉此找出入侵源，結果發現，不

管是臺灣、大陸、還是澳洲的紅火蟻，全都是從

美國入侵的；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紅火蟻有橋頭

堡效應，這是入侵物種很重要的一個模式，1930

利用誘餌誘集火蟻情形

火蟻巢內工蟻照顧幼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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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謙君子，溫潤如玉是吳教授的個性，博學

多聞、治學嚴謹是吳教授的為學態度，從事昆蟲

研究多年，堪稱是臺灣昆蟲界的翹楚，今年 2 月

研究團隊的研究論文榮登「科學」期刊，各大媒

體競相報導，且聽吳老師如何談他的研究歷程與

建言…

我們都知道老師的研究團隊，一篇紅火蟻入侵

全球大破解的研究論文，榮登最新一期的「科

學期刊」，各大媒體競相報導，想請問當初研

究紅火蟻的動機為何？

入侵紅火蟻 (Solenopsis invicta) 被列為世界

百大入侵物種之一，自 1930 年代由南美洲入侵美

國後，其強烈攻擊性嚴重衝擊美國南方各州之生

態、農業以及公共衛生，每年約造成 60 億美金的

損失。2003 年 9 月，新聞報導桃園縣農民遭螞蟻

叮咬而差點洗腎的新聞，當時雖未捉到「真兇」，

已有學者懷疑是紅火蟻肇禍，後經本研究室林宗

岐博士等人現場勘查及鑑定標本，一個月後，入

侵紅火蟻被證實入侵我國；透過媒體報導以及實

際受害案例層出不窮，造成社會恐慌及民眾對於

消滅火蟻的期盼，如何成功防治入侵紅火蟻因此

備受矚目，幸好有美國經驗做為臺灣火蟻防治的

借鏡，美國農部當時無法有效控制火蟻而造成今

專訪昆蟲學界泰斗 吳文哲教授

日疫情蔓延的主因即為不瞭解火蟻的生物學，因

此當我們研擬火蟻防治策略時，基礎生物學的研

究即為重點方向之一。

其中一個研究關鍵點在於，即使具備有效滅

蟻方式後，若入侵管道未進行圍堵，則整體防治

工作也將因再入侵 (re-invasion) 而前功盡棄，因

此，指出火蟻最有可能之入侵來源或其擴散途徑

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之一，唯目前相關研究文獻

因普遍缺乏足夠資訊或解析力，造成火蟻入侵來

源流於臆測或謠傳，因而失去實際應用效力；因

昆蟲學系吳文哲教授

年代初期從南美洲入侵到美國定居 70 年，從南美

洲的單蟻后為主的族群演變成美國的多蟻后族群，

因此紅火蟻拓展能力及速度倍增。

除了本篇期刊外，該研究團隊正在進行的議

題研究尚有：抗濕性餌劑的研發，目前申請專利

中、紅火蟻監測技術的研發、本土可以對抗外來

紅火蟻的潛在天敵開發等。

給臺大同學一些勉勵的話

其實臺大學生的素質、潛力一向不容置疑，

但同學在初進研究室時，難免懷抱理想較多，有

時為配合研究室的方向，可能需選擇自己沒有興

趣的題目做研究，當期望落差，難免態度消極，

從事研究工作，重點不在研究什麼主題，更重要

的是：學習研究的方法、態度與精神，一旦把這

些技術內化成自己的能力後，再從事任何研究工

作就都能駕輕就熟，所以藉此機會，我要期勉臺

大的同學，學習過程一定要有入寶山的精神，放

空自己形同海綿，努力汲取新知，成就屬於自己

的人生，為學之路是辛苦的，但只要您有興趣就

能甘之如飴，願與同學共勉之。( 採訪 / 農業陳列

館 / 曾世昌、劉薰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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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解決上述限制因子，我們一方面逐步建立

臺灣、中國以及澳洲火蟻族群的相關資料庫，並

透過與美國農部火蟻實驗室、澳洲生物安全署以

及佛羅里達大學跨國合作方式共同重建火蟻於全

球的入侵拓殖歷史，不只對於臺灣防治火蟻有顯

著貢獻，也希望此項成果能夠成為世界上其他可

能遭受火蟻入侵國家之研究典範。

臺灣另有一種已入侵三十餘年的熱帶火蟻 (S. 
geminata)，亦因紅火蟻的入侵而受到關注，事實

上，熱帶火蟻無論在攻擊性、棲地競爭力或對人

體健康方面的威脅性，均不會小於入侵的紅火蟻，

熱帶火蟻被視為美國本土螞蟻，至今已擴散至世

界各地，其在入侵地均對當地居民與生態環境造

成衝擊，臺灣中南部是目前熱帶火蟻主要分佈區

域，於田間、街道與園圃等地皆可見其蹤跡，因

此，熱帶火蟻也成為我們的研究對象之一。

榮登《Science》期刊這篇論文中，老師覺得

最大的突破或貢獻是什麼？

本篇論文主要突破及貢獻包括：1) 為當前唯

一且使用最多遺傳標記 (genetic markers) 還原入

侵種 ( 或非模式生物物種 ) 於全球入侵歷史及途徑

的研究。2) 現今所有火蟻入侵地之來源族群皆為

美國，而非源自南美原產地，指出火蟻全球入侵

成功之關鍵因素可能與「橋頭堡效應 (bridgehead 
effect)」及「人為運輸」相關。3) 本研究不僅建立

了火蟻擴散模式理論，並提供全球火蟻遺傳資料

庫，可實際應用於新入侵國家快速指認火蟻來源

族群，並針對此途徑實施緊急檢疫措施。

據說火蟻在美國已蔓延到 17 個州超過 2 億公

畝的土地，每年造成約 60 億美元以上的經濟

損失，臺灣紅火蟻從 2003 年入侵桃園、嘉義

農地開始，引發農政當局重視，有關火蟻的防

治，老師有沒有什麼建議？

紅火蟻為我國撲滅入侵種歷史上首度遭遇之

社會性昆蟲，發現之初期媒體競相報導，一時人

心惶惶，農委會乃於 2004 年 11 月在本校成立「國

家紅火蟻防治中心」，扮演紅火蟻防治工作統整

與技術指導角色，昆蟲系多位老師先後擔任本中

心的主任及執行長職務，協助政府推動防治工作，

在政府行政體系上，火蟻的防治採取各部會權責

分工，並由中央督導地方執行，時至今日，紅火

蟻疫情雖受到控制致未急遽擴大，但考量目前防

治效率及經費有限情況，現階段建議以圍堵使其

不超越新竹北部鄉鎮為主。

不過若細究火蟻自然擴散方式，蟻后婚飛後

擴散距離高達數公里之遠，因而成為圍堵策略實

行上的困難，因此美國農部近來所提出之區域防

治概念 (area-wide control)，於疫區中心撒佈餌

劑，同時針對外圍族群施用生物防治 ( 感染天敵微

生物或接種寄生生物 )，當外圍蟻巢之擴散能力因

天敵控制而削弱，再入侵至防治後的中心區域可

能性就會大大的降低；另外為因應感染區塊過大，

防治速率不及擴散速率之情況發生，也可考慮加

強臺灣本土螞蟻族群於火蟻餌劑防治區的建立，

利用生物抗性 (biotic resistance) 的原理，延長防

治區域之 fire ant-free 時效，以爭取更多防治其他

感染區域的時間。

對於政策上的推動，未來防治工作建議政府

應成立專責單位，編列足夠經費，才能順利推動

撲滅工作，此外臺灣目前已發現許多遠離主要火

蟻族群的單點入侵，推測這些小族群可能都是遭

受火蟻感染的植栽與土方移動而來，導致火蟻擴

散速度甚至比想像中還要快，因此針對易於攜帶

火蟻的介質 ( 植栽與土方移動 ) 應加以嚴格管制，

才能有機會成功圍堵臺灣火蟻族群。

在獲得這麼大的殊榮後，有關於紅火蟻的研究

方面，後續貴研究室的團隊，還會做哪些議題

的研究？

我們在 Science 這篇文章揭開入侵紅火蟻的

全球入侵歷史及途徑，未來的研究主題可以針對

火蟻入侵成功原因深入加以探討。此外，因應臺

灣獨特之氣候地形條件，另一重點研究項目為防

治方法之改進，例如研發抗濕性餌劑，以減低台

灣潮濕氣候對現行餌劑之負面衝擊；而火蟻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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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螞蟻相之動態關係，不僅能有助於瞭解火蟻對

於臺灣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程度，也能進一步指出

能與火蟻競爭之螞蟻物種，成為有效防堵火蟻的

媒介，上述議題，石正人教授研究室皆已在進行

研究之中，相信陸續會有更好的成果發表。

本研究室過去也針對熱帶火蟻有些研究成果，

包括臺灣環境因子對熱帶火蟻毒液生成之影響，

以及其毒液對農業害蟲的毒殺作用等，然而有關

熱帶火蟻的生態學及族群遺傳學等相關研究仍顯

不足，因此，未來將與我以前的博士生賴麗娟博

士合作研究，建立熱帶火蟻更完整的化學生態學、

族群遺傳學，以及熱帶火蟻與本土螞蟻種間競爭

機制之探討等相關研究資料。

除了火蟻的議題外，從事研究工作這麼多年，

老師一定還有很多滿意的成果，可以談談有哪

些重要的突破嗎？

火蟻為近年的研究課題，我另一持續約 20 年

的研究為貓蚤的生物學，貓蚤在家屋環境為害人

畜和寵物，具醫學重要性，研究項目包括季節消

長、生殖生態、交配行為、在貓體之分布及清潔

效率、幼蟲同類相食、貓蚤簇蟲生活史及與宿主

的交互關係、貓蚤攜帶與傳播立克次體病原等，

最新的一篇報告於本月刊登在美國昆蟲學會的

Journal of Medical Entomology，這篇文章調查

2006 年 12 月到 2007 年 12 月台北市的貓及狗身

上的貓蚤，檢測其攜帶人畜共通傳染病立克次體

病原Rickettsia felis  及Bartonella  spp. 的情形，

證實Rickettsia felis 已普遍存在於臺灣的貓蚤族

群，及貓蚤在宿主間傳播Bartonella 的角色，值

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的研究經費部分來自本院補

助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的計畫。

最後是不是可以請老師給想從事研究方面的同

學一些勉勵的話？

作研究 (research)，就是不斷重複 (re) 的去

尋找 (search) 知識，支持走研究這條漫漫長路的

最大動力，除了對主題的興趣外，就是那份求知

的慾望，從事研究是一條孤獨、挑戰耐心的路途，

A

B

D

C

熱帶火蟻毒液之收集及化學分析。 圖 A，火蟻腹部的螫針與其受

刺激所釋出的毒液；圖 B，利用毛細管收集毒液；圖 C，以毛細

管收集毒液後經 GC-MS 分析所得的毒液生物鹼圖譜；圖 D，另以

正己烷浸泡 25 隻火蟻所萃取出的毒液生物鹼結果，此圖顯示浸

泡方式另可獲得火蟻表皮碳氫化合物 (11 min 處)。

上圖：貓蚤交配時雄蚤位於雌蚤下方(左圖)，除以把握器固定雌

蚤尾端外，還會以前足及中足的爪抓住雌蚤的中足，也會以觸角

內側的吸盤 (右圖) 扣抱住雌蚤腹板。

下圖：貓蚤的交配時間平均長達 45 分鐘，以第一次交配時間最

長，第二次交配次之。

途中可能荊棘密佈，可能無路好走，當然有時會

在某個角落靈光一閃，遇到一朵小花，那種驚喜

可以讓你忘卻研究的困頓，我沒什麼好勉勵同學

的話，只是想告訴同學研究的樂趣，在於發現大

自然奧秘的當下，很微小卻又很巨大的喜悅，這

種奧妙的喜悅等著同學來發覺。( 採訪 / 農業陳列

館 / 曾世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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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斐章教授榮獲 99 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殊榮，成為本校傑出研究的代表人才。張教授

1984 年畢業於本校農工所後，前往美國普度大

學土木所攻讀博士學位，歷任本校副教授、教授

兼主任，農業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現為生工系教

授。專攻領域為水資源系統分析、生態水文、智

慧型控制理論、類神經網路等，已發表超過 130
篇論文刊登於頂尖 SCI 期刊及國內著名期刊，著

有「類神經網路理論與實務 (2003)、類神經網路

導論 (2010)」等專書。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前，

亦曾榮獲經濟部水利事業貢獻獎 (2010)、臺大

教學優良獎、曹公農業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傑出

表現及特殊貢獻獎 (2008)、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助

(2005~2007)、臺灣農業工程學會學術獎、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協助水利事業有功人員等。

感謝張教授不吝分享對於其學術生涯與人生

目標的心得與感想，希望能提供院內同仁及同學

一些參考。

張老師自 1988 年由美返臺任教後，二十

幾年來的教學研究成果及其研究團隊的表現真

是可圈可點，能不能請老師談談這些年來從事

教學及研究的心路歷程

很幸運今年得到這個殊榮。臺大具有非常好

的教學與研究環境，能夠回到臺大服務，真是非

常幸運的事情。在這二十幾年來，有機會能夠跟

師長及我的學生針對水文、水資源、人工智慧等

進行教學及研究工作、持續的努力從而開花結果，

真令人雀躍高興。我主要做的研究是針對「水資

源」的問題，從如何掌握水文的不確定性、到如

何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對水資源做最佳的經營管理

方式。人工智慧是一個非常神奇且重要的工具，

有助於科學的發展。水文現象雖然很複雜，但研

究水文現象卻非常有趣，因為人類離不開水，水

是生命的起源亦是農業發展的根基，因此掌握水

文現象、有效經營管理水資源，對人類、國家社

由人工智慧理論研究 找到學術成就與生態環境實用價值

專訪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張斐章教授

會及農業產業都非常重要。

臺大的學生都非常聰明，自我期許也很高，

他們能夠針對這個議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互相切

磋，從而找到新穎可行的解決方法。很高興透過

教學研究，我能夠將經驗與知識傳授給他們、啟

發他們，同時也能從他們身上得到回饋與創新，

在這樣不斷的研究、回饋與教學相長的過程中，

讓我們得到成長。

張教授是現任臺灣水文資訊學會理事長，

同時也是 SCI 頂尖水文期刊”Journal of 

Hydrology “的副主編，二十幾年來一直致力

於水文及水資源之研究、發展智慧型控制理

論，在水土資源的實用價值上已顯現具體之成

效，能不能請老師簡述一下這些年來重要的產

學研究過程及成果

二十幾年來的研究過程，除了得到國科會不

間斷的支持外，感謝水利署提供資料與研究經費。

我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應用人工智慧（類神經網路、

模糊理論、遺傳演算法等），發展智慧型控制理

論，這些理論在水資源領域是新穎的方法。在我

攻讀博士時，智慧型控制理論應用於水資源研究

還不成熟，但經由我的學生在臺大相關系所修課

與研讀人工智慧相關理論，同時透過不斷地演練

與討論，找到了適切的方法可以將此一新穎科技

張教授生活照( 後為宜蘭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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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水資源的管理與水土資料之分析，諸如水

庫最佳化操作、衛星及雷達影像資料分類、降雨

逕流預測、土石流預警與生態環境等。在這個研

究過程中，我們不斷研討並提出新的想法，新的

發現與成果也陸續得到同好的肯定，且持續將成

果發表在水資源領域中最頂尖的期刊並不斷被引

用。現在有機會也更有實力參與國際的事務，包

括國際研討會的籌劃、召集，乃至於一些國際期

刊的編審，能得到這些肯定與服務的機會是非常

榮幸，當然也提升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我想這個

成績一方面除了是政府提供很好的資源，另一方

面也是因為我們的學校、同學不斷地努力，才能

讓研究成果在國際上跟大家分享。

至於臺灣水文資訊學會的成立是想將畢業學

生結合起來，大家可定期在工作、知識及生活上

做一些分享而成立的一個平台，透過這個平台的

資訊交流，相信對後進的學弟妹們有所幫助外，

對於大家的研究工作也有幫助。

張教授在 2005 ～ 2007 年，曾獲得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助，且於 2007 ～ 2009 年連續三年獲得

臺大教學優良獎，顯見老師的學術地位深獲學

界肯定，能否請老師談一談這次獲得 2010 年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的得獎感言

今年總算得到國科會正式的肯定，上一次是

2005 年，那一年國科會沒有傑出獎 ( 狀 )，但有相

當於傑出的獎助金。這一次能夠獲得傑出獎，覺

得非常幸運，因為有很多的同好也都表現傑出卻

未獲獎。國科會的政策會影響到大家的努力方向，

生物處評審有客觀公正的制度，但生物處有醫、

農兩個大領域，而農學領域每年大概只有一到二

個獲獎名額，相較於醫學領域，我們能夠得獎的

算少數，因為我們的影響度 (impact factor) 比較

低，較吃虧，不過很多同仁還是孜孜不倦，自我

提升，讓人感佩。我覺得對於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要自我肯定，努力精進並堅持下去，也期待國科

會考量不同領域的差異並給予鼓勵與肯定。

張教授與學生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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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獎，覺得很開心，這對後續的研究工作

有重大的意義與正面的協助，我要感謝國科會的

支持與肯定，讓我可以專心在研究路上不斷地力

求精進，進而得到這個殊榮。感謝這一路走來許

多前輩的提攜與本研究團隊成員長期的辛勤付出

與貢獻，感謝臺灣大學提供良好的的研究環境及

家人與好友的鼓勵與支持。

近年來有關水文防災觀念及如何整合水文與氣

象方面的資訊，已變成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議

題。能否請老師告訴我們未來在水文防災上一

些可施行的發展方向

利用人工智慧的相關理論應用在水文與氣象

資料的分析上，這些年來有很大的進步，現在的

資料在觀測技術上很多元，大量資料 ( 包括衛星、

雷達、雨量與流量 ) 都可以即時的傳回控制中心，

而將這些資料利用人工智慧相關技術做分析演練

後，對於防災有非常大的幫助。例如對整個集水

區在未來幾個小時的雨量資料，乃至於從雨量轉

換成流量，都可以達到較精確且即時的分析，這

對於水文不確定性分析及水庫入流量，甚至於下

游洪水位等，利用類神經網路後，都可以有較精

確的掌握；也由於提升對降雨量的預測，對土石

流的監測與預警具有非常大的幫助，尤其是在集

水區與山坡上水情的掌握；對於水庫的經營來說，

因為能夠掌握進流量，你就不會慌張，不會隨意

放水，對減少下游危害、提升庫體安全性、水資

源的利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透過抽水站閘

門的開關，在都市排水會有一些幫助，且因為對

於水情的掌握，所以對農業的經營、後續的灌溉

乃至於當下的排水，也有很幫助。雖然我們系在

農學院來講算是比較支援的性質，不過我們的數

據、研究方法與成果對農業整個生產、生活來講

卻是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想請問老師有沒有什麼建議、傳承或勉勵

要給生工系所的同學及新進同仁？

臺大這個環境教學研究很自由，是一個絕佳

的學習環境，同學進來臺大就好像進到一個寶藏，

自己要不斷地挖掘，而且可以從不同的系所、師

長、學長姐身上有系統的學習到許多東西。在人

生過程中，當學生是最幸運的，畢業後會有其他

的壓力與事務煩心，在學校這個比較單純的環境，

期待同學去做多方面的學習，大家都可以找到自

己有興趣的研究題材用心研習，好好發揮所長。

我從很多師長同仁身上看到努力的方向，看

到應該怎樣來規劃自己的職業及人生，我猜想後

進的同仁也用同樣的方式來觀察我們。我覺得要

珍惜大家在一起的緣份，如何透過自己與同仁互

相合作學習的過程，去呈現一個系所的發展是很

重要的。對於新進同仁，我覺得教學研究是一步

一腳印，如何與學生共同努力，藉由教學相長不

斷地精進茁壯，並能跟同仁互相合作，臺大提供

了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與發展機會。系所除了教

學研究之外，這個系所要怎麼運行，與大家的想

法有很大的關係，願意替系所服務的同仁應該給

他肯定與機會，而願意服務的同仁更應該珍惜這

個機會，跟系上同仁討論後，勇敢認真地去執行，

如果能夠在臺大這裡有一些行政工作也算是一種

歷練，對人生的想法會有諸多的成長，期待未來

有這個服務機會的同仁能夠把這個系上的研究環

境、教學環境經營好。

目前我致力於將人工智慧應用於水資源與生

態環境等議題，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學子們共同

參與、努力研習，期能有貢獻於社會國家，一起

為臺灣學術研究與生態環境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最後以老子贊水在道德經上所說『上善若水，水

善利萬物而不争；善包容而不驕，滋潤萬物，廣

濟天下；善克難而不懈，百折不回，水滴石穿』

和我的好友與學生共勉之。( 採訪 / 農業陳列館 /
黃昭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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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林老師接受本刊的專訪，一起與我們分

享其學術生涯與研究成果的心得與感想。走進井

然有序的研究室，就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溫馨感覺，

在訪談過程中，林老師眼神中始終散發著研究的

光采，語氣中更不時透露出對學術的熱情，或許

就是這種簡單的生活、樸實的態度、執著的研究

毅力及深厚的學術器識，才會不斷注入飽滿豐潤

的新能量。

恭喜林教授於 2010 年榮獲 99 年度國科會

傑出研究獎，在獲此獎項前，林老師亦曾榮獲

臺大教學優良獎 (2010)、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
美國科學學院 ) Student paper Award 學生論文

獎指導教授 (2010)、國科會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

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指導教授 (2008~2010)、臺大

學術研究成果優良期刊獎勵 (2007~2009)、國科

會甲種研究獎勵 (2001)、Map Asia poster Paper 
Award (2005) 等獎項。林教授研究及興趣領域為

集水區生態水文監測及模擬、土地與環境變遷、全

球變遷�土地利用模式、地景生態、人工濕地系統

動態模擬、空間分析與模擬、以及生態系統服務

等，所發表的期刊論文及研討會論文已超過百餘

篇，著有「集水區保育 (2000)、水資源經營管理

與災害防治，環境與生態 (2001)、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2004)」等專書與專章。

峰迴路轉的學術研究路：享受學術挑戰的樂趣

林教授 1989 年於本校農業工程學系取得學

士學位後，前往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土木環境工

程學系，先後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於 1995 年返

臺，歷任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副教授、教授、

現任本校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專任教授。林老

師回想起到美國唸書順利完成博士學位的過程，

他說：「當時參加所有的考試，包括博士班初試

(Preliminary)口試、博士班資格考試 (筆試�口試 )，
都是抱著『我只考一次，若考試沒過就回臺灣，

專訪99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得獎人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林裕彬教授

絕不考第二次』的決心。」也就是這種只考一次

的決心，讓考試都順利通過，很快就取得博士學

位。雖然當時在美國及臺灣都有找到職位，但林

老師最後決定回國投入學術工作，展開一個嶄新

的學習過程。

林老師於 1995 年 8 月返臺後即任教於中國文

化大學景觀學系，2005 年 8 月才回到臺大服務，

老師談起這十幾年來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的心路

歷程，他說臺大與文化大學不僅教學環境及學風

有很大的差異，學生的素質及學習能力上面也有

差異。先到文化教書再回到臺大，讓林老師有了

一層很深刻的體認，那就是在教學的過程裡面，

在臺大教到優秀且努力的學生機會非常多，在教

學上相對也很快樂及成就感，但林老師總是想如

何能激發其他有潛力的學生，正因為如此，林老

師的教學是不放棄任何學生，也使老師跟學生的

接觸、對學生的關心、與學生的互動等等都變得

更好、更緊密了。林老師開玩笑的說，如果當初

返臺後幸運地直接就回到臺大來教書，可能今天

就沒有這麼不一樣的體驗與認知了！

林教授自 2000 年迄今所主持的專題研究計畫

已超過 30 個，尤其自 2007 年起更積極參與「歐

盟研究暨科技發展架構計畫 (FP7) 之一」，足可

證明老師這十幾年來的研究已逐漸與國際學術研

究密切合作。但老師認為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兩

者是要並重的，教學上若有一定的質，後續才可

荷蘭自由大學教授(左)與林教授於荷蘭自由大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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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培養出好的研究人員，也才有後面好的研究成

果，當然研究成果就會跟著提升，因此他認為教

學必須與研究等同對待，不能有任何偏廢。同時，

林老師非常珍惜，非常感謝臺大給了他這麼好的

資源，包括優秀的學生，因此從 2008 年開始，就

積極鼓勵學生去申請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啟

發學生思考如何做研究，幾年來學生們也都得國

科會創作獎，林老師說此獎項與老師們的傑出研

究獎是類似的，老師雖然只拿到一個『指導有方』

的獎牌，但學生得獎就跟老師自己得獎一樣，兩

者的高興程度是一樣的，所以林老師每年都在期

待學生能夠得獎。

參與跨尺度生物多樣性的保育：略談近年來的

研究主軸

回到臺大已經 6 年了，林老師非常感謝院提

供相對的補助，給他一些起始的研究經費，以及

後續國科會所給的一些支持，這些都是讓林教授

能夠繼續朝自己期望與計畫方向前進的推動力。

林教授從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便投入區域

研究的環境與資源管理領域之研究，近年來主要

的具體成果與研究主軸包括兩大部分：

一、發展景觀生態水文與土地利用變遷模式

於規劃與管理

國際間結合景觀生態、土地利用與生態水文

於集水區規劃與管理為重要與新的研究方向，尤其

在自然與人為干擾頻繁的臺灣，此研究方向更是相

形重要，研究成果除可提供國土規劃及資源規劃

與管理參考依據外，成果更可成為國際間相關研

究參考與應用。在研究創新與具體成果及貢獻上，

林老師及研究團隊發展新的土地利用模式理論，每

年至少都會發表 1 ～ 2 篇論文於區域領域 Urban 
Studies 排名第一之國際期刊。同時林教授的研究

團隊更進一步發展以景觀生態、生態水文及優化

理論為輔之集水區土地利用優化模式「OLPSIM; 
Optimal Landscape Pattern Simulation」， 並 將

上述發展之模式應用於台灣之實際案例，並被同

一期刊接受與刊出。此外，林教授國科會之研究

計畫及成果也刊登於國際「Global Land Project」

(GLP) 2008 年 9 月通訊中。目前有關這一部分的

研究又加入生態系統服務的思維與模式發展，換

言之，就是把生態系統價值化，從 2005 年開始與

荷蘭阿姆斯特丹 VU 大學教授合作，除了共同發展

新的模式外，更進一步進行學術與教學的交流。

因此，林教授在 3 月下旬會代表生農院到荷蘭去

跟他們談院級及系級的國際交流的可行性。

二、發展多尺度層級分析與模擬於環境資源

規劃與管理

林教授於此研究主題上，主要是應用及發展

多尺度分析與模擬理論與方法結合優化理論，於

多尺度生態環境資源空間監測的優化、多尺度生

態環境變數空間分佈特性估計與模擬等，結果皆

可提供決策者更正確資訊之依據，因而此研究方

向更一直為國際間相關研究之重要方向。在研究

創新與具體成果及貢獻上，林老師與研究團隊分

別將發展多尺度分析與模擬，以即多尺度優化生

態環境資源監測於臺灣之實際案例，且成果分別

於發表於國際知名且排名領先之期刊，其中 2008
發表在 Geography-Physical 領域排名第一之 SCI
期刊「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此篇

為臺灣作者在此期刊刊登的第二篇 )。綜合而言，

此研究主題及成果為國外極欲發展之研究重點。

目前歐盟有此項相關跨 26 個單位的 FP7 的大型計

畫 (SCALES) 正在進行，林教授積極參與了 FP7
架構下的計畫之一，計畫名稱為「跨行政邊界、

時空、生態尺度之生物多樣性保育」(Securing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across administrative 
levels, spatial, temporal and ecological scales, 
SCALES)，其計畫之目的為於政策制定面結合尺

度的概念，以保育生物多樣性為最終目標，並針

對跨尺度之生物多樣性保育發展出合適的評估工

具及政策走向，藉由結果廣泛地宣導，共同為保

育生物多樣性盡一份心力。計畫內容的主要面向

包含下列六點：

1. 社經推力導致之環境壓力

2. 尺度相依之衝擊分析

3. 生尺度與降尺度之方法

4. 政策相關之效能與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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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育歐洲生物多樣性之有效方法與政策整合

6. 整合工具以網路為平台協助跨尺度之永續保育

林教授已取得該計畫主持人正面回應，正

與該計畫成員進行合作內容的討論，將應用此部

分成果與該計畫團隊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目前

SCALES 這個計劃的網頁已經把臺灣大學 (NTU)
列為 Associate Partner，及正式認可臺大團隊。

SCALES 這個計劃是歐盟官方的一個正式計劃，

林教授將在四月份會去歐洲參與該計畫年度成果

討論會，已爭取歐盟官方認可。

深耕力耘、堅持到底：榮獲傑出研究獎的感想

林教授的研究可以獲得大家肯定的原因，除

了他將研究成果都發表在相關領域上排名比較前

面的期刊外，另一方面，林教授以其專長，在區

域學門裡面的環境與資源管理領域中不斷研究、

耕耘與進行，逐年都會把國科會申請的計劃成果

慢慢累積，最後獲得國科會及學術界前輩們肯定。

林老師說很榮幸能得此獎項，此獎項是鼓勵

也是動力，將會更積極努力回饋社會國家，展開

新一階段的研究及教學。此外，林老師非常感謝

國科會長期以來提供經費資助研究工作，使他的

研究得以依照既定目標順利進行，同時也感謝研

究室所有一起努力的學生與研究夥伴們，更感謝

學術界前輩的提攜與肯定。當然臺灣大學提供了

良好的研究環境，以及學校和系上同仁們於研究

與教學上相互勉勵也是一種進步的動力。

經驗分享、面向延伸：淺談個人學術服務工作

林教授不但非常重視教學跟研究工作，在

學術服務這方面也投入很大的心力。林老師認為

在學術研究的歷程中，研究計畫書與期刊論文等

的撰寫相當重要，前者能幫研究學者找到支持研

究的經費，而後者將研究成果呈現給國內外相關

研究者觀摩與參考，進而獲得意見與回饋，做為

後續研究之方向與延伸。因此，兩者在研究的歷

程中相當重要，到目前為止林教授都還非常努

力學習，以求研究能量及品質能日益精進。林教

授目前分別擔任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 國 際 SCI 期 刊 ) 副 主 編、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 (SCI 期刊 ) 總執行編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CI 期刊 ) 客座編輯、30 多本

國外期刊論文審查工作，因此更有機會以期刊編

輯、論文審查者，以及作者角度看待期刊論文的

撰寫與投稿。因此，在服務中林教授也同時學習，

獲得不少寶貴的論文撰寫經驗，當然每天也花費

相當多的時間在編輯工作。在此林老師認為在非

英語系國家臺灣，英文論文撰寫更是不容易，他

的經驗與建議是多看相關論文，且落實評析每篇

論文，並爭取撰寫論文的機會，以及不斷的練習，

這都是對撰寫英文論文有很大助益。

展望未來、樂觀積極：對同仁及同學的建議

林老師回想從學士到博士學位的取得，他認

為平時紮實的訓練與學習相當重要，尤其是喬治

亞理工學院對於修課學生的嚴格要求，指導教授

Rouhani 博士的教導、以及繁重的課業，這些日

後對於林老師在處理教學與研究上，遇到任何要

求與壓力的處理，都有很大的助益。林老師說當

他博士學位取得後，指導教授便告知他：「取得

博士後，一切才是你獨立的開始。」林老師鼓勵

同學一定要踏實的學習，養成自己獨立思考的能

力。現在能承受訓練與壓力越大，將來自己獨立

時就可承擔更大的壓力，故對自己嚴格的要求對

未來是很有幫助的。林老師也特別要感謝大學時

的專題教授易任教授，他是位非常和藹且照顧學

生的學者，易教授常在他窗明几淨的辦公室悉心

引導學生進入專題研究的核心，也就是在經歷那

樣的過程，讓林老師覺得研究是一件有趣的事，

也啟發了林老師對研究的興趣。因此，林教授鼓

勵同學能早一點參與教授的研究，去接受與瞭解

的研究該有的訓練與要求。

林教授提供上述個人經歷與教學研究經驗，

希望對剛進入學術領域的年輕老師及同學有所助

益，他非常歡迎更多研究同好一起相互討論與扶

持，更希望學術界的前輩們繼續的指導與照顧。

由此次專訪的對談，似乎顯示林老師將會更加努

力不懈地提升學術研究品質，追求更豐碩成果。

( 採訪 / 農業陳列館 / 黃昭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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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參與舉辦2010臺北花卉博覽會

2010 臺北花卉博覽會是臺灣有史以來舉辦最大型的國際博覽會，展示我國的國力與軟實力，特別是

我國農業與園藝花卉產業的蓬勃進步，本院園藝學系也積極參與臺北花博的展出，分別由系主任林晏州教

授主持「景觀效益調查與評估暨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許輔教授主持「先進園藝科學技術暨古今庭園

電腦模擬展示」兩項專案；雖然參展的經費非常非常拮据，但是園藝系師生仍然處處展現創意，宣示臺灣

大學在花博會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並未缺席，其中後者實際參與於展場展出「花博士科學教室」與「古今

庭園模擬」兩處展示。

「花博士科學教室」展示位於圓山公園爭艷館，共規劃臺灣園藝作物相關產期調節技術、分子生物技

術、園藝生理技術等 10種主題分期展出，主要介紹我國與花卉及園藝相關的科學技術；在花卉生理、栽培、

生產上的應用，透過資料整理與材料蒐集，運用先進科技背景與現代化技術，製作園藝展示之教育材料，

展示我國園藝與花卉技術之先進科技成果，展現本土特色並寓有教育及宣導意義，此外，特別感謝徐源泰

教授、張育森教授、王自存教授、葉信宏教授之團隊，為此費心設計各主題與製作展示實物。

花博士科學教室各主題與展示簡介如下： 
1 ﹑【五光十色】：新科技節能光源—發光二極體 (LED) 可否取代傳統燈源應用於農業生產呢 ? 
2 ﹑【神奇眼鏡】：利用特殊先進眼鏡，透視植物生育況狀。

3 ﹑【螢光番茄】：您是否曾經想像踏入電影阿凡達中那片醉人的螢光森林？

4 ﹑【長鮮不老】：本主題展示切花經保鮮處理後，可以使花朵開放持久、顏色鮮艷；葉子保持翠綠，延   
        長觀賞壽命，增進觀賞價值。

5 ﹑【花開月月色繽紛】：發現改變開花季節的秘密 ...
6 ﹑【如何維持「花久美」】：植物荷爾蒙於花卉生長調節之應用。

7 ﹑【您喝的花茶安全嗎 ?】：第一次在臺灣展出有身分證的花茶。

8 ﹑【花卉影像科學】：植物口渴看得見 ~ 紅外線熱影像觀察。

9 ﹑【『霍』真價『石』不『斛』塗】：利用分子生物技術於觀賞與藥用石斛中，可建立出快速且精確鑑  
        別石斛品種之方法。

10 ﹑【攀親帶故】：介紹以先進 DNA 分子序列畫出臺灣特有種植物的演化樹。

 詳情請參考花博士科學教室活動資訊網站：http://www.2010expodome.com/exhibit_a.asp?i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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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博士科學教室展場靜態展示區
花博士科學教室展場之左側為靜態展示區，

以液晶螢幕分主題依序循環播放 10 主題動畫檔，

吸引參觀民眾的注意力，營造靜態展示有趣的內

容；右側為實體展區，依據每一個主題特色展示

花卉植物，並配合數位設備輔以複合性平台呈現

實體展示，提供不同檔期單一主題深度介紹。

「長鮮不老講座」發表會
花博士科學教室於 2011 年 1 月 8 日舉辦「長

鮮不老講座」發表會，由園藝系王自存副教授主

講，詳細介紹切花衰老的原因，如何延長花卉衰

老，促進切花花朵綻放之技術，以及民眾如何在

家中簡易操作的秘訣，在場座無虛席，受到熱烈

歡迎。

「長鮮不老」主題實體展示
王自存教授結合三十年來於切花採後生理的

研究成果，整合維持微管束運輸、植物荷爾蒙調

控、預措、養分供應、抑菌、乙烯受體拮抗劑、

抑制老化之多重保鮮處理技術，可超水準地讓各

種花卉朵朵綻放，美不勝收令人驚艷，並於「長

鮮不老」主題實體展示。

講座結束後，園藝系工作團隊與爭豔館人氣最佳的花博士玩偶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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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庭園模擬」
「古今庭園模擬」展場位於新生公園之花茶

殿展區，本身就是具有臺灣古典建築氣息的庭園 -
林安泰古厝，建築物本身古樸的氛圍讓民眾於參

訪虛擬園林時更有身歷其境之感，但也增加了臺

大團隊在佈展施工上之困難度，因此展場以特殊

的工法建造，包括冷氣的裝設，完全不使用破壞

性的固定設施，以保全古蹟的完整性。

花博士科學教室同時提供網站服務
花博士科學教室同時提供網站服務 ( 網址

http://140.112.89.41 )，內容主要介紹花博士科學

教室 10 主題內容與科學背景，並將展場記錄依序

製作成記錄短片。

「古今庭園模擬」展示
「古今庭園模擬」展示位於新生公園區花茶

殿展館內（林安泰古厝書房），由園藝系鄭佳昆

教授帶領臺灣大學團隊負責執行，園藝學系之景

觀學群一直以來投入於園林景觀歷史之教學與研

究，本計畫便為此一成果之具體呈現；本計畫以

詳實的園林史料結合臺灣馳名國際的電腦動畫技

術，對花博之遊客介紹臺灣與西方國家具代表性

之園林景觀，利用電腦動畫的模擬，呈現園林於

不同時期之面貌，遊客可以不同的角度來觀看園

林，對景觀園林有更深入的瞭解。

現有的相關史料多著重於臺灣本土建築之記

錄，對於戶外園林之整理記錄並不多見，因此增

加本計畫執行上之難度，本計畫於大量的各式資

料中重新整理出臺灣本土的園林發展，並標訂出

六十餘座日據時代以前臺灣園林之地點、狀況，

並選擇具代表性之園林予以展示介紹；而配合花

博的國際展覽性質，本計畫也整理東西方之園林

發展歷史，以動畫方式進行介紹，同時也選擇一

座西方園林進行動畫模擬，簡介主要介紹的著名

造園景觀庭園有臺北賓館、臺北板橋林家花園、

臺中公園、義大利千泉宮，也重現歷經臺灣 921
大地震後隨即消失不見的臺中霧峰林家萊園之原

始風貌。

18



優 勢 聚 焦

生農學院 2011 No.12

展區內之動態庭園林展示區
展區內之動態庭園林展示區主要展示霧峰林

家萊園，採用 3D 電腦模擬技術來重現歷經 921 地

震後已不復見的霧峰林家萊園原始風貌，並透過

最先進的電腦模擬技術，讓使用者可以自行控制

方向及速度來遊園，如同身歷其境一般，在遊園

之同時，程式也會在特定地區出現說明介紹園林

各點之歷史特色與發展，讓遊客對臺灣之傳統園

林有更深入的瞭解。    

展區內之靜態庭園展示區
展區內之靜態庭園展示區主為展示四個著名

庭園，分別為臺北賓館、臺中公園、臺北板橋林

家花園、義大利千泉宮，採用 3D flash 電腦模擬

技術將各庭園造景及其歷史逐一呈現，令參觀民

眾能在遊覽花博的同時也能欣賞各地的著名庭園；

而展示的介面以觸控之方式呈現，遊客得以自由

點選欲前往之園林，並可以針對各園林自由放大

仔細檢視觀賞，所有之解說內容均由專業錄音室

進行中英文配音解說，讓不同年齡層之遊客都可

無需閱讀文字而瞭解內容。

展區內之園林史介紹區
展區內之園林史介紹區為介紹造園歷史的發

展演變，以 Flash 動畫之方式介紹東西方之園林發

展及特色，另特別介紹臺灣的造園歷史。

3D flash 靜態模擬展示臺北賓館主建物

19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優 勢 聚 焦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訊 1 2期 2011春季

Bulletin No.12, Spring 2011

《綠色力量生生不息：打造綠色城市國際研討會》

《2011綠色城市與花卉產業國際研討會》

因應氣候變遷，全球皆興起打造綠色城市的

行動，這是全球都市所應負起的環境責任，為響

應綠色城市運動，臺北市政府協同荷蘭貿易暨投

資辦事處於 2010 年 11 月 7、8 日臺北國際花卉博

覽會期間，於臺大集思會議中心舉辦「綠色力量

生生不息：打造綠色城市國際研討會」，會中邀

請國外專家、城市代表介紹國際城市的綠地營造

政策與實例、並邀集產官學界專家共同探討如何

打造一個健康、美好的綠色城市。

打造綠色城市已是時勢所趨，而綠色城市的

實現需要應用花卉與景觀植物，臺灣的花卉產業

具雄厚的實力和潛力，為推動綠色城市並結合花

卉產業之發展，園藝學系於 2011 年 1 月 22、23
日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期間，舉辦「綠色城市與

花卉產業國際研討會」，會中特別邀請「國際園

藝生產者協會」主席Dr. Faber等國內外學者專家，

介紹綠色城市與景觀植物的效益及花卉產業的現

況與未來展望，並邀集產官學界專家共同探討如

何結合綠色城市與花卉產業。

園藝學系於 2010 國際花卉博覽會之未來館展

示新品種「一葉蘭」及「粗肋草」，展現臺灣花

卉育種研究成果，一葉蘭新品種乃山地實驗農場

綠色力量生生不息：打造綠色城市國際研討會

2011綠色城市與花卉產業國際研討會

園藝學系辦理花博綠色城市國際研討會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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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的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除了展示臺灣在花卉園藝技術上的成果之外，亦委託本院園藝學系

以學界力量提高活動內涵，除了幾項針對花博效益評估的研究案之外，並透過一系列綠色城市國際研討會

的舉辦，企圖活絡相關專業，包括產官學界在綠色城市相關議題的參與及討論以及開展國際視野；同時也

推廣實務栽培技術，提升花卉及綠色產業，並且凸顯國際博覽會所具有的社會功能，提升社會大眾的知識、

想像與利用。

本系列國際研討會共有三場，分別為《綠色力量生生不息：打造綠色城市國際研討會》於 2010 年 11
月 7-8 日假本校集思會議中心舉行，《綠色城市與花卉產業國際研討會》於 2011 年 1 月 22-23 日假本校

應用力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以及最後一場《健康生活：綠地休閒與園藝治療國際研討會》於 2011 年 3
月 5-6 日假本校應用力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栽培研發長達 30 餘年之成果，屬於臺灣特有的原

生品種，其姿態優雅，兼具蘭花及球根花卉的特

性，花色變化豐富，素有臺灣鬱金香的美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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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綠地休閒與園藝治療國際研討會》

本場研討會目的在於提出在綠色城市的願景

中，除了實質空間的建設再造，另一方面便是需

要提倡市民的綠色生活，增加民眾與自然相處的

機會，讓自然元素與綠地空間發揮其抒解生活壓

力、恢復被消耗的心理認知機制以及促進整體健

康與福祉的功能，綠地休閒及園藝治療活動是國

際上廣泛推動的綠色活動，也是現代都市生活環

境中推廣價值相當高的，本研討會欲透過國際間

成功操作案例交流以及研究成果討論，來提升國

內相關研究及實務工作能力，在「綠地休閒與園

藝治療」的主議題之下規劃三個子題 :
一、健康生活的綠活城市實踐：探討在現代

都市壓力生活中，綠地空間所能創造的休閒機會，

以及對市民的健康正面影響，同時展現園藝治療

活動的生心理健康效果，以過去在研究上被證實

並日漸累積的證據與方向為基礎，論及在一個綠

活城市中如何能被推廣與實踐，方能促進市民的

健康人生，分別由美國堪薩市州立大學園藝教授

暨國際人與植物學會會長 Candice Shoemaker 教
授 主 講「Horticulture for Healthy Living, Where 
does Horticultural Therapy Fit?」以及花博荷蘭

館景觀建築師 Niek Roozen 討論「Green City, 
Quality of Life」以及園藝學系張育森教授分

享「Environmental Energy and Plant Healthy 
Benefits」。

二、國際行動：以國際間成功操作案例交流、

研究成果討論，同時能提升國內相關研究及實務工

作能力，由香港園藝治療協會會長馮婉儀小姐分

享「Horticultural Therapy and Dementia：a Pilot 
Study and a Group Illustration」以及韓國建國大

學環境科學學院長孫基哲教授介紹「Horticultural 研討會現場

therapy： New dimension of plant, people, and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三、綠地休閒與園藝治療的環境以及活動

設計：探討設計準則，及案例討論，由馬階醫學

院全人教育中心教授暨心理諮商中心主任林一

真教授主講「From a Small Garden Connecting 
People to Rebuild Lidao in Taitung after Morakot 
Typhoon with Horticulture」以及園藝治療師黃盛

璘老師主講「Let Plants Take Care of You— ten 
best Chinese herbs for horticulture therapy」，並

由園藝學系陳惠美教授主講「How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e remedy: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benefits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以及花蓮黎明

教養院林木泉院長分享「Green Care for Mentally 
Retarded at New Dawn Educare Center」。

本場研討會報名情形踴躍，現場座位爆滿仍

有不少民眾願意在一旁無座區參與，足見研討會

主題對於現今社會確有相當之吸引力以及應用性。 
研討會更多精彩花絮請至《健康生活：綠地休

閒與園藝治療國際研討會》網頁觀賞，網址如下：

https://sites.google.com/site/gcconferenc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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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盆花、室內布置觀賞；新品種「梅雪」、「梅月」為少見的白花一葉蘭，姿態優雅大方，「楓星」花色

搶眼，「楓漫」則有猶如被筆觸渲染的雙色暈，粗肋草之葉斑、葉形豐富，極具觀賞價值，又其耐陰性強、

能淨化室內空氣品質，被廣用於室內植栽布置，新品種「迷彩」叢生性強，具斑斕色彩，「天使」具白色

葉柄，低光下仍醒目，皆具外銷至歐、日等溫帶國家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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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未來館的溫帶花卉區與高山植物區

本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參與了 2010 年臺北國

際花卉博覽會未來館的溫帶花卉區與高山植物區

的植栽佈置，將在山地實驗農場累積多年的美學

與相關經驗，充分的應用在花博植栽的設計配置

上，表現亮眼精彩，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於 2010
年 11 月 6 日開幕後，將持續展至 2011 年 4 月 25
日，山地實驗農場同仁於展期間定期前往花博會

場更換植栽，使展場隨時展現出最完美一面，山

地農場所培育的一葉蘭、葉長花、伯利恆之星、

魯冰花等平地難得一見之溫帶與高山珍稀植物，

贏得參觀民眾一致的讚賞，並肯定山地實驗農場

在溫帶花卉與高山植物領域持續的努力，臺北花

博於 4 月落幕之後，山地實驗農場將接著舉辦梅

峰花博，將更壯觀，更自然的溫帶與高山花卉景

觀呈現給大家。

山地實驗農場同仁薛惠芳小姐（左），張良吉先生（右）與

張曉偉先生於臺北花博未來館溫帶花卉區與高山植物區進行

佈展工作

山地實驗農場佈展主要負責人林信雄先生（左）於臺北花博開展前向葉德銘場長（右）與陳瑞仁顧問(中)報告植栽

配置與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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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梗溫室區
抑梗溫室透過加溫 ( 整天不低於 28 ° C) 可以

抑制蝴蝶蘭花梗的生長，這樣在冬天可以讓蝴蝶

蘭不開花，多長幾個葉片之後，再透過低溫刺激

讓它開花，會長得更漂亮，花梗數與花朵數都可

以增加；這間溫室本身是使用雙層充氣膠膜，保

溫隔熱與抗颱風的效果不錯，溫室外搭配有透光

的薄膜式太陽能板，可供應溫室內 LED 人工光源

的電力，以及無線感測設備，可以量測室內空氣

的溫度濕度，植物葉片的溫度與室內的二氧化碳

濃度。

熱泵區
剛剛大家走過的抑梗溫室與催花溫室所需要

的暖氣與冷氣就是這裡製造的，這裡有兩桶水，

原本溫度都一樣，在熱泵啟動後，大家右邊的這

桶水溫度會越來越低 ( 目標是降到 10 ° C，現在是 
?? ° C)，左邊的這桶水溫度會越來越高 ( 目標是

降到 50 ° C，現在是 ?? ° C)，熱泵運作需要耗電，

耗一分電，吸三分熱，產生是四分熱，所以我們

說熱泵是能量放大系統，相較於電熱器耗一分電

最多產生一分熱，熱泵是非常節能的設備。

催花溫室區
催花溫室透過低溫 ( 白天維持 25 ° C 晚上維

持 18 ° C) 可以刺激蝴蝶蘭長出花梗，再激進而開

花。( 由刺激它長出花梗需要一個月，讓花梗成長

還需要一個月，由長出花苞到可以到市場銷售需

要另外一個半至兩個月 )；這間溫室本身是使用雙

層充氣膠膜，保溫隔熱與抗颱風的效果不錯，內

部還有 LED 人工光源，室外搭配有透光的薄膜式

太陽能板，以及無線感測設備，可以量測室內空

氣的溫度濕度，植物葉片的溫度與室內的二氧化

碳濃度。

花博植物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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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專區
首先展示的是蝴蝶蘭洲際海運補光設備，所

謂洲際指的是由亞洲到歐洲或是到美洲，船運需

要將近三十天，在這麼長的海運過程中，貨櫃內

是完全黑暗的狀態下，植物生長受到很大的抑制，

有時甚至會造成傷害，抵達目的地後，通常需要

一個月的時間來休養，之後予以低溫催花，還要

再四個月才能銷售，總計大苗到岸後需要五個月

才能銷售，全年等於只能有兩次半的生意可以做，

加入人工補光之後，可以改輸送已經抽出花梗的

大苗，在運送過程中花梗可以持續成長，到岸後

只需要兩個月的時間就可以銷售，於是一年可以

做六次生意，對於在美洲與歐洲的業者，使用相

同溫室，產能可以由 2.5 提高到 6，效益提高了兩

倍多。

其次展示的是植物光生理學的研究設備，現

場展出的三台設備中，有一大兩小，都是使用光

蓋，直接在植物的組織培養容器上方給光，不同

光蓋有不同光譜，非常適合用於想了解不同光譜

對植物有甚麼不同影響的研究；大台設備有八層，

每層 40 瓶，小台設備有兩層，每層 12 瓶，光量

可以有十個等級的變化，還有定時器可以控制給

光的時間，在此展示一台大台與兩台小台設備，

大台設備有多種組織培養 ( 無性繁殖 ) 苗，譬如蝴

蝶蘭、火鶴花、木瓜、毛氈苔、文心蘭等，兩台

小台設備各自栽培金線蓮與草莓的無性繁殖種苗。

第三種設備是適合用於室內的水耕栽培設備，

可以讓消費者自己在家裡就可以種菜，在此展示

兩台設備，各自使用不同光譜的光源。

第四種設備比較適合用於商業場所，可以是

水耕或是土耕，目前種了多種芽苗菜與香料作物，

譬如薄荷、迷迭香、薰衣草、甜菊等，設備本身

還有冷氣控制與定時功能，可以做光週期的調控。

植物工廠
植物工廠所示範的是科技種菜，給植物最好

的環境溫度、濕度、光量、營養，再補充二氧化

碳促進生長，可以在 21 天收穫，如果是在田間或

是在溫室生產，夏天需要 45 天，冬天需要 60 天；

在這間植物工廠的上面還有不透光的太陽能板，

可以提供局部所需的電力，後面的這台是空氣淋

浴設備，所有在植物工廠工作的人員進來都要穿

無塵衣，都要經過這台設備來把身上的灰塵毛髮

吹掉，避免細菌感染，在植物工廠內完全不用農

藥，沒有重金屬，也可以確保種出來的蔬菜維持

低生菌數、低硝酸鹽，收穫後不須清洗可以直接

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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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工廠家庭化專區
主要展示三種設備：搭配大小盆栽使用的光

葉，櫥櫃式與冰箱式的植物工廠，都適合用於家

庭內，後二者均提供光量控制功能，櫥櫃式沒有

提供溫度控制的功能，冰箱式除了可以溫度控制

之外，還有二氧化碳的補充功能，允許植物的快

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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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工廠簡介與臺灣大學之植物工廠相關研發與推廣

植物工廠簡介
植物工廠指的是在設施內透過控制植物之生

長環境（光、環境、濕度、二氧化碳濃度、養分、

水分等）進行栽培，並對植物生長環境及生育狀

況加以觀察，配合高度環境控制及生長預測，使

蔬菜等植物可進行全年計畫性生產的栽培設施。

植物工廠可分為三種類型：其一為完全人工光型：

在封閉環境中不使用太陽光照射；其二為太陽光

利用型：在溫室等半封閉環境中，使用透明的批

覆資材允許陽光穿透，須透過環控設備針對夏季

高溫與冬季低溫進行調節以利全年計畫性生產；

其三為太陽光與人工光併用型：為前者輔以人工

光源，允許在日照不足與日長較短情況下補光，

使得日總累積光量達到某一預設值，以利全年穩

態量產。後二者在陽光過大時還需要適度的遮蔭，

也都只能做單層的栽培。

植物工廠與傳統栽培方式在產品市場定位、

品質、社會、風險之比較彙整如右表。由於前者

的栽培成本較高，產品銷售的市場定位應與傳統

栽培方式的產品有所不同，高品質與安全應是主

要訴求。植物工廠在設施內量產，不使用農藥所

以不清洗也可食用，可確保產品的兩無與兩低（無

農藥 / 無重金屬、低生菌數 / 低硝酸鹽）達到讓消

費者兩安 ( 安全、安心 ) 的目標。針對產品內特定

成分的調控上，植物工廠的可控性也比傳統栽培

方式高了許多。植物工廠對天災與病蟲害的抵抗

性大，允許定期、定量與定品質生產，生產成本

固定，可進行計畫性生產，全年的銷售價格也可

固定，產銷穩定有助於社會的安定。植物工廠內

的工作環境佳，留得住年輕人，工作輕省，老年

人、婦女甚至殘障人士亦可勝任；採全年計畫性

生產，此種穩態量產模式使得農業經營變得沒有

農忙與農閒的分別，務農者每天都能有工作都能

有收入。

露地栽培 植物工廠栽培

市場定位 一般、傳統 高品質、安全

品質 沒有農藥、

沒有重金屬

x v

低生菌數、

低硝酸鹽

x � v �

特定營養 不容易掌控 可調控

社會 價格穩定 x v
工作環境佳 x � v �

工作輕省 x � v �

農忙與農閒 有 無

風險 天災影響 極大 幾乎無

病蟲害風險 極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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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地栽培 植物工廠栽培

整地、開溝作畦 � �

灌溉用水 100% < 5%
噴藥 � �

施肥 多 少

運輸 ( 碳足跡 ) 進口 � 在地生產

儲藏 � 短期、在地銷售

收穫後處理損失 廢棄物多 極少

溫控、光控 � �

可控性 差 可預期、可自動化

最佳化 難 資源利用最大化

再生能源利用 難 太陽能、風能、

生質能等

植物工廠相關研發與推廣
本校生農學院在李嗣涔校長的全力支持下，

由陳保基院長率領生農學院的十個系所共 22 位老

師，針對 “精緻農業高效節能植物工廠＂進行研

究。由陳院長與筆者為總計畫主持人，之下分別

有五項子計畫，生機系林達德教授 ( 系統整合 )、
方煒教授 ( 環控與能源 ) 、園藝系羅筱鳳教授 ( 作
物栽培 )、農化系鍾仁賜教授 ( 生產管理 )、農經

系陳郁蕙教授 ( 經營與行銷 ) 依序為子計畫主持

人。總計畫負責建立研究與量產平台，包括 “完

全人工光控制型＂與 “太陽光與人工光併用型＂

植物工廠。基於校地的使用限制，最後選擇以廢

棄的老舊溫室進行改造，前者於農業綜合館頂樓，

後者位於基隆路旁農場內。

除了校長補助的計畫之外，生機系同仁亦向

農委會與國科會分別爭取到兩項計畫進行相關研

究。計畫名稱分別為 “整合節能與精準栽培技術

於植物工廠生產體系之研發＂ 與 “優化利用太陽

能與傳統能源以發展先進植物工廠生產系統＂。

前者成員包括生機系四位與園藝系三位同仁，以

陳世銘教授為主持人，後者成員包括生機系四位

同仁，以周瑞仁教授為主持人。此二計畫目前亦

整合於校內計畫之內，使用同一研發平台，盡量

做到資源集中與成果放大的雙重效果。

在人才培訓與推廣上包括了報章雜誌投稿與

採訪、花博參展、課堂授課、教科書編撰、研討

會主辦等多管齊下方式。對於植物工廠的產業化

推動，對於科技業大廠的鼓勵投入上應該有推波

助瀾的廣大功效。

筆者於去年 1 月份在中國時報投稿一篇 “植

物工廠是新世紀推動精緻農業的關鍵產業＂ 並於

同年 11 月份在工商時報投稿刊出“東亞聚焦植物

工廠＂一文，今年四月份商業週刊 1220 期也以 
“高科技廠房改種抗憂鬱草莓＂為標題，介紹了

臺大所建的植物工廠。這標題有點誤導，因為臺

大目前並沒有種這種基因轉殖的草莓，而是在採

訪過程中，筆者提到日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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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目前已達 68 億，估計未來 40 年有

可能增加到 92 億，以目前仍有 10 億飢餓人口進

行估算，40 年內糧食產能需要提升將近 58 %，但

全球可耕地已用掉 80 %，卻又面臨全球暖化、海

平面上升，土地沙漠化、鹽化等諸多不利因素，

要滿足未來的糧食需求實為極大挑戰。提高單位

面積產能是目前農業科技的重要課題，植物工廠

可設置在工業用地與商店街等農地以外的地方，

所需面積較小，畸零地與廢棄廠房也可用，可採

多層式立體化栽培達到土地有效利用的目的，是

解決未來糧食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

植物工廠最常被詬病的就是高成本與高能耗，

想當然耳，太陽光是免費的，偏偏不用，使用人工

光來提供植物光合作用所需，更使用冷氣來降溫，

成本當然是居高不下，而且也很不環保。真是這

樣嗎 ? 傳統的栽培為了使用免費的陽光，其能耗

也不少，更高的是風險，對土地、水、肥、石化

資源等的使用與對環境的危害也是相對高了許多。

與溫室栽培方式相比，溫室受限於只能單層栽培，

土地使用面積較大，室內所有蒸散的水分也無法

回收使用，環控成本也不低，加溫、降溫、遮光、

補光的需求都需要滿足，肥料使用量大、農藥也

是必要之惡。完全人工光型的植物工廠則只有補

光與降溫的需求，就算是位於北海道的嚴寒之地，

栽培室內也不需要加溫。農藥可以不用，水與肥

的使用則是最為節約。植物工廠與傳統栽培方式

在能耗上的比較如下表所示，以短期葉菜類栽培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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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多元的社會，有認同理念的人自然

也會有持反對意見的人。在筆者投稿中國時報的

兩天之後 (2010/1/8)，網路上就出現回應文章，

認為植物工廠的科技是貪婪的智慧。同一月份 
(2010/1/28) 也有人認為筆者寫這樣的文章不是在

開玩笑就是瘋了。學界也有人認為植物工廠終將

會成為泡沫，就像十餘年前臺灣的農業界推動水

耕栽培一般。這些批評與指教，我們都將引以為

戒，也希望有一天能讓他們改變看法。

筆者在去年聖誕節起，為期一個月的時段內，

也在花博爭豔館中農委會負責的農業科技大展中

展出兩型的植物工廠、雙效空調熱泵與發光二極

體作為植物栽培人工光源等多項研發成果，對於

科技普及與民眾對於植物工廠的認知上取得了不

錯的推廣成果。

教育部補助了生農學院於本學期開始授課的

精緻農業與植物工廠兩個學分班，分別由園藝系

與生機系負責，由本校教師與業界教師負責授課

之外亦包含產業參觀。學員來自農工商企業界，

每班三十人，於每週六全天上課。筆者也翻譯了

日本千葉大學前任校長古在豐樹教授的專著 “太

陽光型植物工廠＂一書，已於本年二月份由豐年

社出版。另外，在農委會經費補助之下，本系也

於去年七月陸續主辦 “臺灣推動植物工廠之展望＂ 
與 “植物工廠與綠色能源＂ 研討會；由校內計畫

補助經費於今年三月份主辦 “東亞的植物工廠現

況與展望研討會＂，邀請了中、日、韓三國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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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鋪型設備 家具型設備

關學者與會，一整天總計十三場專題演講，參與

對象有一百七十餘人，其中約有一百二十人來自

工商企業界，顯見企業界頗為看好，也渴望多了

解植物工廠這個新興產業涉及的所有內涵。

討論
日本投資了 146 億日圓於植物工廠的產業

化推動與研究，其目標是將目前的五十廠擴大三

倍且生產成本降低三成。中國也在本年度擬投入

1000 億人民幣於植物工廠的相關研究與產業化推

動。臺大這三個計畫等於是全國在植物工廠研究

投入的總經費，金額大約是中國投入的兩千五百

分之一。資源投入相對小了許多，但臺灣企業界

對植物工廠的熱情與積極度比起日本企業界毫不

遜色，比起中國則高出許多，韓國企業界對於植

物工廠的推動熱情比起日本也不遑多讓。

目前除了本校之外，中興大學、屏科大、工

研院、農試所與各農改場等也對植物工廠有著高

度的興趣，我們樂見其成，大家合力把餅做大。

近期臺大與工研院合作，即將成立植物工廠產業

發展協會，期望能整合學界與產業界資源，早日

將學界研發成果與產業界結合，讓植物工廠的產

業化早日開花結果。

植物工廠可以有多元的商業模式，不只是銷

售安全、安心的農產品，更可以將相關硬體、軟

體與系統進行拆解，以模組化產品行銷或是做整

廠輸出；也可以做異業結盟，開發家電或家具形

式的產品讓植物工廠可以進入家庭；與建商合作，

家電型設備 研究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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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及招生狀況

因應精緻、優質安全農業之所需，集植物病、蟲、草害、土壤、肥料及生理於一體的植物健康管理，

為現代農業的趨勢，亦是面對全球化競爭的策略，爰此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將自 2011 年正式成立，以

訓練能夠提供整合、精準、快速、即時之診斷與處方服務之植物醫師為目的。

本學程的報名資格為獲有農學、生物資源、自然資源、理學、生命科學、醫學、公共衛生領域之學士

學位或其他相關領域經學程主任核可之學士學位者，考試科目包括生物學、植物保護學及英文，但英文成

績不計入考試總分計算，惟成績未達 25 分者，不予錄取，學生畢業共需修畢 50 學分，除碩士論文 6 學分

外，應再修習至少 44 學分 ( 含必修課程 26 學分，群組必修課程 12 學分，選修課程 6 學分以上 )，必修課

程包括作物栽培特論、經濟植物學、植物病因診斷學、應用農藥學、植物健康管理學及實習、專題討論及

植醫實習；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可參看植物醫學研究中心網站；曾修外校或本校其他系所相同或類似課程之

抵免應經學程課程委員會之同意，課程由本學程專任及與植微系、昆蟲系、農化系及農藝系的合聘教師共

25 位共同開授，課程內容涵蓋土壤、肥料、空氣、光照、水分、病、蟲、草、鼠、鳥害、污染、藥害等，

以植物的健康管理為核心內容。

植醫學程已完成首次招生作業，招生名額為 12 名，包括甄試入學 6 名 ( 含在職進修 2 名 ) 及考試入

學 6 名 ( 含在職進修 2 名 )，本學程為一跨領域之科系整合，橫跨昆蟲、植微系、農化系、園藝及農藝等

學系，此一特色亦可由本次招生報考人數及領域看出端倪；甄試報考人數 19 名，考試報考人數 33 名，考

生來自7所大學的農學、生物資源、生命科學及醫學院各學系，包括植微系、植病系、昆蟲系、植物醫學系、

植物保護系、生物資源系、農藝系、園藝系、生科系、生物產業暨資源管理系、醫技系等，錄取並報到的

考生背景領域植物病理 7 名、昆蟲 3 名、植物保護 1 名及森林 1 名，分別來自臺大 (8 名 )、中興 (2 名 )、
屏科大及嘉義大學 ( 各 1 名 )。

本學程為本院第一個跨領域整合的碩士學位學程，第一年的招生報名情況尚稱踴躍，未來的發展仍須

本校、院及相關系所的協助始能順利推展，此外，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正在規劃草擬植物醫師法，未

來若立法通過，將增進本學程畢業學生對社會之服務與就業機會。

開發社區型植物工廠，以社區為單位，以地下室或公共空間作種苗栽培，提供社區內家庭化植物工廠所需；

與連鎖店、餐廳、超商合作，建立展示型或小規模量產型植物工廠。

結論
目前本校團隊在校內已建立了兩型的植物工廠，具備初步的研究與量產功能，這是個不錯的起點。後

續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更低的建造成本，對環境更友善、資源使用更節約的設備、栽培法與系統，更多的

適栽作物，更多元的商業模式，更多種形態的植物工廠當能陸續被開發出來。期望透過與產業界的合作與

資源的整合運用，植物工廠在臺灣、在東亞，乃至於在全球都能無所不在，對於解決全球性的環境 / 食物

/ 飼料 / 能源 / 醫療等議題也都能提供貢獻，讓參與栽培與在旁的觀察者都能透過體驗或是親近來體會生命

之美，感受生命生長的感動，並進一步對於食品、環境與土地之間的關係能有更深切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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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張俊彥教授率研究生至美國伊利諾大學進行研究

植物醫學研究中心成員赴加州大學參訪
「植物保護師制度」與「戴維斯分校植物病理學系」

園藝系張俊彥教授於 2010 年 6 月率領七

位碩、博士生前往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IUC) 進行國科會「農村生態環境與健康效益

之跨文化探討」及「自然空間組成、佈局及環境

能量與健康效益之關係」之研究，同時與景觀建

築 系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教 授 Dr. William 
Sullivan 共同合作，研究主軸為綠地空間對健康運

作機制之助益，此次赴美實驗目的為探討不同的

自然景觀特性，對於使用者環境體驗 ( 能量感受 )、
偏好及對生、心理的影響，並融入景觀生態的觀

點加以討論，回國之後同時收集臺灣的實驗數據，

進行跨文化的比較與探討。

上述實驗順利完成後，Dr. William Sullivan 於

為了延續去年參訪日本東京大學及法政大學之植物醫科學研究與專修及植物病院，本年度特規劃參訪

美國加州植物保護制度機制與組織運作，2010 年 9 月 5 日由植物醫學研究中心吳主任率領中心教學組組

長黃榮南教授、國際交流組長李國譚助理教授及植物病理暨微生物學系陳昭瑩教授，赴美國加州進行交流

訪問，此次參訪重點在加州大學植物保護領域之教授與推廣人員培訓及工作現況、加州植物保護師制度、

研究成果簡報與討論

加大戴維斯分校校區之Foundation Plant Services植物病理
專家Susan Sim研究員(右)向植醫中心吳文哲主任(左)與黃榮
南教授(中)介紹葡萄病毒檢測操作

加州食品暨農業部植物病蟲害診斷中心主任Umesh C. Kodira
博士(右3)及中心研究人員與植醫參訪團植醫中心吳文哲主任
(右)、教學組組長黃榮南教授(左2)與植微系陳昭瑩教授 (中)
會談

12 月再次來臺訪問，期間於課堂上進行「Healthy 
Landscape Healthy People」演講，學生獲益良

多，並與本系健康景觀研究室進行學術交流，討

論赴美實驗之成果與未來研究合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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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政府食品暨農業部之植物病蟲害診斷中心，

並走訪地區推廣人員，藉以比較彼此間在此一領

域發展之現況與差異，作為我方未來發展方向之

參考，並藉由雙方間之討論，促進學術交流與尋

求未來進一步交流合作之機會，臺大植物醫學碩

士學位學程將於今年正式招生，植物保護醫師及

農藥販售系統應是未來畢業生的主要職場環境，

期望經過植物醫學學程嚴格的訓練，能夠培養出

專業的植物保護醫師及農藥販售人員。

植物病理暨微生物學系陳昭瑩教授於 2010
年 9 月 5 日至 10 日隨本校生農學院植醫團隊，拜

訪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UC Davis) 植物病理

學系 Dr. Clarence Kado, Dr. Bryce Falk, Dr. Mike 
Davis，並參訪 UC Davis 校園內之 Foundation 
Plant Services，位於 San Joaquin 郡及納帕郡之

農業推廣中心 ( 加大合作 )、納帕郡之 UC Davis

陳昭瑩教授(左)、植醫中心吳文哲主任(右二)及昆蟲系黃榮南
教授(右)，與任職於諾維信生技公司的林長慧博士(左二)，於
該公司前合影，林長慧博士為植微系1989年畢業的系友

本中心執行秘書洪挺軒副教授向與會者報告目前臺灣大學在
植物醫學上已做的努力與方向

臺日韓三國的植物醫學領域學者合影

葡萄試驗農場，以及加州州政府食品暨農業部之

植物病蟲害診斷中心，並參訪位於戴維斯之諾維

信生技公司。

植物醫學研究中心成員赴日本參加臺日韓三國植物醫學論壇

臺日韓三國學者之植物醫學論壇會議，於 2010 年 10 月 16 日在日本東京大學召開，由本院植物醫

學研究中心主任昆蟲系吳文哲教授率領中心執行秘書植微系洪挺軒副教授、研究組組長植微系葉信宏副教

授、服務行政組昆蟲系蕭旭峰副教授以及農化系林乃君助理教授參加此次論壇；論壇以座談會的方式進行，

並穿插一些研究成果的發表，藉由三國互相交流的機會，也讓在臺灣推動植物醫學的工作的學者，有了較

大的信心，本次會議中所得寶貴的經驗與知識，對我們即將開始的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著實大有幫助，

會議最後，臺日韓三國學者同意將此植物醫學論壇變成一常態性的活動，讓我們能有一個與其他國家溝通

與意見交換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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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崇熙助理教授(左)與馬來西亞太子大學 Dept. of Vet 
Preclinical Science系主任Dr. Goh(左三)與黃慧璧教授(左
四)等合影

蔡向榮教授與防檢局袁致傑副組長(中)、馬來西亞農業部獸
醫局診斷與品保組組長Dr. Zaliha Bt. Abdullah(右三)及品
質系統發展科科長Dr. Gulam Shan Bin Fazal Din等人合影

獸醫專業學院蔡向榮教授與周崇熙助理教授赴星馬參訪

生工系舉辦2010臺日環境調和型養殖工程技術研討會

獸醫專業學院蔡向榮教授與周崇熙助理教授為執行防檢局「建立養禽場沙門氏菌流行病學監控技

術計畫」，分別於 2010 年 10 ～ 11 月間分兩批前往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訪問，參訪單位包括馬來西亞農

業 部 獸 醫 局 (Department of Veterinary Servic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Agro-Based Industry)、 馬

來西亞兩個私人蛋雞場、Vet Food Agro Diagnostics (M) SDN BHD 認證實驗室、馬來西亞太子大學、

新加坡 BESTAR 沙門氏菌疫苗廠 (Bestar Labratories (S) Pte Ltd)、新加坡最大的蛋雞場 ～ 安安牧場 
(N&N Agriculture PTE LTD)、新加坡大學淡馬錫生命科學研究院 (Temasek Lifesciences Laboratory，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並與新加坡農糧獸醫管理局（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VA）人員會談，此次前往星馬順利參訪大學、政府主管機關、私人蛋雞場與民間實驗室，參

訪經驗成果豐碩，將有助於國內養禽場沙門氏菌流行病學監控技術之提升與加強。

此次的臺日環境調和型養殖工程技術研討會

共安排了 2 天（10/13 ～ 14）的行程，第 1 天先

進行參訪，第 2 天舉辦學術研討會，10 月 13 日

上午先參觀中央研究院臨海工作站，由許教授祖

法先生帶領學者們參觀工作站內養殖育種的研究

內容，並與日方學者進行相關研究討論，下午則

安排至宜蘭縣金車生物公司參訪，共參觀了金車

蘭園、金車養殖場及金車威士忌酒廠等；學術研

討會則於 10 月 14 日舉行，共邀請 9 位日本學者

及 8 位臺灣學者進行演講，並邀請中央研究院廖

院士一久先生擔任研討會之開幕式及綜合討論主

持人，研討會當日包含與會學者及相關人員約近

有 200 人參加，包括了產、官、學界各領域的先

進及年輕學子們共同參予討論，整個研討會在大

中央研究院臨海研究站參訪

家熱烈的討論中完滿結束，會後由「臺灣生物環

境產業工程永續發展協會」為日方學者舉辦歡迎

餐會，並邀請臺灣學者共襄盛舉，餐會中透過輕

鬆愉快的交談，更能拉近臺日雙邊學者的距離，

有利於日後臺日學術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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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伊利諾大學貴賓與副校長陳泰然教授（左四）等人之合影

美國伊利諾大學貴賓來訪

2010 年 12 月 15 ～ 18 日期間，美國伊利諾

大學國際長 Dr. Wolfgang Schloer、國際交流中心

主任 Dr. Stephen Nussbaum 以及景觀設計系教授

Dr. William Sullivan 受邀至本院，並共同與本校國

際處討論該校之海外研讀計畫 (Field Site Abraod)
之推行，該計畫主要以臺灣大學與伊利諾大學兩

校間之交換學生計畫和學習為出發點，並著重在

健康人群與健康環境之專業課程，搭配交換學校

之當地文化和語言課程進行整合，有別於以往之

交換學生計畫。

12 月 15 日當天上午，本院邀請 Dr. Stephen 
Nussbaum 及 Dr. William Sullivan 前往本校校史

館參觀，讓來訪貴賓對本校之歷史沿革能有初步

之認識，爾後再至本院與相關老師進行座談，座

談會首先由陳保基院長對本院進行英文簡報，後

續再由 Dr. Sullivan 及園藝系張俊彥教授針對該計

畫提出構想，並由 Dr. Stephen Nussbaum 提出更

深度的討論，與會的陳尊賢副院長、森林系關秉

宗主任、國農中心李後晶主任及獸醫系蕭世烜老

師則針對議題，提出建設性之意見及看法。

會議之後，老師與貴賓們仍繼續於午宴中細

談，當天下午三名貴賓與陳保基院長、李後晶主

任及張俊彥教授一同拜會陳泰然學術副校長與謝

尚賢副國際長，除了聆聽本校簡報外，貴賓向副

校長一同分享該計畫對兩方學生所帶來的益處及

專業課程之增進，隨後再繼續前往國際處詳談該

計畫之可能執行方向。

12 月 16 日上午，由 Dr. Sullivan 對園藝系進

行專題演講，系所學生發問踴躍並與貴賓間進行

良好之互動，當日下午貴賓前往社工學系拜會來

自伊利諾大學之課座教授 Dr. Susan Cole，並請

Dr. Cole 提供她在臺期間之所見所聞及上課經驗，

以提供寶貴意見來做為海外研讀計畫屆時執行之

參考。

12 月 17 日則安排貴賓們與生物多樣性中心

之徐源泰主任會面，爾後前往園藝系參觀張俊彥

教授之實驗室，對實驗室做一般性之認識，同時

觀看其他老師之授課情況。

12 月 18 日上午由園藝系張俊彥教授及助理

陪同貴賓前往國際花卉博覽會參觀臺灣首次舉辦

之國際性花卉展覽，同時讓貴賓了解臺灣在景觀

設計、造園及花卉園藝領域之重視及具備之先進

技術，展現政府對於推動國際化之重視。

本次伊利諾大學貴賓之造訪，將可能推動日

後本院及本校學生在交換計畫形式上之革新，並

預計往後將專注在專業課程上來進行交換生計畫，

讓兩校學生在接觸國際化的同時，也能學習到自

身的專業，對學生將有極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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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參加全球土壤圖大洋洲區國際會議

2010年第二屆國際螢火蟲研討會

全 球 土 壤 圖 大 洋 洲 區 (Global soil map-
Oceania Node) 國際會議於 2011 年 2 月 7 日～ 9
日於印尼 Bogor 市召開，共有來自 12 個國家 90
位人員參加，討論如何整合大洋洲區共 25 個國家

土壤資料庫及土壤圖資訊，並與東亞區各國土壤

資訊系統加強協調，以共享此區域之土壤資料，

臺灣僅有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受邀參加，報告臺灣

的土壤資訊系統土壤資料庫及其應用領域及成果。

實驗林管理處陳研究助理陽發於 2010 年 8 月

2 ～ 7 日至馬來西亞參與第二屆國際螢火蟲研討

會，研討會主題著重在螢火蟲科學最近幾年發展

的新理論與新方法，構建一個與國內外著名螢火

蟲學家面對面接觸的平台。

教授與全球土壤圖大洋洲區國際會議參加人員合影留念

研討會專題報告會場

實驗林管理處人員於發表論文海報前留影臺灣學者參加IUFRO大會合影

2010年第23屆國際森林研究機構(IUFRO)聯合會

實驗林管理處王處長亞男、梁副處長治文、劉組長興旺、江組長博能、鄭助理研究員森松、李研究助

理文馨及余研究助理瑞珠等 7 位參加，於 99 年 8 月 23 ～ 28 日參加在韓國首爾舉行之「第 23 屆 IUFRO
聯合會」，參與世界各地林業發展經驗的討論與交流，這次研討會議中有 4 篇海報論文於會中進行張貼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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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綠房子躍進中國綠建築舞台

臺大綠房子繼在臺灣 2002 年開啟了臺灣綠建築的首頁後，時任中國北京清華學院的秦祐國院長及夫

人應錦薇女士於2003年11月首次也是第一位踏入臺大綠房子學習與交流的中國學術人士，迄今已八年餘。

過去的歲月，臺大綠房子除肩負了國內綠建築及生態環境改造教育與推廣的任務，更協助業界從設計

到營造的諮詢，從環保材料到節能設備的應用，迄今花博綠建築展館呈現在國人的眼前，臺大生農學院生

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師生們均發揮了在這個領域及這些臺灣具體項目中學術諮詢及實務推廣的貢獻。

中國在綠建築的起步上略遲於臺灣，然其貫徹執行綠建築的實踐上卻飛躍的奔馳著，由中國各省到臺

灣大學綠房子來觀摩學習的訪問團更不計其數，遠至新疆近至福建，從部級到鄉級，從學校到業界，迄今

仍不斷的有來參觀學習的單位或隊伍。

2010 年 9 月 22 日在江蘇南京開幕的第二屆江蘇臺灣週低碳城市與綠色建築展籌備單位，江蘇省建設

廳特邀臺灣大學綠房子研究單位參展，展覽日江蘇省時任梁保華書記及羅志軍省長在臺灣外貿協會董事長

王志剛先生陪同下蒞臨指導，梁前書記對這個將學術落地的臺大綠房子案例印象深刻，並囑咐花橋規建局

將這種理念在昆山天福農村嘗試落實，此其間兩岸在臺大綠房子議題上的互動日趨頻繁，臺大綠房子計劃

主持人韓選棠教授亦屢赴中國西安建設局、海南定安縣、福建拓福公司…等不同單位宣導臺大綠房子的節

能減碳理念及作法，2010 年 12 月底更受邀參加江蘇第三屆綠色建築論壇，對臺大綠房子的點點滴滴做精

闢發言，並獲得熱烈迴響，中方更希望下屆論壇能在臺灣舉行，中方學者專家們並希望能親臨臺大訪問與

學習，臺大綠房子可謂實至名歸的觸媒並牽動了兩岸在這項議題上的領頭羊功能。

臺大綠房子展區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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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全球氣候之變遷，農業之永續發展及糧

食安全已成為眾所關心的課題，農藝系於 2010 年

11 月 18 日假臺大總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2010
全球氣候變遷下之水稻栽培制度與節水栽培技術

研討會」，本次研討會是由臺大農藝系與臺灣農

藝學會共同主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輔導

辦理，共有來自全臺包括大專院校、農試單位、

專業稻農、稻米產銷專業區、食米加工業者等，

超過 250 位產、官、學界代表，熱烈參與，水稻

為臺灣主要栽培生產之糧食作物，用水量較多，

是以如何因應未來氣候之變化，改善稻作栽培制

度，推動生產管理上之節能減碳，水資源之有效

利用及合理化施肥技術等，為本次研討會之主題。

研討會中邀請多位專家發表專題演講，上午

由盧虎生教授對稻米生產之生命週期與碳足跡環

境影響評估提出建言，羅正宗、許志聖研究員則

對暖化下之水稻施肥栽培管理進行精闢之說明，

楊純明研究員則對如何進行水稻之節水栽培提出

對策探討，下午由吳永培研究員分享耐旱陸稻育

種之經驗，林孟輝研究員進行水稻耐旱性狀相關

基因標定選殖之探討，譚智宏博士於實務面說明

農藝系舉辦「2010全球氣候變遷下之
水稻栽培制度與節水栽培技術」研討會

水工試驗所主辦
「流域水文水理模式研發與平台應用」研討會

研討會與會貴賓合影

了臺灣目前水田及水資源及管理利用現狀，吳炎

融研究員報告水旱輪作體系之水利用效率，陳宗

禮教授則分享節水栽培應用上對水稻生育及產量

影響之研究心得，本次研討會將彙集與會人員共

識，及促進彼此之交流，除提供相關研究資料作

為因應外，亦提出實務問題上可解決的方法，更

進而提升臺灣稻作研究水準由傳統育種與栽培朝

向分子輔助選育及環境友善的栽培技術邁進，冀

望未來臺灣在全球暖化趨勢下能克服水稻生產的

嚴峻挑戰，並提供進一步的省思與方向。

國內

國內

臺灣由於自然環境及氣候變遷等因素，近年來歷經數次重大颱風事件，造成嚴重災情，國內各單位積

極進行流域水文、水理模式及平台應用等研發工作，本院水工試驗所為期專家學者研發之成果，能持續推

廣，以增進水利防救災人員預警及應變之專業能力，2010 年 10 月 22 日與經濟部水利署及中興工程顧問

社共同舉辦「流域水文水理模式研發與平台應用研討會」，邀集專家學者齊聚一堂，以研討會方式，讓水

利單位人員深入瞭解相關模式及平台；特邀請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蔡惠峰研究員、洪國展研究員及連

和政研究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研究所李光敦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張哲豪教授、

中興工程顧問社許長安博士、國立臺灣水工試驗所黃良雄主任、賴進松博士及郭文達博士等專家學者，就

相關重要水文水理模式研發及平台應用進行演講，並提供與會人員試用「潰溢堤二維淹水模式」及「二維

有限體積與河道水理模式」等水理模式，講題與講者均為一時之選，本研討會促進國內工程界與研究人員

之交流，對爾後研究及防救災有實質之幫助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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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研究舉辦「2010生醫論壇」

「2010 生醫論壇」陳淑霞教授演講實況

生物科技研究所於 11 月 9 日舉辦「2010
生醫論壇」，與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

中 心 共 同 邀 請 Dep. Gene and Cell Medicine, 
Dep. of Oncological Science, Dep. General 
Surgery, 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New 
York, USA 陳淑霞教授蒞臨演講，題目為「The 
cross�regulation of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與會師生

獲益良多。

國內

國內 2010年重要人畜共通傳染病國際研討會

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在臺大集思會議中

心蘇格拉底廳舉辦之「2010 年重要人畜共通傳染

病」國際研討會，已於 9 月 27 日及 28 日圓滿完

成，本次研討會除相關之動物疫病及公共衛生防

疫人員，並有學界、產業界及對相關議題有興趣

之從業人員、學生等共 150 餘人參加，開幕式當

日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黃副

局長國青、本院陳院長保基等蒞臨致詞，在簡短

的開幕儀式後於黃副局長主持下揭開研討會序幕，

首先就以美國學者 Prof. Dr. Linda J. Saif 主講「諾

羅病毒在豬之流行病學、與人的諾羅病毒之親緣

關係並且以豬作為人類諾沃克病毒感染模型」，

介紹諾羅病毒目前在美國的疫情與相關的流行病

學討論，並分享其實驗室針對諾羅病毒如何培養

與提高鑑別度的檢驗方法。

主講者 Prof. Dr. Jörg Hartung 與全場學員認真聽講之情形

接著由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吳芳姿科長，

介紹人類輪狀病毒與諾羅病毒在臺灣地區之疫情

及目前建立之通報系統，探討輪狀病毒與諾羅病

毒在臺灣之分子流行病學，下午由中興大學謝快

樂名譽教授擔任大會主持人，進入流行性感冒病

毒相關議題，由 Prof. Dr. Y. M. Saif 主講 「流行性

感冒病毒之重組」與財團法人臺灣動物科技研究

所蔡敬屏助理研究員，發表針對臺灣豬群中的人

畜共通性流行性感冒病毒之研究；研討會第二日

上午，獸醫專業學院劉振軒院長蒞臨擔任主持人，

首先由德國學者 Prof. Dr. Jörg Hartung 講解歐盟

針對沙門氏菌防治上之規範以及現在的執行進度

和成果，並且分享其實驗室在不同飼養環境對於

沙門氏桿菌之抗病性研究下之結果。

本專業學院周崇熙助理教授則發表以分子流

行病學研究臺灣種雞場的沙門氏菌之研究成果，

下午則由中臺科技大學健康科學院長潘銘正院長

主持，由 Prof. Dr. Günter Klein 主講「食源性人

畜共通傳染病彎曲桿菌和沙門氏菌在歐洲家禽和

豬肉生產系統中之防治」，希望藉由長期持續性

地監測及流行病學研究，能夠找出污染源，並教

育農民如何進行改善之道，而國立中興大學獸醫

學院陳德勛副教授則主講有關臺灣的肉品衛生與

肉品檢查及屠宰場設立標準之相關法條與規定，

最後全體講師及主持人與學員熱烈的討論後，圓

滿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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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經系與森林系合辦
「2010年林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策略」研討會

2010 年林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策略研討會會議實況

由於溫室效應氣體影響全球氣候變遷已為國

際公認的事實，如何藉由有效的規範減緩溫室效

應繼續惡化，乃成為國際會議目前重要的討論議

題，近年來國際社會認同林業在對抗或減緩全球

氣候變遷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強調森林的各

項功能，故希望藉此系列研討會了解國內外對林

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策略以及對政府提供林

業碳管理機制的政策建議。

為了解目前國外各主要國家農林部門溫室氣

體管理的經驗與策略以及國內目前農林部門現行

的溫室氣體排放管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0
我國農林部門溫室氣體管理策略規劃」規劃四場

系列研討會，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與農業經濟系

於 2010 年 10 月 28 日假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1
樓研討室共同舉辦第一場「2010 年林業部門溫室

氣體排放管理策略」研討會；此研討會特邀請國

內、外能源經濟之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國內外林

業部門溫室氣體管理策略相關議題，主要之主題

有「臺灣林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清冊計算」、「日

本林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策略」、「臺灣木

質林產品碳貯存量估算與管理策略」，以及「臺

灣林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策略」等，經由彼

此經驗與技術的交流與研討，共同建立溫室氣體

管理的管理策略。

國內

生機系舉辦之學術研討活動

紐西蘭梅西大學理工學院副教授 Dr. Subhas Chandra 
Mukhopadhyay 與生機系師生合影

2010 年 8 月 22 日至 28 日生機系邀請紐西

蘭梅西大學理工學院副教授 Dr. Subhas Chandra 
Mukhopadhyay 蒞臨該系進行國際科技人才短

期訪問，並安排兩場公開演講，8 月 24 日演講

主題為「WSN Smart Home to Care Elders」、

8 月 25 日 演 講 主 題 為「Smart Sensors for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Dr. 
Mukhopadhyay 為 IEE Fellow，在無線感測器網

路 (WSN) 領域之工程技術與應用推廣經驗均有相

當卓越的研究質量表現。

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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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9 月 23 日，生機系邀請《Tsukuba 
Un ive rs i t y,  Japan》Pro fessor  Tomoh i ro 
Takigawa, Professor Norio Sugiura 及 Professor 
Pi Chao Wang 三位教授蒞臨該系演講，演講

題 目 為『Japanese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Mechan iza t ion  S ta tus』 及『Globa l  30 
Program』。

Professor Tomohiro Takigawa, Professor Norio Sugiura
及 Professor Pi Chao Wang 3 位日本教授 (中 )與生機系老
師於該系高ö知武教授紀念室合影

38

Prof. D. C. H. Yang  (UCLA) 在生機系發表演講

2010 年 10 月 21 日生機系邀請 Prof. D. C. 
H. Yang 及 Associate Prof. Chi Thai 兩位國外學

者蒞臨該系演講，1. Prof. D. C. H. Yang,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CLA) 講 題：(A). 
Design of Conjugated Kinematic Pairs (B). The 
Graduate Programs of the ME Department at 
UCLA、 2. Associate Prof. Chi Thai (Dept. of B. 
& A. E., Univ. of Georgia) 講 題：Spectrometry 
and Spectral Imaging Applications.

2010 年 11 月 25 日生機系邀系友賴中生教

授 ( 目前任教於美國 Wright State Univ.) 返系演

講，講題為：「Green Energy Concept in Vehicle 
Design」，2010 年 12 月 21 日返系演講，講題為：

(l)「How to Write an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Research Proposal」( 如何撰寫創意科技計畫研

究專案 )、(2)「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Co-
op 」( 科技與國際產學合作 )。

生機系系友賴中生教授（前中）與該系師生合影

2010 年 11 月 4 日 生 機 系 邀 請 Dr. Jacob 
Martina《德國》蒞臨該系演講，演講題目為

『Ergonomics in Milking Parlours』。

中國大陸江蘇省農業機械管理局訪問團於

2010 年 12 月 10 日蒞臨生機系參訪，並在該系農

機館二樓第一會議室進行海峽兩岸農機交流懇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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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機中心與生機系主辦的「農畜產品品質非

破壞性檢測技術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10
年 11 月 30 日，在臺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舉

行，圓滿閉幕。

農畜產品品質非破壞性檢測技術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會
人士全體合影

第 31 屆中韓學者會議開幕式之團體照

本院主辦「第31屆中韓學者綠色產業與環保會議」

2010 年 10 月本院受「中華民國中韓文化基金會」委託，承辦第 31 屆中韓學者會議，本次的會議主

題為「綠色產業與環保」，中韓學者會議為促進臺韓雙方間之小型國際學術性交流，由於臺灣和韓國之間

並無邦交，目前無法透過官方管道進行學術及文化上的交流，所有交流活動僅能仰賴民間團體做為雙方互

動的橋樑。

有鑒於此，「中華民國中韓文化基金會」及韓國「大韓民國韓中教育基金會」每年主辦舉行「中韓

學者會議」，做為兩國之間在學術及文化上固定交流的活動，雙方輪流舉辦，研討範圍涉及各個領域， 
2010 年則由「中華民國中韓文化基金會」委託本院於臺灣舉行。

本次會議於10月20日在本院李總統登輝校友文物陳列室舉行，會議首先由本院院長陳保基博士、「中

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林秋山博士及「韓中教育基金會」總長致歡迎詞，接下來由本院陳保基院長進行專

題演講 （題目：臺灣經濟發展之環境友善策略）做為開場，隨後進入論文發表。

在本次會議中總共發表六篇論文，論文發表人為本院的方煒教授（生機系）、吳珮瑛教授（農經系）、

鍾仁賜教授（農化系）及韓方崔景植教授（新羅大學環境學系）、李沅駿（清州大學經營學系）和張賢庚

教授（農林水產食品部），會議進行中，發表人、本院的教授以及基金會的來賓們針對此議題進行十分深

入的討論，茶敘時雙方教授及來賓們交流情況熱絡，雙方皆獲益良多，研討會圓滿結束。

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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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昆士蘭大學Dr. Ralf G. Dietzgen受邀來臺訪問

澳洲昆士蘭大學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Dr. Ralf G. Dietzgen 於 2010 年 10 月 16-29 日

受昆蟲系蔡志偉老師邀請來臺訪問，訪問期間 
Dr. Dietzgen 與多位昆蟲系及植微系老師與研究

生進行討論交流，並於 10 月 21 日於生命科學

館演講廳作專題演講，講題為「Biology of Plant 
Rhabdoviruses」。

Dr. Dietzgen 是昆士蘭農業和糧食創新聯盟 
(Queensland Alliance for Agriculture and Food 
Innovation) 的首席研究員，此一聯盟是昆士蘭

大學和昆士蘭就業、經濟和創新部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共同出資倡議的全新聯盟，成立的目

標是利用創新性農業科技以增加生產力、農業永

續發展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由於昆士蘭農業和糧

食創新聯盟的目標與本院研究發展目標有許多交

集，訪問期間 Dr. Dietzgen 也拜會本院陳保基院

長，討論日後兩機構在學術合作、交換學生與雙

聯學位等合作交流議題。Dr. Dietzgen 與昆蟲系老師與研究生合影

國際

國際

亞太地區永續農產品發展相關之生物多樣性研討會與會人員
合照

昆蟲學系楊恩誠教授參加
「亞太地區永續農產品發展相關之生物多樣性」研討會

本院昆蟲學系楊恩誠教授接受亞太糧肥組織

(FFTC)、日本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 (NIAES)、日

本果樹研究所 (NIFTS) 之邀請，參加 2010 年 11
月 8 ～ 12 日於日本筑波舉行的「亞太地區永續農

產品發展相關之生物多樣性研討會」(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nhancement  o f  Funct iona l 
Biodiversity Relevant to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in ASPAC)， 於 會 中 發 表「Effect of 
sub-lethal dosages of insecticides on honeybee 
behavior and physiology」之專題演講，會後參

訪 NIAES 及 NIFTS 兩研究所並觀摩其農業技術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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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蔡向榮教授赴瑞典參加
「氣候變遷：健康及生態」研討會

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蔡向榮教授接

受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赴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 合作中心～瑞典國家獸醫試驗所 (National 
Veterinary Institute; NVI)， 參 加 該 所 之「 氣 候

變遷與動物疫病中心」(The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and Animal Health) 於 2010 年 9 月 1 ～

3 日舉辦之「氣候變遷：健康及生態研討會」 
(Climate Change： Health and Ecology)，此係跨

領域 ( 獸醫學、人類醫學、生態及演化學 ) 之國際

研討會，主講者來自英、法、德、美、加等國家

之專家學者 16 人，各國研究人員共 123 人參加，

研討會內容包括氣候變遷與動物疾病、微生物之

間的關係之監控、風險分析、預防及控制，除獲

得最新資訊外，並藉由與這些學者之交流建立關
「氣候變遷：健康及生態研討會」於 Uppsala 大學舉行，共

邀請 16 名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海報展示部分共有 38 篇

係，將來可供為咨詢、建立合作研究關係、及邀

訪來國內授課與指導之對象，將有助於國內動物

疫病防疫技術因應氣候變遷之提升與加強。

國際

國際 農化系多位師生參加「第19屆世界土壤學」大會

第 19 屆世界土壤學大會於 2010 年 8 月 1 日～ 6 日於澳大利亞的布里斯本市舉行共有 68 個國家

1914位土壤專家註冊參加此次大會，大會邀請8位人員出席演講，343篇口頭報告論文，1227篇壁報論文；

參加本屆世界土壤大會的臺灣學者有 16 位，包括本院農化系李達源、陳尊賢、王明光等三位教授與其博

士班研究生多位及森林系鄭智馨老師，以及幾位臺大實驗林管理處研究員。

參加本屆世界土壤大會的部分臺灣土壤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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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白蟻生物學及防治」研討會暨研習會

白蟻研討會～全體講員綜合討論 白蟻研習會～物種與危害形式鑑定實作

由本院昆蟲學系與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昆蟲暨線蟲學系主辦，本院植物醫學研究中心、國科會生命科學

研究推動中心及臺灣昆蟲學會協辦的「臺灣白蟻生物學及防治研討會暨研習會」於 10 月 1 ～ 2 日及 9 日

在臺大校總區的總圖書館與昆蟲學系中非大樓舉辦，報名人數均額滿，超過 30 所研究機構與大專院校的

研究員、教授、學生與會，另有 70 個蟲害防治公司與相關產業單位參與；來自台灣、美國與日本的十位

白蟻研究專家，於會中討論白蟻共生物、生質能源、白蟻行為、白蟻生態以及防治科學等議題，深入介紹

白蟻生物學新知識與應用，堪稱白蟻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交流的盛會，以講演與實習並進的研習會，提供

臺灣白蟻鑑定與採集的知識，協助研究人員與學生成功跨出白蟻研究的第一步，並提高白蟻防治業者的基

礎訓練，兩個梯次的研習會亦得到廣泛正面的迴響。

國際

生物科技研究所邀請中研院院士蔡南海教授
來臺進行學術交流

中研院院士蔡南海教授來臺演講活動現場，吸引本校眾多師

生參與

生物科技研究所於 12 月 2 ～ 4 日邀請中研院

院士蔡南海教授來臺進行學術交流，12 月 3 日於

生命科學館演講廳演講，題目為 "Long intergenic 
noncoding (Linc) RNAs in Arabidopsis"，除本所

師生外，尚有生農學院與生命科學院其他相關系

所師生參與，為一睹大師風采，師生出席踴躍，

並於會後與本所師生進行座談，給予師生寶貴建

議與經驗分享，此次經驗實屬難得，與會師生獲

益良多。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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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東亞環境監測國際研討會

2010 EMEA 國際研討會會場留影

2010 年東亞環境監測國際研討會於 9 月

27 ～ 28 日，假日本金澤大學舉行，研討會計有

韓國、日本、中華民國之專家學者近百人與會，

實驗林管理處由王處長亞男率領梁副處長治文、

蔡組長明哲、劉組長興旺、魏主任聰輝及田佩玲

研究助理與會，發表研究報告 5 篇及論文海報 1
篇，9 月 29 ～ 30 日並參觀東京大學農業及生命

科學院秩父演習林及山口湖演習林。

國際

國際

國際

2010年森林二氧化碳通量國際學術研討會

亞洲地區土壤碳吸存國際研討會

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亞洲土壤碳吸存國際研討會有來自 10 個國家演講者及印尼當

地土壤學家參加人員合影

為增進二氧化碳通量監測技術以及了解世界

相關機構之研究成果與技術交流，實驗林管理處

於 2010 年 12 月 3 ～ 4 日與國科會、環保署、林

務局、林業試驗所等單位共同舉辦「森林二氧化

碳通量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之外國專家學者

計 5 人，發表論文 10 篇。

由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負責籌辦，亞太糧肥中

心與日本農業環境研究所共同主辦之亞洲地區土

壤碳吸存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國際研討

會，於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 日於印尼 Bogor 市召

開，共有來自 10 個國家 16 位演講者及印尼當地

土壤學家 50 位人員參加；討論如何整合東亞及東

南亞各國土壤碳吸存量及利用土壤資訊系統之估

算，預計成立「東亞及東南亞各國土壤碳吸存資

訊庫」臺灣有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及另外兩位教授

受邀，報告臺灣在此方面之資料庫與應用領域及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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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國際

孟加拉達卡市稻米中砷含量國際研討會

稻米中砷含量國際研討會有來自 12 個國家演講者與孟加拉當
地學者合影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受邀出席，由國際 NGO 
機構 (BRAC, UNICEF, FAO, IRRI) 主辦之東亞

及東南亞地區土壤砷污染區之稻米中砷含量國際

研討會 (Arsenic in Rice: South-South Exchange 
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於 2010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在孟加拉的達卡 (Dhaka) 市
召開，共有來自 12 個國家 10 位演講者及孟加拉

當地土壤及水稻吸收砷之學者近 30 位人員參加，

討論如何整合東亞及東南亞及歐盟各國之土壤砷

含量及利用水稻吸收砷之相關性及變異性，會中

並討論預計成立「東南亞各國土壤砷與稻米中砷

含量」之資訊庫系統。

2010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國際研討會

陳尊賢教授 ( 右 ) 於「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國際研討會作總結

2010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國際研討會於

2010 年 10 月 27 日於本校集思會議中心召開，

由臺灣環保署土污基管會主辦，臺灣出席代表近 
350 人，邀請之國際重要學者及專家共 37 人，總

計約 400 人與會參加，共發表近 50 篇論文，主要

研討主題包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各種新穎調查

技術的發展、污染物分佈模式的新發展、有機污

染物之新整治技術發展，理論發展與現場調查技

術之研發等，生工系劉振宇教授、農化系有陳尊

賢教授、李達源教授受邀出席擔任大會演講之主

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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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試驗所舉辦「第十四屆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

水工試驗所於 2010 年 11 月 22 日 ~23 日上

午於本校第 2 學生活動中心之集思會議中心主辦

「第十四屆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研討

會共收到 147 篇論文，安排共 17 個會議時段，

針對研討會討論主題：(1) 極端洪旱災害之因應、

(2) 水庫永續經營、(3) 水資源管理經營、(4) 地下

水相關監測管理問題等，進行 83 場報告與討論，

來自海峽兩岸和海外華人水利界，研討會於 22 日

上午進行專題演講安排為：極端洪旱災害之因應～

楊偉甫署長 ( 經濟部水利署 )、石門水庫泥砂關鍵

課題研析～楊錦釧教授 ( 交通大學土木系 )、複淮

導淮方略及其借鑒～顧洪總工 (淮河水利委員會 )、
水庫水壩永續經營關鍵何在？～美華水利協會吳

天順代李子方博士為發表，共計兩岸與海外華人

250 人參加。

研討會後，23 日下午市區參觀花博會，24
日 ~27 日安排技術參觀，參訪經濟部水利署北區

水資源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座談、考察古坑災

後重建、阿里山、日月潭、中臺襌寺、地震博物館、

逢甲大學、木雕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士林官邸。

第十四屆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與會人員合照

水工試驗所黃良雄主任開幕致詞

水資源利用及水害防治為兩岸共同面臨之重

要問題，六十多年來，雙方各有許多重大水資源

建設，亦各自應用各種科技解決許多的困難，累

積了很豐富的寶貴經驗，辦理兩岸水利科技交流

活動之目的主要為互相吸取寶貴的經驗，獲得實

質之效果，臺灣大學工學院與美國美華水利學會

及大陸之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曾於 1994 年發

起籌備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第一屆研討會

於 1995 年 3 月在北京舉行，第二至十三屆分別於

兩岸各城市舉行。

本屆對於極端洪旱災害之因應、水庫永續經

營，交流熱烈，未來可以就極端洪旱之因應、水

庫清淤經驗之實務，持續加強交流，對於多元化

水源、用水調度、農業用水管理，兩岸背景各異，

但在技術與作法上面，透過研討會之瞭解，均有

啟發作用，近年臺灣與大陸生態工程受到政府及

學界的重視，開啟了工程與生態領域的密切結合，

又今年兩岸特大洪水均造成大量土石問題，因此

下屆已經規劃山洪災害預防及水土流失調控、水

環境保護治理。

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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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科所邀請江南大學食品學院江波博士演講

食科所於 2010 年 12 月 6 日邀請大陸江南大

學食品學院的教授江波博士至所上演講，江博士

為食品科學與技術國家重點實驗負責人，曾擔任

國際學院院長與食品學院副院長，同時也是江南

大學食品學院博士生的導師，專精於生物技術在

食品中的運用，迄今已發表百餘篇研究報告；江

博士介紹大陸食品學科現況與食品工業發展趨勢，

讓我們對於大陸的食品科學教育、研究的體制與

現況有進一步的認識，並一覽大陸食品業最發展

的趨勢。

食品科技研究所所長游若篍教授 (右 )贈與江波教授紀念獎牌

大陸食品學科概況：大陸高校特殊的「國家

重點學科」制度，係指根據各大學在若干門學科

的科研能力上做評選，成為國家認定，並致力安

排重點建設的標準，在民間這個指標可視為該領

域在該校的學力指標與排名；大陸食品專業的重

點學校，包括江南大學～唯一擁有食品類一級學

科的重點學科大學，與南京大學合辦了大陸唯一

的食品科學類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大陸在國家型

千人計畫下，屢屢網羅各國人才，授教於各大學，

從經費投入、科研成果數據顯示，大陸食品研究

的實力是不容小覷的。

大陸食品工業發展趨勢：大陸食品工業的產

值每年以 20% 以上的速度增長，呈現高速發展的

戰略機遇期，江波博士亦指出大陸食品工業發展

不足之處，如企業實力不夠強大、生產效率低於

發達國家的問題需要改善，而最迫切待改善的則

是食品安全的問題。

大陸功能性食品發展趨勢：江波博士指出功

能性食品在大陸的蓬勃發展，目前的法規與管理

制度也逐漸成形，大陸功能性食品未來的的研究

方向將會著重在功能食品與降低疾病風險、植物

源性功能成分、功能因子與檢驗技術的發展。

植物園學術研討會大會主席及與會貴賓

實驗林管理處與廈門植物園共同主辦「海峽

兩岸植物多樣性保護及園林植物資源交流與共用

學術研討會」，於 2010 年 11 月 4 ～ 10 日在廈門

舉行，計有王處長亞男、梁副處長治文、魏主任

聰輝、賴助理研究員彥任、鄭助理研究員森松及

楊研究助理智凱等 6 位參加，於會中發表 4 篇學

術論文。

「海峽兩岸植物多樣性保護及園林植物資源交流與共用」研討會

兩岸

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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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屆中國科協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專題報告會場

實驗林管理處王處長亞男及蕭助理研究員文

偉於 2010 年 11 月 1 ～ 3 日前往福建福州參加「第

12 屆中國科協學術研討會」，海峽兩岸科技組織

積極拓展科技交流渠道和領域成為本屆年會的一

大亮點，本屆年會主題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

自主創新」，兩岸未來在生命科學領域將會有更

多更深的交流與合作。

第10屆亞洲通量網國際研討會

實驗林管理處洪研究助理志遠於 2010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至中國廣州參加第 10 屆亞洲通量

網國際研討會 (AsiaFlux Workshop 2010「New Challenges of Fluxnet Community to Resilient Carbon/
Water Management」)， 與 會 中 發 表 「Study on the CO2 Flux Monitoring of the Reforestation at 
Pingtung and Sitou in Taiwan」研究海報。

研討會會場研討會專題研究報告

兩岸

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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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舉辦「第五屆海峽兩岸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研討會

臺灣出席代表與大陸出席代表合影留念

「第五屆海峽兩岸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

術」研討會，於 2010 年 10 月 25 ～ 26 日在臺大

集思會議中心召開，臺灣出席代表近 260 人，大

陸出席人士近 38 人，共 300 人左右參加，共發表

77 篇論文，主要研討主題包括各種調查技術的新

發展、污染物分佈模式的新發展、有機污染物之

新整治技術發展，理論發展與現場調查技術之研

發等，農化系有陳尊賢教授、李達源教授及多位

博士生參加此次大會。

農化系主辦「第八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研討會

臺灣出席代表與大陸出席代表合影留念

2010 年 12 月 6 ～ 7 日於臺大集思會議中心召開「第八屆海峽兩岸土壤肥料學術研討會」，臺灣出席

代表近 120 人，大陸出席人士近 26 人，共 150 人左右參加，發表 98 篇論文，此研討會主要由農化系李

達源及陳尊賢教授負責籌備召開，主要研討主題包括土壤基礎研究、土壤肥力與施肥技術、土壤生態與微

生物利用、土壤污染與環境整治、土壤改良與土壤物理、土壤資訊與管理應用等，農化系土壤肥料學有關

之教師及研究生幾乎全部參加此次大會。

兩岸

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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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系蔡明哲教授及實驗林陳和田組長分別榮獲2010年
中華林學會之森林學術獎及森林事業獎

實驗林於森林學領域之研究及森林經營管理成效均獲肯定，森林系蔡明哲教授兼實驗林副處長，致力

於木構造、木質環境、古蹟與歷史建築保存之教學、研究與服務，對國家推動綠建築、節能減碳與古蹟與

歷史建築保存有重要之貢獻，近 5 年內共計發表 SCI 期刊論文 21 篇，經評審為「2010 年中華林學會森林

學術獎」得獎人；陳和田組長 2008、2009 年間積極推動「國土保育計畫」，計完成收回違法濫墾濫建及

契約林地面積約 1,300 公頃，2010 年庚續辦理執行收回林地復育造林人工栽植造林面積約 120 公頃及崩

塌地撒播復育更新面積約 20 公頃之造林撫育工作，並積極籌劃推動「綠色造林計畫」，面積約 500 公頃，

增加綠色資源以提高森林面積及覆蓋率，發揮森林的碳吸存功能及生物多樣性，經評審為「2010 年中華

林學會森林事業獎」得獎人，另鄭森松助理研究員、彭嘉文技士及廖明慧約用人員等亦獲得大會論文海報

發表獎項。

蔡明哲（右）教授兼副處長獲頒森林學術獎 陳和田組長（右）獲頒森林事業獎

賴朝明教授榮獲中華土壤肥料學會99年度學會獎

農業化學系賴朝明教授榮獲 2010 年度中華

土壤肥料學會「學會獎」及「學術論文獎」兩

項褒獎，「學術論文獎」之得獎論文為：Lai, C. 
M., G. R. Ke, and M. Y. Chung. 2009. Potentials 
of food wastes for power generation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in Taiwan. Renewable Energy 
34:1913-1915.

農化系賴朝明教授 ( 右 ) 榮獲中華土壤肥料學會學論文獎，
理事長李達源教授頒發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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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孝維教授獲選98年度優良導師及校教學優良教師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的袁孝維教授被評選為

98 年度的臺大優良導師，全校一共有九位老師獲

此殊榮，評選的過程為系所師生推薦後，學務處

再聘請委員以明查暗訪的方式，在系所推薦的名

單中再投票評選，袁老師是一位陽光熱情的老師，

是學生在 BBS 上暱稱的「袁媽」，不論是不是她

的導生，學生有疑難雜症都會想到來找親切的袁

媽談一談，袁老師謙虛的說不敢說能給這些年輕

人多大的人生啟發，只是期望自己能在學生青春

的歲月中陪伴他們一段。

袁老師定期舉辦各種形式的導生會，主要是

製造機會讓不主動找導師的同學出現，而且同儕

的疑問，也有可能是自己的疑問，希望同學在導

生會中可以邊聽邊學，袁老師常常是絞盡腦汁來

構思一些不一樣、新鮮有趣的導生會，請學生到

他們平日不見得有機會進出的餐廳吃飯 ( 例如有氣

質的餐廳、異國風味餐廳 )，有外國學者來時，為

了訓練學生的外語能力和勇氣，一定在研究室擺

上吃吃喝喝的圓桌討論會、帶學生一起外出爬山

賞鳥、請學生到家裡來煮菜聚餐、請學生到社區

的游泳池、卡啦 OK 同歡；為了讓已經畢業的學

長姊可以提攜學弟妹，最近袁老師還在木柵的「大

團圓」餐廳辦了研究室的「大團圓」，讓大家彼

此認識，另外袁老師還設計過小型書展，先挑選

一些好的書籍，在辦公室辦流水席，同學可以自

由來去，除了好吃之外，還可以挑一本好書帶回

去，頗受同學好評，去年袁老師嘗試在小福辦了

個「早餐導生會」，8:30 開始，請學生一起共進

早餐，早起吃得飽飽開始新的一天，出乎意外的，

出席的同學超踴躍，看到他們精神奕奕，十分令

人欣慰。
袁孝維老師在教師節茶會上獲李校長頒獎鼓勵

袁老師持續與已畢業的學生保持聯繫，參加

他們的婚禮，看他們成家立業養育下一代，這些

都是令袁老師感動欣喜的事，十多年前畢業的學

生，甚至在袁老師的辦公室，帶著他們的子女來

開同學會，近四年來，袁老師協助系主任籌劃辦

理全系導生會，對於大學部的同學，袁老師以認

識老師，認識森林系為主，對於研究所的同學，

則幫助他們適應研究生的角色與態度，舉辦這些

活動時常是出錢、出力、花時間，但是袁老師卻

也樂在其中，看到同學們會因為全系導生會，而

更凝聚系所的向心力，其實是很有成就感的。

袁老師現擔任國際事務處副國際長，過去也

曾擔任生活輔導組主任，她說兼任學校的行政職

務，是讓她可以有機會將對森林系學生的關懷拓

展到全校的學生；袁老師說：「優良導師的第一

要件是教學認真，因為教學是我們的本職，認真

教書是對學生負責的言教及身教」，唯有用心教

書，才能獲得學生的信任，才能進一步與學生搭

起溝通的橋樑，因而袁老師在教學上亦十分盡心

盡力，生動有趣的上課方式，赢得學生們的愛戴，

在同年度亦獲得校教學優良教師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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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東南亞國際農業生物技術人才培訓

班」於 2010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10 日假本校生

物技術研究中心舉辦，本訓練班由本院國際農業教

育與學術交流中心與本校生物技術研究中心、國

際單位東南亞農業高等教育研究中心（SEARCA）
及亞太糧食與肥料中心 (FFTC) 共同合作，並由農

委會、國科會及美國在台協會提供經費支持，課

程包含了生物技術的核心理論課程及實驗操作、

蛋白質的電泳分析及轉質基因作物的檢測應用等；

另有生物技術應用專題講座及私人企業及政府單

位參訪，共有 3 名國內知名專家學者受邀前來演

講，演講者有國家實驗研究院的鄒篪生顧問對臺

灣農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展望進行演說，另

有本校動科系鄭登貴老師演講臺灣基因轉殖動物

之研究進展及展望，同時也邀請了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科技處的葉瑩處長，演講基因改造技術及其

產品之規範，國外學者則邀請了韓國首爾大學的

Dr. Byoung-Cheorl Kang 進行演講，題目為 SNP
標記於辣椒屬的發展及應用。

第四屆「東南亞國際農業生物技術人才培訓班」

生技中心助教徐國凱先生為學員解說實驗內容

東南亞農業生物技術人才培訓班之開幕式團體照

此次研習共計 28 名學員參與，計 22 名東南

亞學員，分別為寮國1名、柬埔寨2名、印尼2名、

菲律賓 6名、越南 4名、泰國 4名、馬來西亞 3名，

另有 6 名成員為農業委員會所屬各單位之代表；

本訓練班除了對東南亞各國的農業生物技術人才

提供訓練課程之協助外，也建立起一個溝通之國

際平台，加強臺灣與亞太地區國家之農業專家和

技術人員間的交流，並更深入瞭解東南亞各國之

農業生技現況及發展，推動未來更深一層之合作

及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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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種苗繁殖生產技術講習訓練基礎班第三期

2010年「水稻種苗繁殖生產技術講習訓練」

植物醫學研究中心辦理
「草莓栽培管理、病蟲害診斷及防治」教育訓練

展示天敵種類與飼養情形

為輔導國內水稻種苗業者改善其繁殖田栽培

管理及經營技能，並建立種子檢查技術，提升其

種苗供應品質及純度，由臺灣農藝學會主辦，臺

大農藝系協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指導，

辦理2010年「水稻種苗繁殖生產技術講習訓練」。

本訓練分為基礎班及進階班二種，基礎班辦理 3
場次，於中興大學農業試驗場 ( 北溝農場 ) 舉辦，

分別為第一場 8 月 25 日至 26 日 (22 人參加 )，
第二場 9 月 1 日至 2 日 (17 人參加 )，第三場 9 月

29 日至 30 日 (21 人參加 )，進階班 1 場 10 月 6
日於本校舉辦 (48 人參加 )。

草莓屬於高經濟價值作物，在臺灣之栽培面

積約 600 公頃，其中約 500 公頃集中於苗栗縣大

湖地區，尤其近年觀光休閒果園盛行，草莓由加

工原料變為鮮食水果，價格翻升，然草莓防治病

蟲害之頻率及化學藥劑使用量皆高，為了提升草

莓生產品質及保障國人健康，國立臺灣大學植物

醫學研究中心受農委會防檢局委託，自 2010 年 7
月起陸續於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及其生物防治分場

舉辦四場「草莓栽培管理、病蟲害診斷及防治」

教育訓練，第五梯次於 2011 年 3 月於新竹關西舉

辦；研習主題涵蓋草莓苗期、盛產期至休耕期之

病蟲害防治及栽培管理，因而提升防疫人員及莓

農對於草莓植株生長發育、栽培管理及病蟲害發

生與防治的基本知識，對於我國草莓產業之發展、

莓農之收益及消費者健康安全有全面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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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系優秀系友陳士根博士於 2010 年 9 月

10 日返系與系上老師們座談，陳博士於 MIT 獲得

機械工程博士學位後，一直在 GM 的 R&D 部門工

作，工作經驗豐富，相當了解汽車工業的發展現

況與趨勢，這次回國與臺灣一些大學洽談建立研

究伙伴關係。

2010 年 10 月 7 日生機系邀請建大工業公司

張宏德總經理 (1982 年畢業系友 ) 返系演講，演講

題目為『職場生涯漫談』。

2010 年 10 月 14 日生機系邀請中華民國創業

投資公會祕書長蘇拾忠 (1980 本系畢業系友 ) 返系

演講，演講題目為『CEO 與咖啡館』。

三久股份有限公司捐贈生機系獎助學金新臺

幣三十萬元，生機系為此特別訂定「三久公司獎

助學金辦法」，並向校方申請開設「三久公司獎

助學金專戶」統一納入校務基金管理，感謝三久

公司董事長林榮郎先生熱心公益捐款獎勵本系學

子、作育英才，總部設於台中縣霧峰鄉的三久公

司主要產品包括稻榖乾燥機、粗糠燃燒爐、稻米

加工周邊設備及檢驗儀器、太陽能熱水器和 OA 辦

公傢俱等，行銷海內外，深獲好評。。

生機系系友陳士根博士返系與系上老師們座談

生機系系友陳士根博士(右三)與盧福明教授(右二)、葉仲基副

教授(右)、周瑞仁主任(左)、廖國基副教授(左二) 進行座談

生機系系友張宏德總經理(中)與陳世銘教授(左)、周瑞仁主任

(右)於高ö知武教授紀念室合影

生機系系友蘇拾忠祕書長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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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保基院長頒發「第一屆臺大動科傑出系友獎」給余如桐(左)

系友

陳伯松(左)前會長頒發「甲子天王級系友獎」給沈冠雄(右)系

友

2011 年 1 月 15 日是個美好的週六，為食科

所暨系友年會之大喜日，今年活動的氛圍又是細

雨綿綿、寒風絲絲，但是食科所瀰漫著喜悅的氣

息，活動盛會於當日下午四點準時登場，首場活

動是畢業系友們的相見歡～在食科所館辦理報到、

各研究室團聚或慶生 ( 吳瑞碧老師研究室 ) 及系友

會會員大會，本次大會由賴理事長鳳羲主持，進

行年度會務與 100 年度預算報告，並順利地選舉

出第五屆理事、監事和理事長蔡國珍教授等新團

隊；系友年會的晚宴在「鹿鳴宴」中餐廳舉行，

25 桌的賓客擠爆會場，熱鬧非凡，在游若篍所長

致辭、介紹貴賓、新舊任校友會理事長及中山醫

學大學王進崑校長致辭與恭賀新年之後，年會活

動盛宴正式開始～與會貴賓盡情享用美食佳餚、K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於 2011 年 1 月 15 日舉辦 99 年度系友年會，共有老師、同學及系友近百人與會，

當日下午 2 點假基隆路 3 段 155 巷 50 號動科系系館畜一教室舉辦，由 1987 年畢業之張覺前會長主持，

會中頒發「第一屆臺大動科傑出系友獎」給余如桐系友 (1952 年畢業 )，該獎牌篆刻有「如出我類拔其萃，

桐封傑出眾所歸」之字句，表彰余如桐系友多年來對畜牧界之成就與貢獻，接著另頒發「甲子天王級系友」

獎，頒贈刻印有「遊牧畜海一甲子，縱橫歲月不知年」之金箔畫獎牌給畢業達 60 年的資深系友沈冠雄學

長 (1950 年畢業 )；會中除固定頒發系友會獎學金外，另針對畢業 50、40、30 年以上之系友個別製發黃

金級、藍寶石級及珍珠級資深系友證書，此次共有畢業 50 年以上 4 位、畢業 40 年以上 15 位、畢業 30
年以上 16 位系友參與，資深系友與年輕系友就產業現況及生活近況相互意見交流，場面熱絡，討論熱烈，

會後全體參與系友前往臺大尊賢館二樓用餐，現場更有卡拉 OK，若干系友高歌助興，炒熱氣氛，直到當

日晚上 9 點半左右，大夥才依依不捨的結束年會活動，期待明年再相聚。

食科所暨系友年會盛宴紀事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99年度系友年會

食科所暨系友年會晚宴之歡樂盛況

歌表演、抽獎樂及合照留念，穿插著吳瑞碧老師

的慶生趴、深情三重唱，整個系友年會盛宴充滿

溫馨與歡樂，在彼此的祝福聲中相約明年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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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學會於 12 月 10 日在本校集思會議中

心舉辦「99 年農化系獎學金頒獎典禮暨金鈎盃聖

誕歌唱大賽」，系主任於本活動開始邀請李敏雄

教授致辭後並頒發「99 年度李敏雄教授獎學金」，

蘇淑芳系友致辭並頒發「99 年度蘇淑芳系友獎學

金」，系主任頒發「99 學年味王股份有限公司獎

學金」等獎項，同時也頒發獎狀表揚 98 學年第二

學期書卷獎及服務課程優良學生，最後由本系師

生上台歌唱大賽，並有舞蹈表演，計有 30 組表演

展現本系師生之多才多藝。

生物科技研究所於 2010 年 9 月 4 日假本校

生技大樓演講廳舉辦「2010 Mini Symposium: 
Frontiers in Biotechnology」學生研究進度報告暨

成果發表研討會，本所師生全體出席，一年級壁

報發表，二年級以上全程以英語進行口頭發表

，增進口語發表經驗，本次學生表現優秀，

除原頒壁報發表優秀獎及口頭發表優秀獎各3名，

特於前述獎項各增加 2 名，共計 10 名，頒予獎金

2000 元及獎狀 1 紙，以資鼓勵，本研討會由財團

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撥款補助，特此致謝。

2010年農化系獎學金頒獎典禮暨金歌盃聖誕歌唱大賽

2010年生物科技研究所學生研究成果發表會

活動開始前本系老師與頒獎貴賓蘇淑芳系友(右五)及李敏雄

教授(右三)合影

生物科技研究所學生研究進度報告暨成果發表研討會盧虎生

所長致詞勉勵

農化系在年終時於本院農場擴大辦理年終聚

餐，以對系裡職工同仁在系務、教學與研究上之

協助表達感謝之意，老師除了邀請自己之研究生

與助理參加之外，也邀請已畢業學生系友，擴大

聚餐規模；此外，今年適逢賴朝明教授 60 大壽，

也藉此對賴教授表達祝賀之意，生農學院陳保基

院長及農業化學系友會會長陳陸宏博士參加並蒞

臨致詞，總計約有 24 桌次共約 240 人員參加，藉

此聚會，使系上學生與畢業系友有交流學習機會，

對往後畢業之生涯規劃增益良多。

農化系99年度年終及畢業系友聚餐

農化系系友會陳陸宏會長(左)蒞臨餐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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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研究生新生訓練暨迎新活動

農化系於 2010 年 9 月 7 日 ( 星期二 ) 在本校農化系二館階梯教室及一館系會議室舉辦研究生新生訓

練暨迎新活動，希望能舉辦一個歡迎新活動，藉此聯絡研究生之間的感情，也可以幫助新生認識臺大、認

識農化系。

農化系『99 學年度新生及家長懇親座談會』

於 8 月 21 日舉行，共計 18 位新生、41 位家長、

11位教師、3位系友及 12位大二、大三學生參加，

會議由系主任鍾仁賜教授主持，會中先播放約 10
分鐘系簡介影片，再由大一新生二位導師，顏瑞

泓教授與蘇南維副教授，除先向新生及家長致意

外，也提醒新生及家長，若有任何課業或生活上

的問題，務必即時與導師聯繫，尋求協助。

系主任介紹本系歷史與現況、課程與研究範

疇、教學與發展目標，並分述全系 18 位教師之專

長與研究領域，介紹本系國際交流與課外活動等，

讓與會新生及家長領略本系概況，同時教導新生

扎實基礎與多元接觸的正確學習方法與生活態度，

並強調團隊合作、國際觀與社會關懷，學生會會

長亦向新生介紹學生會的各項活動，並歡迎新生

參與，特別感謝陳陸宏會長、黃雪莉教授及郭志

瑋主任三位系友，除幽默且感性的故事分享，尚

有務實的學習與工作經驗傳承，令與會的新生及

家長以及在校生獲益良多，座談會圓滿完成。

農化系99學年度新生暨家長懇親座談會

農化系99學年度大一新生暨家長懇親座談會現場

新生暨家長懇親座談會農化系系主任致贈系友黃雪莉教授紀念品

農化系研究生迎新在二館階梯教室由老師上台介紹系所現況農化系研究生迎新活動藉由分組遊戲輕鬆活動中讓研究生彼此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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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於民國 2010 年 12 月 18 日租用大型遊覽車三輛，請農化系開授大學部修土壤學 113 位同學 ( 包
括農化系 農藝系 園藝系 森林系 植微系 地理系 ) 及研究所修土壤形態與分類學 2 位同學參加土壤學野外實

習，讓 115 位學生學習桃園地區紅壤母質沖積土、風積土、紅壤母質沖積水稻田土及河流沖積土的土壤剖

面形態特徵 讓學生利用土鑽進行土壤採樣技術之練習及依土壤之形態特徵及性質，練習土壤分類，加強野

心教學之效果，主要實習地區包括桃園縣竹圍鄉、大園鄉、觀音鄉、新屋鄉等鄉鎮地區之農田土壤。

土壤學野外實習

土壤學修課女同學於野外練習以土鑽取土壤樣品土壤學修課同學在野外聽現場課情形

來自法國巴黎的交換生樊森 (Vincent Sauton) 
為皮朋工程學院 (Ecole D'ingenieurs de Purpan) 
的碩士班學生，於 2010 年 9 月到本校進行為期一

學期的學術交流，由農業化學系林乃君助理教授

擔任其導師，負責該生於本校學習期間課業與生

活上的輔導工作，該生為皮朋工程學院與臺灣大

學農學院第一批交換生之一，此次前來臺灣大學

主要是為了修習經營與管理的相關課程，以使其

在農業相關領域之知識能更加完備；此外，也藉

此機會與本校學生進行文化交流並體驗在臺灣的

生活，短短的四個月當中，樊森同學順利地完成

在臺灣大學的學業，而期間生活上所獲得的經驗，

也成了他永難忘懷的回憶！

法國籍學生樊森至農化系交換學生一學期

法國交換生樊森 (Vincent Sauton前左二）與林乃君助理教

授(後左二）及研究室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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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99學年度第1學期全系導生會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職涯座談會

2010 年 12 月 23 日在森林館林一教室舉行全

系 ( 所 ) 師生活動，活動內容包括師生同樂聯歡、

有獎徵答，參加活動的人數多達 200 人，森林系

全體師生藉此機會拉近師生間的距離。

以一個新生來說，系上的事務是全然陌生的，

遑論森林系又分為四個學群，每個學群要修習的

課程不盡相同，而單單只看系上的網頁是無法明

白每個學群之間的差異，這次的導生會活動，讓

學生對於每個學群以及每個老師的研究內容有所

了解，學生可以就不同領域的差異，仔細思考自

己想要學習的東西屬於哪個學群，在課程的選擇

上也有較明確的目標。

為了協助系上的同學對於自己未來的生涯規

劃以及就業方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森林環境暨

資源學系舉辦了職涯專題講座，希望能幫助同學

掌握畢業後的人生規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李桃生副局長為森林環境暨資源學

系舉行職涯規劃演講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99學年度第1學期全系導生會中學生與教

師交流，氣氛融洽活潑

本次座談會很榮幸的邀請到林務局李桃生副

局長，以及觀光局劉喜臨副局長於 2010 年 11 月

18 日在本系的林一教室進行職涯講座，活動當天

來了近百位的同學參加這次講座，會場顯得十分

的熱鬧，兩位長官將自身的經驗融入講座的內容

當中，使得職涯規畫這個嚴肅的話題變得格外的

平易近人，他們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切入職涯規劃

這個問題，除了在職場上所需的知識、技能、特

質之外，還要懂得觀察整體大環境的變化與趨勢，

同時也提點在場的同學要如何注意各種在職場上

的小技巧與應對方式，清楚扼要的呈現了職涯規

劃所要考慮的各個面向。

本次的座談讓同學們清楚地了解到，面對未

來自己需要加強哪些能力，對於未來行業的選擇

與工作機會的尋求也更具有判斷能力，不會盲目

且無所適從，可以清楚的規劃屬於自己的職涯方

向。

當日活動氣氛熱烈師生同歡，也讓剛進系上

的大一新生對系上老師與老師的研究內容有所了

解，對未來的學習方向有大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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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實驗林管理處管有面積廣大且多樣性的

實驗林地，讓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的學生平常在

校本部所修習到的理論課程，可以有實地驗證及

進行實務體驗的機會，實習課程循序漸進共分為

四個階段，由森林生物的實習開始，包括認識森

林動植物、育林技術、苗床搭建，到森林環境的

水土保持、集水區治理及監測、生物材料實習的

工廠見習及參觀，一直到森林經營管理中的野生

動植物調查技術、遊憩規劃及環境教育解說設計

等，林場實習的課程提供了森林系學生多元的野

外經驗，並且在長時間的實習過程中，更加培養

了師生們深厚的情誼。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9 學年度「林場實習四

( 資源保育與管理 )」，於 2011 年 1 月 14 ～ 19
日、「林場實習一 ( 森林生物 )」，於 2011 年 1
月 20 ～ 28 日，分別在實驗林管理處之清水溝營

林區及溪頭營林區進行課程教學實習，實習期間

由實驗林管理處研究人員等協助各項課程教學，

並指導林場森林調查與森林造林撫育作業之實際

操作。

由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及實驗林管理處王亞

男教授 / 處長統籌規劃，與系上袁孝維、丁宗蘇

及鍾國芳教授及昆蟲系楊平世教授所合開的「森

林生物多樣性概論」通識課程受到學生的熱愛，

是在 BBS 上學生強力大推的課程，每一學期會有

機會帶著 200 位臺大學生，五天的行程中，由台

灣低海拔的闊葉森林環境，一路開拔到高海拔的

塔塔加鞍部針葉林，讓學生認識台灣自然之美，

並體會到台灣面積雖小，但是因為海拔高低差近

4000 公尺，期間孕育的生物多樣性就成為臺灣珍

貴的資產。

森林環境及森林生物材料林場實習

森林生物多樣性概論通識課受到全校學生熱愛

林場實習四－竹林經營管理實習

學生進行苗床設立之實習情形

學生們在課程中認識臺灣自然之美，在塔塔加鞍部的大鐵杉

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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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於 2011 年 1 月 8 舉辦「系友會會員大會暨系友聯誼會」，本次活動為系友會正式成立後第

一次系友聯誼活動，特別邀請畢業滿 10、20、30、40、50、60 年的系友及其他各屆系友與會參加。

活動當日於園藝系花卉館舉行，首先由溫理事長銘嚞致詞，報告系友會活動概況，並特敬贈園藝系第

一屆系友、亦為園藝系名譽教授康有德老師 ( 大學部 35 級 ) 及其同窗好友程德森系友，畢業滿一甲子「園

滿如藝」之紀念獎牌，另敬贈園藝系名譽教授李哖老師 ( 大學部 45 級 ) 及其同窗鄭啟涵系友之畢業滿半世

紀之紀念獎牌，藉由園藝系簡介影片和各屆回憶照片之播映，與會系友們細談求學時光之點點滴滴，讓與

會的學長姐、學弟妹們備感溫馨，接著由張秘書長育森報告會務現況與會務推動構想，之後與會系友分別

於花卉館前庭與系館前合影留念，再於花卉館享用外燴餐點，系友們於豐盛餐點時刻相聚一堂、連繫情感，

此外，園藝系在校生、系學會等學弟妹們亦熱心接待回娘家的系友學長姊，達到薪火相傳、生生不息，使

本次活動在歡樂中圓滿結束，期待再相會。

園藝學系99年會員大會暨畢業滿十周年系友聯誼會

會員大會暨聯誼會於系館(四號館)前合照

「穗豐凱歌行，不枉少年耕」，27 歲獲得本

院食科所博士學位，進入中山醫學大學擔任副教

授，十八年來從升為教授到歷任該校營養學系主

任、醫院營養部主任、學務長、健康管理學院院

長、副校長， 43 歲獲選為臺灣營養學會理事長

、榮獲「臺大傑出校友獎」、臺灣食品科技

學會「學術研究榮譽獎」、44 歲聘為代理校長，

這就是食科所傳奇校友 -- 王進崑校長，一位親切

令人如沐春風、沉著中蘊含靈動、機智不掩好奇、

謙懷若幽谷的校友，究竟他「成功」的元素是什

麼呢 ? 他的專業研究自檳榔、蜂膠到香蕉皮、珍

珠粉及麻芛，從抗氧化到抗癌與抗糖尿病臨床功

效，廣受矚目，引發消費群眾的興趣自不在話下，

專業的金字塔必是生活點滴精華所奠基而成，他

的人生奮鬥過程中有許多盎然趣味，恰合與我們

青青學子分享、或作為標竿，且從令他印象深刻

的三件成長歷練說起吧，也是他成功的四之三項

元素。

專訪本校傑出校友中山醫學大學王進崑校長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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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本校傑出校友中山醫學大學王進崑校長

第一件是大學時期豐富地體驗生活與包容心的

培養

他在保持優異成績下，課餘到豆腐工廠打工、

寒暑假到餐廳打工，豆腐廠的工作作一天休二天，

工作日自清晨 4:00 起床工作至 8:00，不分寒暑，

體驗在寒流夜裡身著短 T shirt 與短褲搬豆腐到戶

外冷卻的震憾，還跟穿滿衣服外出運動的老人家

有一段難忘的對話，寒暑假的餐廳打工則讓他結

交了許多好友，參與新餐廳的建立與營運，與各

行各業近距離接觸、體會人生百態，他深刻體會

要充分利用時間，讓青春浪費在最有意義的事情

上 ( 包括交女朋友～即現在的校長夫人 )，要堅忍

吃苦、要尊重每一個人。

第二件是在食科所攻讀博士期間的典範學習與

培養獨立的經歷

受到指導教授孫璐西教授的殷切指導、嚴謹

的科學研究精神、以及謙沖的待人處世態度所薰

陶，也感動於吳瑞碧教授等師長的提攜後進與宏

寬視野，培養出他追求新知的興趣、認真的工作

態度、多樣性的思考方式、宏觀的包容性、及令

人如沐春風的處世氣度，他喜愛閱讀美國年輕人

獨立自主的故事而深受激勵；當時他就習於凡事

必先訂目標、努力執行與隨時檢討，喜歡一次訂

多個目標同時進行，以保持新鮮感，他養成了慢

跑運動的習慣，以保持戰鬥力，至今，他仍保持

每天早上 5 點半起床晨跑五公里，不僅舒解龐大

的工作壓力，也在澄心靜氣地思慮治校方針，為 8
點到校工作做準備。

第三件是任職中山醫大時啟發他熱心服務他人

並享受當下～想做的事就做，不要等退休

十多年來他投入社區健康營造工作，並曾參

與教育部計畫到中南美洲各國輔導交流時，受到

當地居民不畏惡劣環境而豁達地享受當下而感動，

所以他與家人決定買山、買地蓋屬於自己風格的

房子，給家人幸福安全與貼近自然的生活空間，

他的做法果不平凡～他博覽各類設計書籍，與設

計師花一年時間討論房屋的建築風格及室內設計，

細工慢琢，總共花三年的時間建築出自己的家，

懂得生活，假日多陪家人與小孩，除了運動和熱

服社區外，彈吉他、吹薩克斯風陶冶情趣，與小

孩分擔清潔家務，既健身又身教如言教，進崑校

長輕鬆的一面既用心營造，又隨興如「宅男」。

總之，他為人的成功，與秉持「尊重每個人、

盡力幫助每一個人」的基本原則、「The best or 
nothing」做事的基本理念、踏實而樂觀及真誠而

信守的個人特質有關，所以能時時化干戈為玉錦、

開創新局面，行政忙碌之餘，要兼維持高水準的

學術研究產出，相當認真工作自然無庸置疑，他

維持一大原則 :「全心投入工作，今日事今日畢」，

養成每天必收拾一切並清理乾淨才下班並自我追

踨效率的習慣。

最後要以世界和平的觀點來說了，進崑校長

成功的第四項要件是 : 娶對美嬌娘 ! 成功果然

不是偶然的，在在都用心 !

食科所傳奇校友-王進崑校長

王進崑校長伉儷於校慶茶會中與陳保基院長（右）、蔣丙煌

教務長（左2）、游若篍所長（左）合影

61



人 事 異 動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訊 1 2期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1春季

Bulletin No.12, Spring 2011

退休

本院園藝學系曹幸之副教授於 2011 年 2 月 1 日屆齡榮退，曹幸之老師為本校園藝學系 1968 年畢業

系友，1970 年獲得美國 Clemson 大學園藝系碩士，1977 年獲得美國夏威夷大學園藝系博士，於夏大擔任

Research Associate 一年半，進行甘藷推廣工作，於 1979 年進入臺灣省農業試驗所，以約聘研究員服務

於園藝系蔬菜研究室，為當時屈指可數之女性青年才俊，備受萬雄所長器重與栽培；於 1981 年任正式編

制內副研究員，1986 年升任研究員，亦兼任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副教授 13 年，任職農試所期間，曹老

師對馬鈴薯研究工作卓有貢獻，選育出抗 PVY 與晚疫病、可做有機栽培之｀臺農 1 號＇，以及耐 PVY、
大薯增加 50�、豐產、後來命名之「臺農 3 號」，曹老師亦選育出抗細菌性斑點病、主要病毒、抗青枯病、

辣味較強之辣椒自交系，參與育成增產 20% 之小白菜 F1 品種「臺農 2 號」，並曾負責「海外技術合作委

員會」委託農試所辦理之「友邦學員蔬菜訓練班」。

曹老師於 1996年以熱愛母系及教育工作，轉至本校園藝學系任教，15年來，每日早出晚歸認真教學，

熱心輔導學生，師生情誼濃厚，曾於 87 與 90 學年度獲選為「教學優良教師」，曹老師共計指導 28 位碩

士生、1位博士生，研究芹菜、辣椒、馬鈴薯、番茄、西瓜、東方甜瓜、圓筒絲瓜、扁蒲、結球白菜、小白菜、

甘藍、芥藍、花椰菜、大蒜、綠竹筍、莿竹屬、長豇豆、靈芝等材料，主題包括發芽、育苗、春化作用、嫁接、

栽培管理、結果特性、水分生理、高溫生理、養液栽培、分子標誌與成分分析；於 2003 與園藝系同仁開

創「園藝治療」課程，並指導一位大學部、四位碩士生園藝治療相關之研究，在社會服務方面亦多有貢獻，

包括擔任評選、評鑑、甄審、審查、考核、講習、演講、諮詢、國家考試出題閱卷等工作，擔任臺灣園藝

學會理事與監事、中華民國人與植物學會理事，並為國際園藝學會、中華種苗學會、中華農學會、美國園

藝學會、美國園藝治療協會會員。

今曹幸之老師屆齡榮退，祝福曹老師從此海闊天空，也希望曹老師退而不休，繼續以專業指導臺灣蔬

菜產業與學術研究，乃後輩是幸！

園藝學系曹幸之副教授榮退

曹幸之老師(前右四)退休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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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幸榮教授於 2 月 1 日退休，專長領域為育

林學、森林公益功能、林木生理生態學等，郭教

授自森林系畢業後，即於系上服務，歷任助教、

講師、副教授及教授職務，並於 2004 至 2007 年

期間擔任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系主任，於本校之

任教將近 40 年，於本校服務期間，所發表之學術

期刊論文百餘篇，專業書籍 20 餘冊，作育英才無

數，指導碩、博士班研究生逾 60 名，目前在各行

業皆有優異表現，郭教授治學嚴謹，深受學生愛

戴與尊敬，對學生從不疾言厲色，對於學生所發

生之困難，皆竭力予以協助，使學生有如沐春風

之感，多次獲得優良教師之榮譽，郭教授在為人

處事上，更是以身示教，為後學晚輩們樹立敦厚

與專注的學者風範，讓學子們體會到作學問的意

義與價值。

郭教授除在教學上深獲學生肯定，於研究上

亦深受學術界及產業界之肯定，郭教授多年來主

持育林相關之研究計畫，對於臺灣育林技術的提

升功不可沒，尤其是由郭教授所主撰之《育林手

冊》、《人工林疏伐實務手冊》等書籍，更是以

臺灣本土之育林需求所完成，其成就深獲林業界

之肯定。

郭幸榮教授

園藝學系林宗賢教授於2011年2月1日退休，

林老師自民國七十二年自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

校取得博士學位即返國任教臺大以來，將近三十

年的歲月，對於我國園藝科學研究與產業發展之

貢獻卓著，更是將向我國果樹產業發揚光大之重

要推手。

林老師為園藝系最受學生敬重與喜愛的老師，

曾獲本院教學優良奬，教學研究之外，更致力於

園藝產業之推廣與社會服務， 2004 年獲選為國際

同濟會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之一，林老師於民國

1991 年及 1996 年兩度擔任附設山地實驗農場場

長，大力推廣生態教育及自然保育，為實驗農場

在我國高山農業永續經營上樹立無可取代的角色，

又於 2006 年出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其在

任內的傑出表現與對博物館整體服務品質的提昇

備受肯定，獲行政院記大功一次，更於卸任時獲

教育部頒發三等文化奬章以表揚林老師在任內之

貢獻。

林老師長期以來投身我國熱帶果樹教學研究、

產業發展與政策規劃，為我國熱帶果樹永續發展

奠立穩固的基石，林老師於 1988 年發現以授粉昆

蟲與芒果開花不結實之相關性，一舉解決我國芒

果產業之瓶頸，其後持續領導芒果技術服務團，

指導果農精進芒果果實品質，使芒果產業成為臺

灣農業發展之典範；近年來更積極推廣良好農業

林宗賢教授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郭幸榮教授榮退

退休 園藝學系林宗賢教授榮退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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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巡迴全臺舉辦推廣說明會，讓農民了解良

好農業對國人及永續發展之重要性，更對我國整

體農業經營環境與國人健康訂下了未來可遵循的

方針，功不可没。

林老師於榮退前擔任臺灣園藝學會理事長，

任內極積提昇學會功能與服務品質，首創年度產

盧教授從 1975 年自臺糖研究所轉到臺大任

教迄今，將近 36 年的歲月，盧教授將自己最青春

最精華的時光奉獻給臺大，培育了無數的門生，

盧老師自 1967 年畢業於生機系的前身農工系機械

組，畢業入伍服役後，旋即出國赴加拿大基爾大

學 (McGill University) 留學，於 1971 年取得碩士

學位進入臺糖研究所服務，並於 1975 年轉任臺大

農工系迄今，其間獲得國科會經費輔助，前往美

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攻讀博士，於 1987 年順利獲得博士學位。

盧教授的研究專長主要在稻米倉儲與處理、

精準農業與農產品非破壞檢驗等，曾任生機系系

主任、中華農機學會理事長，目前亦擔任財團法

人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主任，有豐富的行政

經驗，亦曾榮獲中華農業機械學術奬、日本農業

機械學會國際貢獻奬、臺灣生物機電學會事業成

就奬，盧教授對於推動國際學術合作相當積極，

成果卓著，特別是臺、日、韓三國的交流活動，

盧教授自從 1991 年受邀參加日本京都大學第一

屆東亞智慧型農業論壇 (The 1st East Asia Forum 

on Intelligence and Agriculture) 後，即積極促進

日本、韓國與臺灣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二十年來

舉辦多次國際研討會與交流訪問活動；目前日本、

韓國和臺灣三國之農業機械相關專家學者每兩年

舉辦常態性的國際會議與每年舉辦的農畜產品非

破壞性品質檢驗國際研討會之交流互訪，盧教授

居功厥偉。

日本農業機械學會在九州宮崎市舉辦之 67 屆

(2008 年 ) 年會上頒發該學會第一屆國際貢獻獎

(JSAM International Award) 給盧福明教授，該學

會提及盧教授之貢獻如下：

盧教授於 1988 年前往日本考察稻米加工方

面之研究與設施之後，即積極促進日本與臺灣之

合作研究關係，19 年以來，己促使日本農業機械

學會和臺灣農業機械學會的合作關係日益加強，

盧教授曾主導日本、韓國和臺灣農業機械國際會

議 (The 3rd East Asia Forum on Intelligence and 
Agriculture) 於 1994 年在臺灣大學召開。1997
年在台臺北舉辦的國際會議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Automation (ISAMA 97)) 計 有 歐 洲、 日 本、 韓

國、美國、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國家共 60 多位學者

專家參加該會議，盧教授在該會議中擔任籌備會

秘書長，貢獻頗大，之後盧教授積極協調日本、

韓國和臺灣三國之農業機械學會會長及專家學者

聯合舉辦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utomation and Mechatronics of Agricultural and 
Bioproduction Systems (ISMAB))，該會議已分別

於 2002 年、2004 年和 2006 年在臺灣、日本和

韓國順利舉辦完成。

生機系盧福明教授榮退

盧福明教授於榮退歡送會上接受陳保基院長頒獎

退休

業交流活動，使年青後進能更深切體會園藝之重要

性，對促進在校學子投身園藝的企圖心及園藝產學

間之交流有極大貢獻。

林老師作育英才，桃李遍地，迄今已有逾 50
位研究生及無數大學生受教於門下，畢業後多服務

於我國園藝產官學界，繼續傳揚林老師之誨人不倦

與為人處世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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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四年來，盧教授每年負責主辦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Nondestructive Quality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Products)，每次邀請三位國外學者專家與會包括：日本、比利時、

德國、韓國、馬來西亞和美國等多位學者專家，交換各國學術研究之最新成果，並促進各國之間的研究合

作關係，盧教授也曾多次獲邀出席國際會議發表專題演講，例如：2001 年在東京大學舉辦之農產加工之

控制技術研討會，和其他國家之學術研討會，綜言之，盧教授多年來持續熱心參與並推動國際間之農業機

械學術交流活動，其貢獻值得肯定。生機系於民國 2011 年 1 月 25 日下午 3:30 在該系知武館四樓演講廳

舉辦『盧福明教授榮退歡送會』，會後並於鹿鳴宴舉辦歡送餐會。

林俊宏博士 1994 年於獸醫系畢業，於 1996
年進入臺灣養豬科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助理，1997
年進入本院獸醫研究所後接受潘銘正教授及翁仲

男教授的共同指導，主要研究項目為微生物致病

機轉探討與動物疫苗開發，1998 年直升博士班，

2003 年取得臺大獸醫研究所博士學位，隨後於臺

灣動物科技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目前為動物

醫學組副研究員，從 1996 年至今，林博士主要

研究領域專注於微生物與動物疫苗研究上，因此

在動物疫苗研發上有許多實務經驗，目前於動物

疫苗研究成果共有二件技轉案與四件專利，並於

2009~2010 年間陸續獲得十大傑出農業專家、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創作發明獎、行政院國科會傑出

科技貢獻獎等殊榮，在動物疫苗開發領域上有傑

出的表現，由於林博士擁有與許多國內外動物疫

苗公司合作經驗，因此在 2011 年 2 月將於臺大獸

醫系所開班授課，教授同學動物疫苗開發的相關

知識，讓對動物疫苗開發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了解

如何著手，上課內容有許多非課本上可學到的知

識與經驗，希望對同學能有所助益。

獸醫專業學院新聘
林俊宏老師擔任兼任教師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鍾嘉綾助理教授新任 新任

林俊宏老師
新任助理教授～鍾嘉綾老師

鍾嘉綾助理教授於 2011 年 2 月加入植物病理

與微生物學系的教學研究陣容，鍾老師畢業於臺

大植物病蟲害學系植物病理組，大學及碩士期間

主要研究探討超寄生菌的寄生構造與分泌酵素，

及其應用於生物防治的可行性，碩士修畢後，鍾

老師先在中研院生物醫學研究所擔任一年的助理，

協助進行心血管疾病基因療法之研究，隨後於農

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植物防疫組任職四年，負

責植物疫情監測、外來有害生物偵察、有害生物

風險評估等之法規制定與業務推廣，並彙辦植物

防疫國際合作事務；2004 年鍾老師赴美國康乃爾

大學植物病理與植物微生物生物學系攻讀博士，

研究主軸為玉米抗病育種，利用分子標誌輔助篩

選抗單一病害或多重病害之數量抗病基因座，使

其能應用於實際育種工作，未來鍾老師將致力於

重要作物病害管理、流行病學及抗病分子遺傳等

研究，期望除了能深入瞭解植物抗感病及病原菌

致病之演化、遺傳機制外，也能將相關知識與新

開發的技術，有效運用於病害防治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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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菜綠手指～生機農法體驗營

蘋芬秋色～秋季蘋果採果體驗營

本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於 2010 年 9-10 月舉

辦菜菜綠手指活動，參加人數計 84 人次，本活動

之首要宗旨是增進消費者與耕作者的對話，並提

供民眾體驗安全無毒的生產模式，更希望未來的

生產與消費可以放遠眼光，多多支持生機農法的

產品，消費的同時也投下自己對商品的信心票。

菜菜綠手指活動是以農場兩年試種生機農法

的菜地為活動介紹目標，在本場資深員工賽德克

族吳建漢先生 (「巫茂」大哥 ) 的現場協助及農場

解說員事前的簡報介紹之下，參與活動的學員在

真實版的開心農場中，玩得不亦樂乎，也認識了

生機農法裡的忌避植物可以自然驅蟲，蘇力菌可

以讓鱗翅目幼蟲瀉肚子，生態多樣的環境下有無

數的自然天敵 : 像是鳥、瓢蟲、草蛉、蜘蛛，還有

少見的夏南瓜、長得像牡丹的萵苣、山上特有的

鮮嫩菜芽、全臺灣最受歡迎的高麗菜等等，巫茂

大哥跟土壤一樣顏色的手，溫柔地呵護著田，也

一起照顧作物及環境的健康。

秋收豐實，本院山地實驗農場讓臺灣民眾有機會充分享受親手採蘋果的樂趣，「蘋芬秋色」採果活動

在 2010 年已邁入第三個年頭，參與人數逐年增加，2010 年度參與人數計 1648 人次，除了採蘋果活動外，

並搭配專業生態解說導覽、賞鳥、夜間觀蟲、觀星等活動，是一個內容豐富、知性感性兼具的精彩體驗行

程，山地農場目前共蒐集有 12 個蘋果品種，包括津輕、世界一、德國蘋果、富士等，可以從八月初陸續

成熟至十二月中，而其中最晚成熟，數量也最多的富士蜜蘋果也是最獲青睞與喜愛的品種。

學員開心的展示碩大如牡丹的萵苣

圖左高麗菜、圖右萵苣

大家都專心而興奮地在尋找蘋果 學員開心地與親手採下的蘋果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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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屆小朋友獸醫營終於在 2011 年 1 月 21 
隆重登場，這次活動目的除了讓小朋友學習如何

去愛護動物以外，更以如何成為一位小小獸醫師

的角度出發，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讓小朋友認識、

親近動物，使小朋友們進一步瞭解動物行為代表

的意義，及動物的特有習性，並且透過實際的操

作， 讓小朋友可以嘗試當一位小小獸醫師，除此

暑期高中生昆蟲研習營廣受好評，昆蟲學系

與臺灣昆蟲學會再度廣發英雄帖，本次對象更擴

大，邀請各國、高中對昆蟲有興趣的學生們，參

與一場秋季昆蟲饗宴：2010 Channel E 瘋昆蟲，

本次研習共舉辦四梯次，9 月 25 日至 10 月 24 日

的周六及周日，假中非大樓舉行，為期兩天的活

動中，學員們學習到的是最道地的昆蟲學，不僅

有多采多姿的昆蟲分類學、饒富趣味的昆蟲生態、

充滿自然關懷的保育概念還有精彩的昆蟲文化，

每一位參與研習的昆蟲小尖兵們更和昆蟲有進一

步的＂親密接觸＂，不僅有熱鬧的團體活動，還

有操作昆蟲行為和生理實驗，也學習到如何應用

生物技術解決昆蟲方面的研究，雖是周末假日，

獸醫學系舉辦2011年小朋友獸醫營

暑期高中生昆蟲探索營

之外在教材編輯上，也將一些平常沒機會接觸的

小動物，像是蝙蝠、袋鼠、刺蝟等介紹給學員們，

此營隊最終目的是為了使小朋友有顆愛護動物的

心，進而帶領小朋友了解如何關心、幫助及愛護

這些動物。

獸醫學系舉辦小朋友獸醫營還有另一項初衷，

就是提供家扶中心與偏遠地區的小朋友免費參加

營隊，以達關懷弱勢與回饋社會的理想，此次的

小朋友獸醫營共舉辦兩個梯次（1 月 21~22 日、

1 月 24~25 日），學員人數約 60 人，家扶中心與

偏遠地區的小朋友佔了三分之一。

希望此次活動能符合學員的期待，而在營隊

期間習得的知識，能豐富小朋友的人生觀，除了

學習與來自四面八方的小朋友相處、交流外，更

希望能夠啓發小朋友對動物的熱愛，進一步愛護

動物、尊重生命。

小朋友獸醫營學員與工作人員合影留念

昆蟲系柯俊成主任與暑期高中生昆蟲探索營學員合照

依然不減學員們樂在學習的興致，沉浸在昆蟲學

真、善、美的學員們，滿載而歸的是豐富的知識

和美美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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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農場對於校內教職員試辦第一屆的有機

LOHAS 農耕體驗課程，於 2010 年 11 月假農場

辦理，藉由農耕課程體認耕作的生活意義，學員

們由播種、定植育苗開始，課程期間學習施肥及

非農藥防治等農耕至收成間等管理工作，經由農

事耕作與大地的親近，釋放工作壓力，為生活注

入快樂、健康的因子，以積極的培養正確有益的

休閒嗜好，體驗真實版的開心農場，以期建立正

向的生活態度面對未來的每一天，活動試辦期間

課程實施時間：週六上午：09:00~11:30；結合課

程與實務進行農耕體驗的規劃，LOHAS 農耕實習

課程規劃及內容如下：

1 ﹑【育苗與定植】：苗壯五分收：蔬菜育苗教學、  
        做畦要領、定植方式，行株距的計算。

2 ﹑【施肥要領】：有機堆肥及糖醋液的重要性，

臺大教職員有機LOHAS農耕體驗營開辦了

栽下秋冬季好栽的萵苣苗，完成之後大合照，滿是禾下鋤之

後的喜悅

臺大農場農藝組協辦 2010 年行政農委會農糧

署「深度米食推廣～都會區生態水田體驗研習活

動」，係有鑑於社會結構及國人生活及飲食型態

的改變，米食消費量逐年減少，由 60 年代平均每

人每年消費量 134 公斤，下降至 48 公斤，為鼓勵

國人食用國產稻米及深度體驗稻米栽植，揮汗禾

下鋤之辛勤，結合水田生態導覽、育秧及插秧的

初體驗、稻米在臺灣及創意米食料理的推廣課程，

並深化民眾對於稻米文化之瞭解及提高國人米食

的消費量。

藉由一期稻作期間，配合插秧、米食料理及

收割等活動執行，以環境教育的方式，使參與者

能親身體驗稻作的辛勤，結合本校地利之便及最

早試驗田景致及磯永吉教授之於臺灣～蓬萊米等

稻米品種改良等豐富的史蹟為內涵，提供都會區

親子民眾能就近觀察稻米生長以及體驗種植之辛

勤，藉由親子共同參與，推廣相關良質米 CNS 國

家標準及 CAS 食米驗證產品推廣，宣導吃好米、

深度米食推廣～都會區生態水田體驗研習活動

親子同收割，親嚐日頭赤炎炎的感動

        間拔與澆水要領，布袋堆肥與糖醋液製作。

3 ﹑【非農藥防治法】：噴霧器的使用要領及蘇力 
        菌製備及使用時機。

4 ﹑【收成與雜草防治】：收成方式與雜草防治及

        野蔬鑑別。

選好米、煮好米的知識，透過活動的辦理能提升

國人愛用國產稻米，提升國人平均的稻米消費量；

2010年活動順利完成，深受各界肯定，成果豐碩，

於 2011 年續辦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深度米食推廣

計畫，協助政府「多吃一口飯，減少休耕，增加

糧食自主率」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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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礦為骨、土為肉～「臺灣壺藝傳奇-自然‧能量‧創造力」

慢的高智與隨性之浪漫～「慢生活-陶塑特展」

竹的探索與創意～「2010溪頭竹文化節」

展覽會場

展覽會場

竹管樂器～遊客體驗

實驗林區管理處於 2010 年 10 月 2 日至 2011
年 1 月 9 日於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森林生態展示中

心舉辦「臺灣壺藝傳奇～自然•能量•創造力」，

展出鄧丁壽師生之壺藝作品 ～ 岩礦壺，開啟臺灣

新壺文化，希冀藉由此次特展傳達給遊客愛惜自

然、與自然共生並將工藝技藝永續流傳加以創意

革新，讓傳統與新意激盪出燦爛火花。

實驗林區管理處於 2011 年 1 月 15 日至 4 月

17 日期間舉辦「慢生活 - 陶塑特展」，本次特展

展出工藝之家～張舒嵎老師之陶塑作品，其作品

沒有炫麗色彩及優雅造型，使用較純樸、不炫麗

的顏色，不刻意修飾，也不強調完美，表達強烈

情感與生命張力，顯露人生缺陷之美，希冀藉由

此次特展傳達給遊客輕鬆悠閒心態，徜徉的溪頭

的綠意裡，把握當下，知足常樂。

實驗林區管理處為推廣竹藝傳承及竹材工藝

的高附加價值，於 2010 年 11 月 13-14 日在溪頭

自然教育園區內舉辦竹文化節系列活動，經由舉

辦各類森林生態體驗，結合地方特色、文化與休

閒遊憩等資源，讓來訪的遊客從各方面去感受、

體驗森林生態的多樣性，激發其珍惜生態資源、

親近自然的情懷，盡興帶回溫馨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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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99．希望100～「喜迎百年溪頭跨年系列活動」

2011寒假生態營隊～「哈瑪利森林昆蟲營」

與農共伍、共創林業生機～社區林業推廣

實驗林區管理處為了回饋在地民眾，特別於

2010 年的最後一天，在溪頭貓頭鷹前廣場舉辦跨

年晚會，活動內容有：樂團表演開場、魔術表演

及調酒秀、壓軸表演星光幫藝人林雨宣演唱，在

倒數的最後時刻，同步轉播台北 101 大樓跨年畫

面，一起感受全臺最熱鬧的跨年盛況，並在 2011
年的第一秒，點亮溪頭的奇蹟樹以及掛滿希望的

幸福燈架，讓自己的願望在幸福燈籠與奇蹟樹光

輝的照耀下，美夢成真，清晨趕赴鳳凰山天文台，

迎接 2011 年的第一道曙光，讓未來的一年充滿著

無限之希望。

實驗林區管理處基於推廣生態教育與敦親睦

鄰，灌輸轄內社區居民生態保育觀念及強化與林

農相輔相成之成效，積極推動「社區林業計畫」，

2011 年計有鹿谷鄉廣興社區發展協會等 6 個社區

參與，除經費補助外，尚予以輔導相關課程，課

程中安排有「生態導航員教育訓練」、「環境資

源調查訓練」、「節能減碳護家園」等，提升社

區居民保育的觀念。

實驗林區管理處於 2011 年 1 月 25 日，舉辦

寒假生態營隊�「哈瑪利森林昆蟲營」，本次活動

內容豐富，有探索下坪植物園、昆蟲的採集與基

礎鑑別、標本製作及夜間生態有所了解，另精油

香皂 DIY、竹藝巧手 DIY、爬樹體驗、壓花書籤製

作等課程，使學員更加喜歡親近大自然，促進身、

心、靈的健康，並進一步提升實驗林區管理處教

學推廣的層面，在研習活動過程中，加強學員對

自然保育應有的正確態度與認知。

迎接希望曙光之雀躍

社區昆蟲認識與調查技巧實務操作

野外昆蟲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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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地球歷史，地球的氣候變化，一直保持

著相對的平穩，但今日，人類的活動卻嚴重地影

響地球氣候，自從 1760 年代工業革命後，全球經

濟產生巨變，帶動能源與自然資源大量消耗，尤

其是化石燃料與森林，這些人為因素不斷增加溫

室氣體排放量，打亂自然環境系統的碳循環，增

強溫室效應，造成今日的全球暖化並導致氣候變

遷，不難想像仰賴生物多樣性資源的人類，勢必

也會成為氣候變遷下的受害者；因此，農業陳列

館於 2010 年 10 月 4 日迄今，舉辦「團結救地球～

對抗全球暖化大作戰特展」，展覽中以「2010 地

球現況報告」、「21 世紀暖化預測」、「全球氣

候變遷對地球生態的影響」、「氣候變遷對臺灣

的影響」、「面對氣候變遷的因應策略」、「團

結救地球」等六大主軸進行展示，展覽期間並搭

咖啡在中國是明朝末葉西風東漸後才有的時

髦飲料，時至今日，咖啡在臺灣已廣為流行，全

臺咖啡人口超過 540 萬人以上，不但發展出本土

的好咖啡，咖啡文化也深植臺北人心，農業陳列

館於 2010 年 10 月 4 日迄今，假本館外圍走廊辦

理「享入啡啡～有關咖啡二三事」特展。

農業陳列館辦理「團結救地球～對抗全球暖化大作戰特展」

農業陳列館辦理「享入啡啡～有關咖啡二三事」特展

國小學童參觀「團結救地球～對抗全球暖化大作戰特展」

農業陳列館外圍走廊之「享入啡啡～有關咖啡二三事」特展

配相關議題的教育講座「對抗全球暖化大作戰系

列演講」4 場次以及全球暖化相關影片之觀賞活動

等，以期喚醒社會大眾正視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危

機和嚴重性，並團結一致尋求解決之道。

展示內容包括有：咖啡 Coffee 的由來、咖啡

的品種、單品咖啡與綜合咖啡、咖啡產國、臺灣

咖啡主要產地、咖啡豆品質判斷、咖啡烘培、咖

啡豆的保存、萃取咖啡的方法及器具、咖啡術語、

咖啡與健康等等。

此外農業陳列館另於 2010 年 10 月 11 日起

至 2011年元月月 28日止 (週一至週五 )，舉辦「看

展覽請喝咖啡」活動，凡於該活動期間蒞館，參

觀「團結救地球 ~ 對抗全球暖化大作戰特展」與

「想入啡啡～有關咖啡二三事特展」時間超過 15
分鐘，並當場填寫問卷調查，就可品嚐 1 杯全自

動咖啡機沖泡的熱咖啡，活動期間每日上午 10 點

與下午 2 點各限量提供 10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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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陳列館辦理「洞洞館尋茶趣」

農業陳列館辦理「當東方遇見西方～咖啡與茶的饗宴」系列演講

臺灣茶在國際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最具

特色的如凍頂烏龍茶、高山茶、鐵觀音、包種茶

等，均可謂是馳名的重要茶種，國內茶園的種植

面積約 20,000 公頃，年產量約為 20,000 公噸，

年產值約 250 億，然即便產量如此龐大，仍不足

因應國內市場，有鑑於此，農業陳列館於 2010 年

12 月 1 日迄今，假該館外圍走廊辦理「洞洞館尋

茶趣」特展。

展示內容包括有：臺灣茶業史、茶樹簡介、

茶樹的繁殖、茶樹的採收、茶樹適合生長的環境

條件、茶葉的分類、臺灣主要茶葉的識別 、臺灣

十大名茶、製茶過程、茶文化、臺灣茶藝、如何

泡好一杯茶、茶葉的保存、茶葉的防病保健作用

等等。

相傳咖啡起源於百萬年以前的衣索比亞高地，

而遠古的中國，神農嚐百草時發現有解毒、解渴

療效的「茶」，經過漫長年代的流傳，茶與咖啡

已是遍布全球的兩大飲料，兩者均有怡情爽心，

提神醒腦的功效，是故歷久而彌新，盛行至今，

咖啡在中國是明朝末葉西風東漸後才有的時髦飲

料，時至今日，咖啡在臺灣已廣為流行，對東方

人而言，茶對日常生活以及文明文化的影響極大，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臺灣茶葉主要是以提供

外銷市場為主，由於現今已是全民喝茶，隨著飲

茶人口的擴張、「茶藝館」的成立，以及茶飲食

推陳出新，臺灣亦發展出獨特的茶文化；農業陳

列館於 2010 年 9 月 24 日起至 10 月 22 日間，上

午 9:30 ～ 11:30，假該館 3 樓教室，舉辦「當東

方遇見西方～咖啡與茶的饗宴」系列演講活動，

介紹咖啡與茶的相關知識與品嚐、評鑑，希望民

眾日常中也能享受咖啡與茶的好滋味，各場次之

題目、講師、日期如下：第 1 場次，2010 年 9 月

24 日，臺大農藝系王裕文助理教授主講「世界咖

啡介紹與品嚐」、第 2 場次，2010 年 10 月 1 日，

農業陳列館外圍走廊之「洞洞館尋茶趣」特展一景

農業陳列館陳尊賢館長(左)與農藝系王裕文助理教授(右)
主講「世界咖啡介紹與品嚐」

臺大農藝系王裕文助理教授主講「臺灣咖啡介紹

與品嚐」、第 3 場次，2010 年 10 月 15 日，臺灣

茶業改良場陳國任研究員主講「臺灣特色茶之介

紹」、第 4 場次，2010 年 10 月 22 日，臺灣茶業

改良場陳國任研究員主講「臺灣特色茶之評鑑」、

第 5 場次，2010 年 12 月 3 日，臺大農藝系王裕

文助理教授主講「世界咖啡介紹與品嚐」、第 6
場次，2010 年 12 月 10 日，臺大農藝系王裕文助

理教授主講「臺灣咖啡介紹與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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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陳列館假日DIY活動

農化系辦理「校外研究機構」參觀教學活動

農業陳列館有鑑於假日蒞館來賓眾多，且為

喚醒社會大眾及莘莘學子對生物多樣性環境教育

議題之重視，培養關愛自然萬物的保育精神，因

此於 2010 年度假該館 3 樓教室，積極規劃並辦理

多次假日 DIY 活動，以活絡人氣，並增加訪客回

館率與停留館內之時間，近期之活動簡述如下：

2010 年 8 月 28 日辦理「封箱帶的環保編織～螞

蟻教學」，講師：連美娥老師、2010 年 10 月 9
日辦理「馬賽克創意拼貼～愛心杯墊製作」，講

師：許譽齡老師、2010 年 11 月 6 日辦理「菩提

葉脈蛻變之美～海芋製作」，講師：李永謨老師、

2010 年 11 月 20 日辦理「蓮蓬娃娃製作」，講師：

李永謨老師、2010 年 12 月 4 日辦理「綠色頭髮 ~
草頭寶寶」製作，講師：鐘秀媚老師。

農化系於 2011 年 2 月 15 日辦理『研究機構』參觀活動，本次參訪新竹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與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埔心茶葉改良場等單位，由農化系教師同仁暨大四以上學生與研究生參加，途中接受各單位

招待介紹，了解相關研究機構，參觀教學非常圓滿成功。

「封箱帶的環保編織～螞蟻教學」之現場實景

農化系師生於參訪埔心茶葉改良場合影 農化系師生參訪新竹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人員簡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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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於鹿鳴廣場舉辦園藝週活動

生機系學生榮獲第五屆
由田機器視覺獎第二名

生機系學生舉辦迎新茶會

一年一度的園藝週活動於 11 月 25~29 日鹿

鳴廣場熱鬧展開，園藝系學生藉由該活動實踐並

推廣園藝，透過分工合作，展現平日所學之成果，

不論是植物的照料、挑選、塑型，或是加工製品

的食材選擇、熬煮、糖度配置、殺菌、包裝等過程，

皆在系學會的帶領下完成。

園藝系學生細心栽培的花草盆栽以及園藝加

工製品，每每引起熱烈迴響，展售場上，除了香

草植物、多肉植物、室內植物外，更推陳出新，

不但有手工香皂、香料試管、刻花印章、手工明

信片等手創產品，更提供各種口味的布朗尼、雪

球、馬芬蛋糕、果醬、奶酪等精緻糕點，商品的

多樣化總是吸引了校內外人士佇足選購，經由學

生的無限創意及巧思巧手，讓園藝顯得更加活潑

生動。 園藝週活動於鹿鳴廣場熱鬧展開，吸引校內外人士選購園藝製品

生機系生物光電暨生物影像實驗室團隊參加

第五屆由田機器視覺獎，於海峽兩岸 27 支競賽團

隊中經過初賽與決賽，獲得第二名的殊榮，獎金

新臺幣三十萬元；團隊成員為陳秋、楊宏農、伍

家瑩、余世忠、賴宗誠等五位同學，指導老師為

林達德教授，競賽團隊於 2010 年 8 月 16 日「第

23 屆電腦視覺、圖學暨影像處理研討會」開幕典

禮中公開授獎。

生機系於 2010 年 9 月 11 日舉辦迎新茶會，

以往的迎新茶會多是在會議室中舉行並且結束，

似乎少了那麼一點生氣及活力，於是今年除了傳

統的方式，更多了一個戶外的大地活動，目的在

讓新生們對臺大這個校園有更深的認識以及了解，

並經由這些遊戲，讓新生與學長姐們，產生更多

的互動，除了留下歡笑，更藉此增加對系上的認

同。

團隊成員為余世忠(左)、伍家瑩(左一)、楊宏農(中)、賴宗誠
(右一)、陳秋(右)等五位同學

生機系全系老師(左側)在會議室歡迎新生(中、右側)

透過師長平日的指導以及同儕間的分工，不

但增進師生間的交流與感情，同時讓更多人認識

園藝，進而喜愛園藝，讓園藝如同散播的種子，

在人們心中發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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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地實驗農場預計於 2011 年 4 月 10 日至 4 月 30 日推

出預約制兩天一夜生態體驗營「梅峰花博」，主題為一

葉蘭展示與溫帶花卉，相關活動資訊請至 http://mf.ntu.
edu.tw/ 查詢。

二、

實驗林預計於 2011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14 日於鳳凰自

然教育園區舉辦「鳳麓茶馨護螢賞螢」活動，內容包含

螢火蟲多媒體生態介紹、靜態展示及夜間導覽解說，相

關活動資訊請至 http://www.exfo.ntu.edu.tw/ 查詢。

三、

山地實驗農場第五期志工招募，2011 年 4 月 30 日前接

受報名，報名資訊請至 http://mf.ntu.edu.tw/ 查詢。

四、

昆蟲系將於 2011 年 5 月 6 日假臺灣大學總圖地下一樓

國際會議廳舉辦「社會性昆蟲研討會」，相關報名資訊

請至 http://www.entomol.ntu.edu.tw/ 查詢。

五、

農業陳列館預計於 2011年 5月 7日舉辦假日DIY活動，

「葉脈香花蛻變之美�康乃馨花形卡片」製作，相關活

動資訊與報名請至 http://www.aeh.ntu.edu.tw/ 查詢。

六、

臺大農場預計於 5 月 14 日起，每星期六下午 2~6 時假

該場鄉間小路上舉辦「臺大有機農夫市集」，並訂 5 月

28 日下午為開幕式，相關活動詳情請至臺大農場 http://
bioagri.ecaa.ntu.edu.tw 查詢。

七、

農業陳列館「團結救地球～對抗全球暖化大作戰」特

展之展期延至 2011 年 5 月 11 日；預計於 2011 年 5 月

22 日起舉辦「建國百年臺灣老樹巡禮展」之特展，相

關活動資訊請至 http://www.aeh.ntu.edu.tw/ 查詢。

八、

農業化學系預計於 2011 年 5 月 18 日假水工試驗所與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及國科會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共同

主辦～「土壤肥料管理對生態環境與農業生產力之影響

研討會」，相關活動資訊與報名請至 http://cssfs.org.
tw/ 查詢。

九、

山地實驗農場預計於 2011 年 6 月推出預約制，兩天一

夜生態體驗營～夏季 DIY「夏日香氣 - 香草包製作」，

相關活動資訊請至 http://mf.ntu.edu.tw/ 查詢。

十、

山地實驗農場預計於 2011 年 6 月推出預約制，兩天一

夜生態體驗營「生態攝影之旅」活動，相關活動資訊請

至 http://mf.ntu.edu.tw/ 查詢。

十一、

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教流中心預計於 6 月 25 日～ 7 月

24 日，舉辦「2011 年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暑期國際

課程」，活動詳情請至 http://ciaeae.bioagri.ntu.edu.tw/
BACT_1.html 查詢。

十二、

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教流中心預計於 7 月份，舉辦

本院學生前往大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參訪活動，活動

詳 情 請 至 http://ann.cc.ntu.edu.tw/asp/ShowContent.
asp?num=23891 查詢。

十三、

山地實驗農場預計於 2011年 7月下旬舉行「夏日饗宴」

活動，型式為購票入場，邀請您盛覽夏季溫帶花卉及享

受高山爽朗暫忘暑熱，並有每日限量採水蜜桃活動及

優良農特產品園遊會，相關活動資訊請至 http://mf.ntu.
edu.tw/ 查詢。

十四、

山地實驗農場預計於 2011 年 8 月至 2011 年 10 月推出

預約制，兩天一夜生態體驗營～山田野趣 -菜菜綠手指，

體驗採菜等農事活動，相關活動資訊請至 http://mf.ntu.
edu.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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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訊徵稿

人物報導：
傑出師生及系友的學經歷、榮譽事蹟、工作經驗、生活體驗、
對社會之貢獻等之特寫，每篇 600-1000 字，照片 2-3 張 ( 請
提供高解析度照片 )。
師生聯誼：

師生座談、導生聯誼、球賽等活動報導，每篇 300 字左右，

照片 2-3 張 ( 請提供高解析度照片 )。
學生園地：

讀書心得、工讀經驗、社團體驗等文章，每篇 800-1000 字，

照片 2-3 張 ( 請提供高解析度照片 )。
國際交流：

國際會議、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外演講、參訪國際研究單位

等之報導，每篇 300 字以上，照片 ( 高解析度 )2-3 張。

投稿信箱：

pyp@ntu .edu . tw  ( 編輯委員保留刪稿及修改之權利 )
第 13 期截稿期限：100 年 8 月 15 日止 )



本院畜牧場所飼養的乳牛、羊除配合教學實習並支援試驗研究外，亦提供相關系所及各醫學

中心之試驗動物材料，畜牧場每日所產製之鮮乳，新鮮營養、品質純正，完全不含抗生素及防腐

劑，主要供應本校師生員工；臺大牛乳工廠自1995年7月引進美國新式全套乳品加工機械設備，

利用高溫瞬間殺菌 ( HTST：81°C，30 秒 ) 以維持乳製品的完美營養，並設有乳品化驗室以掌控

生乳及鮮乳之品質，目前已開發的產品有：鮮乳、鮮羊乳、鮮羊乳優酪乳、鮮乳優酪乳、鮮乳優

格、豆奶、活菌蘋果牛奶。(圖／文：洪培元)

封面與封底介紹：臺大牛乳工廠及乳製品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ulletin No.12, Spring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