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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對於資訊的取得越來越依賴網路，因此系所內涵的展現，網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年來系所

網頁的建置對於系所的教學、研究、訊息傳遞、資料管理、招生宣傳等方面成為提供資訊的主要平臺，其

重要性日益彰顯。2009 年 8 月本院策略規劃會議中決議強化本院與各系所的網頁內容並製作簡介影片，

以加強文宣，尤其讓高中生在選擇科系時，對於本院各系所的課程內容與畢業後的發展得以有更全面性的

了解。

第一階段的網頁更新工作於 2010 年上半年度陸續完成，許多系所進行版面更新並強化網頁功能，例

如加入課程地圖、招生資訊、設置高中生專區、系友專區等。同時充實英文網頁的內容，以提升系所的國

際能見度。第二階段進行系所簡介多媒體影片的製作，工作自 2009 年 10 月啟動，到現在已經全數完成，

且放置於各系所網頁，以更生動的視覺呈現方式將各系所的特色及未來發展方向，作了詳盡的介紹。製作

過程當中，各系成立工作小組，透過不斷的討論，分別進行素材蒐集、腳本設計、外景攝影、影片初剪、

影片修改完稿等各項工作，將系所的不同面向以生動且扼要的方式呈現。簡介影片的製作，主要目的固然

為加強對外的招生宣傳，實際上對於各系在學學生，也可透過影片對於系所的教學與研究內容得以有更完

整的認識。而在影片製作過程中，間接也促進了系所內部資料的整理與更新，使系所的特色得以透過討論

的過程更加聚焦。

本院於各系簡介影片製作完成後，以各系製作過程中所整理的素材為基礎，設計呈現本院整體印象的

多媒體簡介影片。影片中對於本院之教學、研究、發展、貢獻等面向以「生 (生命、生產、生活、生態 )、農 (農
民、農村、農業、農學 )、發 ( 發生、發現、發明、發展 )」為主軸，展現本院「作物環境」、「生物」、「工

程」及「社會科學」四大領域的內涵。全片片長約 16 分鐘，目前已放置在本院網頁上 (http://www.bioagri.
ntu.edu.tw/)，歡迎上網觀看。

本院暨各系所製作簡介影片與強化網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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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 2010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上午 9：00 假本院第一會議室，進行 2010 年邁向頂尖大學策略

規劃（Retreat）研討會，會議主持人為陳保基院長，出席人員包括各系所主任、各附設單位主管與各中心

主管等。該會議之討論事項及決議如下：

一、組織發展方面

附設單位基於協助教學和研究需要，需更進一步妥善管理各項資源，如農場實驗場地規劃、園藝分場

使用空間規劃等。另農業陳列館館址因人文大樓於年底將開始興建，人員需進行調整。人員與資源之調整

事宜於 2010 年 9 月底前，由院長召集農場、農陳館、農推會相關主管和同仁，成立小組進行討論。

二、教學方面

課程改善計畫之課程問題就下列事項進行檢討和改善：宗旨和目標；教學評鑑追蹤考核；課程與高普考、

證照考試和職涯發展關係；課程結構改善；實務性和實習性課程之安排；2010 年系所評鑑時，意見之回

應和追蹤。請各系所於開學後，第一次系所務會議提出具體改進計畫與時間表，並送院備查。教學評鑑改

善機制之課程評鑑值 3.0 以下者，請系所檢討該課程並另覓妥適人選開授。請各系密切注意大學部轉系狀

況，近三年轉出率之年平均在 10% 以上學系，應提出具體改善之辦法。有關碩博士班招生策略，請各系

所檢討考試分組，筆試科目及考試方式，以改善錄取率高級招生不足額現象。教師聘任和員額調整方面，

聘任教師時，請依本院教師員額小組歷年決議辦理。請各系所慎重考量邀請優秀和傑出之系友回母系任教。

維持應徵教師 3 人以上，才能進行聘任後續程序；有特殊優秀和傑出表現者，請另案簽報。各單位應妥善

規劃退休教師課程銜接，提前向員額管理小組申請聘任新進教師接續；二年以後，退休教師不得再教必修

課程。技師考試正面臨檢討，請各系所儘速檢討後，聯合他校相關系所一起向考選部做反映。

三、研究方面

本院技尖計畫�如「螢光基因轉 殖動物骨髓間葉幹細胞分化之分子機制及治療潛能研究」、「蜜蜂又

何消失了 ?」和「園藝治療」等計畫，2010 年是最後一年，如何延續，請各相關單位妥予思考。本院院級

研究中心，2010 年必需提出整合型計畫，本院邁頂經費將考量各中心過去二年執行計畫情況，給予補助。

另外，共儀中心未來應朝自給自足與永續運作方向努力。請各附設單位（特別是平地農場、動物醫院、實

驗林、山地農場）都要有整合型計畫之規劃。請各系所、附設單位和研究中心於 8 月底前提出整合型計畫，

本院將提供邁頂經費給整合型計畫先期規劃案二案，每案 80-100 萬元之補助。無國科會計畫或任何計畫

之教師，請各系所提報，並述明困難處，送院進行檢討，以形成解決方案。請務必提高本院各單位之計畫

數。人文科學領域同仁投稿國外期刊，每篇將提供 8000 元潤稿費之補助，請予出版後檢據請領。

四、國際化方面

各系所交換生至交換學校之修習課程，請系所迅速進行相互認證，以滿足交換生畢業需求。暑期國際

交換學生至各系所進行 internship，有利於本院交換學生計畫，請轉知各教師踴躍配合和參加，並務必對

internship 規劃一個月之 program。有提供 internship 之系所，其學生申請交換學生計畫，將優先考慮。與

IRRI 之國際合作，除稻米外，有四大核心項目（雲端運算、氣候變遷等）將進行整合規劃，請各單位組成

團隊（結合國內外研究機構）踴躍參與計畫，並與本院國農中心密切聯繫。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2010年邁向頂尖大學策略規劃（Re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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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簡介

2010 年 6 月教育部核准獸醫專業學院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成立，這個新設立的研究所即將

在 99 學年度開始招生。在系上同仁、生農學院以及學校的師長共同努力下，獸醫學中的比較病理生物學

領域將要接受社會更多的期望，並承擔更多的責任；而有關此新設研究所的介紹將分三大部分進行。

壹、對於成立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的理由或其迫切性包括 :
一、因應社會需求，急需培育獸醫專業病理生物人才。

鑑於數量多且種類複雜之經濟動物其疾病之診斷需要大量人力，因此培育專業病理生物人才是當前刻

不容緩的工作。在加入 WTO 之後，經濟動物之生產規模雖略有萎縮，然而面對國際高品質畜產品之競爭

壓力日益增加，反而需要投注更多人才提升國產畜產品之品質與衛生，同時也必需投注更多人力加強檢疫

工作，以防堵外來疾病 (exotic diseases) 之入侵。近 10 多年來因生技醫學的發展，臺灣地區的實驗動物

需求不斷增加，除了原有的國家實驗動物中心以及各醫學院及醫學中心的實驗動物中心外，政府更於南科

成立南部的國家實驗動物中心。由於經濟動物、寵物、野生動物以及各種實驗動物健康維護需求之增加，

使得國內獸醫所面臨之動物及疾病種類更趨複雜。面對上述各種需求，急需培養、整合專業病理生物人才，

以滿足社會對於不同動物的疾病診斷需求。

二、因應製藥、生技產業之臨床前毒理實驗（preclinical study)。
配合各式生醫及醫藥產業的發展，在我國建立制度化生醫產品的臨床前毒理實驗已無可避免。國內

雖有少數國際認可的動物實驗設施，然關鍵的獸醫毒物病理（veterinary toxicopathology）與獸醫毒理

（veterinary toxicology）人才仍十分缺乏，各式產業的永續發展以及各式產品向國際進軍之前，特別是醫

藥品，端賴是否能夠提出可被認可的臨床前毒理實驗結果，以進行下一階段的臨床實驗或申請上市，足見

提升、培育獸醫毒物病理人才的迫切性。而各式食品的研發，申請專利之前亦必須提出對動物與人體無毒

害之證明。在環境污染對動物健康之危害及可能藉由食物鏈危害人體健康鑑定方面，以及其他工業發展所

帶來的污染鑑定，再再都須要獸醫毒理與獸醫毒物病理人才的參與始能竟其功。

三、人畜共通傳染病以及新興疾病之重要性日增，病理診斷的強化有助其防治。

人畜共通傳染病無論在人類醫學或獸醫學均佔了極重要的一環，在開發中國家由於獸醫業務無法發揮

應有之功能，所造成之傷害實在無法估計。目前國內醫學院業已成立相關系所，但仍局限於人類醫學之範

圍，有關動物部份則嫌不足。人畜共通傳染病在發生之前，經常是先潛伏或發生於動物體內。因此，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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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動物的人畜共通傳染病病理診斷及監視，將有助於早期發現並遏止人類流行病之發生。近年發生的人

畜共同疾病或新興疾病如禽流感、立百病毒感染、SARS 病毒感染及西尼羅河病毒感染等，以及現在正在

發生的豬流感 ( 新流感 )，皆已造成我們及我們附近鄰國的恐慌以及人類及動物的死亡。其它在臺灣已發

生的人畜共通傳染病，尚包括日本腦炎、狂犬病、鉤端螺旋體病、弓蟲病、牛鹿羊馬之結核病等不勝枚舉。

因此，強化獸醫病理及比較病理的診斷及研究，在防控人畜共同疾病或新興疾病入侵及擴散上，有其迫切

的需求。

四、人類疾病動物模式的建立日益重要，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有助其研究和發展。

人類的許多疾病礙於無法直接在人體進行實驗與研究，往往需藉由不同種別動物，利用其自發或人工

誘發相同或相似的疾病來進行比較和研究，以了解這些疾病產生的機制，進而運用於人體上，以供診斷、

治療及預防之用。環顧許多先進國家，均有比較醫學系所的成立，且以獸醫人員，特別是獸醫病理人員為

重要的比較病理學成員。反觀國內，目前並無任何醫學院成立比較醫學或相關系所。近年，臺大接受郭台

銘先生捐助的一百五十億元癌症研究計畫，其中對於人類疾病動物模式，特別是癌症的研究及治療，即鼓

勵將人類及動物間的診療經驗相互交流運用。因此，為配合國內生物醫學的發展，並因應未來的需求，實

應即早開始這方面人才的培訓，此可藉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的成立，進行基礎奠定，將來這方面

的人才可作為人醫學與獸醫學間重要的橋樑。

五、配合獸醫教育改革，極需推動獸醫學院改制。

完成獸醫教育改革與全球獸醫教育同步化接軌不僅對獸醫系的發展極為重要，且此調整對於臺大未來

的發展以及爭取進入世界卓越大學群亦極有幫助，因此近年在校方的大力支持下，逐步成立了臨床動物醫

學研究所，並將獸醫學系升格改制為獸醫專業學院。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的成立，將進一步落實

教育部及本校此一政策的推動。

由於獸醫病理專科醫師的證照制度已由農委會委託中華民國獸醫病理學會於民國九十四年開始實施，

這是目前政府在提升獸醫師專業能力並設立分科證照的第一步。為能更有效率的推動專業化的獸醫病理專

科醫師訓練及養成；協助未來獸醫專業學院與附設動物醫院所擬共同推動的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之設立與運

作，達到建立更高水準的獸醫師養成教育的最終目標，因而迫切需要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的成立。

貳、本所發展方向及重點：

為因應社會之需求，本所發展的重點將朝向獸醫病理專業人才的訓練，提昇我國獸醫病理學以及比較

病理學教學與研究之水準，以及藉由跨領域基礎研究及臨床研究，強化比較病理以及動物模式的人類疾病

研究，並致力於生技及轉譯醫學之發展。這包括 :
一、培養獸醫病理學專業人才，以提供國內基礎、臨床獸醫學及政府、民間機構對該等專業人才之需求。

● 因為目前獸醫疾病診斷工作不僅面臨病例數量的增加，更面臨動物種類的多樣化。

● 目前對於獸醫疾病診斷的需求已從動物疾病的確認，擴大到產業的需求，特別是協助檢測上市食品

   及 生技產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 目前獸醫疾病診斷亦需要滿足先進研究的需求，特別是協助基因轉殖動物的形態學研究。

二、加強獸醫病理學及比較病理學教學與研究專才之培養，提昇我國獸醫病理學以及比較病理學教學與研  
究之水準。

三、藉由跨領域基礎研究及臨床研究，強化比較病理以及動物模式的人類疾病研究，致力於生技及轉譯醫  
學之發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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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所規劃之招生管道、招生名額以及相關課程規劃：

一、本所規劃之招生管道、招生名額。

本所碩士班將分甲、乙組，甲組招收對比較病理生物醫學訓練及研究有興趣的獸醫學系所畢業生，乙

組招收對比較醫學研究有興趣具生命科學背景之畢業生。入學管道經由國立臺灣大學研究所招生考試。碩

士班 : 甲組七名，乙組三名 ( 第一年，其後將依師資名額相對擴充 )。
二、相關課程規劃。

由於分子暨比較病理生物學研究所成立後仍需負擔獸醫專業學院之大學部獸醫師養成教學任務，以及

本校附設動物醫院的診斷服務。因此，進入本所之獸醫學系學生 ( 甲組 ) 皆需接受病理住院獸醫師的訓練，

以及選修相關病理課程，並參加我國獸醫病理專科醫師證照考試。對於實驗動物的課程主要配合教育部的

計畫在暑期開課，提供有興趣之研究生及產業人士參與。

在其他的一般性研究所課程方面 ( 甲、乙組學生皆適用 )，除疾病致病機制的相關課程外，尚包含分

子生物學及腫瘤醫學，其中多採特論講授方式。在研究方向上，除獸醫領域外，跨領域的比較醫學研究亦

為重點。而這些課程，除既有的架構，如何強生化及分子生物層次的研究，將循序漸進，除了加強與醫學

院及生命科學院的老師合作外，請求相關老師接受聘任為本所兼任老師，以及在本所開列相關課程及提供

教學協助外；學生亦可在相關的系所或學程，選修課程，以滿足其研究需要。

本所甲組同學將接受獸醫病理住院醫師訓練，學生畢業後將參加獸醫病理專科醫師的證照考試，其訓

練及畢業後的就業，將可到動物醫院、研究單位及相關生技及醫藥產業任職，並可擔任獸醫病理師，執行

診斷及組織切片判讀工作。而乙組的同學可在公私立研究或研發單位任職。由於畢業生有處理及接觸動物

或了解動物疾病的經驗及訓練，在未來生技產業中，將有其特殊的優勢。

獸醫師服務的對象，已從經濟動物擴及寵物、野生動
物以及實驗動物

借助數位化及網路，建立國際化的疾病資訊交流網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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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生農學院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之介紹

臺大生農學院將自 100 學年度起增設「植物

醫學碩士學位學程」，每年預定招收 12 位碩士班

研究生，畢業後由本校授予植物醫學碩士學位。

此學位乃是本院一項跨領域整合之教育創舉，超

越系所之藩離，培育全方位的植物醫生。當今世

界各國也都開始重視「植醫」人才之培育，美、

法、日、韓等國都有類似的課程規劃，但都起步

不久。本院設立此學程，期望未來能在植醫領域

躍居世界之領先地位。本學程業經生農學院 97 年

1 月 12 日 219 次院務會議延會、97 年 7 月 21 日

第 222 次院務會議、98 年 6 月 16 日本校第 2579
次行政會議、98 年 9 月 4 日專案審查委員會及 98
年 9 月 18 日本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98 學年度

第 1 次會議討論修正計畫書後通過，生農學院並

於 98 年 9 月 24 日召集會議討論修正事宜，再於

98 年 10 月 17 日經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

務會議通過並呈報教育部，最後於 99 年 6 月 11
日由教育部正式同意設立。

本學位學程設立之緣起
我國農業在進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之後，

邁向另一個新紀元。為因應國際農產品市場之競

爭，研發新技術、提高品質、創造附加價值、以

6

及企業化的生產與行銷將是未來必須要走的農業

方向。然而農產品在產銷過程中，病蟲害等有害

生物常是主要的限制因子，其防治之道也就成為

農企業發展的關鍵技術。但因此也常引發農藥殘

留過多、禁藥劣藥濫用等食品安全問題。推究其

原因，缺乏可精確診斷與防治的「植物醫師」應

為主因。若能在大學增設培育植物醫師的一整套

完善的訓練課程，勢必對我國農業的提升注入最

大力量。其實不僅在農業，另外在林業方面植醫

的培育也十分重要。當「節能減碳」的概念逐漸

烙印在人類心中的今日，森林的保護與積極的植

樹即成為人類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若要維護

這些林木免於受病蟲害侵襲，或是要對受危害的

珍貴林木進行醫治，植物醫師將也會扮演重要的

角色。有基於此，國立臺灣大學生農學院即將設

立全國第一個「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以加

速培養「植物醫師」，藉以落實我國的農產安全、

環境保護與民眾健康。

臺灣因地處熱帶與亞熱帶地區，植物的病蟲

害相極為複雜，複合感染的情形十分普遍，新興

的病蟲害也層出不窮，農業生產也因此隨時隨地

都必需面臨衝擊。有了植物醫生，可以直接踏上

第一線，掌握防治的先機，減低農業的損失。另

外，有關森林病蟲害之防治也是另一項極大之挑

戰，如目前褐根病已到處蔓延，構成造林之最大

危機，而松材線蟲造成的萎凋病也讓松樹大量死

亡，這些林木病蟲害皆極需加強防治方法之研究，

以求森林之保全與永續經營。對於具歷史與經濟

價值的大樹與老樹之保護，更是政府與全民極其

關心之議題，但過去有關老樹之保護一直缺乏專

業的「樹醫」制度，使得老樹保護一直遇到瓶頸。

為此臺大植物醫學研究中心已於近年加強樹病防

治技術之整合研究，希望可以化解樹癌及災難之

威脅。若能有完善的樹醫之培訓，將使此問題更

能迎刃而解。

臺大植醫中心舉辦「植物病因診斷鑑定研習班」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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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係參考美國佛羅

里達大學「植物醫學學程」之制度，但依國情修

正採取碩士學位學程之學制，期發展為亞洲第一

所之「植物醫學學程」。未來本學程除加強專業

植物醫師之養成外，將加強疫病蟲害整合科技之

研究，包括重要疫病蟲害整合性之診斷與處方，

並融入作物生產整合性之管理，以求經濟效益的

最大化。而對農藥之使用需達最大療效、經濟成

本效益、低殘毒且對食品與環境無害，追求環保

及永續。

本學位學程之招生與課程規劃

一、招生

1. 報考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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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者或其他相關領域經學程主任核可之學士學位

者。

2. 考試科目：生物學 (B)、植物保護學。

3. 招生名額：12 名 ( 甄試 6 名含在職進修 2 名，

招生考試 6 名含在職進修 2 名 )

二、課程規劃

「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教育目標旨在讓

學生習得：

(1) 診斷能力，(2) 藥效評估與經濟效益評估能力，

與 (3) 處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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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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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師資陣容

自本院各系所教師中，選擇與植醫領域相關

專長者由本院兼聘之，目前初期規劃師資共計 37

員，包括植微系 11 員、昆蟲系 8 員、農化系 3 員、

農藝系 4 員、園藝系 8 員、森環系 1 員、農經系

1 員與生傳系 1 員。本學程設主任一名，由生農學

院院長任命之，學程行政由學程主任統籌執行，

未來本院將再增聘本學程專任師資 3 員，以利學

程之推行。

未來發展

本學程的規劃乃基於八大發展重點，即 (1) 加
強植物健康管理科技之研究與教學、(2) 發展樹病

醫療科技、(3) 發展分子檢測科技、 (4) 加強臨床

植物醫學與藥學之研究與教學、 (5) 加強植物疫病

蟲害流行病學之研究與應用、 (6) 發展有機及無毒

之農業、 (7) 推動植物醫學之國際交流與互惠、 (8) 
發展進出口之檢疫科技。每一項皆與「協助農業

的國際接軌、推展安全優質農產、保護生態環境」

息息相關，故若能順利推動此一學程，則對我國

農林業的國際形象與實質面皆將大有裨益。又若

政府的政策能更進一步實施「植物醫師」或「植

保技師」的國家考試認證制度，與植醫的培訓緊

密結合，使植物病蟲害的防治與農藥的使用走向

更專業化道路，將來對國家農業的提升與環境的

保護必定無可限量。

本院植醫參訪團於2009年8月訪問日本東京大學植物醫科學
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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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園藝學系自99學年度起更名為園藝暨景觀學系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一、申請緣由

臺灣由於地小人稠，在都市及鄉村地區發展過程中，景觀資源遭受衝擊相當大，更凸顯景觀環境與休

閒遊憩管理工作之重要性，且景觀規劃設計與休閒遊憩管理工作常常相互關連，專業人才不但要有生態的

環境景觀規劃設計知識，也要深入瞭解使用者需求。然而檢討國內現況，遲遲未能有具生物及農學視野的

景觀規劃管理的學理基礎來支持與推動景觀及休閒遊憩規劃工作，更無法針對臺灣鄉村深具自然生態特色

的環境進行景觀及遊憩規劃設計管理工作。近年來我國國土景觀頻受天災及人為開發衝擊，景觀品質急待

提昇，高品質景觀規劃設計更受社會重視及期待，應有具生農學院背景及休憩人才投入，以推動自然景觀

規劃設計與遊憩資源管理實務工作。

將景觀視為一種資源並重視其價值，因而強調其永續經營管理，不只是國際上的趨勢，也在國內受到

重視。園藝學系造園景觀組同仁多年來持續的努力，實已累積充足之教學與研究能量，並在教學與研究領

域上有良好的表現及成果，然尚未能確立外界之認知。在與國際接軌之活動中，亦常受系所名稱限制，在

研究或參與國際活動中不易起頭接軌，實為可惜。以美國教育體制為例，「園藝與景觀學系」下分為園藝

專業以及景觀專業學群之教學研究單位，卻能凸顯園藝與景觀專業關連之特質。過去系所評鑑時，也時有

評鑑委員提出意見，指出景觀組之定位與其他組不甚相似，顯示組織架構需加調整之情形。同時景觀組畢

業系友卻常因系名遭遇質疑無景觀遊憩專業訓練，造成專業能力受先設條件限制無法發揮的情形。

園藝學系在尋求提升與突破之情境下，提出更名方案以達成未來中長期遠景，以下三點為申請更名之

考量。1. 教學研究領域確認整合，提升教學研究成果能見度。2. 提昇研究成果，確立教學研究領域標竿地

位。3. 因應社會轉型發展需求，強化園藝系專業價值。

二、配合更名之實質計畫

為凸顯與落實園藝學系教學研究實力，針對景觀組未來之研究教學發展理念、教學規劃、課程架構規

劃以及儀器設備規劃等方面進行建議與說明。

1. 研究教學發展理念                                                                                                                                            
教學目標在於培育從事園藝科學研究、教學與推廣，以及園藝事業經營、景觀規劃設計之高級人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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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兼顧傳統技術與新興生物技術，開發改良園藝作物之品種、生產、管理與利用。整合原有各組課

程，依園藝與景觀學術基礎，在大學部提供基礎課程及專業方法技術之學習，研究所則講授相關之研究、

政策、實務技術與社會發展之高階課程。

景觀組中心理念著重探討自然、社會及建成環境間之關係，一向鼓勵跨學科的自然生態資源、景觀資

源以及遊憩資源、鄉村休閒之實務操作、規劃設計與管理工作，目標在於生態永續與環境友善的人類集居

願景。為達更完整之教學架構，專業課程增加自然景觀資源規劃與管理、遊憩規劃與管理兩大方向。

2. 教學長期規劃

基於景觀暨遊憩學門跨領域之特性，未來景觀組規劃除專任教師之外，更著重於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科

系間跨系所課程設計與研究合作規劃，能在各相關領域中跨越專業、創造優質水平合作。除了系內基礎共

同課程如植物學、普通化學、統計學、果樹學…等等，此外在景觀領域課程架構另分為景觀基礎領域及專

業領域。

(1) 景觀基礎領域：為基礎核心課程，包括基本設計及實習、景觀描繪及實習、景觀設計及實習、畢

業設計、景觀生態學、景觀工程學及實習、景觀專業實務、景觀規劃與實習、景觀學等等。

(2)景觀專業領域：包括景觀美學、植栽設計、環境資源規劃管理、公園與遊憩規劃與管理、景觀效益、

景觀工程與實務、電腦輔助景觀設計與管理、景觀研究方法、人與植物、植物與環境、園藝治療、觀賞樹木、

景觀草本植物等。

3. 修業規定

(1) 大學部學生之必修 128 學分包括全校共同必修科目 30 學分 ( 不含體育 )、園藝系必修專業科目 51
學分、系訂分群必修與必選科目29至40學分以及其他選修科目7至18學分。選課分群類別有作物科學群、

加工學群、生物技術學群及景觀學群等四群，故每 1 學生可任選一群作為主修學群，並滿足該群之必修與

必選科目規定，作為畢業學分之要求。

(2) 碩士班原分為園藝作物組、園產品處理與加工組、造園組等 3 組，未來配合系更名，分別改為園

藝作物組、園產品處理與利用組、景觀暨休憩組等 3 組，修業期限 2 至 4 年，修習學分至少 24 學分及碩

士論文 6 學分，修業期滿成績合格者授予農學碩士學位。

(3) 博士班原分甲組 ( 園藝科學 )、乙組 ( 園產品處理與加工 )、丙組 ( 景觀學 )，改為園藝科學組、園

產品處理與利用組、景觀暨休憩組。修業期限 3 至 7 年，修習學分至少 18 學分及博士論文 12 學分，修業

期滿成績合格者授予農學博士學位。

4. 建議課程加強科目

景觀學群組之大學部課程將既有課程為基礎，加強發展土地使用規畫設計與管理、建築與空間設計、

休閒與園藝治療、植物與環境關係等領域之相關專業課程。研究所課程重點有景觀研究法、計量分析方法、

景觀建築設計理論、進階景觀規劃設計與實習、生態設計、景觀效益分析評估、專題討論及獨立研究、專

題特論等。

5. 圖書儀器設備

近 3 年共計購置 100 本中文圖書以及 359 本西文與日文園藝專業書籍，且每年皆訂閱 60 種以上之國

內外相關期刊。為配合轉型，未來擬逐年提高購買新書之經費，滿足師生在教學與研究方面之參考需求。

園藝系專業實驗室內設備齊全，重要設備如「光合作用相關儀器」、「甲醛氣測定儀」、「光譜分析

儀」、「液相層析儀」…等，均維護良好，可供學生實習及研究用。景觀學群著重於景觀設計繪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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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因此設有專門電腦室並提供多種繪圖軟體讓學生使用。為進一步配合未來景觀組教學架構及發展方

向，近期擬朝輔助教學設備、實驗室設備、現地調查設備等 3 方向，強化其教學研究設備。

三、結語

園藝系教學研究成果涵蓋園藝生產技術、生物科技技能、花卉生產與綠化技術、園產品處理與利用技

術、景觀與休閒資源規劃設計技能等多元領域，就未來大學朝向培養雙專長之大學生及多元領域團隊合作

研究的趨勢而言，此項改變，不僅直接提昇園藝系的教學研究地位，對本校邁向頂尖大學具有重要的組織

改造貢獻價值。園藝系透過所累積的教學研究經驗正有效整合並朝向此潮流，而系名之更改，能在未來學

術與社會發展方向中，表現最具競爭力的教學研究成果。所以，園藝學系更名為「園藝暨景觀學系」能合

乎未來社會的需求，也是永續發展的必要作法。綜上所述，依據設立宗旨與目標，穩健逐步地發展與成長，

相信未來必能成為培養園藝暨景觀領域教學與研究中心，培養園藝暨景觀領域專業與高級人才，成為社會

貢獻中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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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為提昇教學水準及學術研究競爭力，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特聘教授設置暨特聘加給給與實施要點第

五點，訂定本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凡本院編制內專任有給教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

聘任為特聘教授：（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二）曾獲頒教育部國家講座。（三）曾獲頒教育部學

術獎。（四）曾獲頒國家科學委員會特約研究員或傑出獎三次以上。（五）擔任教授期間，曾獲頒本校教

學傑出獎兩次以上。（六）在國際上獲高度肯定具相當於第（一）款至第（五）款資格者，得報校專案核定。

（七）符合教師免辦評估條件，或任教授五年以上，並具備本院自訂之特聘教授聘任標準。

本院特聘教授之特聘加給與聘期依學校相關辦法和規定辦理。本院特聘教授名額之辦理原則為：一、

符合特聘教授資格第（一）款至第（六）款資格之一者，得聘任為終身職特聘教授，其名額依事實認定之。

二、符合特聘教授資格第（七）款之資格者，得聘任為一任三年之特聘教授，其名額按每年學校分配名額

辦理，惟實施前三年向校推薦人數，每年最多不超過分配名額之二分之一。

本院推薦符合特聘教授資格第（七）款之聘任標準如下：（一）獲國科會傑出獎或相當獎項者。（二）

獲本校教學傑出獎者。（三）獲本校傑出服務獎者。（四）其他經系所特別推薦者。

註： 符合特聘教授資格第（七）款資格者，

自通過推薦當年之 8 月 1 日起聘，聘

期三年，受聘期間得按月支領特聘加

給。期滿如再通過推薦者，得續聘並

繼續支領特聘加給；經第三次通過推

薦者，聘為終身職特聘教授，按月支

給特聘加給至退休或離職止。如未獲

通過者仍具有特聘教授榮銜，惟不再

支給特聘加給。

本院特聘教授榮譽榜

本院符合第一至六款 ( 終身職 ) 特聘教授核定名冊表：
學年度 聘期 系所 姓名
99 99.9.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農藝系 盧虎生教授
99 99.8.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生工系 許銘熙教授
99 98.5.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農經系 陳郁蕙教授
99 99.8.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森林系 張上鎮教授
98 98.8.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生工系 廖中明教授
98 97.5.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生機系 周瑞仁教授
97 96.5.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生傳系 謝雨生教授
97 96.5.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生機系 林達德教授
95 95.8.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農藝系 高景輝教授
95 95.8.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植微系 曾顯雄教授
95 95.8.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森林系 王松永教授
95 95.8.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動物系 鄭登貴教授
95 95.8.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食科所 周正俊教授
95 95.8.1 起至退休或離職止 食科所 孫璐西教授

本院符合第七款特聘教授核定名冊表：
學年度 系所 姓名
99 農化系 李達源教授
99 農化系 王明光教授
99 食科所 蔣丙煌教授
98 獸醫系 龐  飛教授
98 昆蟲系 楊平世教授
98 食科所 葉安義教授
97 生工系 吳富春教授
96 生工系 許銘熙教授
96 農化系 陳尊賢教授
96 農化系 李達源教授
96 森林系 張上鎮教授
96 動科系 徐濟泰教授
96 食科所 蔣丙煌教授
95 生工系 廖中明教授
95 農化系 王一雄教授
95 森林系 陳信雄教授
95 獸醫系 龐  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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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臺灣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暑期國際交流課程

2010 年第四屆臺灣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

暑期國際交流課程 (2010 Biodiversity, Agriculture 
& Culture of Taiwan Summer Program, BACT)，
於今年暑假 6 月 27 日開辦，並於 7 月 24 日之閉

幕式及晚宴中圓滿落幕。本課程由生物資源暨農

學院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交流中心執行辦理，並

得到院方及校方國際事務處之經費補助。此課程

自 2007 年開辦以來，今年在參與學生總人數上達

到最顛峰。共計有 17 名來自美國、泰國、菲律賓

及日本之國際各校學生及 11 名本校生，一同參與

為期 28 天的課程。這些國際知名學校包含了美國

的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普渡大學、德州農工大

學、馬里蘭大學、聖荷西州立大學；日本的名古

屋大學；泰國的農業大學及菲律賓的菲律賓大學

洛斯巴諾斯分校。

第四屆臺灣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暑期國際交流師生於合歡山合影

此外，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於本年度課

程中，安排了生機系之副教授 Dr. Grace Danao
全程參與本課程，並瞭解 BACT 實際運作及學生

上課之情形。在課程結束後，Dr. Danao 則提供了

些許寶貴之建議以供明年活動之參考。同時她也

表達很高興能有此次的機會來到臺灣參與此課程，

並發現許多臺灣土地上的各種不同的生物和生態

面貌及人文鮮事。

本活動透過精心之課程安排，藉由全程的英

文授課加上戶外實地走訪及觀察、果醬 DIY 製作、

研究教學機構之參觀及專題計畫之執行，讓國際

學生及本校生一同學習並認識臺灣的生物多樣性、

文化及農業。而在校園導覽、校外參觀及野地走

訪之際，學生們彼此間交流互動，進而了解各國

成員之文化背景、語言及其學校之風氣。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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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的 BACT 課程設計極為充實。為了讓每

年的活動都能讓學生得到最大效益，今年度除了

製做課程反應表外，還增添了小考及網路日誌等，

目的是讓學生的意見能被重視，並做為明年度舉

辦本課程之改進參考。我們能預見明年的暑期課

程將能從本年度之活動中受惠，並讓本校學生及

海外生獲得充實的知識及學習環境；並且也提供

本校生能出國參與交換學生計畫之機會，讓本院

學生在學術國際化更邁向一大步。

貴州大學王紅蕾副校長及王穎華處長來訪

貴州大學副校長王洪蕾教授及國際處處長王穎華副教授於 2010 年 6 月 7 日至本院訪問，討論兩校在

農業領域的合作事宜，包含簽約、交換學生、交流活動等。會中王副校長提議邀請臺大生農學院加入貴州

大學和浙江大學共組學術研究界的「三劍客」，並建立交流平台，以期在稻米、茶葉、牛及漁業四項目上

達到緊密的合作。由於貴州大學的系院分類較細，相關系所並不如臺大集中於一院，因此王處長提議將臺

大生農學院的校系資料帶回貴州大學研究，雙方系所如何對應、合作，待來賓返校後再將他們的相關院系

資料傳過來供本院參考。

劉子銘課外活動組組長提議發展更多的學生交流、交換學生活動，雙方討論的結果認為學生交流、學

生交換等活動須建立在更完善的計畫、培育上，推動時才能順利，對交換學生事務的處理也較有依據，短

時間內無法急進。因此雙方均同意須先簽訂校級約才能更進一步地實行。

臺灣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課程之閉幕式合影

除了達到推動國際化交流之目的外，也讓學生們

獲得充分之專業知識與樂趣。

本屆課程安排了必定造訪的陽明山國家公園

及太魯閣國家公園，另外在臺北近郊也安排了臺

北市立動物園、關渡自然公園、野柳地質公園、

東北角馬崗、海洋生物科技博物館籌備處及基隆

水產試驗所等。另外，重點課程尚包含於臺大梅

峰高地實驗農場上課及果醬實地製作，並於臺大

溪頭實驗林地進行專題計畫之執行。除此以外，

還有安排合歡山高山植物之認識及講課，鳳凰茶

園夜間賞蛙以及溪頭螢火蟲及夜間昆蟲之探索，

並參觀宜蘭的金車蘭花園和霧峰的農業試驗所，

藉此讓學生們瞭解臺灣特有生物及在農業生技方

面之產業及研究概況。而在文化部分則安排了世

界著名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及鶯歌鎮上讓傳統

走向高科技產業歷史過程之陶瓷博物館和經典的

三峽祖師廟；同時也讓學生們能親自體驗飲茶文

化及書法練習。

本院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交流中心近期國際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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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師生參觀西北農林大學動物醫學院之動物醫院

廣西省副省長陳章良率一行來賓蒞臨本院，前左3為本院陳保基
院長，前右3為陳章良副省長

本院與馬里蘭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院簽署交換學生協議書與會
人員團體照

廣西農學會拜會臺灣大學生農學院

2010 年 7 月 2 日上午，廣西省副省長陳章良

率一行來賓共 25 人前來蒞臨本院。本次座談會由

陳保基院長主持，席間主要介紹本院沿革、系所

規制，並研議本院未來與廣西省的合作機會。其

中陳章良副省長提到，臺灣的觀光農業發展、經

營得相當完善，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機會讓廣西省

的農民來臺灣學習觀摩。會中來賓與本院與會人

員相談甚歡，拜會圓滿落幕。

本院與馬里蘭大學簽署交換學生協議書

2010 年 6 月 28 日下午，美國馬里蘭大學農

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長魏正毅前來拜訪本校學術

副校長陳泰然教授及本院院長陳保基，同時簽署

了交換學生協議書，讓兩校之間的學術交流有了

更深層的關係。今年七月已有一名馬里蘭大學的

學生先行前來本院農經系實習並參加本院舉辦的

暑期國際課程 (2010 Biodiversity, Agriculture, and 
Culture of Taiwan Summer Program)，預期明年

將會有更多的馬里蘭大學學生透過此交換學生計

畫前來本院參加暑期實習以及國際課程，同時，

本院也將獲得同等之交換學生之名額。在本院積

極發展國際合作及簽署交換學生計畫的努力下，

讓本院更邁向國際化，也提供本院學生更多放眼

天下，培養國際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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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學生參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暑期交流訪問活動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每年七月都會舉辦兩岸的

交流活動，今年本院師生受邀參加西北農林科技

大學於 7 月 12 日到 7 月 19 日所舉辦的「第四屆

海峽兩岸高校學生暑期文化交流活動」，以及 7
月 14 日到 7 月 31 日之「秦嶺青年使者團 – 大貓

熊保育活動」，此兩項交流活動分別由動科系邱

智賢副教授與獸醫專業學院院長劉振軒帶團前往

參加。

對本院學生來說，這是一次極為難得的體驗。

在接觸大熊貓、羚牛、金絲猴及朱環等珍稀動物

之餘，還能夠了解秦嶺豐富且深厚的人文、歷史、

地理、自然角色，並且實地與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師生交流，參與其學生生活、了解科學研究方向、

交換研究心得，這除了是場生態保育之旅，也是

知性的文化交流之行，讓本次出訪的師生們受益

匪淺，也終生難忘。

本院學生於秦嶺大貓熊保育區合影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王萬忠(前排中)及一行來賓參觀臺
大動物醫院，前右1為獸醫專業學院長長劉振軒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王萬忠

及一行來賓至生農學院參訪

今年九月初，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 以下簡稱西

農大 ) 常務副校長王萬忠及一行來賓 6 人，前往生

農學院做三天兩夜的參訪。9 月 2 日生農國際中心

的禮賓人員先帶領西農大的來賓參觀故宮博物院。

9 月 3 日上午參觀校史館、花卉館。在校史館的導

覽人員及園藝系名譽教授李哖教授介紹下，來賓

對臺大及生農學院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導覽結

束後，來賓們前往生農學院參加座談會，會中本

院院長陳保基介紹本院沿革、特色。由於本院於

西農大互動密切、交流頻繁，陳院長在會中特別

提到，希望陸生來臺開放後，西農大能夠搶得本

院的頭籌。

座談會結束後，來賓們在獸醫專業學院院長

劉振軒、動科系副教授邱智賢及生農國際中心禮

賓人員的陪伴下參觀臺大動物醫院、動物園以及

101 大樓，讓來賓們感受到臺大學術設備的完善

以及臺北市活躍的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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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研究所邀請外國學者
來臺演講

美國康乃爾大學
Alan Lakso教授來訪園藝系

生物科技研究所於 2010 年 3 月 30 日邀請

Guoqiang Gu 博士至該所參訪及專題演講，藉

此提升師生對遺傳學及研究方法之瞭解，促進

該所師生之國際交流。Guoqiang Gu 博士為美

國 Vanderbilt 大學醫學中心細胞及發育生物學系

副教授，為研究胰臟發育的後起之秀。本次趁其

訪問北京之便，邀請順道來校講習與指導學生。

至該所演講題目為「Principle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of Lineage Tracing Experiments in 
the Mouse」。

2010 年 6 月 8 日石丸努博士 (Dr. Tsutomu 
Ishimaru) 來臺參訪，順道受邀至生物科技研究

所演講，演講題目為「Rice Grain Quality and 
Fertility under High Temperature Stress」。石丸

努博士現為日本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機構

作物研究所研究員，專長為水稻生理研究。透過

分子機制的角度了解稻作品種在變動氣候下，尤

其在暖化氣候下的產量與品質變化，以及優良稻

種如何適應劇烈變動氣候。

Alan Lakso 博士為美國康乃爾大學紐約州立

農業試驗所園藝學系教授、美國園藝學會會士，

為世界果樹生理學研究之泰斗，應園藝學系李國

譚助理教授邀請，於 2010 年 6 月來校擔任研究生

論文口試委員及發表專題演講。6 月 28 日赴附設

山地實驗農場春陽分場發表第一場公開專題演講，

講 題 為「Fruit Industries of New York and Fruit 
Research at Cornell University」，為本校學生、

農場工作同仁及研究人員，以及專程赴現場聽講之

校外專業人士共計 60 餘人介紹美國紐約州之果樹

產業及康乃爾大學世界知名的果樹研究領域內容。

Alan Lakso 博士於 6 月 29 日上午參觀梅峰

本場之溫帶果樹生產並提供蘋果樹整枝修剪技術

指導。6 月 30 日於臺大園藝學系發表第二場公

開專題演講，講題為「Integrating Modeling and 
Measurements of Carbon Balance in Apples and 
Grapes」，內容為 Lakso 教授多年來以電腦模擬

整合蘋果與葡萄之碳平衡生理之研究歷程與成果，

聽眾包括園藝系與來自外校師生近 50 人。美國

康乃爾大學為世界上果樹科學領域之重鎮，Alan 
Lakso 教授為近年來首位來臺訪問之頂尖果樹生理

研究專家。藉由本次邀訪國際知名學者來臺參訪，

將有助於我國的果樹科學研究與國際接軌，增進

未來與國際重要研究機構在果樹科學領域上的合

作機會。感謝國家科學委員會與生物資源暨農學

院在經費上的支持，使本次邀訪行動得以實現。

美國Vanderbilt大學醫學中心Guoqiang Gu博士

美國康乃爾大學Alan Lakso教授於園藝學系發表專題演講

日本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機構
石丸努博士(Dr. Tsutomu Ishim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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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學者蒞臨農業化學系暨專題演講

日本京都大學九鬼康彰教授參訪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農業化學系於 2010 年 5 月 21 日在農化系二

( 新 ) 館 B10 教室，邀請阿拉斯加大學菲爾班克斯

分校土壤學系的 Pedro J. Alvarez 教授 (Professor 
of Soil Science, 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
進 行 專 題 演 講， 講 題 為「Phytoremediation: 
History, Merits and Limitations」。同日下午 3 時

30 分則邀請北歐國家瑞士聯邦環境科學與技術研

究 所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AWAG), Switzerland)
的 Markus Boller 教授進行演講，Markus Boller 教
授為瑞士城市水管理部門前任首長 (Former Head 
of Department for Urban Water Management)，其

講題為「Windows to the Aquatic Nanoworld」。

2010 年 3 月 16 日（二）日本京都大學院農

學研究科地域環境科學專攻農村計畫學研究室九

鬼康彰教授率研究生來生傳系訪問，與該系師生

討論學術合作事宜。九鬼康彰教授之研究室近期

正在進行一個日本文部省所支持且極富挑戰性的

新興研究：「東亞諸國社區規劃論之比較研究」，

將邀請臺灣、南韓與中國等國的相關學者共同參

與。在初步意見交換之後，雙方已達成共識，生

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教師將於 2010 年秋季前往

京都大學參加研討會，介紹臺灣鄉村社區與區域

發展的重要議題與相關課題。來訪學者除了與該

系老師商討學術合作事宜之外，一行人亦前往本

校著名的「綠房子」參觀，經由生工系韓選棠教

授及其助理徐嘉宏先生的精彩解說，讓所有與會

者皆都獲益良多。

Pedro J. Alvarez教授(右2) 及Markus Boller教授(左2)與
李達源教授(右1)及施養信老師(左1) 

參觀綠房子後合影，前排由左而右依序為賴爾柔系主任、日
本京都大學九鬼康彰教授、生工系韓選棠教授、彭立沛老師，
後排左 1為賴守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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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John M. King( 中 )、朱瑞民老師 (右 )及
鄭謙仁副教授 (左 )

Dr. John M. King( 左 ) 在劉振軒院長 (右 )及
賴燕雪獸醫師 (中 )陪同下，參觀動物園標本室

的功力，在這彈指之間注入給聽眾。很難想像在

四五十年前的加拿大紐芬蘭島，Dr. King 在此調查

野生動物馴鹿 (Caribou) 數量大量減少的原因。距

離六百英里外才有人跡的地方剖檢動物，利用槓

桿原理，以自己的體重來衡量馴鹿的重量；或利

用飽和酚溶液來檢測腦脊髓液是否有過多的蛋白

量，以辨識可能的腦炎甚至狂犬病來保護剖檢的

病理醫師；或是隨身拿出解剖刀及以砂紙包覆的

木板權充磨刀石，來示範我們如何的磨刀。這些

經驗及知識在現在的環境是很難接觸及學習，而

當我們習慣於此優渥的環境，我們也限制了自我

創造、學習及很多的可能性。一位和臺灣結緣如

此深的外國人，再次的來臺灣講學一個月，給我

們示範了古老傳統的美好態度、授予我們沒有凋

朽的知識以及永恆不懈的能量。很感謝及祝福您

Dr. King ！

美國康乃爾大學獸醫學院榮譽教授 Dr. John 
M. King，經行政院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黃金城

所長及李淑慧組長之邀請，來臺參訪及講學一個

月。黃所長及李組長安排 Dr. King 於 2010 年 4 月

12 日至 16 日在臺大獸醫專業學院參訪，之後 Dr. 
King 在國內的獸醫教學及診斷單位包括淡水家畜

衛生試驗所，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及至中興大

學獸醫學院參訪，最後 Dr. King 於 5 月 8 日由臺

中赴桃園國際機場離臺。

Dr. King 是一位傳奇人物，他的普通獸醫病理

學 (General pathology) 及肉眼病理學在獸醫學界

享有盛名。目前在康乃爾大學獸醫學院的網站有

一 Show and Tell 的網頁，內含數萬張數位化肉眼

病理病變的幻燈片資料，是為 King,s black box。
此為肉眼病理學的寶庫，對於動物疾病的了解及介

紹，無私的提供全世界的獸醫學系學生、病理住院

醫師及老師們的學習及教學資料。

Dr. King 此行準備二十個小時的獸醫病理學課

程包括馬、綿羊及山羊、豬、牛、寵物等不同動物

別的肉眼病理診斷學，動物營養性疾病研究，北美

馴鹿的疾病研究，以及非病灶的肉眼變化介紹等，

提供給系上師生學習參考。Dr. King 上課非常的風

趣、活潑及熱情，他的音量很大且刻意的放慢速

度讓聽眾盡可能的了解其說明。Dr. King 對於學習

態度等基本原則亦非常嚴謹，在組織病理診斷學

課程，他建議主持老師應把教室的前後門鎖起來，

讓遲到的同學不能進來。Dr. King 並且告誡學生，

老師們很辛苦的把相關的教材收集及準備，遲到即

是對自己、老師以及學習的不尊重。但是 Dr. King
對於好的表現是不吝於讚美的，對於當日描述及呈

現我們自己病例的研究生，Dr. King 很訝異她們的

水準不亞於他自己訓練的資深病理住院醫師。

這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每天精神抖擻的上

五至六個小時的課；從肉眼病灶的辨識到致病機制

的解釋，一張又一張的幻燈片，每一個疾病都有

一些故事來加深聽眾的興趣及記憶，像是一甲子

美國康乃爾大學獸醫學院榮譽教授Dr. John M. King來臺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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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馬里蘭大學鄭文興老師（前排中）與蕭寧馨老師（前排
左 1）、羅翊禎老師 (前排左 2）及學生合照

Dr. Gerald Riskowski 教授專題演講

由本院陳保基院長與美國馬里蘭大學農業與

自然資源學院魏正毅院長及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大力推展下，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由本校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食品科技研究所與美國馬里蘭

大學營養與食品科學研究所，首次進行視訊同步

遠距教學，透過視訊系統將課程作跨國的聯結。

此次合作的課程是由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食品

科技研究所羅翊禎助理教授、生命科學院微生物

與生化學研究所蕭寧馨教授以及美國馬里蘭大學

營養與食品科學研究所鄭文興助理教授共同負責

分子營養學的授課。在此次的課程中，最大的挑

戰為兩校因在學期開始及結束的時間不同以及時

差之因素，因此需協調上課的時間及課程的安排。

兩端的學生為了達到實質的交流，於課程中，除

以英語教學外，並以美國學生配臺灣學生的分組

方式進行討論，課堂指定題目報告。另外，此次

課程還在 Facebook 的網路平台中開設課程社團，

提供老師上傳課程檔案，並讓學生發問問題及一

同討論分組報告等，提供更多元的學習模式，及

彌補遠距教學的不足。

食品科技研究所與美國馬里蘭大學視訊同步遠距教學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Dr. Gerald Riskowski參訪生機系

雖然建立此跨國共同教學課程需面對各種不

同的挑戰。但透過此教學方式，可提供兩端的學

生及教師於學術上的交流，也增加學生接觸不同

文化的機會。相信此次遠距營養課程教學的成功

將開啟接下來的更多遠距合作課程並可提供更豐

富的學術經驗。

2010 年 5 月 11 日 美 國 德 州 農 工 大 學 生

物暨農業工程系系主任 Dr. Gerald Riskowski 
(Professor and Head, Biological and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Dept.,Texas A & 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USA) 受邀蒞臨生機系參觀訪

問與座談，討論雙方學術交流事宜。並於 5 月 20
日生機系研究所專題討論進行演講，演講題目為

「Research Trends in Biological and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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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 4 日上午 10:20~12:00 生機系研

究所舉辦專題討論，邀請日本筑波大學 (Tsukuba 
University, Japan) 生命科學環境研究科  Norio 
Sugiura及Pi Chao Wang兩位教授蒞臨該系演講，

演講題目為「日本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策略」及「筑

波大學生命產業科學研究」，演講地點在生機系

知武館 4 樓演講廳。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UIUC) 農業暨生物

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Dr. Mary Grace Danao 來臺參

加本校生農學院開授的 BACT 課程，於 2010 年

7 月 22 日蒞臨生機系訪問，並與該系同仁進行座

談交流，由周瑞仁主任主持，討論可能合作的議

題。會後並由陳力騏教授引領參觀相關實驗室。

Dr. Danao 的專長在於 Biosensors, Optical and 
acoustic sensing for food process automation, 及
Ultrasonic concentration of micron-size particles
等領域。

2010 年 7 月 22 日美國芝加哥大學放射學系

教授陳津渡教授（Professor Chin-Tu Chen），蒞

臨生機系訪問，並與該系同仁進行座談交流，討論

可能合作的議題。參加的同仁包括：周瑞仁主任、

張森富教授、陳世銘教授、林達德教授、鄭宗記

副教授、周呈霙助理教授。陳津渡教授為國際知

名的醫學物理工程專家，長期從事臨床前、轉化

及臨床研究與應用領域有關的 PET、SPECT、光

學成像、分子成像、多模成像裝置、醫學物理、

影像重建、圖像量化分析、功能與物理成像、功

能與分子成像等研究，相關研究可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bnl.gov/medical/RCIBI/plantImaging/
default.asp。

生機系邀請日本筑波大學教授演講

美國伊利諾大學
Dr. Mary Grace Danao
來臺參訪生機系

美國芝加哥大學
放射學系陳津渡教授
蒞臨生機系訪問

日本筑波大學 Norio Sugiura( 左 3) 及 Pi Chao Wang( 右 2)
兩位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 Dr. Mary Grace Danao( 前 ) 參觀相關實驗室美國芝加哥大學放射學系陳津渡教授 (中 )與生機系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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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科系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

邀請日本學者藤田正勝 (Fujita Masakatsu) 先生來

臺訪問並進行學術交流。藤田正勝先生於動物考古

學研究卓著，專長於考古遺址出土動物骨骼遺留

之骨測量學 (Osteometry)、幾何測量學 (Geometric 
morphometrics) 及影像處理 (Image processing)，
近三年已有許多研究報告於國際期刊發表。本次

邀請藤田正勝先生來臺，主要是針對其專長領域

進行交流並探討國際合作之可行性。於 2010 年 3
月 28 日及 29 日，藤田正勝先生在動科系會議室

舉行專題演講及小型研討會，中研院史語所李匡

悌副研究員、該系姜延年副教授、朱有田副教授

及學生均到場參與討論。

動科系與日本學者藤田正勝學術交流

藤田正勝先生 (右 4) 及與會師生合影

動科系姜延年老師 (前 )陪同韓國徐元明教授 (左 1) 參觀牛舍

Dr. Shoemaker 講述其研究背景與火蟻防治的關連以及其應用性

韓國農工學會會長暨慶尚大學農業工程系徐

元明 (Suh Won-Myung) 教授，在財團法人農業工

程研究中心資訊組組長譚智宏博士、宜蘭大學森

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助理教授阮忠信博士與數位研

究生陪同下，於 2010 年 3 月 12 日下午蒞動科系

參觀訪問，由該系姜延年老師代為接待，並由本

院農業試驗場畜牧組鄭位明與劉重威兩位同仁負

責解說擠乳系統、牛舍降溫系統、污水處理系統

與乳羊舍等相關設施。

昆蟲系於 2010 年 7 月 15 至 22 日邀請美

國農部 Dr. David D. Shoemaker 來臺訪問，於

7 月 20 日  蒞臨該系發表專題演講，演講題目

「Global Invasion History of Fire Ant Solenopsis 
Invicta」。Dr. Shoemaker 在訪臺期間並於火蟻中

心舉行座談會，就其研究背景與火蟻防治的關連

以及其應用性與與會研究人員意見交流討論。

韓國農工學會會長暨慶尚大學農業工程系徐元明教授參訪動科系

昆蟲系邀請美國農部
Dr. David D. Shoemaker來臺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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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 Fulbright 獎學金交流學者 Dr. 
Annie Li 於 2009 年 9 月來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

心進行學術交流， 並於 2010 年 6 月返美並進入

Harvard University 攻讀公衛學碩士。Dr. Li 是個

美籍華裔的獸醫師，2005 年畢業於麻州大學動物

科學系，2009 年畢業於康乃爾大學獸醫學院，在

學期間曾赴位於羅馬的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實
習。

Dr. Annie Li 來臺期間參訪了農委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獸醫學系，並於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實習一

個月，此外也參加了「氣候變遷對動物疫病影響

研討會」、「人畜共同傳染病防檢疫策略國際研

討會」 及擔任本校公衛學院所舉辦「BioSecure 
2009」研討會的司儀。Dr. Li 並完成一個針對臺北

縣中學生對 H1N1 的認識之問卷調查研究，預期

此項調查結果可以增進 H1N1 之防疫宣導效果。

美國國務院Fulbright獎學金
交流學者Dr. Annie Li
造訪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

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蔡向榮主任 (左 )陪同 Dr.Li( 右 )
拜訪獸醫學院劉振軒院長 (中 )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農學生命科學研究科附

屬演習林研究部秩父演習林林長鎌田直人教授、

金沢大學副校長村本健一郎、電子情報學系久保

守助理教授及石川工業高等專門學校小村良太郎

副教授等 4 人，於 2010 年 3 月 1~5 日至實驗林

進行訪問，提供林學研究及木材利用與經營管理

等之交流與討論。

中國科學院傳播辦公室丁副主任穎帶領中國

科學院植物園與標本館科普委員一行 24 人，於

2010 年 5 月 3 日來實驗林進行訪問，其間參觀溪

頭、鳳凰自然教育園區各類標本園及經營管理現

況，並與本處人員進行相關意見交流與討論。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來訪實驗林

中國科學院植物園
與標本館科普委員來訪

中國科學院植物園一行參觀溪頭後合影

日本學者一行參訪實驗林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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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研究所孫璐西教授訪問姐妹校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在本院陳保基院長的大力推動下，本院與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的農學與環

境 學 院（College of Agricultural, Consumer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CES）有頻繁且深入

的學術交流。食品科技研究所孫璐西教授於 2010
年 7 月 21 至 23 日應該院食品營養系主任 Dr. 
Faye Dong 之邀，率 2 位博士班研究生呂玟蒨與

洪偉倫至 UIUC 訪問，並以「Recent Advances in 
Functional Food Research in Taiwan」 為題，發

表專題演講。

此次應邀訪問UIUC乃趁出席於芝加哥市舉行

之美國食品科技學會（IFT）年會之便，順道拜訪。

Dr. Faye Dong 對此次參訪活動十分重視，早在今

年初即開始規劃參訪活動與行程。在短短 2 天半

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師生考察訪問

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代表團由朱民副校長

帶領 30 位師生於 2010 年 6 月 4 日至溪頭自然教

育園區、鳳凰自然教育園區進行參訪及兩岸學術

交流，參訪期間與實驗林研究人員有多方面之溝

通與交流，並獲良好成效。 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考察師生合影留念

孫璐西教授 (左 )演講後 Dr. Faye Dong( 右 ) 致贈紀念品

的參訪期間，拜會了 UIUC 的代理校長（Interim 
Chancellor and Provost）Dr. Robert A. Easter，
新任 ACES 國際交流中心（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主任 Dr. Korban，農業生物工程系主

任 Dr. KC Ting 及食品營養系曾到臺大教學或訪問

過的 Dr. John Erdman，Dr. Keith Cadwallader，
Dr. Elvira de Mejia 及 Dr. Soo-Yeun Lee 等多位教

授。

Dr. Easter 十分重視 UIUC 與本校之各項交流

活動，並將於今年九月再度訪臺。Dr. Korban 為

國際知名的分子生物學家，尚未訪問過本校，建

議本院積極與其聯繫，邀請來訪。Dr. KC Ting 為

本校農工系的校友，在美國表現傑出，該所一直

為全美排名第一的研究所，今年大學部亦榮登全

美第一的寶座，受到全校的推崇，實為我校之光。

食品科技研究所孫璐西教授於 UIUC 食品營

養系的演講聽眾甚多，包括許多位教授，這在暑

假期間實屬不易，相信與目前就讀於該系的孫璐

西教授之碩士班畢業生呂季樺到處張貼演講公告

有關。季樺在該系創立了研究生學會，不僅聯繫

研究生的感情更加強該系各研究室之間的互動與

瞭解，深受系主任 Dr. Faye Dong 之讚賞。

此次參訪 UIUC 看到該校新近成立的 Institute 
for Genomic Biology 規劃完善，設施齊全先進，

研究水準高，值得我校與其合作研究，共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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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系周瑞仁主任率師生前往日本參加 ISMAB 2010

2010 年 4 月 4 日至 8 日生機系周瑞仁主任及中華農業機械學會理事長陳世銘教授，率領該系師生約

30 名，前往日本參加由日本農機學會主辦的 ISMAB 2010 Japan (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chinery and Mechatronics for Agricultural and Biosystems Engineering)，並發表論文。此次 ISMAB 
2010，依大會之統計資料，共有 218 人參加 ( 臺灣 86 人 )，共發表 166 篇論文 ( 臺灣 81 篇 )，是一次非

常成功的國際會議及學術交流。臺灣大學共有 8 位教授、36 位學生及研究人員參加，共發表 35 篇論文。

會後主辦單位日本農機學會從 166 篇發表的論文當中，評選出 17 篇高品質科技論文，臺灣入選 8 篇，並

獲邀投稿 EAEF 國際期刊，EAEF 擬於近期發行 ISMAB 專刊。臺灣獲選的 8 篇高品質科技論文當中，臺

大生機系佔了 6 篇，另 2 篇為嘉義大學 1 篇、宜蘭大學 1 篇。生機系獲選 6 篇論文的指導教授與第 1 作者

分別為林達德教授、周瑞仁教授、江昭皚教授、陳力騏教授、李允中副教授、王友俊技士、吳東璋同學、

聶其華同學、黃世榮同學。其中江昭皚教授有 2 篇論文獲選。

食科所葉安義教授參加東京奈米科學於食品之應用國際研討會

本院食品科技研究所葉安義特聘教授接受

日本食品工程學會（Japanese Society of Food 
Engineering）之邀請，參加 2010 年 6 月 9~11 日

於東京舉行的奈米科學於食品之應用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od Applications of 
Nanoscale Science），會中發表演講，說明臺灣

的現況與其個人的研究成果。

食品科技研究所葉安義教授發表演講

ISMAB 2010 Japan 與會人士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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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師生赴美國德州參加國際社會暨自然資源管理研討會

2010 年 6 月 5 日至 10 日於美國德州 Corpus 
Christi 市召開之第十六屆國際社會暨自然資源管

理研討會 ( ISSRM,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et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 為

國際社會與自然資源協會 IASNR(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所主辦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向來受到國際資源管

理相關領域之學者重視，近年來每年均有超過 30
個國家，600 人以上的相關人士參與。園藝學系鄭

佳昆助理教授及十餘名師生參加本次會議發表論

文，並與各國學者進行交流。園藝系許家瑋、吳

珮竹、劉貞佑、李盈婕、蘇愛媜、周宛俞、張元毓、

農化系李達源教授至日本參訪

第3屆「Arsenic in Environment」

國際研討會

農業化學系主任李達源教授於 2010 年 3 月

26 日獲邀至日本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o-Environmental Sciences) 參

觀訪問，並於亞洲國家重金屬污染之土壤環境

部門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Soil 
Environmental Division on the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among Asian Countries) 中 發 表

「Assessment of Availability and Phytotoxicity of 
Soil Cr and Remedation of Cr(VI)-contaminated 
Soils」之專題演講 。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劉振宇教授與成功大

學簡錦樹教授及中央研究院陳建仁教授於 2010 年

5 月 17~21 日在成功大學舉辦第 3 屆「Arsenic in 
Environment」之國際研討會，主題為「Arsenic 
in Geosphere and Human Diseases」，提昇臺灣

研究砷之水文地質化學領域在國際學術界重要地

位。並獲大會邀請為 Invited  speaker，發表論文

題目「Arsenic Speciation in Fish and Shellfish in 
the Blackfoot Disease Area」。

農化系李達源教授至日本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參訪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劉振宇教授發表演講

園藝學系師生赴美國德州參加國際社會暨自然資源管理研討會合影

唐宜君、李京憲、王致崴等 10 名同學更獲得該學

會獎學金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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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二氧化碳通量監測考察與研習

為增進二氧化碳通量監測技術以及數據品質，

實驗林王處長亞男、蔡明哲組長及余瑞珠研究助

理等 3 人，於 2010 年 7 月 15~19 日至日本國立

環境研究所及其所屬富士山下之二氧化碳通量站

進行參訪研習，並與該所梁乃申研究員交換許多

有關二氧化碳通量觀測技術以及相關研究之經驗。

二氧化碳通量監測技術以及數據品質之意見交換

蔡向榮主任 ( 右 2)、周崇熙助理教授 ( 右 1) 與日本 JA 全農
家畜衛生研究所所長佐藤靜夫博士 (左 2) 合影

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蔡向榮主任與周崇

熙助理教授於 2010 年 4 月 18~24 日赴日本參訪

包括日本獸醫生命科學大學 (Nippon Veterinary 
and Life Science University，前日本獸醫畜產

大學 )；JA 全農家畜衛生研究所 (JA Zen-Noh 
Institute of Animal Health)；千葉縣中央家畜衛生

保健所 (Central Livestock Hygiene Service Office 
of Chiba Prefecture)；農林水產省 (MAFF) 所轄

之動物衛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Animal 
Helath)、動物醫藥品檢查所 (National Veterinary 
Assay Laboratory) 及省部內直屬之消費安全局動

物 衛 生 課 (Animal Health Division, Food Safety 
and Consumer Affairs Bureau) 等單位。

此行主要任務是觀摩學習日本有關家禽沙門

氏菌之控制與管理，以及對於預防家禽產製品中

沙門氏菌傳播之實際執行經驗與成果，以供為我

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赴日參訪觀摩

國推行家禽沙門氏菌監測與控制之參考。另外周

崇熙助理教授也於全農家畜衛生研究所進行臺灣

家禽沙門氏菌監控計畫之成果說明，完成兩國學

術及研究經驗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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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8屆進階環境監測國際研討會

實驗林助理研究員江博能博士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於日本札幌地區參加進階環境

監測研究中心與韓國光州科技所共同主辦「第 8
屆進階環境監測國際研討會」，討論主題為殘留

汙染物，會中江助理研究員博能發表「Distribution 
of 137Cs in Temperate Forest Ecosystem after 
Forest Fire in Central Taiwan」等研究報告 2 篇。

第 8屆進階環境監測國際研討會會場

2010年第19屆世界土壤科學大會國際研討會

實驗林助理研究員江博能博士於 2010 年 8 月 1~6 日至澳洲布里斯本參加國際土壤科學聯盟主辦「第

19 屆世界土壤科學大會國際研討會」，討論主題為土壤中生物地質化學介面，會中江助理研究員博能發表

「Effect of Nutrient Cycle by Different Thinning Practice in Temperate Forest」研究報告 1 篇。

第 19 屆世界土壤學大會國際研討會現場 論文海報前江博能博士 (左 )與王明光教授 (右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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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IUC) 一直被視為全美最優秀

的學術研究單位之一，目前擁有 20個院所，每年在世界學校排名有相當優秀的成績展現。自 2008年開始，

本院園藝系健康景觀研究室即與該校景觀建築系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教授 Dr. William Sullivan 進行

相關學術合作，研究主軸為綠地空間對健康運作機制之助益，因此 2010 年本院園藝系張俊彥教授利用休

假研究的時間至 UIUC 進行較長期及現地的合作項目，以下謹就這段期間與 UIUC 的合作項目進行說明。

成立合作實驗室
在 UIUC 期間，除參與景觀建築系的課程外，也安排與 UIUC 學生進行演講與交流，留下不少有趣的

交流經驗，雙方合作愉快並同意共同成立「Healthy Landscape and Healthy People Laboratory」實驗室，

以景觀與健康為研究主軸，未來配合美國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及臺灣國科會的研究提案，

朝此共同研究方向一同努力、相互學習。

跨文化實驗
雙方研究室的合作立即落實，於 2010 年 4 月共同發展討論研究提案，5 月申請 UIUC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研究申請，6 月本院園藝系健康景觀研究室之碩、博士生立即前往 UIUC 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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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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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實驗使用 3 組不同景觀特性的測試照片與測試量表一同製做成測試影片，同時使用 Biofeedback
儀器收集腦波、EEG、EMG 及 HR 等生理數據。初步分析結果發現�林地邊緣可以帶給受測者最佳的環境

體驗，並且有最佳的視野，在森林內部感受到較多的擾動及氣場，視覺上易受到限制，但微氣候的變化是

較為顯著的。研究結果也證明，景觀結構會影響受測者的心理感受，受測者對於安全感、偏好及自然度的

感受則受到植物的狀態、微氣候、明視度及環境體驗等影響。

園藝系張俊彥教授國際交流合作

2010 年 6 月於 UIUC 之實驗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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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合作研究及交換計畫
目前積極推動長期合作研究計畫，以及未來學生及學者間的交流，除與 UIUC 合作外，同時也與京都

大學洽談合作研究中，計畫 10 月於京都大學討論實質合作內容，提供三方學生至他校進行研究學習計畫，

除園藝景觀的學生外，同時也提供都市計畫、社區健康、自然資源及環境科學、地球、社會、環境、休閒

旅遊等相關領域的學生參加。本計畫獲 UIUC 校長 Dr. Easter 大力協助，於 9 月初訪臺期間與陳院長會面

討論未來發展，UIUC 景觀系 Dr. Sullivan 亦將於 2010 年 9 月 15 日至本院與陳院長洽談，希冀藉此機會

拓展二校學生視野，厚植研究能力，加強國際觀。

建構環境與人類健康的焦點計畫
這段時間本院園藝系張俊彥教授亦開始參與 Dr. Sullivan 的 Focal Point Proposal 計畫團隊，該計劃源

起於許多研究都在探討環境對健康的影響，但仍缺乏全面性的深入探討，所以該計畫網羅公共衛生、醫學、

環境設計與規劃、人類與社會發展的領域專家學者，計畫目標為建立致力於建構環境對於健康影響的跨領

域研究團隊，主要探討的研究議題為：(1) 環境設計與行為活動；(2) 運輸、土地使用與健康；(3) 建造環境、

心靈健康與人民福祉；(4) 設計與發展良好的都市，透過跨領域的合作能更深入各研究問題中，並解決過

去研究常面臨的困難與盲點，未來計畫申請 NSF 的 The Integrative 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raineeship (IGERT) program 計畫。

E 化景觀與健康研究室
本院園藝系健康景觀研究室與 Dr. Sullivan 將持續跨國研究室運作，定期舉辦網路視訊工作會議一同

討論研究議題與學術文章分享，同時架設網站提供交流的資訊平台，目前每周定期舉行 E 化討論會議等，

藉由定期的會議進行，促進雙方研究室的交流與學習。

本院園藝系健康景觀研究室自 2009 年 10 月開始，由國科會補助博士生千里馬計畫前往 UIUC 進行為

期一年的交流行程，以及個人的休假研究實地參訪討論，6 月份的碩博士研究生出國現地合作研究，一直

到現階段繼續有博士班同學申請至 UIUC 進行研究。由這段期間的合作經驗，深深感受到 Dr. Sullivan 教

授的熱心分享及協助，在學術理論討論及研究概念的拓展上，都使我們獲得充實愉快的異地學習經驗，對

研究室同學的國際參與及擴大研究視野都是滿滿的收獲及回憶，未來希望在目前建立的良好合作基礎上持

續努力，讓研究室及學校之間的合作帶給同學更好的學習與發展機會。

UIUC 景觀建築系之團隊開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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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瑞士 AO 基金會與本校獸醫專業學院臨床

動物醫學研究所聯合舉辦的 AOVET 基礎骨科研

討會，在 2010 年 8 月 1 日劃下完美的句點。AO 
foundation 自 1958 年於瑞士創立以來，即致力於

骨科技巧的創新與教學，無論在創傷或是肌肉骨

骼外科的領域，一直扮演世界領導者的角色。AO
骨科研討會在國內人醫領域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

深受骨科醫師的歡迎，本次是繼 2008 年本校與

AOVET 首次在臺合作舉辦講座之後，歷經超過一

年的籌劃，第一次在國內舉行完整的獸醫基礎骨

科實作課程。

本課程除了由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葉力森

教授擔任課程主席之外，榮幸邀請到多位來自美

國及澳洲的國際級權威 AOVET 講師，包括美國

U.C. Davis 的 Amy S. Kapatkin 教授、University 
of Illinois 的 Dominique Griffon 教 授、 澳 州

Universtiy of Melbourne 的 Wing-Tip Wong 醫師；

以及多位人醫 AOTRAUMA 講師，共同傳授最新

的骨科觀念與實作技巧。

這次共有 72 位國內的獸醫師報名參加長達兩

天的課程，獸醫專業學院方面，則有十餘位外科

住院醫師及老師擔任後勤及翻譯工作，技術支援

則由 AO 基金會長期合作的信迪思公司提供。兩天

緊湊的課程，分為七大單元，每個單元又分為四

2010年AOVET基礎骨科研討會

至五個主題，從骨骼生理、無菌技術、骨折復位、

病患處理、併發症，到固定技術與材料等基礎骨

科治療學的相關課題，幾乎無所不包。第一日的

課程於 7 月 31 日上午 8 點半開始，在獸醫專業學

院三館國際會議廳展開。由臺灣 AO 主席、前衛生

署長並目前擔任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院長及兼任

本系教授的侯勝茂院長致開幕詞，隨即開始課程，

一直進行到當晚 7 點半才結束。

第一天課程最後一個單元是「臨床骨折病例：

人醫與獸醫論壇」，第二天是實作的課程。本次

課程也首次採用 AO 基金會的「觀眾反應系統」

(Audience Response System, ARS)，以便講師與

學員之間進行互動。通過這套電子系統，講師可

以請學員通過鍵盤選擇問題的答案，並立即針對

全體回覆的結果進行分析，不但講師得以掌握學

員學習的狀況，課後也便於對於課程內容，甚至

講師的表現加以評估，提供基金會在教學品質上

作為參考。8 月 1 日下午 5 時，在最後的問題討論

與老師致詞之後，學員們領到由瑞士 AO 總部所頒

發的結業證書，並攜帶中英雙語的豐富課程講義，

滿載而賦歸。

2010 年 AOVET 基礎骨科研討會會後大合照

由左而右依序為 Dr. Wing-Tip Wong、
Dr. Dominique Griffon、Dr. Amy S. Kapatkin 與
獸醫專業學院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葉力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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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化學系主辦第七屆環境保護與奈米科技學術研討會

第七屆環境保護與奈米科技學術研討會在

2010 年 5 月 22 日於本校凝態中心國際會議廳 (2F)
與演講廳 (1F) 舉辦，活動由農業化學系主辦，廣

邀環境與奈米相關研究人員參與，共有 58 篇文章

發表。大會開幕邀請行政院環境檢驗所阮國棟所

長與農業化學系系主任李達源教授致歡迎詞，並

特別邀請瑞士學者 Prof. Markus Boller 進行專題

演講：「Windows to the Aquatic Nanoworld」與

美國學者 Prof. Pedro J. Alvarez 發表專題演講：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Nanotechnology: Lessons Learned from 
Bacterial-Nanoparticle Interactions」。本屆研討

會藉由邀請國外知名學者與國內不同領域之專家

學者共同發表奈米相關研究，提供與會人員討論

環境奈米技術與國際化之前瞻與現況。

Prof. Markus Boller 於第七屆環境保護與奈米科技學術
研討會專題演講

生物科技研究所辦理「臺大膜蛋白特聘研究講座」

生物科技研究所與本校生技中心、醫學院、

生命科學院共同主辦「臺大膜蛋白特聘研究講

座」，於 2010 年 4 月 19 日至 5 月 1 日邀請諾貝

爾化學獎得主「Johann Deisenhofer 博士」夫婦

來臺，特於 4 月 20~22 日三天於該所進行學術交

流，針對教師與學生之研究給予建議與指導。該

所師生對於能與諾貝爾得獎之大師直接面對面的

機會，感到十分興奮且獲益良多，期盼未來能有

機會再與世界級大師親近交流。

膜蛋白數量約佔生物體蛋白數目三分之一，

與生物膜的結構與功能研究日益重要；也是目前

甚受囑目的生醫研究領域「結構基因體學」的

核心主題之大宗。Prof. Johann Deisenhofer 與 
Prof. Robert Huber ( 為本校膜蛋白特聘研究講座

教授 ) 以解出史上第一個膜蛋白晶體結構獲頒諾貝

爾化學獎，在以膜蛋白為主之生物巨分子結構及

基於此發展之疾病標的蛋白藥物設計上累積了長久

經驗與重大貢獻；且皆承蒙首肯願意擔任本校生技

中心及醫學卓越中心之特聘研究講座教授，協助提

昇本校教學研究水平以及國際競爭力。

Prof. Johann Deisenhofer 博士賢伉儷與李宣書副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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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主辦「2010第八屆
造園景觀學術研討會」

2010生物產業學術研討會

園藝學系與臺灣造園景觀學會於 2010 年 3 月

20 日假園藝學系造園館舉辦「第八屆造園景觀學

術研討會」。旨在促進國內外造園景觀相關領域

之學術單位、學會組織、政府部門與專業人員團

體等互動交流，藉以提升國內景觀專業水準。本

次研討會由學術發表及專題展示之方式進行，透

過公開徵稿，共徵得 94 篇稿件。聘請學者審查結

果，經徵詢入選作者之發表意願之後，接受口頭

發表 43篇，以及海報發表 26篇，共計收納 69篇。

研討會議題分為「景觀心理行為」、「景觀

規劃評估」與「景觀遊憩經營」三大主題進行，

不僅論文內容創新多元，發表者更涵蓋全國各地

學者。研討會當天總計與會人數為 150 人，依據

主題分三個場次進行，各場次討論熱烈，發表者

及與會者獲益良多。

全國四所農學校院聯辦「2010 生物產業學術

研討會」已於 2010 年 5 月 28 日圓滿閉幕，臺灣

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發起全國四所「生

物產業」相關系所聯合舉辦學術研討會，由各校

自 2010 年起輪流主辦。參與的校系包括：臺灣大

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嘉義大學生物事業

管理學系、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暨城鄉資源管理學

系以及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學系。

「2010 生物產業學術研討會」由嘉義大學生

物事業管理學系主辦，研討會於 2010 年 5 月 28
日在嘉義大學新民校區盛大召開，邀請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企畫處莊玉雯處長進行專題演講，講題

為「動態平衡中的農業發展方向」。生物產業傳

播暨發展學系師生除了投稿多篇論文之外，活動

當天也有多位教師擔任會議主持人及論文評論人，

師生一行二十餘人前往參與盛會，為國內相關領

域的學術交流留下見證。

「2010 第八屆造園景觀學術研討會」研討會會場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岳修平教授 ( 左 2) 參加「2010 生物
產業學術研討會」與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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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休閒、文化綠色資源論壇

臺灣推動植物工廠之展望研討會

本院生物能源研究中心於 2010 年 7 月 21 日

( 星期三 )，假臺灣大學霖澤館國際會議廳舉辦「臺

灣推動植物工廠之展望研討會」，農委會科技處

葉瑩處長與陳保基院長於開幕式致詞。本研討會

邀請產官學界共同針對「植物工廠」等相關議題

進行探討，涵蓋之議題包括植物工廠國內外現況

及技術檢討、植物工廠發展遠景及產業導向兩大

主軸，分別從設施園藝、作物栽培、花卉產業、

技術研發、綠色能源、生產管理、工程整合與應

用、相關產業之發展等各面向進行研討。報名踴

躍，約有 180 人出席與會，場面熱絡成功。
「臺灣推動植物工廠之展望研討會」研討會現場

「休閒、文化與綠色資源論壇」的舉辦，為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與傳播學系對於臺灣鄉村觀光

旅遊、農產業文化發展的一重要研討，尤其重視

產、官、學各部門對綠色資源與觀光產業發展間

的對談與意見交流。本年度此研討會已進入第七

年度，盛逢臺大生物產業傳播與發展學系（原農

業推廣學系）創社五十週年，透過此一研討邀集

各部門探討綠色資源應用於觀光節慶活動的發展

趨勢與行銷管理，除進一步擬定節慶展演、組織

發展與管理外，更期透過成功實務探討未來發展

策略，進而從不同部門中，提出相關策略性的節

慶行銷建議。因此，為促進國內鄉村旅遊與觀光

產業發展，頗析現況問題及研究未來趨勢，特舉

辦本次研討會。除徵求相關論文外，並邀請國內

外產官學者進行議題討論，期望從產業趨勢的探

討中掌握節慶行銷，以期對臺灣觀光的行銷與永

續發展能提出具體的建議。

生傳系於 2010 年 5 月 21 日舉辦「第七屆休

閒、文化綠色資源論壇」，本屆主題為「節慶的

展演文化」。特別邀請臺北花博推手：臺北市政

府產業發展局陳雄文局長，針對即將舉辦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進行專題報告。同時也

邀請交通部觀光局、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與休閒

文化的專家學者，共同進行對話。此外研討會徵

文主題為節慶展演與觀光趨勢發展相關議題 。節

慶的組織、管理與發展。 節慶的行銷與實務個案：

旅遊通路策略、目的地行銷、餐旅行銷策略、休

閒產品策略等等。休閒產業經營管理的實證研究。

休閒、文化產業與綠色資源研究發展趨勢。論文

發表方面共計有 20 餘篇分五個場次進行研討，整

體活動圓滿成功。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陳雄文局長 ( 左 ) 於「第七屆休
閒、文化綠色資源論壇」專題報告，右為生傳系賴爾柔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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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有機食品科技發展與應用商機研討會

臺日有機食品科技發展與應用商機研討會主講人合影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際合作處委請中華

經濟研究院辦理的「臺日有機食品科技發展與應

用商機研討會」，在臺大食品與生物分子研究中

心江文章主任的規劃邀請下，已於 2010 年 8 月

20 日假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前瞻廳舉行；八個演講

主題和演講人如下：(1) JAS 有機食品制度概要，

JONA 松本憲二理事長；(2) 臺灣有機農糧加工產

品管理概況，農委會農糧署黃玉瓊副組長；(3) 日
本有機農業發展現況、戰略及今後的課題，東海

大學片野學教授；(4)臺灣有機農業科技發展現況，

農委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羅秋雄博士；(5) 使用進

口有機大豆原料研發有機醬油現況，( 株 ) 純正食

品 MARUSHIMA 杢谷正樹社長；(6) 有機加工食

品市場商機與發展趨勢，統一公司保健事業群李

華揚群總經理；(7) 日本有機薏苡加工食品研發現

況，太陽食品株式會社竹川梅子常務董事；(8) 臺

灣有機農糧加工產品研發現況，里仁事業 ( 股 ) 公
司楊植三專員。若對本研討會內容有興趣者，請

逕向江文章教授索取相關資料。

2010年森林生物多樣性保育國際研討會

2010 年森林生物多樣性保育國際研討會與會來賓合影

實驗林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

所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等單位，於

2010 年 6 月 11 日至 12 日在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共同舉辦「2010 年森林生物多樣性保育國際研討

會」，邀請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等 4
個國家專家學者 5 位及國內 9 位學者進行廣泛探

討與交流。國內外參與此次研討會人數達 145 人，

包含國外 12 人，國內 133 人，參與此次研討會，

針對森林生物多樣性及植物多樣性保育之研究成

果現況進行學術探討及合作交流，期能提供臺灣

森林生物多樣性保育等永續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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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科學系多位教授獲邀至轉譯科學之動物生技研討會演講

丁詩同教授主持演講       得獎學生與主辦老師們合影，後右四男生為動科系得獎張斌同學

2010 年 6 月 19 日由本校生技中心主辦；動科學系協辦的轉譯科學之動物生技研討會中，邀請國內專

家與日本京都大學 Kumeta 教授蒞臨演講，主題在轉基因與複製動物的生醫應用、膜離子通道結構、營養

分的減肥功能、動物生技產品的開發與應用，以及微生物生技的應用與動物廢棄物的資源化生技等議題。

動科學系丁詩同、吳信志、陳明汝、劉嚞睿等多位教授受邀演講，該系新科博士洪偉盛也在受邀之列。演

講的題目包括：如何使用 DHA 減肥、轉基因動物與複製動物的生醫用途、微生物製劑的開發與應用、自

克弗爾分離乳酸菌的免疫調節功能、螢光豬隻在生醫學研究應用。動科系研究生約 35 人參加，該次研討

會也舉辦學生壁報展，其中張斌同學並且獲得壁報論文獎。詳情請參閱研討會公告網址：http://livestock.
cbt.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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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專業學院張本恆教授研究成果獲選本屆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鮑魚疱疹病毒感染參考實驗室」頭銜

臺灣大學獸醫專業學院張本恆教授近年來研

究臺灣養殖的鮑魚 (Haliotis diversicolor) 病變，相

關成果獲選本屆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鮑魚疱疹病

毒感染參考實驗室」頭銜，於 2010 年 5 月 23 日

至 28 日在法國巴黎舉行全球年會上獲得相關領域

專家推崇認可，將做為今後全世界諮詢對象。

張本恆教授表示，臺灣養殖的鮑魚 (Haliotis 
diversicolor)，俗稱九孔，分類上屬於鮑螺屬，是

一種經濟價值高的小型鮑魚。主要養殖在臺北縣、

宜蘭縣、高雄縣、臺東縣及澎湖縣，另外，花蓮縣、

屏東縣及臺南市也有少量養殖。其年產量占貝類

的第三位，僅次於牡蠣及文蛤養殖。在 2003 年前

後由於本地繁殖場發生九孔苗大量死亡，有部分

業者由其他地區購買九孔苗，間接引進病原造成

養殖九孔大量死亡。由死亡之病例進行各種檢查

和試驗的結果，首次證實臺灣養殖九孔疱疹樣病

毒 (herpes-like virus) 病。這是首次在鮑螺屬貝類

發現疱疹樣病毒的感染病例，在國外尚無報告。

在病理學方面也有新的發現，首次證實該病

毒具有神經系統親和性，其病變以侵害神經節為

主，在腦神經節誘發廣泛性的壞死，神經節實質

及神經鞘外有大量血球細胞浸潤。據了解，在目

前魚類和貝類的疱疹病毒病中尚無造成神經組織

病變的報告。在電子顯微鏡下，因病毒顆粒之形

態、構造和感染其他動物之相同大小病毒相似，

可能是九孔特有病毒。本病發生季節在低水溫期，

鮑魚（俗稱九孔）背面觀

張本恆教授(左3)與診療實習學生於九孔養殖場

水溫在 20�以下時發病率和死亡率高。本病毒之潛

伏期短，傳染速度相當快，造成養殖區九孔大量

死亡，損失相當嚴重。在 2005 年澳洲養殖鮑魚亦

爆發疱疹樣病毒病，造成大量死亡。其病變和臺

灣的病例相似，也是以神經節病變為主。因澳洲

飼養之鮑魚體型較大，品種和臺灣之九孔不同，

證實本病毒對不同鮑螺屬貝類具有感受性，對各

地區養殖鮑魚具有潛在的危險性。

從收集的鮑魚疱疹樣病毒進行基因系列分析，

初步的結果顯示本病毒與牡蠣疱疹病毒較接近，

可能是二者同屬於貝類的緣故。目前已發展出聚

合酵素鏈鎖反應技術可應用在臨床病例的診斷，

其他的研究正進行中。至於如何解決九孔養殖的

困境，由於九孔是養殖在開放性水域，一般的防

疫措施都有侷限性而且效果有限。依照法國早期

牡蠣感染疱疹病毒病的經驗，以具抗病毒的品種，

可以成功恢復牡犡養殖規模，並減少經濟損失。

因此尋找抗病毒的品種，可能是解決臺灣養殖九

孔問題的可行方法。目前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和漁業署正推動這方面的研究，希望集合各方

力量，找出抗病的品種，恢復九孔養殖的榮景。

2010 年度 OIE 全體會員年度大會在巴黎召

開，本屆年會在水產動物會議中，討論通過認可

張本恆主持的水產動物病理研究室，為鮑魚疱疹

樣病毒感染症之全球參考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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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徐源泰教授當選第三十四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本院園藝學系徐源泰教授利用現代生物科技，

成功開發多種蔬果原料、加工產品、及加工方法

的真實性鑑別技術，與新型多功能園產加工品，

對我國農產品的價值保護與加值利用，及農民福

祉與消費者權益的保障，有具體顯著貢獻。徐教

授近 5 年之研究成果，更已獲發明專利 4 項， 
SCI 期刊論文二十餘篇。此外，徐教授亦致力於總

體農業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的維護；

並貢獻於農企業的創新育成輔導，以提升我國農

業之國際競爭力。

徐源泰教授研究室近年來已陸續建立多種國

內商業栽培生產之主要農產與加工品的分子標誌

鑑別技術。包括梅、李品系原料與深度加工品如

蜜餞等鑑別；柑橘類系果汁所用原料種類及純度；

柑橘類系果汁製程方法為冷凍濃縮再還原或鮮榨

輕加工間的鑑別技術；機能飲品中難以傳統方法

分辨的乳酸菌群之精準定性定量方法；多種基因

改造玉米黃豆品系間的定性定量方法開發；價差

極大的多種中草藥材包括石斛、冬蟲夏草等之各

品種的精準鑑別技術。在農產品加值利用方面，

對於產銷失調、不耐儲運、或須經加工或發酵轉

換並提升機能性狀的原料，開發多種多重機能性

狀的產品並探究其保健功能之生理機制，包括以

非酒精乳酸發酵方式獲得的省產釋迦、檄樹果、

臺灣原生薑科植物等高抗氧化飲品、紅麴椰果多

功能食材原料生產方法，及柚類與柑橘果皮的機

能性狀再利用等等。

在對我國農糧遺傳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方面，

徐教授亦多有貢獻。近年來曾深入遍訪臺灣各原

住民部落，廣泛調查蒐集研究土芭樂、土肉桂等

的原生品種及原生蘭種菌根菌，都已完成建立相

關分子標誌證據並登錄發表，保障日後這些我國

優質原生植物及本土農糧遺傳資源，做為農產業

開發利用時的品種權維護之依據。

另外，臺灣極為豐富多樣的極端環境生態，

也蘊藏無限多樣遺傳資源。徐教授近年來完成陽

明山國家公園地熱區中極端耐熱古老菌群，太魯

閣國家公園中石灰華區之微生物多樣遺傳資源，

臺灣南部鹽田中的極端耐鹽鹼微生物資源等的探

勘研究。具體成果貢獻於已發現多種微生物全新

物種，並分別以發現地之臺灣地名命名發表於國

際微生物分類組織；亦已自其中選殖出多個具極

端特異物化性狀的功能酵素基因，其中部份碳水

化合物水解酵素已經用於日益增多的含鹽纖維生

質酒精生產之前瞻應用開發計畫中。

在產業競爭力提昇方面，則亦致力於農業科

技產業化的創新育成輔導推動工作，服務於臺灣

大學與產業團體之創新育成平台體系，曾擔任臺

大創新育成體系協同主持人及校派公股董事多年，

並曾擔任多個國內外農學及生物產業相關學會組

織的理監事與理事長等，貢獻於推動並促成我國

農企業與生物產業的創新競爭力。

蕭萬長副總統(左)親頒當選證書給徐源泰教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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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劉仁沛教授榮獲2010年「臺大傑出校內服務獎」

統計學在二十一世紀已成為生物、生命科學、

農業醫學、公共衛生、政治經濟、管理、會計、

財金、國企、社會、工程、電子資訊與品管的重

要平台，所以，本校對統計學在教學與研究上的

需求亦十分龐大，劉仁沛教授自 2004 年回本校任

教後便積極投入增進統計教學品質的工作，並藉

提供統計諮詢達到提升本校研究能量的目的，以

下即為劉仁沛教授過去六年來對臺大統計教學與

諮詢等工作所做的努力

1. 主持並成立本院「統計與生物資訊諮詢中心」

本院統計與生物資訊諮詢研究中心自 2006 年

8 月成立，並由劉仁沛教授擔任主任，至今已邁入

第五個年度。就目前中心的運作而言，研究團隊

籌組與正式輪值班、中心網頁設置、各項諮詢管

道的標準流程、諮詢案件的申請與結案報告格式

皆已完成。除了提供諮詢者需要的統計分析協助

外，更致力於提升統計與生物資訊的整體能力。

2. 成立並主持本校「統計教學中心」

為了要面臨龐大的教學需求，提升統計教學

的品質與統計教學資源有效運用，本校於 96 學年

度成立校級的「統計教學中心」，規劃提供教學

資源的架構與制度，於 96 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

大班教學，小班實習，規劃的 25 人至 30 人小班

電腦實習課，課程名稱與學分數不變等原則。由

受訓合格的 35 位教學助理負責小班電腦實習課的

教學工作，現在每年大約有 36 個系所參與，每年

修習生大約為 3600 人次。

3. 成立並主持臺大跨學院「生物統計學分學程」

本校自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由教務會議審查通

過，生物統計學程統合生命科學院、生農學院及

公共衛生學院目前已開設的課程，加上配合新開

授的生技產業，基因體，蛋白質體與生物資訊的

統計課程，培育國內在生技產業所需的生物統計

人才及未來從事生物統計的研究人力。目前生物

農藝系劉仁沛教授

統計學分學程由農藝系執行，人力及設備由農藝

系提供。由劉仁沛擔任學程召集人。課程由生農、

生命與公衛學院三個學院 14 個系所，29 位助理

教授級以上教師提供 84 門課程。

劉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生技產品評估之統計學

者，除了發表過上百篇的 SCI 期刊論文外，並著

有 9 本以英文撰寫有關評估生技產品的統計學術

專書。劉仁沛教授所發表的論文亦被世界衛生組

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及美國食品與藥

物管理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的
準則 (Guideline) 所引用，劉仁沛教授目前擔任

Chapman/Hall & CRC 出版公司之生物統計叢書 
(Biostatistics Book Series) 的主編 (Editor) 及 SCI
期刊 Journal of Biopharmaceutical statistics 的副

主編 (Associate Editor)，因劉仁沛教授在評估生

技產品的傑出研究，行政院衛生署曾聘請劉仁沛

教授擔任中醫藥委員會的委員及醫療器材諮詢委

員會的委員，劉仁沛教授亦是國家衛生研究院的

合聘研究員及臺灣癌症合作研究組織之稽核委員

會的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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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教學優良教師榮譽榜

98學年度校教學傑出教師：盧虎生教授(前)98學年度校教學傑出教師：賴喜美教授

98 學年度校教學傑出教師：盧虎生教授、賴喜美教授等 2 位。

98 學年度校教學優良教師：林裕彬教授、劉瑞芬教授、楊恩誠副教授、袁孝維教授、朱有田副教授、林國

慶教授、李國譚助理教授、張芳嘉副教授、陳玉華副教授、陳林祈副教授、沈立言教授、林劭品助理教授、

林順福助理教授、張雅君教授、張俊哲副教授、鄭智馨助理教授、陳明汝教授、葉德銘教授、王金和教授、

岳修平教授、陳倩瑜副教授、陳尊賢教授等 22 位。

98 學年度院教學優良教師：張倉榮教授、林乃君助理教授、吳珮瑛教授、羅翊禎助理教授、蔡孟勳助理教

授、劉力瑜助理教授、吳富春教授、蕭旭峰副教授、郭幸榮教授、丁詩同教授、孫立群副教授、張耀乾助

理教授、徐久忠教授、闕河嘉助理教授、葉仲基副教授、黃文達講師、謝正義副教授、張上鎮教授、魏恒

巍助理教授、林宗賢教授、蘇璧伶助理教授、李允中副教授、吳俊達助理教授、詹東榮副教授、周楚洋副

教授、季昭華副教授、林中天教授等 27 位。

動科學系丁詩同教授獲頒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食品農業與自然資源學院國際校友獎

2010 年 3 月 8 日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食品農

業與自然資源學院校友會為表彰丁詩同教授畢業

後在國際上的傑出表現，特別舉辦年度校友獎頒

獎典禮與餐會，慶祝三位各國傑出校友在農業發

展的貢獻。丁教授因為他在動科領域的研究屢有

重要的創新發現，且對學生教育用心投入及其在

學校行政事務的服務，尤其是過去在生農學院國

際交流中心擔任組長推動國際交流，現在在教學

發展中心與生物技術研究中心分別擔任組長與主

任，推動許多學生學習與生物技術教學與研究的

努力，都獲得良好的績效與來自各方的肯定。此

獎由院長 Bobby Moser 博士頒發，丁教授的博士

班指導教授 Michael Lilburn 博士也到場慶賀，獎

項包含一個俄亥俄州的橡木獎牌。

Moser (左)、Lilburn(右)和丁詩同教授(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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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研究所產業研習

生物科技研究所師生參觀金車礁溪蘭花園

生物科技研究所於 2010 年 4 月 27 日辦理本

學期產業參觀，安排至宜蘭金車實業及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蘭陽分場。當日早上 8 點出發，第一站

至金車礁溪蘭花園聽取簡報及參觀蘭花園，該機

構之花卉事業部從事蝴蝶蘭育種、組織瓶苗培養、

無病毒種苗生產及盆花銷售，該園致力於臺灣本

地蘭花品種保留及育種與品種開發，並針對培育

蘭花之環境控制設備為本所師生進行解說。第二

站參觀金車生技水產部，該單位現養殖白蝦與香

魚，以專利圓筒養殖設備從蝦苗至成體收成全程

未使用抗生素，致力於無病毒白蝦養殖。

第三站參觀金車員山研究所，該單位為進行

分子生物之基礎研究，於 2000 年與工研院生醫中

心合作建立生物資訊核心實驗室，另與多家大型

教學醫院合作，朝向感染病、癌症、遺傳性疾病

及羅患疾病的難易度等分子診斷之「預測醫療」

為研究方向，2001 年發表 HPV 基因檢測生物晶

片，未來以病毒基因檢測、人體醫學及健康食品

等基礎研究為目標。期間參訪同學對研發及畢業

後出路多所發問，接待人員詳細解說與回答，同

學獲益良多。第四站順道參觀金車威士忌酒廠。

第五站至位於宜蘭縣三星鄉大義村的花蓮區農業

改良場蘭陽分場，該場致力於宜蘭與花蓮二縣農

業改良，降低生產成本、提升農作品質、推廣有

機農業、開發各項專利協助農民技轉。

本次參觀旨讓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班同學透

過不同產業，了解未來職場發展方向，讓同學思

索生技產業之創新與甘苦。

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接受臺北市政府委

託舉辦之 2010 年度「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教

育及防疫宣導會」業已於 2010 年 7 月 28 日於獸

醫系獸三館舉辦，本次會議計有臺北市政府各健

康服務中心、環保局、區所人員與各級學校護理

人員共 40 人參加。

今年度課程除仍包括中心主任蔡向榮教授給

學員帶來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綜說外，也安

排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陳昶勳組長、農委會家畜衛

生試驗所鄭明珠研究員、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姚中

慧科長、臺北市動物保護處郭培芬課長等人分享

禽流感診斷、監測、與防疫的實務經驗以及政府

之防疫政策。席間，與會學員也熱烈的提出問題

與講師討論，本活動在熱烈的問答間圓滿落幕。

蔡向榮主任(左6)與臺北市動物保護處郭培芬課長(左5)
及部份學員合影留念

高病原性家禽流行性感冒教育
及防疫宣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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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微系師生近 30 人於 2010 年 2 月 25 日前

往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參觀，除簡報及研究交流，

參觀溫室及實驗室設施，並造訪中心內的原生植

物園。本次活動除由陳昭瑩主任領隊外，參加的

老師還有葉信宏、沈偉強、張雅君及劉瑞芬老師。

進入偌大的園區，即可以見到草地上的網室溫室，

每個網室溫室中所測試與培養的都是不同的植株

及環控條件，研究田間流行病的傳播方式，及各

種抗病植株的篩選等。傳染力較高的病蟲害測試

會在距離其他網室較遠的地方，有簡單的地理隔

離，以避免各種栽培環境及試驗的互相干擾。篩

選或研發成功的植株最後即會加以推廣。

整體而言，亞蔬給人的印象是簡樸而精確的，

就研究環境而言算是應有盡有，並且方便使用。

由於植物在接種病原菌後需要特定條件的環境才

利於發病，為此考量，亞蔬特地設置專門供接種

使用的研究環境。在這次的參觀中深刻地感受到，

所謂科學最終的目的即在貢獻人群，而亞蔬所扮

演的角色比身處於學術的我們更靠近人群，直接

地給予關於食物、生存的幫助，我們為臺灣地區

有亞蔬這樣的機構而感到與有榮焉。

「植物病害與診斷」課程於 2010 年 4 月 5 日

至 6 日春假期間到嘉義及臺南兩地校外實習，參

觀的地點包括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臺南區農業

改良場、迦南地有機農場及巨農有機農場，由授

課的陳昭瑩老師、洪挺軒老師及葉信宏老師安排

及帶領。首訪農試所嘉義分所，由楊宏仁分所長、

倪蕙芳主任及陳隆澤先生簡介嘉義分所，所內設

有農藝、園藝、植物保護三系。

第二天參訪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由鄭安秀博

士等人帶領參觀昆蟲研究及植物保護實驗室，研

究重點是檢測農民的送件樣本及生物防治試驗；

接著參觀蘭花溫室，主要負責蘭花的育種、品種

改良等，在將親本交由育苗場育苗時才會進行系

統性病害的排除，因此在溫室中的許多蘭花都可

見病毒病害，但不算嚴重。網室有洋香瓜、番茄、

結球白菜、甘藍、白菜等；因田間有蟲害問題，

並會傳播病害，如番茄黃化捲葉病毒，網室種植

是為一主要避蟲的方式，防治效果頗佳。

最後參訪兩處有機農場，迦南地農場與巨農

有機農場，前者是一訴求回歸神初創的宗教自然

農場，溫室有葉菜類及葡萄，青江菜、紅葉萵苣，

以高架方式種植，避免土媒病害。後者的運作及

產銷都非常制度化，農場以網室種植為主，從種

植到收成有固定時間及流程，農場內處處都可見

管理的巧思。此次校外實習，學生學會如何活用

學校裡習得的知識並與農友互動及討論，相信必

能讓參與的學生留下深刻印象且獲益良多。

植微系師生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研習

植微系校外研習活動

植微系師生與亞蔬-世界蔬菜中心的王肇芬博士(左2)合影

植微系師生與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鄭安秀博士(前排右3)於迦南
地農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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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SAS統計軟體研習會

統計教學中心與諮詢中心於 2010 年 5 月

15 日 舉 辦「2010 SAS 統 計 軟 體 研 習 會 」，

SAS(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 統計分析軟體

已經有超過 30 年的歷史，由於其強大的資料處理

與統計分析能力，使得至目前為止不管在業界還

是學界裡都還是被廣泛地運用。本次研習會特別

2010 SAS統計軟體研習會

臺大實驗林管理處 2010 年 4 月 22~23 日於

溪頭及鳳凰自然教育園區舉辦「99 年度林務局國

家森林志工年會 - 竹韻茶香邂逅時」，該活動為林

務局年度盛事，為了凝聚國內森林資源和自然保

育相關業務單位的力量，促進國家森林志工間的

互動交流與經驗分享，使橫向聯繫的關係更加緊

密，該活動除了林務局所屬 8 個林區管理處外，

特別邀請臺大實驗林管理處、中興大學實驗林管

竹韻茶香邂逅時－「99年度林務局國家森林志工年會」

各單位長官蒞會關心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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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長庚大學臨床資訊與醫學統計研究中心林志

榮助理教授，介紹統計學中常用的統計方法―線

性模式 (Linear Model) 及其衍生的混合線性模式

(Mixed Linear Model)，並藉由實際示範操作過程，

講解 SAS 軟體的使用方法，及如何解讀分析結果

報表。希望讓與會人員能在短時間之內輕鬆成為

使用 PROC GLM 及 PROC MIXED 的達人。四月

中，預定開放 200 位的名額，由於報名踴躍，在

主辦單位的協調下，緊急追加 30 位名額。因為與

會的教師、研究人員與學生大都對 SAS 統計軟體

已有初步接觸，在主講人林志榮老師精闢的解說

下，都能深入了解統計線性模型的原理與 SAS 操

作模式，會中討論熱烈。許多本院碩士生與博士

生與會者都反應，希望統計教學中心與諮詢中心

能多舉辦類似活動，相信本院研究生從事實驗數

據之科學分析方面上，對提升學術論文的品質將

有莫大的幫助。

理處、特有生物保育中心、林業試驗所等同仁及

森林志工伙伴共計 320 人齊聚溪頭，希望藉由年

會舉辦，聯繫志工情感、互相切磋交流、分享經

驗、激發創意。藉由舉辦年會讓各單位志工彼此

認識與互相學習，活動內容特別安排結合當地豐

富的竹產業及休閒資源，舉辦竹、茶及森林生態

體驗相關活動，更於晚會表演由臺大實驗林管理

處王亞男處長帶領同仁及志工表演實驗林特色 - 竹
茶之戀，豐富多樣地呈現實驗林特色。透過志工

在活動中的參與及體驗，從中推廣鹿谷、竹山在

地文化並交流各單位環境教育的概念，讓與會者

從不同的面向重新認識森林林產物的利用與發展，

藉以推廣林業與生活的結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自 85 年推動國家森林志願服務工作，國家

森林志工投入維護森林資源、永續經營林業的工

作至今已15年，目前參與服勤志工人數達884人，

多年來在森林遊樂解說服務及推廣自然保育理念

方面成效卓著，並將逐步拓展更多元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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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 原農業推廣學系 )
是在民國49年8月，由第一任系主任楊懋春教授，

在當時六號館二樓一間教室「草創」成立，當時

專任教員僅「開山祖」楊懋春教授（兼系主任）

及李永彰助教兩人，招收夜間部學生一班 29 人。

自第二年（民 50 年）起又增設日間部，日夜間部

兼收，學系之基礎始完備。民國 52 年夜間部停止

招生（僅三屆而已）。為應實際需要，大學本科

於民國 59 年分成推廣教育以及鄉村社會學兩組，

分別招生。民國 58 年成立農業推廣研究所，招收

碩士班學生。77 年成立博士班，以培養高級之農

業推廣與鄉村社會學之研究、教學人才，成為一

完整（學士、碩士與博士均有）系所。

這五十年來農推系館歷經「三遷」。原來六

號館的小房間只有約 10 公尺見方大小，是系辦公

室兼老師研究室、圖書室及油印室，但實在擁擠，

不敷使用。民國 50 年在楊老師積極奔走及魏斯教

授協助下，爭取到美援補助，興建一棟座落於臺

大正門入口左方的 3 層樓農業推廣大樓，習稱的

「洞洞館」（現在哲學系館），農推系於民國 52
年夏天遷入新大樓一、二樓。相信在 78 年度以前

畢業系友在洞洞館一定有不少美好的回憶與懷念。

民國 76 年，由於學校重新規劃校園空間，農

推系創系的六號館為農學院區，改建為農業綜合

大樓。承黃大洲老師協助，在六號館改建成為農

綜館中，取得四、五兩樓及地下室四分之一。民

臺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歡慶50週年系慶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歡慶50週年系慶合影

生傳系50週年系慶蛋糕饗宴

國 78 年農綜館落成，農推系再次遷館，除原有研

究室、系辦公室、會議室、圖書室外，還有碩、

博士生研究室、助理研究室、系學會辦公室、電

腦室、簡報室、視聽教育專用教室及教材製作室

等設備。

臺大生傳系 ( 原農業推廣學系 ) 創立於民國

49 年，今年欣逢 50 週年。為了慶祝這個難得的

日子，該系舉辦了一系列活動以為祝賀，項目包

括：生傳週、學生成果展、學術研討會（第七屆

休閒、文化綠色資源論壇）、系友回娘家活動、

生傳之夜等，並編印精美的紀念特刊。2010 年 5
月 22 日上午，共有約 110 位的系友與同學參加回

娘家活動，5 月 28 日晚上的「生傳之夜」更有超

過 200 位以上的校內外同學及師長參加，盛況空

前。此一系列「生傳�農推」50 歲的慶祝活動，在

大家的期許與祝福中，留下了美麗與絢爛的回憶。

生傳系成立迄今已進入「半世紀」之年，

五十年來，經全體師生共同努力耕耘，如今在農

業推廣學界與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領域已經建立

其地位，並獲得敬重，但我們不能以此自滿，應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特別在 2010 年即將邁入另

1 個 50 週年系慶的今天，如何追求系所卓越的發

展，繼續不斷充實師資與設備，全面提升教學與

研究水準，提高國內外的知名度及影響力，仍有

待全體師生及系友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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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於 2010 年 4 月 17 日假本校第一活動

中心禮堂舉行系友大會，本次大會與會人員共計

121 人 。此次大會承蒙生農學院陳院長親臨致詞，

並邀請桃園區農業改良場鄭隨和場長做專題演講，

演講題目為「臺灣有機農業發展方向」。會後與

會系友共同合照並用餐敘舊，整個大會的活動順

利而圓滿。

過去一年來，會務委員會開過三次會，對於

系友會章程以及如何推動系友會會務交換意見。 
去年農藝系獲得畢業系友余燦宏、1966 年畢業班

系友、1972 年畢業班系友捐贈獎學金，農藝系對

於捐贈獎學金之系友表達感謝之意。系友會徵求

志工，一同參予系友會的事務，及系友資料之蒐

集以及照顧「磯永吉小屋」這棟建築物是農藝系

的種子研究室與育種準備室，是當年帝大時期日

籍磯永吉教授研究臺灣蓬萊米之處，現在校園裡

的人對此建築物的暱稱為「磯小屋」，這棟木造

建築已於 2009 年 7 月被臺北市政府訂為「市定古

蹟」，古蹟的修繕維護將成立基金會來募款做為

經常性之修繕花費。感謝系友熱心參與，自願加

入磯永吉小屋的志工行列。

農藝系系友大會

生機系30週年系友座談會

臺大農化系畢業生撥穗典禮

農藝系系友大會合照

2010 年 6 月 5 日生機系舉辦畢業 30 週年系

友返系重聚座談會。很多同學自從畢業之後就不

曾見過面，30 年了，熱情仍然不減年少時，大家

爭先發言，相談甚歡，一直到晚上 6 點仍然欲罷

不能，不過因為晚上 6 點 30 分有全校的畢業 30
週年返校重聚晚宴，因此大夥兒只好一面聊天一

面慢慢移至小巨蛋參加晚宴。今年晚宴盛況空前，

大家齊聚一堂，超過 80 位 30 年前畢業的同學們

參加，幾乎是去年的一倍，用餐時忙著串門子，

互相招呼擁抱，台上台下沒有冷場。

2010 年農化系畢業生撥穗典禮，於 6 月 5 日

( 星期六 ) 下午一時假臺大物理系凝態中心會議廳

104 室舉行，除了有應屆畢業生及教師參加外，

並邀請畢業生的家長前來祝賀與觀禮，共襄盛舉。

該系畢業學生為增撥穗典禮之趣味性，並特別為

老師們設計不同花樣的頭套道具，供其戴在頭上，

現場氣氛熱鬧有趣，圓滿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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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畢業撥穗典禮

農藝系的畢業撥穗典禮於 2010 年 6 月 5 日中午 12:00 在學生活動中心的大禮堂舉行。典禮開始，由

彭雲明系主任給各位畢業生祝福，之後由大學部畢業學生開始撥穗。儀式進行時，先由司儀唱名，數位學

生上台排成一列，由事先指定的老師為其撥穗，並致贈大三同學為畢業生所準備的畢業禮物，今年的禮物

是特地訂做的馬克杯，杯底燒上畢業生的姓名，參與撥穗的老師有：高景輝、謝兆樞、劉仁沛、盧虎生、

胡凱康、王淑珍、常玉強、張孟基、劉力瑜等。典禮中的音樂，全程都播放布拉姆斯的「大學慶典序曲」，

使全場充滿喜慶之氣氛。

大學部畢業生撥穗完畢後，接著是碩士班畢業生的撥穗，撥穗結束後，邀請畢業生王秀慧家長上台分

享家長的喜悅，王媽媽特地由僑居地泰國趕來參加秀慧的畢業典禮。典禮結束後由畢業生與老師合照。典

禮在當日下午 1:30 之前結束，之後是點心與交誼時間。該系準備了點心在農藝館的一樓大廳，供畢業生、

家長、親友與系上老師享用，氣氛非常融洽，家長與老師非常難得有機會聚在一起，閒話家常，並拍照留

念，歡樂中結束了今年的畢業盛會。

此次的撥穗典禮辦得非常成功，要感謝該系上的秘書與職員同仁負責全程策劃，同時當天的大小差事

全由大三的同學負責支援，幕後最大的功臣就是他們，在此農藝系也表達深深的感謝。 在此，再次祝福今

年的畢業生，也期許他們未來投入農業研究、農業行政、農業教學的相關領域貢獻所學，為社會國家近一

份心力。同時也歡迎系友每年四月中旬返系參加系友會，相聚一堂，重敘舊情，也給在校的學弟妹指引未

來的方向，系友會的會務委員會目前正籌畫將系友會轉型變成社團法人，還希望農藝系各位系友共襄盛舉。

彭雲明系主任給畢業生祝福農藝系畢業生與教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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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撥穗典禮

撥穗典禮為園藝系傳統儀式，象徵著志業的傳承與延續。有鑑於往年參與者眾，本屆撥穗典禮移師至

共同教室 101，行禮與觀禮者更甚以往，大學部及研究所應屆畢業生共計 85 人參與，總計超過 240 人共襄

盛舉，典禮會場座無虛席。當天活動分成五個部份，首先由園藝系教師上台給予畢業生最誠摯的祝福與叮嚀；

再由大三學生代表在校生向即將畢業的學長姐致謝；接著表揚畢業生，由林晏州主任與李國譚老師頒發畢

業榮譽獎與成績優良獎；之後進行撥穗儀式，由各導師撥穗，並由主任頒發畢業證書筒，象徵學子學有所

成，即將開展另一個全新的里程碑；最後由畢業生代表上台致詞，回憶過去的點滴，並感謝師長諄諄教悔。

當日氣氛溫馨且和諧，竭誠祝福這些畢業生在邁入人生另一個階段時，能夠大鵬展翅、翱翔天際。

本校於2010年3月13日、14日 (星期六、日 )
舉行「2010臺大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活動競賽，

農業化學系榮獲院長獎第 1 名，農藝學系獲院長

獎第 2 名，生機系獲院長獎第 3 名。本院各系所

之臺大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展覽皆由各系學會主

辦，並由各該系主任與主要負責活動之教授全程

指導與協助。各系所無不全盡所能，精緻布置，

將各系所的教學內容特色與學生未來發展方向，

做了完整與詳實的闡述與呈現，使蒞臨參觀者，

能於短時間內，了解本院各系所的全貌與特色。

2010年臺大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

農藝系「2010年臺大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一景

生機系「2010年臺大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一景「2010臺大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陳保基院長(中帶帽)蒞臨
農化系攤位與李達源教授(左1)及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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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校友分享畢業後的生涯心路歷程，提供

在校生規劃生涯發展之參考，農化系 ( 含系辦公

室、系友會及系學會 ) 與學務處職涯中心合辦「系

友座談會」，邀請系友進行經驗分享及生涯輔導

座談。本學期座談會，特別邀請學界系友魏耀揮

( 馬偕醫學院校長，1974 年大學畢業 ) 及公務界之

傑出系友張淑賢 ( 農委會國際處處長，1976 年大

學畢業，1978 年碩士畢業 )，蒞臨生涯輔導講座，

讓在學的學弟妹能夠有所啟發及收穫，協助其探

索未來，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

活動當天，參加同學十分踴躍。除大三、大

四同學為主軸外，大一、大二同學及各研究室研

究生都熱烈與會。大三黃泰祥同學主持座談會，

前半小時先由二位系友各別介紹其學習經歷和職

場生涯，隨後由同學自由發問，展開約二個半小

時的座談。

魏耀揮校長座談時提到，農化系規畫許多的

化學課程，且老師非常敬業，幫助同學奠定良好

的化學根基，對未來的生涯發展非常有幫助。提

醒學弟妹在發展人格特質的重要時刻，與同學建

立良好的 social network 非常重要。另外，魏校長

亦鼓勵同學多聽演講，除可彌補課堂學習不足之

處 ，並藉以學習講話的方式，培養表達能力，才

能將自己的專業發揮得淋漓盡致。魏校長認為出

國可擴大視野，提醒同學努力爭取留學菁英計畫

或整合科技人才培育計畫等相關出國深造的機會，

鼓勵同學提早確認目標與方向，然後全心投入，

同時要在知識整合方面下功夫，才能在學術或產

業領域中觸類旁通。

張淑賢處長的學習經驗分享談到，雖然她目

前從事國際工作，但農化系的科學歷練與基礎，

讓她能夠在環境、食品等議題的國際談判上，更

容易掌握關鍵點，解決問題。張處長認為大學所

農化系98學年度第二學期「生涯輔導講座暨系友座談會」

學的專長，未必是將來一定的出路，農化系畢業

的同學可以有非常多元的方向。張處長提醒同學，

要把學習所長，實際應用到農民身上，貢獻心力

就能有成就感。鼓勵同學永遠記得：態度決定高度；

為人謙和、求真求善、不抄襲、重視 EQ、培養第

二外語的能力，同時一定要兼備「常識」、「見識」

與「膽識」。張處長要同學考量經濟因素與實務

經驗的累積；想參加國際農技團，可先到農業部

門實習或擔任助理或先當國際志工；善加利用圖

書館；不忘時時學習新的東西，才能創新求變，

與培養跨領域的能力。

二位系友都極盡所能，以端出滿漢全席的架

勢，充分滿足學弟妹的渴求。系友同時更苦口婆

心，以故事引導的方式，教化學弟妹要忠誠、敬

業、負責，愛人與愛社會等善良美德，絕對應該

要凌駕於名利之上。此次系友座談會，本院陳副

院長與李達源主任以及鍾仁賜、黃良得、林乃君、

徐駿森等多位老師也熱心共同參與座談，會中除

以師長身份引導座談外，同時也以系友身份再與

同學補充說明，與會的同學均深感受益良多。

全體同學、師長與畢業系友們於座談會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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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研究所於 2010 年 8 月 3 日舉辦新生

座談，會中播放該所簡介影片，並說明該所成立

宗旨、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修課辦法、課程規

定及研究生獎助金申請辦法，以期新生能在最短

時間適應博士班學涯。本屆新生普遍對未來職涯

有興趣，即在會中踴躍發問與本所教師進行討論。

該日會後另舉辦舊生之師生座談，針對課程新規

定及同學學習態度進行溝通，以期該所同學透過

教師給予之訓練，在未來畢業後能符合本所培育

目標，成為生技發展的尖兵。

實驗林助理研究員衛強博士於 2010 年 5 月

2~7 日，至奧地利維也納參加歐洲地球科學協會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EGU）年會國

際研討會，其中「Assessing the Ecological Base 
Flow in an Experimental Watershed of Central 
Taiwan」等 3 篇研究論文獲選為大會海報發表，

成果尚稱豐碩。

生物科技研究所學生交流

2010年歐洲地球科學協會年會國際研討會

生物科技研究所新生座談

奧地利維也納國際會議廳會場

食品與生物分子研究中心於 2009 年開始進

行機能性薏苡育種研究，今 (2010) 年結合食品科

技研究所江文章教授、農藝學系胡凱康副教授和

園藝學系張祖亮副教授採用輪迴選拔方式進行育

種改良，預定在 3~5 年內育成可申請品種權之機

能性薏苡開放授粉族群。今年上半年已完成一輪

單株外表型輪迴選種，產生 190 半同胞家系可供

2011 年進入半同胞家系輪迴選拔程序；目前正在

進行半同胞家系遺傳分析田間試驗，預計今年底

可獲知各重要性狀及有效成分之狹義遺傳率。

本院三系所學術合作機能性薏苡育種研究

機能性薏苡育種栽培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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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 25 日中國大陸江蘇省農業機械

管理局訪問團 14 人，由徐順年局長率團蒞臨生機

系參訪，並在農機館二樓第一會議室進行海峽兩

岸農機交流懇談會。

中國江蘇省農業
機械管理局參訪生機系

中國江蘇省農業機械管理局人員與生機系老師合影

2010 年 4 月 26 日生機系前身 ( 農工系機械

組 ) 民國 49 年畢業的系友 ( 畢業 50 週年 ) 返系重

聚、參觀與座談。這些系友們本著感念當年高坂

知武教授的教導以及愛護學弟妹的心情，捐贈一

筆獎學金嘉惠學弟妹。當年畢業的機械組學長雖

然僅有九位，這九位學長熱忱感人，每位學長都

捐款高坂知武獎學金，捐贈儀式在高坂知武教授

紀念室舉行。捐款的學長名單如下：趙以甦學長、

陳金樹學長、羅光楣學長、蘇榮昌學長、黃嘉雄

學長、薛攀山學長、張振盛學長、黃樹棠學長、

陳廣材學長，4 月 26 日當天返系的學長有 4 位。

目前高坂知武獎學金業務是委由臺灣農學會負責

承辦，當日的捐贈儀式由生機系周瑞仁主任主持，

捐贈款項由本院院長暨臺灣農學會陳保基理事長

代表接受。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9 學年度「林場實習二

( 森林環境 )」，於 2010 年 6 月 27 日起至 7 月 2
日止及「林場實習三 ( 生物材料 )」，於 2010 年

6 月 28 日起至 7 月 2 日止 (97 學年度入學學生 )
及 99 年 7 月 2 日起至 7 月 7 日止 (96 學年度入學

學生 )，分別在實驗林管理處溪頭營林區及水里木

材利用實習工廠進行課程教學實習，實習期間由

本處研究人員等協助各項課程教學，並指導林場

森林調查與作業之實際操作。

生機系學長捐款高土反知武獎學金

暑假林場實習－「森林環境及森林生物材料林場實習」

生機系學長捐款儀式在高坂知武教授紀念室舉行與合影

林場實習三-木材塗裝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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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學系謝英雄教授榮退歡送會於 2010 年 7 月 16 日下午 2:30 在農藝館 112 教室舉行。歡送會以卡

農與感恩的心小提琴演奏開始，張毅竹與龐靖兩位研究生分別以小提琴演奏與吉他伴奏，來表達學生對謝

老師長年來教學生涯的敬意，接著由彭雲明系主任致詞，向謝老師長達 38 年的教學服務表達深深的感謝，

並致贈紀念品三份，一份是系辦準備的水晶球，一份是師生好友準備的紀念金牌，另一份是系主任準備的

「統計大法師」T恤。然後是陳保基院長致詞，並致贈法藍磁紀念品，最後以團體合照結束歡送會的上半場。

歡送會的下半場，先由謝英雄老師做生涯回顧，從在嘉義出生長大，一直到考上臺大農藝系，認識謝

師母，共結連理，歲月在忙碌、歡笑、養兒育女、研究室埋首書中、不知不覺中渡過，竟然已經達到退休

的年齡了。接下來是師長、學生、好友與謝老師共同回憶以往渡過的美好時光。歡送會於五點半結束，大

家前往鹿鳴宴參加餐會，七點半餐會結束，榮退歡送會的活動至此全部結束。我們祝福謝老師退休後過著

悠閒自在的快樂生活。

謝老師在農藝系服務的經過簡略介紹如下。謝英雄教授畢業於農藝系大學部及碩士班生物統計組， 
1972 年 8 月受聘於農藝系擔任講師職務，開始其在農藝系長達 38 年的教學與研究生涯，其中教授的年資

長達 23 年，也是難以打破的紀錄。謝老師是第一位將統計計算（Statistical Computing）引進農藝系的老

師，從大學部的統計程式導論到碩士班的數值分析，都引起當年學生們對統計計算的學習熱潮。當代校園

裡的人都知道農藝系有一位對於 FORTRAN (formula translation) 瞭如指掌的老師，計算機中心的工程師

也不時來系上向謝老師請益，當時是農藝系學生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事。

當年的農藝系在統計計算的軟硬體上都領先校園其它系所，從早期的手搖計算機到王安電腦，都是其

它學系沒有的，除了硬體之外，謝老師與葉樹藩老師也替農學院不少系所解決統計分析的問題。農藝系的

學生很幸運，受到謝老師啟蒙的學生不少。在主持臺電研究計畫的二、三十年間，率領學生到核電廠附近

的鄉村做田野調查，對於學生提供了很難得的資料收集經驗，從抽樣的規劃、資料的取得與最後的統計分

析，每一步驟都發揮了統計教學的功效。謝老師體認到系上教師人力吃緊，而且系上負擔不少的院內服務

課程，主動提出志願分擔統計學課程的教學，全系師生感謝謝老師的熱誠相助。最後代表農藝學系全體師

生祝福謝老師退休後過得更健康、愜意的生活，也非常歡迎他來當農藝系的志工。

農藝學系謝英雄教授榮退歡送會

榮退歡送會後全體人員合照陳保基院長(左)致贈謝英雄教授(右)法藍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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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民教授退休紀念文集 朱瑞民教授妙語如珠的感言分享

獸醫專業學院朱瑞民老師已於 2010 年 7 月 31 日屆齡退休，其指導的學生們與該院策劃一場別出心

裁的歡送會，以期為朱老師教學生涯畫下美麗的句點。

6 月 26 日一個晴朗的週末早晨，朱老師退休歡送會在此日假獸醫三館 B01 會議室舉辦，而朱老師的

好人緣，讓假日甚少人出入的獸醫系館熱絡了起來。

歡送會一開始由本院劉振軒院長概述朱老師的諸多貢獻，緊接著陳泰然副校長上台致詞，除感佩朱老

師在動物癌症方面的研究成果外，更期許朱老師能退而不休，常常回來看大家，其後包括許天來局長、陳

保基院長、翁仲男所長、劉瑞生教授、鄭秀蓮副所長等朱老師以前的同學與同袍與大家分享朱老師許多趣

事與事蹟，最後由鄭益謙老師（朱瑞民老師的第一個指導研究生）代表學生致詞，獻上最真摯的祝福。

歡送會中最特別的部分就是朱瑞民老師實驗室學生們拍製的短片，片頭以 Lady Ga Ga 的 Poker Face
改編歌詞，描述學生與老師日常生活與對話，歌曲結束後再加上學生們對老師的祝福。在影片播放完畢後，

朱老師上台接受學生們獻花，並抒發個人的想法與感言，整個活動就在歡笑與感動的淚水中結束，與會的

來賓在合影留念後，一同至鹿鳴宴餐敘。

耕耘桑梓 桃李滿門-朱瑞民教授退休歡送會

朱瑞民教授退休歡送會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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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系蕭介宗教授已於 2010 年 8 月 1 日退休。蕭老師從民國七十一年放棄國外優渥待遇毅然返國任

教臺大以來，將近三十年的歲月，對於生機系的發展以及臺灣農業機械化與自動化的推動可謂貢獻卓著。

在蕭老師回國任教不久，於教學、研究忙碌之餘，曾接下政府「新型農機性能測定」的業務，這項工作業

務繁雜，他卻任勞任怨、甘之如飴；民國七十九年起更大力推動「稻米收穫後處理自動化」，受惠農會超

過四十家，也帶動民間廠商紛紛設置自動化加工與儲運系統，奠定臺灣農業自動化紮實的基礎，為此獲得

農委會優秀農業人員獎，榮獲李登輝總統召見嘉勉。蕭介宗教授擔任生機系系主任與生農學院農業自動化

中心 ( 現已更名為生物產業自動化教學及研究中心 ) 主任前後 12 年期間，致力於建立典章制度、成立不同

任務功能的委員會、諮詢委員會，使該系與中心業務蒸蒸日上。

蕭介宗教授自民國五十三年進入生機系的前身農工系機械組就讀，畢業入伍服役後，於民國六十年

赴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 (University of Manitoba) 進修獲得碩士學位，旋即轉往沙士卡其溫大學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攻讀博士，於民國六十六年順利取得博士學位，進入貝倫維基斯公司 (Behlen-Wickes 
Co.) 服務。並於民國七十一年返系擔任副教授。

蕭介宗教授在教學與研究上的成果豐碩，獲得多種獎項，除了農委會優秀農業人員獎之外，還有國科

會優等研究獎、中華民國農學團體聯合年會學術獎、中華農業機械學會農機學術成就獎、中華農機學會論

文獎。行政經驗更是豐富：民國七十四年至八十年蕭介宗教授擔任農機系系主任；民國八十一年生農學院

創立國內第一個農業自動化教學及研究中心，並擔任第一任主任，至八十七年卸任。這段期間，蕭介宗教

授結合產官學界積極推動農業自動化。除了研發與推廣「稻米收穫後處理自動化系統」，進行「近紅外線

偵測水稻及水果品質」研究之外，並編印稻穀倉儲加工作業技術手冊六輯。由於蕭介宗教授的長期投入，

使得臺灣的稻米加工與儲運自動化得以落實，並開啟臺灣「近紅外線非破壞性檢驗技術」在農產品檢測的

研究風氣。

在蕭介宗教授退休前夕，生機系舉辦簡單而隆重的榮退歡送會，感謝他在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工作

上的貢獻。最後，虔誠的祝福蕭介宗教授退休後身體健康、事事如意，也希望經常回來系上，分享豐富的

生活經驗與生命智慧。

感謝與祝福-蕭介宗教授榮退歡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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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化學系鍾仁賜教授已於 2010 年 7 月 30
日接任該系第十二任系主任。由生物資源暨農學

院院長陳保基教授監交，任期三年。是日，農業

化學系名譽教授、師生及許多系友都來觀禮。一

方面是對第十一任系主任李達源教授三年來的服

務高度的肯定與感謝，一方面也期許新任鍾仁賜

主任為農業化學系師生有更好的服務。

生農學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新舊系主任於

2010 年 7 月 31 日中午交接，陳保基院長親臨主

持布達與交接。陳院長首先感謝羅漢強主任三年

來之對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與生農學院之貢獻，

並期勉關主任與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能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關主任表示該系過去數年來在教學與

研究均有良好的表現，然在新聘教師部分未來尚

期望陳院長能鼎力支持。關主任並表示在其任內

將積極尋求與院內外系所合作，推動全球變遷與

永續利用之跨領域整合計畫，盡力爭取研究經費；

亦將大力推動國際合作，強化與擴大該系現有的

國際學術與師生交換計畫。

鍾仁賜教授接任農業化學系主任

關秉宗教授接任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主任

由左而右依序為鍾仁賜教授、陳保基院長與李達源教授

由左而右依序為關秉宗教授、陳保基院長與羅漢強教授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劉瑞芬教授自 2010 年

8 月 1 日起接任系主任一職，交接儀式於 7 月 30
日上午 11 時在本院陳保基院長監交下完成。與會

觀禮者除植微系同仁外，還包括前農委會主委、

現任亞蔬中心董事長及孫明賢博士，與植微系名

譽教授吳文希老師等。會中劉主任除感謝即將卸

任的陳昭瑩主任盡心盡力為系上所做的服務與貢

獻外，也表示將積極推動與其他研究單位的合作、

加強與校友及業界的聯繫，並期盼獲院長大力支

持，為植微系爭取更多教師員額，讓植微系再添

生力軍；此外，也希望在系所同仁的共同努力下，

讓學生更具國際觀及競爭力。

劉瑞芬教授接任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主任

陳保基院長(右)頒發植物病理與微生物系主任聘書與劉瑞芬教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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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學系新舊系主任於 2010 年 7 月 30 日晚

上假臺大第二活動中心筷子餐廳交接，該系教職

員工、名譽教授、兼任教授以及溫總裁總祥參加

見證盛會。名譽教授朱耀沂親臨主持布達與交接。

石主任首先感謝三年來各位同仁的熱心幫忙系務，

並期勉新任柯俊成主任能夠無縫銜接，提昇昆蟲

學發展。柯主任表示由於社會變遷快速，系所競

爭激烈，在學生事務的工作會全力以赴，以最大

的誠意以及提供優質環境讓學生能夠快樂學習，

新的一代能夠更有競爭力，青出於藍。主任服務

的功能居多，仍望同仁能夠支持鼓勵，並預祝與

會來賓身體健康，功德圓滿，事事如意。

柯俊成教授接任昆蟲學系主任

由左而右依序為柯俊成教授、朱耀沂名譽教授與石正人教授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新舊系主任於 2010
年 7 月 30 日交接，由岳修平教授接任第十三任系

主任。交接典禮由生農學院保基陳院長親臨主持，

生傳系多位教師共同見證下圓滿完成。陳院長期

許生傳系繼續努力，共同面對未來的挑戰、迎接

下一個世代來臨，讓生傳系不斷地向前邁進。岳

主任則以「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感謝賴主任

在任期間為生傳系的貢獻與付出，並以「感謝、

感恩，共同向上提升」的心情，邀請全系教師共

同努力，為生傳系創造更美好與卓越的未來。

岳修平教授接任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主任

由左而右依序為賴爾柔教授、陳保基院長與岳修平教授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蘇明道由 2010 年

8 月 1 日起接替張斐章教授兼任財團法人農業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任期一年，並於 8 月 2 日由擔任

該中心董事長之本校農經系名譽教授許文富教授

監交下完成交接儀式。農業工程研究中心位於中

壢市，成立於 1970 年 5 月 14 日，中心設立目的

為辦理工程技術應用於農業與漁業、環境生態、科

學發展、應用服務及農村之農業工程技術研究與

服務。目前該中心計有研究人力超過 70 人，分設

有工程、環境、資源、及資訊四個研究分組。為

提高研究品質，該中心除與本院簽訂合作契約外，

並積極邀請國內外公私立大學教授及相關學術研

究機構人員，合作從事研究計畫。另亦積極參與國

生工系蘇明道教授兼任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由左而右依序為張斐章教授、許文富教授與蘇明道教授

際性組織之研究計畫，例如國際水資源管理研究

所 (IWMI) 及國際灌排協會 (ICID) 等，藉以提昇研

究水準並擴大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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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生物產業自動化教學及研究中心於今年

度由生機系方煒教授接任主任一職，並已於 2010
年 8 月 1 日正式聘任，延續前任主任周楚洋教授，

繼續推動中心未來之業務。生物產業自動化教學及

研究中心成立於 1992 年 8 月，原名為農業自動化

教學中心，為了配合研究之需求與院改名於 2005
年 8 月更名為生物產業自動化教學及研究中心。

該中心為生農學院之教學研究支援與服務單位，

設立目的為負責推動與協調有關本院自動化人才

培育之事宜，達到資源共享與整合之目的。主要

任務如下：( 一 ) 提供師生上課與實習使用之電腦

教室，( 二 ) 本院網路伺服器服，( 三 ) 規劃與設

立本院高效能叢集運算主機群 (High Performance 
Cluster Computing Facility) 機房，( 四 ) 開辦生物

產業自動化 ( 國際 ) 研討會與訓練班，推廣教學與

研究，( 五 ) 本院遠距教學設備維護與管理，( 六 )
生物產業自動化學程教務推動。

生機系方煒教授接任生物產業自動化教學及研究中心主任

方煒主任(左)與周楚洋教授(右)交接生物產業自動化教學及

研究中心主任一職

未來在方煒主任的帶領下，在研究方面將規劃

爭取應用於生物產業的產學與整合型計畫，在教學

方面規劃運用中心之電腦設備與教學場地，於寒暑

假期間對企業界舉辦植物工廠初階、中階與實習相

關教學課程。藉由結合院內與校內各相關領域科系

之專長及研究成果，推動自動化教學與研究，以期

達到生物產業自動化學程永續發展。

食科所沈立言教授(左)與江文章主任(右)交接

「食品與生物分子研究中心」主任

生農學院食科所沈立言教授已於 2010 年 8 月

4 日與江文章主任完成交接手續，接任「食品與生

物分子研究中心」主任一職，擬組成多個院級「食

品與生物分子研究中心」跨領域研究團隊，將針

對保健食品 ( 包括中醫食療方與傳統中草藥 ) 進行

跨領域的結合研究，期望整合臺大生農學院保健

食品相關研究學者，由食材的育種栽培、加工、

乃至保健功效的評估與活性成分之分離鑑定，積

極尋求國科會、經濟部工業局、衛生署、農委會、

中醫藥委員會等單位之計畫申請，以期爭取充裕

之研究經費進行基礎與應用型研究，並希望能將

此等研究商品化，以獲得更多研究經費的支持，

創造一個良性循環的保健食品研究與發展的條件

與環境，及對預防醫學與國民健康有所貢獻。

食科所沈立言教授接任食品與生物分子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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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偉立助理教授為本院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9 年度第一學期新聘專任教師，專長為坡地水文

及土砂災害之研究。梁助理教授 2009 年取得日本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梁偉立助理教授(新任)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梁偉立助理教授

京都大學農學博士學位，並獲得日本獨立法人學

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的資格，在日本京都大學以

及日本獨立法人土木研究所土砂管理團隊進行博

士後研究。目前開授「坡地水文學」、「土砂災

害概論」等課程。

梁助理教授未來研究重點將專注於釐清森林

坡地中土砂崩壞的發生機制，透過野外調查以及

數值模擬，就坡地水文以及邊坡穩定的觀點來評

估森林在防災上的公益功能。梁助理教授為森林

環境暨資源學系近年來積極延聘之優秀年輕學者，

其研究成果不僅在日本受到肯定，在國際上也受

到注目，尤其是在森林坡地水文以及淺層崩塌上

的研究，是本系環境領域未來的研究方向及現今

集水區經營與水土資源保育領域積極發展的重心。

張倉榮教授(右)與張文亮主任(左)交接生態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一職

本校生態工程研究中心於今年度遴選生工系

張倉榮教授擔任主任一職，並已於 2010 年 8 月

1 日正式聘任，延續前任主任張文亮教授，繼續

推動中心未來之業務。生態工程研究中心成立於

2005 年 4 月 26 日，中心設立目的為結合生態學

與工程學，將生態系統觀念引進工程設計中，用

以解決生態環境之問題。在生態工程的學術研究

與工程施做上，共有四大重點發展方向：( 一 ) 工
程與生態系統的和諧，( 二 ) 復育被破壞的生態系

統，( 三 ) 利用自然機制削減污染，( 四 ) 善用地景

營造具生物多樣性的棲地。

權衡目前國內外生態工程發展之趨勢，張倉

榮主任將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持續參與「溪流

生態與復育」、「人工溼地減污」及「生態綠建築」

生工系張倉榮教授接任生態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等面向之研究，藉由結合校內與院內各相關領域

科系之專長及研究成果，融合各領域之專長，推

動各領域之整合，以期達到生態工程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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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陳億乘副教授

羅凱尹助理教授於 2010 年 7 月 23 日開始加

入農業化學系的教學與研究陣容。羅老師畢業於

臺大農化系，於臺大農化所微生物組完成碩士學

位後，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攻讀分子遺傳

及微生物學博士。博士學位完成後，在加州大學

戴維斯分校做博士後研究員，致力於幹細胞的研

究。羅老師的專長在於分子生物學、微生物學、

分子遺傳學、RNA 及蛋白質合成研究、及幹細胞

研究。研究主題將先專注在核醣體的合成及調控，

由此，進一步探討在真核生物中，蛋白質合成的

機轉及與其他生物途徑的交互作用及影響。

農業化學系-羅凱尹助理教授(新任)

農業化學系羅凱尹助理教授

陳億乘副教授為動科系 99 學年度新進老師。

陳老師大學就讀國立中興大學畜產系，於 2004 年

8 月獲得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食品科學與技術學系博士學位，研究

蛋雞餵食益生源 (prebiotics) 和益生菌 (probiotics)
下影響體內膽固醇代謝產出低膽固醇雞蛋，同時

也增強蛋雞的脛骨強度和健康狀況；此一發現並

不僅有利於雞蛋產業，且有助日後保健、生理方

面的研究。另外，鑒於統計分析對科學研究之重

要性，在博士求學階段亦取得統計碩士學位。

畢業後前往美國西維吉尼亞大學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動物科學及獸醫學系從事博士後研究，

主要為提高魚類加工後副產品中蛋白質回收率以

增加利用率、高 omega-3 含量脂肪回收以製成具

有保健功能的產品。

2005 年 8 月陳老師回國任教於中山醫學大學

營養系，研究內容主要為保健食品開發與功能性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陳億乘副教授（新任）

評估。現今消費者要求高品質、健康、衛生、高

營養的食物，未來陳老師將利用其研究經驗，朝

多元化與高品質「保健畜產品」開發、同時將確

認這些「保健畜產品」的保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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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學會主辦2010年向日葵園藝營

農試場為癌友舉辦「園藝治療」活動

針對國小三至六年級小朋友舉辦的「園藝

營」，是園藝系學生自主籌劃承辦的重要活動之

一。2010 年分別於 7 月 12~14 日以及 7 月 16~18
日舉辦兩梯次，活動報名踴躍，共有 80 名小朋友

熱情參與。園藝營主要藉由實際操作，讓小朋友

對園藝能有初步認識的概念。例如透過做果乾與

泡菜了解延長蔬果保存期限的方法；親自動手扦

插、種植小苗，到菜園裡認識不同的植物；並以

圖片輔助，加深小朋友們對蔬果的印象。

除了蔬菜水果基本常識外，更讓他們發揮創

意，體現園藝之美。利用植物天然的顏色拓印出

專屬的圖案；亦或是動手刷葉脈做出獨一無二的

「臺大農業試驗場」與「財團法人臺灣癌症

基金會」與合作，於 2010 年 7 月 13 日至 8 月 17
日由園藝系陳惠美助理教授暨兩位研究生在農試

場帶領園藝治療活動，幫助癌友減輕罹病不適感，

2010年向日向日葵園藝管理員合照

學員進行有機蔬菜扦插

書籤。透過園藝營的活動，在園藝作物、加工、

生技以及造園的四大領域中，藉由各式活動的親

身參與，讓孩子們體會自然、樂趣在生活中俯拾

即是。

並且提升生活品質。考量活動品質，活動主要以

小型團體治療進行，活動一期共計六週，每週一

次，每次兩小時。

此次活動設計以「健康生活」為核心理念，

發揮園藝植物特性，設計為期 6 週之系列活動課

程，內容包括：（1）園藝治療理念介紹瞭解園藝

治療，並製作種子創意 memo 夾，破冰自我介紹；

（2）居家栽培有機蔬菜

介紹有機栽培，並阡插有機蔬菜；（3）我的

祕密花園�認識香草植物，並製作情人節香草小品

盆栽；（4）我家就是健康紓壓室從環境健康理念

談居家綠美化佈置，並讓癌友將第 2 週阡插植物

換盆帶回家種植；（5）自然綠化的空氣清淨機介

紹空氣淨化植物，並製作空氣淨化植物之組合盆

栽；（6）自然饗宴臺大農場植物導覽，並介紹花

博、綠博休閒農場等園藝體驗之旅遊據點。此次

全程共計 13 位癌友參加，學員在活動期間出席踴

躍，積極投入，互動熱絡，對活動滿意度很高，

也都表示獲得許多健康生活的知識，而且園藝活

動確實能為他們帶來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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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弱勢孩童建立正確的食物、營養觀念，

為孩童帶來快樂、健康與積極正向的生活態度。

農試場農藝組、園藝組、家扶中心與納貝斯克可

口股份有限公司 (kraft foods ) 卡夫食品，於 99 年

度合辦卡夫快樂農場計畫，並於 2010 年 3 月 6 日

( 六 )、4 月 10 日 ( 六 )、5 月 15 日 ( 六 ) 三日分

三梯次執行計畫。第一、二梯次活動內容為：上

午於園藝分場教室進行食物營養教學與 DIY 手作

體驗課程。下午於農藝組場地則進行相關有機栽

培教學及田間耕作體驗課程。第三梯次活動內容

則為：成果發表為主，以田間採收樂、輕食烹飪

教室及斗笠彩繪課程等方式進行。

卡夫食品於全球 46 個國家持續進行企業社會

責任相關活動，2010 年在臺灣開始推動企業社會

責任活動，從關心弱勢學童的營養與食物觀念做

起，與臺大生農學院合作規劃一系列互動課程，

農試場卡夫快樂農場

讓充滿教育意義的卡夫快樂農場成真，帶領基隆、

宜蘭、桃園、苗栗四個家扶中心共 160 多名小朋

友一同了解接觸植物的種植與成長，在玩樂中教

育學童豐富營養自己的飲食與生活。卡夫快樂農

場用愛心取代偷菜，讓寸土寸金的臺北市區內，

出現真實版的開心農場，家扶中心的孩子們在卡

夫食品的贊助下，來到真正的農田，讓雙手沾上

泥土，在臺大農場種下自己田裡的第一顆種子。

在臺大農場老師深入淺出的課程規劃下，透過各

式各樣趣味課程的安排，帶著孩子認識食物，接

觸營養；讓孩童親身經歷一連串的播種、除草、

施肥工作之後，享受豐收的喜悅與成就感，把自

己親手種的菜通通帶回家。農試場辦理的卡夫快

樂農場獲六家媒體新聞播報與三家平面媒體報紙

刊載相關執行成果。

園藝場草頭寶寶活動剪影

卡夫快樂農場採收趣

臺大農場試驗田即時影像

農試場 2010 年增設 Asoni 37 倍室外型快速

球型網路攝影機設備，可自臺大農場網頁 http://
bioagri.ecaa.ntu.edu.tw/farm/，於右側即時影像選

項點選後，利用視訊設備觀察試驗田及作物標本

園的現況。當點入即時影像後，會出現臺大農場

試驗田即時影像畫面，再依觀看的區塊，鍵入後

相關的帳號密碼後，即可視訊觀察試驗田區現況。

臺大農場試驗田即時影像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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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秧初體驗活動

農試場承辦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99 農基

金 -1.1- 糧 -10 深度米食推廣計畫，計畫於 2010
年 1 月 1 日 至 99 年 9 月 30 日期間，配合一期稻

作時間，結合該場現有資源，如蓬萊之父 - 磯永吉

教授及試驗室等文史印象、作物標本園、瑠公池

及試驗田區等，以執行常態性的農業體驗活動的

體驗模式，提供相關以水稻栽植之深度體驗。

因臺北市民眾以親子團體為主，所以「深度

米食推廣」活動主要舉辦在週休二日之假日中，

農試場於 2010 年 3 月 27~28 日辦理第一梯次深

度米食推廣之「育秧插秧心體驗活動」，課程內

容有「稻米在臺灣」與「插秧體驗」。第二梯次

深度米食推廣之「創意米食 DIY 推廣」活動分別

於 4 月 17 日 ( 六 )、4 月 24 日 ( 六 )、4 月 25 日

( 日 )、5 月 22 日 ( 六 )、 5 月 23 日 ( 日 )、6 月

26日 (六 )、6月 27日 (日 )、7月 10日 (六 )辦理，

課程內容有「稻米在臺灣」、「創意米食料理」、

「野蔬採集樂」、「品味彩色湯圓」等。

臺大農業陳列館假日DIY活動

農業陳列館於 2010 年 5 月 1 日與 5 月 15 日

於該館 3 樓教室，分別辦理「溫馨五月情 -- 母親

節卡片製作」與「給母親的祝福 -- 紙花製作」等

DIY 活動。一年 365 天，只有五月的第二個星期

天是母親節。因此在這個溫馨的五月裡，農業陳

列館特舉辦 2 場親子 DIY 活動，邀請大家攜家帶

盒中的小禮物之DIY活動

眷，前來該館親自做一張特別的卡片以及美麗的

花朵送給媽媽，感謝母親為我們付出的辛勞，以

及源源不絕的愛心。

21 世紀是一個追求創意的時代，也是一個講

求環保的年代，但要如何將創意與環保融入生活

中呢？因此農業陳列館於 2010 年 6 月 5 日假該館

3 樓教室，舉辦「創意高手系列 -- 盒中的小禮物」

之 DIY 活動，告訴您如何「廢物利用」，該活動

乃將回收的廣告紙化身為可愛的「盒中盒」，成

為送人的小禮物。因場地空間有限，此 3 場農業

陳列館假日 DIY 活動均僅限 40 個參加名額，活動

採傳真報名 ( 傳真：02-23627788) 或電話報名 ( 電
話：02-33663972)，且活動前 15 分鐘到農業陳列

館 1 樓服務臺領取「號碼牌」，逾時將取消資格，

由現場候補人員遞補。3 場 DIY 活動舉辦當天，

座無虛席，熱鬧溫馨有趣，圓滿成功，頗受參加

者眾多好評。

第三梯次深度米食推廣之「都會區生態水田

體驗研習」活動則於 8 月 14 及 15 日辦理，課程

內容有「收割體驗」與「稻米的故事」等。活動

每天限 50 人，合計整個「深度米食推廣」活動共

計至少 600 人次的深度參研習與體驗課程。活動

旨在教育社會大眾瞭解選好米、吃好米的要領之

外，且認同國產良質米生產及 CAS 的認證作業，

重新認識稻米在臺灣的故事以及精緻傳統米食文

化，期能剌激國產稻米消費量，深化相關米食推

廣效益。

農試場辦理「深度米食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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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生態夏令營學員前往植物標本館參觀

農業陳列館與臺大博物館群於 2010 年 7 月 8
日與 7 月 15 日，共同舉辦 2 梯次的「2010 趣遊

臺大 -- 博物館 • 生態夏令營」，招生對象為國小

3 至 6 年級學生，每一梯次招生名額 40 位。該活

動全程免費，只需繳交參加營隊保證金 500 元，

但活動當天報到時憑收據退還，因此報名情況相

當踴躍，可說是秒殺。

「2010 趣遊臺大 -- 博物館 • 生態夏令營」

活動當日早上 9 點先於農業陳列館報到，始業式

由陳尊賢館長致詞後，便開始一天的課程。首先

第一堂課是學員們分組、取隊名並認識新朋友。

第二堂課是博物館的故事，由鄭建文博士介紹臺

大博物館群與認識博物館。第三堂課為參觀農業

陳列館，由曾世昌組長與黃昭連技士分別導覽介

紹「珍惜水資源」與「臺大校園生物多樣性」。

中午用餐則將營隊開拔到新生南路上的麥當勞地

下室享用兒童餐。下午則先到植物標本館室外庭

園，商請該館志工進行導覽解說，並至室內參觀

植物標本製作。接著參觀動物博物館，由該館導

覽同學介紹認識動物生態特性與動物本能，並讓

小朋友們親手觸摸白老鼠標本。最後營隊回到農

2010 趣遊臺大-博物館‧生態夏令營

為慶祝植樹節並推廣全民植樹救地球活動，

農業陳列館於2010年臺大「杜鵑花節」活動期間，

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合作，舉辦贈送樹苗

農業陳列館樹苗發放「植樹救地球」活動

民眾索取苗木非常踴躍，長長的排隊人龍

與植樹救地球活動，3 月 12 日早上農業陳列館派

員前往林務局烏來孝義苗圃運回樹苗。樹苗發放

之活動時間為 3 月 13 日及 14 日，每天發放的苗

木種類與數目為杜鵑 200 株、桂花 150 株與含笑

150 株，2 天總計共發送 1000 株苗木，發送地點

為臺大農業陳列館大門口。為免索取民眾一時擁

擠，每天發送的時段有 3 次，分為上午 11 點與下

午 2 點與 4 點，並於樹苗發放前 15 分鐘發「樹苗

兌換券」，隨後再憑券領取苗木，另為求公平，

並限由本人領取樹苗，每人領取 1 株為限。活動

當天民眾索取苗木非常踴躍，每到發送時段，長

長的排隊人龍，幾乎繞了農業陳列館半圈，排隊

的民眾也不時進出農業陳列館順便參觀珍惜水資

源特展，活絡農業陳列館人氣，整個過程相當圓

滿順利。

業陳列館，進行「夢想中的博物館」集體繪圖創

作，並填寫問卷調查，有獎問答與頒獎。

2010 臺大博物館生態之旅夏令營之課程結合

了生態與博物館兩大主題。運用臺大研究、收藏

及展示等豐富的資源，探索臺大校園歷史珍藏，

提供多元的學習內容，希望小朋友能夠在營隊當

中學習到生態保育相關知識，認識水資源的重要

與臺大校園的生物多樣性，接觸低海拔植物及臺

北濕地植物，認識植物生態，經由珍貴的動物標

本，體驗生命科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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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實驗農場活動報導

「2010 梅峰桃花緣」活動已邁入第九年的梅

峰桃花緣活動，因每年不斷增加的舊雨新知，讓

2010 年自 3 月 12 日至 21 日舉辦為期十天的桃花

緣，吸引了約兩萬人的熱烈迴響。此次活動內容

包括豐富生動的「影片介紹」，讓來場的學員在

短短時間內瞭解梅峰四季的千變萬化；「乾燥花

室」呈現了各式精緻的花材，展現典雅的佈置；

走進「溫帶花卉區」這處繽紛花園，您可盡情賞

花大口呼吸；經過人工繁殖選育，來自深山的絕

美容顏 -「臺灣一葉蘭」英姿展現。

在桃花廊下許一個幸福約定

炎夏時節來梅峰沾染一下滿身的香氣

山地實驗農場於 2010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8
日推出「夏日桃宴―水蜜桃採果活動」，讓身處

亞熱帶氣候的臺灣民眾，亦可以感受溫帶涼爽的

自在，並體驗親手採摘水蜜桃的愉悅視覺、觸覺

與味覺饗宴。本場的水蜜桃目前有八十餘種品種，

有適合鮮食、冰沙、製作果醋或果醬等各式用途。

此次首度開放採果，所採品種有紅清水、鈴木、

中津、大和等品種，主要概分為肉質纖細的白桃，

或是鮮嫩多汁的紅桃。本次活動熱烈參與的民眾有

545 位，透過實際的採果體驗，讓臺灣民眾對於溫

帶果樹有更深入的認識，並享受採果嚐鮮的樂趣。
大家同心協力採果趣

「桃花廊」也是本次活動主題，適時呈現花

團錦簇盛況；屬於青春的戀歌，讓「白楊步道」

細細說與您聽；「迷宮區」則可在碩大綠籬迷宮

挑戰出口！另有「農產品展售」，包括水蜜桃、

蘋果、茶葉、明日葉及甜菜根等安心產品，及溫

帶花蔬販售，現場也提供試吃活動；「花仙子與

大力士、花言巧語」首次開放桃花緣期間現場田

園體驗活動，讓來場民眾親自採收陸蓮、百合水

仙等溫帶花卉，以及體驗大力水手拔菠菜的滋味。

希望藉由本場精心策劃安排的各項活動，使來場

的民眾感受到不同的生態體驗，也讓我們相約明

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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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贈臺珙桐樹定植山地實驗農場

大陸四川省汶川地區居民為感謝我國人於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後對 17受災縣區慷慨捐贈、

無私援助，回報以 17 棵珙桐樹，於該年 12 月 23
日隨大貓熊「團團」與「圓圓」來臺後暫寄植於

林業試驗所福山研究中心，經 1 年之細心栽培，

雖植株初期狀況尚佳，然考量福山地區海拔稍低，

冬季低溫不足，恐影響後續生長發育。經評估本

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梅峰本場與珙桐樹原生地之

氣候環境條件相似，且具備栽培溫帶樹種經驗之

園藝專業人才，為珙桐樹在臺定植之最佳地點。

經由福山研究中心與山地實驗農場技術人員協同

合作，17 棵珙桐樹於 2010 年 6 月 22 日正式定植

於梅峰本場。

珙桐樹是珙桐科珙桐屬大型落葉喬木，原產

中國湖北、四川、貴州、甘肅和雲南省海拔 700
到 1600 公尺潮濕冷涼的雲霧帶中。珙桐樹是距今

180 萬年前新生代第三紀的孑遺珍稀植物，在第

四紀冰河期後，此一樹種於地球上大部分地區相

繼滅絕，僅倖存於大陸西南山區，在生態與演化

上有重要意義，被譽為植物界的「大熊貓」與「活

化石」，也是中國大陸國家一級瀕危保護野生植

物。又珙桐樹開花時滿樹純白色之大型苞片遠觀 珙桐樹定植

珙桐樹打包準備運送 栽植預定地就定位

如一隻隻展翅欲飛的白鴿，有「鴿子樹」的別稱，

極具觀賞價值，為溫帶地區非常受歡迎的景觀樹

種。

山地實驗農場特闢專區作為此一批珍貴且具

多重特殊意義的珙桐樹之永久生育地，惟樹木尚

在適應發育階段，目前暫不對外開放。又農場工

作人員同時於相對地點另闢一專區栽植臺灣特有

種霧社櫻 23 株，呼應珙桐樹之特殊性與珍貴性，

待成林後此二樹種將成為梅峰繼桃花後另一景觀

焦點，美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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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優選作品

實驗林於 2010年 4月 3日 ~ 9月 26日於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森林生態展示中心展出「孩子眼中的地球」

巡迴特展，本活動獲得熱烈迴響，特選出 87 件獲獎作品，本展出目的鼓勵學童認識及關心全球暖化與氣

候變遷的議題，推廣到遊客產生關心生命重視生物多樣性與愛護地球。

芬多精與情歌之饗宴-「真愛森林經典情歌IN溪頭森林音樂會」

生態保育 愛護地球-「孩子眼中的地球」巡迴特展

實驗林於 2010 年 7 月 4 日於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舉辦「真愛森林經典情歌 IN 溪頭森林音樂會」，邀

請齊豫、萬芳、王中平、MODS 等著名情歌歌手表演，約有 2,000 餘人共同聆聽欣賞，創造置身於森林芬

多精與浪漫情歌的雙重饗宴。並於當天早上舉行「愛溪頭到森林走走」健行活動，讓遊客舒暢身心後接著

欣賞好山好水好溪頭的美景。

李嗣涔校長蒞臨致詞參與民眾熱烈舞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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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育有成 閃爍群舞-「鳳麓茶馨賞螢護螢」研習營

2010暑假生態營隊-「哈瑪利森林昆蟲營」

第二屆暑期高中昆蟲探索營

臺大實驗林管理處於 2010 年 4 月 10 日至 5
月 1 日為推廣該處鳳凰自然教育園區，舉辦鳳麓

茶馨賞螢護螢活動，內容包含螢火蟲多媒體生態

介紹、靜態展示、草編 DIY 及夜間導覽解說，透

過本活動加深民眾保育概念，本次活動計有上千

人次參與，活動由該處與鹿谷鄉公所、鳯凰谷鳥

園及鹿谷產業觀光促進會等地方單位共同宣傳。

活動內容：志工導覽解說、螢火蟲生態介紹、螢

火蟲的詩歌、螢火蟲的影片介紹等。

炎炎夏日正好「學」！ 2010 年暑假，昆蟲學系與臺灣

昆蟲學會廣發英雄帖，邀請全國各高中對昆蟲有興趣的高

中生們，參與一場夏日昆蟲饗宴：第二屆暑期高中昆蟲探

索營。本次研習共舉辦兩梯次，2010 年 7 月 5~6 日與 7 月

8~9 日，於中非大樓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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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

饒富趣味的昆蟲生態、充滿智慧的蟲害防治還有令人驚嘆

的演化奧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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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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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著唧唧的

蟬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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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林於 2010 年 7 月 28~30 日及 8 月 4~6
日，分 2 梯次舉辦暑假生態營隊�「哈瑪利森林昆

蟲營」，報名學員共 80 人。本次活動除了有效運

用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自然資源外，並藉由生態解

說活動讓學員對實驗林有基礎認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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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賞螢火蟲

昆蟲系石正人系主任(前排中)與第二屆暑期高中昆蟲探索營
學員合影

剖開木材觀察材部昆蟲之棲息

65



活 動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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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秋季

Bulletin No.11, Fall 2010

國土保育 厚植森林-「綠色造林先驅示範計畫」

2010臺大昆蟲研習營

與農共伍、共創林業生機
社區林業推廣

實驗林為配合政府推動綠色造林計畫，並加

強推動「國土保育計畫」收回林地復育造林工作，

以提高綠色森林面積及覆蓋率，提升森林資源的

碳吸存，改善野生動物棲息環境，增加綠色資源

及生物多樣性，減輕因天然災害所需付出之社會

成本。故預定於轄區內實施山坡地復育造林，面

積約 950 公頃，分 6 年進行，本（99）年度造林

面積預定為 500 公頃，並自 2010 年 2 月份起即

積極展開造林工作。

2010 臺大昆蟲研習營由昆蟲學系系學會主

辦。活動日期為 2010年 7月 12日至 7月 24日 (六
梯次 )，每梯次包含兩日全天課程。活動地點位於

臺大文學院演講廳。招生對象為國小學生，學員

總人數達 760 餘人。

臺大昆蟲研習營活動宗旨為使學員具備對昆

蟲的基本認識，且傳達生態保育觀念與對待生命

的正確態度。課程包含認識昆蟲、蝴蝶世界、甲

蟲王國、昆蟲採集、生態行為、標本製作，由昆

蟲系研究生授課，並於課後與學員互動。另外，

大地遊戲讓學員於遊戲中學習昆蟲知識、了解團

隊合作的重要。野外採集則搭乘交通車至臺大安

康農場，實際使用捕蟲工具，認識常見昆蟲。

多數參加者給予活動正面評價，尚有不足之

處，臺大昆蟲研習營團隊將秉持經驗傳承的精神，

延續昆蟲系優良傳統。感謝昆蟲學系全體師生大

力支持，2010 臺大昆蟲研習營才得以圓滿落幕。 實驗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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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3 年配合林務局推動「社區林業

計畫」至今，2010 年計有鹿谷鄉廣興社區發展協

會、清水社區發展協會、水里鄉永興社區發展協

會、信義鄉愛國社區發展協會、信義鄉部落文化

經濟協會、望鄉社區發展協會等社區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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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濫墾竹林收回，進行砍除整地情形

2010臺大昆蟲研習營「認識昆蟲」上課情形

廣興社區居民參與「生態導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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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學生代表團參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2010 年 7 月 12 日至 19 日，由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邱智賢副教授帶領七位生農學院學生包括農經系、

農化系及動科系三個系所的學生，由桃園機場出發直航西安咸豐機場參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這次參訪行

程是參與「第四屆海峽兩岸高校學生暑期文化交流」活動，由於生農學院報名此次參訪學生人數眾多，經

選拔後挑選 7 位相關系所優秀學生參與此次行程，此行以文化交流為主；學術溝通為輔，讓海峽兩岸的學

生對彼此多一層瞭解與認識，並在學術教育文化上的溝通有更多的瞭解與比較。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是中國大陸 928 與 211 工程中的重點培育學校，雖然位處陝西省西北，但西安濃厚

的文化氣息與歷史上重要的地位，讓這所重點培育大學在農業上一直處於大陸的學術重要地位，除了北京

大學及中國農業大學外，西北農林大學堪稱是中國大陸的農業人才培育與學術發展的頂尖學校之一，由於

位處於關中地區擁有廣大的黃土高原與西北豐富的農業與動植物資源，就未來發展上應可藉此資源躍上農

業與生物資源的國際舞台，對於生物多樣性與有機農業發展上更擁有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與無污染環境可

供永續經營與發展，雖然臺灣大學在農業學術上已是國際上頂尖的發展學校，但中國大陸對於這樣擁有豐

富資源與地利的大學大力補助與重視是值得我們深思與改善方向的參考。

本次的交流活動對岸的定調是以文化教育為主，因此臺灣一行人連同嘉義大學 11 位同學一起參與此

次的交流活動，由該校的學生接待小組陪同參觀了世界的重要文化遺產兵馬俑、史前半坡文化遺址以及中

國古城西安城，其間學生間交流互動頻繁，兩岸學生們最大的差異似乎在態度，不論是學習的態度、與師

長互動的態度以及參與活動的態度上，都表現出明顯的差異，臺灣的學生對於新的事物與人，大都以保守

與較被動的方式應對，反觀對岸的學生則以積極且主動出擊的方式來爭取，看似在起跑點上是式微的，但

由於對岸學生的激勵與鼓舞作用，漸漸的發現臺灣的學生確有後來居上且迎頭趕上的實力與內涵，臺灣多

年來的教育以低調並尊崇傳統文化思想為基調的系統下，訓練出了內涵與實力不亞於任何國家的學生，但

在這競爭的國際舞台上似乎缺乏了主動進取的動力，這一點可以讓我們在教育上反思並尋求改進之道。

本次參訪行程可以順利成行，就如一日之所需，百功斯為備，若沒有本院陳保基院長的大力支持與生

農國際事務處的全力幫助必然沒有辦法有如此成功的旅程，對岸對於我學校的參訪極其重視，而港澳臺辦

事處亦隸屬於對岸的教育部，層級亦在學校之上，可見對此參訪的用心與準備，除了表達感謝之意，更希

望在未來在學術交流上能有更多的溝通管道，或許可以藉由進行兩岸交換學生的開始，並參與合作計畫案

的交流溝通，在學術利基上有更多的斬獲。

動科系邱智賢副教授(前排左3)帶領臺大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代表團參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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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同樂會

園藝學系綠美化比賽榮獲佳作

生機系林子翔同學獲
臺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
「碩士論文佳選」

2010 年生工同樂會，是由生工系全體同學，

用熱情和活力共同打造一個讓大家一起同樂的夜

晚，有豐富的表演節目，充滿各年級特色的戲劇，

搖滾搖很大的樂團表演，帥氣奔放的熱舞，以及

許多紀錄生工系同學們日常生活點滴有趣的串場

影片，最後還有精美的獎品抽獎，嗨翻了 2010 年

5 月 20 號的集思臺大會議中心的蘇格拉底廳！

雖然所有參與的同學們花了近三個月的時光，

這期間還必須常常準備與應付考試，撇開作業壓

力下抽出時間排練表演，但是一切的辛苦和汗水，

都化作了生工同樂會那晚閃耀的星星，以及大家

共同享樂的美好回憶！

生機系江昭皚教授指導之碩士畢業生林子翔

獲得社團法人臺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碩士

論文佳選」，論文題目為「覆蓋率優先動態路由

演算法應用於無線感測器網路之研究」。該協會

於 2010 年 4 月 24 日舉行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頒予學生獎狀與獎金 15,000 元，指導教授獲頒獎

狀乙只。

2010 年杜鵑花節全校綠美化競賽中，園藝學

系學生以植生牆本身具有節能減碳的特色，傳達

對環境保護的理念，獲得評審青睞榮獲佳作。在

植生牆的設計上，該係學生採以抽象的方式，以

斜直線代表人工化；曲塊則代表大自然。斜直線

慢慢轉變成曲線，進而與之融合，象徵尊重自然。

在植栽選擇上，以鮮艷的草花安排在斜直線上，

代表人為的絢麗裝飾；曲塊則以綠色植物表達自

然的純樸美麗。高低層次的植物互相搭配，不但

自成作品，也能將系館的玄關作一比三比例的分

割，與植生牆一同欣賞，營造出活潑又平穩的畫

面。植生牆除了美化環境外，該系學生更期望藉

此喚起人類對環境的尊重與愛惜，體認維護自然

環境是人們應盡的義務，才能使地球永續經營。

生工系大三同學表演戲劇

林子翔同學(中)獲頒臺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碩士論文佳選」

園藝學系系館外觀植生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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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所王口永潔碩士參加「第五屆環境科學與科技國際研討會」

生工所碩士畢業學生王咏潔在指導老師林裕

彬教授的指導下，參加今年 7 月 12~16 日舉辦於

美國德州．休士頓的「第五屆環境科學與科技國

際研討會」(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將 研

究成果以海報和口頭報告的形式呈現於國際間。

該國際研討會計有來自 54 個國家與參展作品多達

200 篇投稿論文，研討會期間彼此分享研究成果，

並與各國專業人才進行交流。

生工系林裕彬教授與王咏潔同學所屬之研究

團隊致力於環境與景觀生態系統研究，投稿文章

包括災害環境評估、集水區水資源預測、及人工溼

地優化設計等三大主題之研究成果。參展海報題

目為「地震與颱風之地景環境衝擊比較與分析」；

「參展海報 : 氣候變遷與土地利用變化下之集水區

水資源預測分析」。另外，「人工溼地優化設計」

生工所王咏潔碩士(左)以「人工溼地優化設計」榮獲頒發學生論文獎

生機系楊育誠同學榮獲99年度中國工程師學會
學生工程論文競賽-電機組「特優獎」

生機系江昭皚教授指導之專題生楊育誠榮獲

99 年度中國工程師學會學生工程論文競賽 - 電機

組「特優獎」，論文題目為「可即時互動與自動

排程充電之可程式水底無線感測器系統之研製」。

此次論文競賽總計有 275 篇論文初選，僅有 37 篇

入圍複選，論文的質與量均為歷年之最。本次論

文競賽中，尤以電機組的競爭最為激烈。此次得

獎之論文，憑藉著論文之創新性與內容完整性，

於初賽時，從來自全國各地的 104 篇論文中脫穎

而出進入複賽。更在複賽簡報答詢時力抗其他 9
名佼佼者，楊育誠同學精闢詳實的解說深獲評審

青睞，得到電機組特優獎之殊榮。

生機系楊育誠同學獲頒99年度中國工程師學會學生工程論文
競賽-電機組「特優獎」

之研究，討論溼地內複雜的營養循環機制，分析

各因子對於溼地水質淨化效能之影響，由參數敏

感度分析探討人工溼地設計重要因素，更榮獲頒

發學生論文獎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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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系黃凱揚研究生獲
12th IUPAC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esticide Chemistry

學生優勝獎

理論與應用化學國際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IUPAC)) 於澳洲墨爾

本舉辦第十二屆國際農藥化學會議 (12th IUPAC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esticide Chemistry)，此會議

為每四年一屆之國際性研討會，為全世界有關農藥研究的相關領域重要的國際會議，研討會日期為 2010
年 7 月 4 日至 8 日，會議中對世界未來的農藥使用、管理辦法，新式農藥研發，各類殺蟲劑所衍伸的抗

藥性問題，及農藥對周遭環境所衍伸的課題等做深入探討。除了每日 12 個不同主題相關的討論會外，此

國際會議亦有 450 多篇壁報論文展示，並要求分時駐點解說以便國際學術交流。本院昆蟲系及農化系近

10 位師生參加此會議並張貼海報，其中昆蟲系黃凱揚研究生以 「Methomyl-resistant Mechanism of the 
oriental fruit fly 」 為題，獲得學生優勝獎。

昆蟲系黃凱揚研究生與海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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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驗林預計於 2010 年 10 月 2 日至 100 年 1 月 9 日展

出「茶壺的創新特展」，相關活動訊息請注意實驗林網

頁 http://www.exfo.ntu.edu.tw/。
二、

農業陳列館預計於 2010 年 10 月 4 日至 100 年 3 月 31
日展出「團結救地球�對抗全球暖化大作戰特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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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山地實驗農場預計於 2010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月 7 日推

出「蘋芬秋色～深秋蜜蘋饗宴」活動，賞閱秋天色彩斑

斕的山，並可體驗親手採下富士蜜蘋果的樂趣，相關活

動資訊請至 http://mf.ntu.edu.tw/ 查詢。

四、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預計於 2010 年 10 月 14 日假

本校集思臺大會議中心舉辦「2010 臺日環境調和型養

殖工程技術研討會」，相關活動資訊請至 http://www.
ae.ntu.edu.tw/main.php 查詢。

五、

農業陳列館預計於 2010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30 ～

11:30，假該館 3 樓教室舉辦演講活動，邀請臺灣茶業

改良場陳國任研究員主講「臺灣特色茶之介紹」，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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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交流中心預計於 2010 年 10 月 20
日於農經系李登輝研討室舉辦第 31 屆中韓學者會議。

相關活動請留意「校園公佈欄」網頁之公告 http://ann.
cc.ntu.edu.tw/index.asp。
七、

水工試驗所預計於 2010 年 10 月 22 日假該所四樓視聽

會議教室舉辦「流域水文水理模式研發與平台應用研討

會」，相關活動資訊請留意 http://www.hy.ntu.edu.tw/
main.asp 網頁。

八、

農業陳列館預計於 2010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9:30 ～

11:30，假該館 3 樓教室，邀請臺灣茶業改良場陳國任

研究員蒞館進行「臺灣特色茶之評鑑」之品嚐活動，相

關活動資訊與報名請至 http://www.aeh.ntu.edu.tw/ 查
詢。

九、

實驗林預計於2010年11月舉辦「竹文化節」系列活動，

展現竹文化新意與多變。詳細日期與相關活動資訊，請

留意實驗林網頁 http://www.exfo.ntu.edu.tw/。
十、

農業陳列館預計於 2010 年 11 月 5 日上午 9:30 ～

11:30，假該館 3 樓教室舉辦「對抗全球暖化大作戰」

系列之第 1 場演講活動，邀請中央研究院汪中和教授主

講「氣候暖化的反省與出路」，相關活動資訊與報名請

至 http://www.aeh.ntu.edu.tw/ 查詢。

十一、

昆蟲系將於 2010 年 11 月 6~11 日假中非大樓 104 教室

與計資中心電腦教室舉辦「Techniques for molecular 
taxonomic studies of insect pest species」研習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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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農業陳列館預計於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9:30 ～

11:30，假該館 3 樓教室舉辦「對抗全球暖化大作戰」

系列之第 2 場演講活動，邀請臺灣大學柳中明教授主

講「國際氣候變遷趨勢」，相關活動資訊與報名請至

http://www.aeh.ntu.edu.tw/ 查詢。

十三、

農藝系預計於 2010 年 11 月 18 日 於臺灣大學總圖書

館國際會議廳舉辦「全球氣候變遷下之水稻栽培制度與

技術研討會」，相關活動資訊請留意該系 http://www.
agron.ntu.edu.tw/main.php 網頁。

十四、

山地實驗農場預計於 2010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30 日

推出秋季 DIY「多肉植物組合盆栽」，相關活動資訊請

至 http://mf.ntu.edu.tw/ 查詢。

十五、

農業陳列館預計於 2010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30 ～

11:30，假該館 3 樓教室舉辦「對抗全球暖化大作戰」

系列之第 3 場演講活動，邀請臺灣大學盧虎生教授主講

「全球氣候變遷對糧食安全之衝擊」，相關活動資訊與

報名請至 http://www.aeh.ntu.edu.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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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水工試驗所預計於 2010 年 11 月 22~23 日假該臺灣大

學集思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十四屆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

流研討會」，相關活動資訊請留意 http://www.hy.ntu.
edu.tw/main.asp。
十七、

昆蟲系將於 2010 年 11 月 25~26 日在臺北市立動物園

教育中心舉行昆蟲野放與生態園、蝴蝶園經營管理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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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農業陳列館預計於 2010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9:30 ～

11:30，假該館 3 樓教室舉辦「對抗全球暖化大作戰」

系列之第 4 場演講活動，邀請師範大學葉欣誠教授主

講「全球暖化的核心概念與關鍵行動：從全球、國家到

個人」，相關活動資訊與報名請至 http://www.aeh.ntu.
edu.tw/ 查詢。

十九、

實驗林預計於 2010 年 12 月 6 日 ~7 日於臺大實驗林溪

頭營林區舉辦「森林碳循環國際研討會」，擬邀請美國、

日本、中國、韓國等相關專家學者以碳吸存等議題共同

深入探討，並在研討會中舉辦訓練課程。相關活動資訊

請留意實驗林網頁 http://www.exfo.ntu.edu.tw/。
二十、

山地實驗農場預計於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 月推出

冬季 DIY「彩繪大自然 - 頭巾製作」，相關活動資訊請

至 http://mf.ntu.edu.tw/ 查詢。

二十一、

農化系預計於 2010 年 12 月底在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

心舉行「農化系獎學金頒獎典禮暨歌唱大賽」，相關活

動請留意農化系網頁 http://www.ac.ntu.edu.tw/。
二十二、

山地實驗農場預計於 2011 年 3 月中旬舉行「2011 梅峰

桃花緣」，相關活動資訊請至 http://mf.ntu.edu.tw/ 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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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綠房子位於臺大農場緊鄰基隆路旁，佔地300坪、高10.5 公尺的三層樓綠建築，2000年
由生農學院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著手規劃設計建築藍圖，於2007.5.26. 正式開幕啟用，臺大

綠房子是臺灣首棟以節能減碳、永續生態為主旨，結合自然與科技等概念建成的環保別墅，肩負

起教學、研究、展示、推廣與宣導院系所新研發方向之重大使命；隨著科技文明的進步，綠房子

具備省電、隔熱、隔音、耐震等各項功能，亦融入e化的生活智慧，透過網路與自動化的系統整

合，營造出更人性化的起居環境與生活品質。(圖/文：洪培元)

封面與封底介紹臺大綠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