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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男教授於 1974 年畢業於本院森林學系，而

後於 1974 年與 1976 年分別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及取得農學碩士學位。1976 年先在本院

實驗林管理處擔任技士服務，於 1985 年回到森林學

系擔任講師，另於 1987 年取得博士學位並升等轉任

副教授之教職。又 1995 年 8 月 1 日起，王老師獲森

林系老師們抬愛，推舉為該系系主任也是第一位女性

主任，任職至 1998 年 7 月 31 日。

王亞男教授於 1999 年 2 月起接任本院實驗林管

理處處長，其在擔任臺大實驗林管理處處長十餘年

中，對於盜伐、濫墾，除加強管理堅持原則外，在

921 大地震及桃芝風災後，在轄區 32,000 公頃中，

約 1000 餘公頃之崩塌地，利用生態工法進行復育，

得到相當成效，另在 2007 年配合行政院推動的國土

保育政策下，3 年內收回濫墾地 1700 餘公頃並完成

造林約 1200 公頃。

王亞男教授之研究專長為育林、林木生物技術、

森林生態、林木組織培養、樹木學等範疇。

院務興革

王亞男副院長自 2014年 9月 1日起，借調榮任考試院考試委員一職，本院
師生深感與有榮焉！

生機系陳世銘教授自 2014年 8月起榮任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副院長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自 2014 年 8 月起，新聘生物

產業機電工程學系陳世銘教授為副院長。陳世銘教授

大學畢業於本院農業工程學系，1980 年獲得美國紐

澤西州立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生物與農業工程碩

士學位，並先後於 1982 年與 1985 年取得美國加州大

學 (U C Davis) 化學工程碩士學位與生物與農業工程博

士學位。1986 年 2 月起陳教授回到母系農業機械工

程學系服務，擔任副教授之教職。1998 年 8 月起擔

任本院附設農業試驗場管理組主任 3 年。2003~2006

年擔任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系主任；2006~2014 年

擔任本院生物能源研究中心主任；2007~2013 年擔任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另外於 2007~2010 年期間

擔任中華農業機械學會理事長一職兩任共四年，目前

也兼任財團法人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主任。陳副

院長之研究專長包括農業自動化、生物材料非破壞性

檢測、精準農業、永續能源工程等範疇。陳副院長在

教學與研究方面的表現相當傑出，獲得的獎項包括：

明裕文化基金會學術研究獎 （1997）、中華農業機

械學會「學術成就獎」（2002）、中華農業機械學會

年度論文獎 8次、台灣農業工程學會年度論文獎 2次、

美國 ASABE 論文獎 2 次、本校校級及生農學院優良

教學獎。於 2000 年獲得本校免評鑑教授資格。目前

陳副院長為「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and Food」國際期刊、「農業機械學刊」、「台灣農

業機械」雜誌等三個刊物之主編，以及「台灣農業研

究期刊」之領域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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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農學院魏

正毅院長於 2014 年 3 月 17 日至本院拜訪，與本院徐

源泰院長及生農學院國際中心陳明汝主任座談。針對

學術合作、學生活動兩個未來雙方可合作的面向，與

本院分享他的看法。

一、學術合作

魏院長表示，希望馬里蘭大學農學院與臺大生農

學院合作能更深入，聯合提出規模較大的研究計畫，

深耕彼此的合作關係。陳主任同時代表動科系，向魏

院長提議帶領幾位臺大動科系的師長組成參訪團，預

計於今年下半年出訪到馬里蘭大學農學院，與馬里蘭

大學動科系相互了解，以期能藉由教授間的交流，帶

出更多的合作機會。

二、學生活動

魏院長相當支持本院舉辦的 BACT 暑期國際課

程，除了鼓勵馬大的學生報名參加外，還提供學生經

費補助，以實際的行動來支持兩校農學院的交流活

動，因此今年共有 8 名馬大的學生參與本院舉辦之

BACT 暑期國際課程。此外也增加本院交換至馬大的

交換生名額，讓更多生農學院的學生有機會交換至馬

大學習。

在魏院長與本院近年幾位院長、主任的合作推動

下，本院與馬里蘭大學已有相當穩固的合作基礎，相

信未來必定會有更多新的合作模式。

左起徐源泰院長、馬里蘭魏正毅院長、陳明汝主任

美國伊利諾大學總校區 (University of Illinois) 校

長 Robert Easter 博士、Pradeep K Khanna 博士及 Scott 

Koeneman 博士於 2014 年 6 月 20 日至本院參訪。 

Robert Easter 博士此行來訪，除了與校方合作之

外，也希望能夠與本院的師長會面。Robert Easter 博

士在擔任伊利諾大學校長前，為其校的農學院院長。

他在擔任農院院長時期積極與本院建立合作關係，並

與本院許多教授結為好友，其中現任農委會主委，本

院陳保基前院長、現任森林系袁孝維主任、森林系關

秉宗老師等，都是 Robert Easter 博士的好朋友，所以

此行除了與本院商談合作之外，也帶有一種好友相聚

的氣氛。

Robert Easter博士表示，除了和臺大校方合作外，

伊利諾大學也希望能和生農學院進行更深入的合作。

目前園藝系張俊彥老師已和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簡

稱 UIUC）的 William Sullivan 博士合作，雙方正在規

畫一種全新的交換學生計畫模式。此交換生計畫將不

以傳統的系所校院來劃分、申請，而改以主題領域的

方式來交換學生。此項計畫目前仍在實驗運作中，若

未來雙方合作模式確立，將會替本校學生帶來更專

業、更精準的交換學習體驗。

除了目前已開始著手的新型交換學生計畫，接下

來 Robert Easter 博士希望雙方能朝向「交換教授」及

「研究生互訪研究實習」做進一步合作，想必未來本

院和美國伊利諾大學將會激發出更多合作的火花。

Robert Easter 博士 ( 左三 ) 徐源泰院長 ( 左四 )

2014年 3月 17日馬里蘭大學農學院魏正毅院長來訪座談會

美國伊利諾大學總校區校長 Robert Easter博士蒞臨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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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伊利諾大學之農業、消費者暨環境科學院訪
賓一行共 8 人，於 2014 年 3 月 22 日至 30 日期間拜
訪本院。期間除洽談學術合作外，對方有意進行更深
層的交流，其中 5 位訪賓對本院系所師長進行專業領
域之簡報，並針對農業經濟、農藝、森林、動物科學
等領域欲進行深度合作，簡報後本院特別安排訪賓前
往上述系所與相關領域的老師會面及洽談可能之合作
計畫，同時也安排前往農業委員會拜會陳保基主委，
讓農業學術和政府部會之間能有更進一步的交流。

此次來訪期間，雙方皆進行了深度的會談，之後
由本院國農中心安排訪賓參觀動物醫院、人候室及校

內校外的植物工廠，讓訪賓了解到本院在各類研究設
施所投注的心力及用心。

此外，國農中心安排訪賓前往本院溪頭實驗林區
及梅峰山地農場參觀，透過導覽及簡報之介紹，訪賓
得以體悟到本院在臺灣農業的學術、教育、研究上之
卓越成績，並了解本院在農業、生態旅遊、社會教育、
森林農地相關研究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美國伊利諾大學之農業、消費者暨環境科學院為
本院重點合作對象，此次的來訪更促進雙方機構間更
進一步的合作。

伊利諾大學訪賓與本院師長於座談會上之合影

伊利諾大學之農業、消費者暨環境科學院訪賓拜訪本院

越南安江省農業機構人員參觀人候室

2014 年 3 月 7 日，越南安江省農業與農村發展
處 Do Vu Hung 副處長率領該省農業機構參訪團共 15

人參觀人候室，由人候室王淑珍主任接待導覽。越南
安江省已多次派員考察臺灣的農產與農業技術，並參
與生農院舉辦的農業訓練課程，本次參訪人候室人員
亦多為該省農業行政與技術部門的主要成員，於參觀
期間對於人候室設施如何運用於植物與農業研究均有
濃厚之興趣。參訪活動於人候室設施現場導覽及來賓
提問交流後圓滿結束。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學者參訪人

候室

2014 年 3 月 25 日，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學者丁
冠中主任（ Professor K.C. Ting）等人參訪人候室，由
人候室王淑珍主任接待導覽。透過人候室簡介影片的
播放，我們先向來賓介紹臺大人候室的歷史與營運概
況，之後帶領訪賓至人候室的各級溫室系統參觀，並
說明各溫室的功能、特點及應用現況，以及未來的發
展目標。

人候室王淑珍主任導覽解說各級溫室設施之功能 王淑珍主任解說人候室溫室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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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源泰院長（前排左三）、蔡志偉助理教授（前排左二）、余家斌助理教授（前排左四），以及參與活動
之海內外學生於暑期課程閉幕式之合影

本院國農中心舉辦的臺灣生物、農業與文化多

樣性暑期國際課程（2014 Biodiversity, Agriculture & 

Culture of Taiwan Summer Program, BACT）於今年邁

入第 8 年，為本院之旗艦課程，課程除了以英文授課

且提供 4 個學分之外，還安排許多豐富專業的室內授

課，並搭配戶外實地走訪與參觀、從陸地到海洋、從

平地到高山，再搭配各式各樣的手工 DIY 實作及烹飪

煮食、生活日記撰寫以及最後的小組研究計畫執行和

報告。相較於其他國際暑期課程，如此多樣且豐富的

內容使得課程變得格外精采且生動。

本課程於 2014 年 6 月 21 日所安排的「與師長

早餐」之活動中展開，由國農中心的沈偉強組長開場，

透過學生的自我介紹讓參與的學員認識彼此，並達到

本課程在國際化交流之宗旨。隨後學生們前往中正紀

念堂及臺灣博物館參觀，藉此促使學生透過輕鬆的對

談更能熱絡熟稔彼此。正式課程於隔日一早的開幕式

典禮中展開，直到 2014 年 7 月 19 日傍晚閉幕式和晚

宴中結束，為期四周。

今年參與本課程的國際學生共 24 名，本校生 5

名，馬里蘭大學職員 1 名，是歷年來最多人次參與的

一年。學生分別來自於美國的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普度大學、德州農工大學、馬里蘭大學；澳洲的汀肯

大學；新加坡的國立新加坡大學及南洋理工大學。同

時也有大陸地區之上海交通大學及本地生。除了學生

外，還有國農中心的師長、同仁及本院的 9 名薦外交

換生也協助本課程，讓課程添色不少。

暑期課程學生與授課老師鍾國芳助理教授於太魯閣國家公
園之合影

具深度及富饒知識的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暑期國際課程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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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8 位教師與秘書和 IAAS 的師生共

20 人於 Central Department of Botany 前一起合影

近藤始彥博士於農藝館 208 室與教師座談

本院副院長與 6位教授訪問尼泊爾特里布文大學 

2014 年 3 月 2 日至 8 日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王亞

男副院長、陳尊賢特聘教授、林晏州教授兼系主任、

袁孝維教授兼系主任、陳明汝教授兼系主任、沈偉強

教授、林彥蓉副教授與李順仁秘書訪問尼泊爾特里布

文大學（Tribhuvan University），洽談未來雙方實質

的合作模式。期間參訪尼泊爾國家農業遺傳資源中

心 (National Agriculture Genetic Resources Center)，並

與尼泊爾特里布文大學農業及動物科學學院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Science, IAAS) 進行學術訓

練工作坊。本次參訪雙方針對未來合作方向與內容

規劃，包括：研擬未來兩校「有機農業與氣候變遷」

之合作題目、尼泊爾國家農業遺傳資源中心提供種

源供臺大育種應用、臺大協助尼泊爾基因定位與分

子輔助育種領域之發展、協助尼泊爾在 DNA 分子標

誌技術與應用領域之發展、兩校針對「臺灣與尼泊

爾動植物物種播遷、親源關係及分布適應」等議題

進行研究、提供尼泊爾非破壞性木構建材檢測技術

與後續維修之建議、雙方針對犛牛飼養管理與動物

產品加工進行合作、以及尼泊爾優選教師前來臺大

進修事宜等。

農藝系於 2014年 6月 2日至 7日邀請日本國家農業及食品產業技術總合研
究機構作物研究所Motohiko Kondo教授蒞臨參訪

農藝系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7 日，邀請日本國

家農業及食品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機構作物研究所近

藤始彥 (Motohiko Kondo) 教授至農藝系參訪及短期

授課。近藤博士目前亦為農藝系之兼任教師參與稻

作學之授課。在此次之參訪中，近藤始彥博士針對

「氣候環境與稻作」之主題，分享日本有關全球氣

候變遷下稻作栽培之調整策略。例如由 FACE (Free-

Air Carbon Dioxide Enrichment) 研究顯示雖然二氧化

碳濃度增加，可提高稻米產量，但相對品質變差；

而高温下因米粒充實迅速易增加米粒之心腹白影響

米質。凡此皆有賴新的栽培措施、產期調整及新品

種的選育等加以克服。近藤始彥博士本身跨國合作

及在日本的實際經驗，令農藝系師生收穫良多，未

來更將朝向雙邊實質合作發展，以期對臺灣之稻作

產業及研究提供更多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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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康乃爾大學 Rebecca Nelson 教
授至植微系授課與公開演講

Rebecca Nelson教授現為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植物病理與植物微生物生物學系、植物育

種及遺傳學系、國際農業及農村發展學系等三個系所

之合聘教授。Nelson 教授曾任國際水稻研究中心昆蟲

與植物病理組副主任，參與水稻稻熱病、白葉枯病之

病原菌族群遺傳及抗病育種研究﹔亦曾於國際馬鈴薯

中心擔任馬鈴薯晚疫病整合性防治計畫主持人，從事

病原菌相、寄主抗病性、病害預測、田間防治管理等

相關研究﹔ 2001 年獲聘赴康乃爾大學任教後，開始

進行玉米多重病害數量抗病遺傳之研究﹔此外 Nelson

教授長期擔任 The McKnight Foundation 國際合作作物

研究計畫主任，負責協調及推動該基金會在非洲、拉

丁美洲及亞洲發展中國家之合作研究與援助計畫。 

Rebecca Nelson 教授於 2014 年 3 月 16 日至 23

日至植微系講學，擔任「當代植物病理學講座一」主

授老師，課程內容涵蓋抗病育種、真菌毒素、食物系

統、國際農業推廣等，並赴亞蔬－世界蔬菜中心進行

一天校外教學。課前一週，先由植微系鍾嘉綾助理教

授帶領同學進行 Nelson 教授指定閱讀之導讀與討論。

本課程計有來自植微、昆蟲、農藝系所之同學共 20

名，全程並與中興大學植物病理系鄧文玲副教授合

作，同步進行遠距教學，中興大學共有來自植病、昆

蟲、農藝系所之同學約 10 名。

美國波士頓大學 James Galagan副教
授至植微系與師生們交流並公開演講

植微系 2014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邀請美國波士

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國際知名微生物基因體

及生物資訊學者 James E. Galagan 副教授至植微系

進行學術交流。 Galagan副教授參與許多微生物及真

菌之基因體解序及生物資訊分析計畫，目前主要從事

肺結核桿菌 (M. tuberculosis ) 及橘色麵包黴 (N. 

crassa ) 光週期反應系統生物學之研究。本次演講

Galagan 副教授以橘色麵包黴的光反應調控基因 wc2

為 例 子， 介 紹 利 用 ChIP sequencing、RNA 

sequencing技術，比較野生株及突變株間之差異，證

明相關基因功能及調控網絡，闡述了如何利用生物資

訊 學 與 生 物 技 術 來 探 討 生 物 的 奧 秘。

美國波士頓大學微生物基因體及生物資訊學者
James Galagan 副教授 ( 前排左五 )，於演講後與
師生們合影

美國康乃爾大學 Rebecca Nelson教授 (前排右四 )
及修課同學於亞蔬中心參觀後合影合影



  7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院訊 第 19期 ｜ 秋季 2014

本院森林系袁孝維系主任、關秉宗教授與王亞男

教授與國內外樹冠層知名學者合照圖森林系關秉宗教

授於 2014 年於 4 月 18 日舉辦樹冠層生態保育國際研

討會，並邀請國外學者參與 2014 年 4 月 13 日至 17

日的環境教育活動，期望透過專家學者分享與討論，

更加瞭解樹冠層的奧秘，也期以借重國外對樹冠層領

域的經驗。此次研討會與參訪活動由雪霸國家公園補

助，共計 200 多位師生與學者參與，環境教育活動參

訪也有 30 多人參與。

本次受邀的國外學者包括：美加學者撰寫「爬樹

的女人」一書的 Magaret Dalzell Lowman 博士、Dave 

Carl Shaw 博 士、Philip Kirk Wittman 博 士、Wesley 

Michael Hunting 先生，與馬來西亞學者 Maklarin Bin 

Lakim 博士、Alim Bin Bium 先生、Fred Tuh Yit Yu 先

生，進行相關樹冠層的專題演講。環境教育參訪活動

包含：參觀雪霸公園「攀 ‧ 探索綠色大傘」特展、參

觀雪見平台及樹冠層走道、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與參觀

福山植物園區及棲蘭山區。透過這次國際交流，除讓

國外學者對於臺灣樹冠層生態更加瞭解之外，也希望

國內外學者在相關的研究上可互相交流，加深學者間

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森林系關秉宗教授於 2014 年 6 月 12 日邀請英

屬哥倫比亞大學森林學院副院長 Peter Marshall 博士來

系演講，演講題目為「加拿大森林與林業概況」，共

有 50 多位師生到場聆聽。

Marshall 博士主要研究領域是預測森林動態與量

化研究，尤其是複雜的混合林，以及各種取樣方法設

計於自然資源的應用。另外他對加拿大林業專業課程

發展與認證也有深入研究。此次演講由森林系張豐丞

助理教授適時翻譯與溝通，演講內容除講述加拿大林

業的概況、運作情況與現況等，也談及英屬哥倫比亞

大學學生學習與生活情形，期盼森林系同學以交換學

生方式，至該校進行國際交流。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森林學院副院長 Peter Marshall
博士演講

森林系邀請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森林學院副院長 Peter Marshall博士來系演講

本院森林系袁孝維系主任 ( 第三排中 )、關秉宗教授
( 第二排右五 ) 與王亞男教授 ( 第一排右 )

森林系舉辦 2014年樹冠層生態保育國際研討會與環境教育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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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系袁孝維教授與丁宗蘇副教授於 2014 年

6 月 2 日至 7 日赴菲律賓，參加「2014 年國際亞太

長期生態研究網絡研討會」 (International 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Network, ILTER)，總共有來自數

十國將近百名研究學者出席會議。 

2014 年國際長期生態研究網絡研討會的主題為

利用科學方式解決氣候變遷的衝擊，袁孝維教授於會

議上報告臺灣金門栗喉蜂虎長期的族群生態及棲地利

用的研究，並延伸後續人工生殖坡面的營造和與社區

合作保護蜂虎之雙贏策略，獲致與會人士眾多的賞與

討論。丁宗蘇副教授以壁報方式報告福山 25 公頃森

林長期動態樣區樹木物種豐富度的空間分布，並表示

許多的生態議題需要長期資料累積，才有可能對環境

的變遷有所了解與推測可能緣由。此次研討會兩位教

授與各國學者討論並表示未來臺灣生態研究界需要巨

量資料的儲存與分享，是未來研究在質與量的收集上

必須要考量的趨勢。

中國城鄉發展國際交流協會蒞臨農經

系進行學術交流

中國城鄉發展國際交流協會徐小青部長率領 19

位會員於 2014 年 4 月 22 日蒞臨農經系進行學術研究

交流座談。本次交流座談由農經系徐世勳教授負責接

待，參與老師分別為蕭清仁名譽教授、官俊榮教授及

雷立芬教授。雙方針對兩岸農業經濟問題進行意見交

換及學術交流。

德國波昂大學資源經濟研究所師生一

行人至農經系參訪

德國波昂大學資源經濟研究所師生，在 Heckelei

教授帶領下，5 位教師及 20 位國際學生於 2014 年 6

月 9日蒞臨農經系訪問。農經系老師及同學出席踴躍，

雙方教師先就所學進行學術經驗交流，會中並準備了

精美的餐盒與時令水果，希望參與的師生能在輕鬆自

在的氣氛中互相交換研究心得與經驗。

袁孝維教授 ( 右 ) 與丁宗蘇副教授（左）
參加 ILTER 國際研討會

森林系袁孝維教授與丁宗蘇副教授赴菲律賓參加國際長期生態研究網絡研討

會

農經系系主任吳
榮 杰 教 授 ( 右 )
與德國波昂大學
H e c k e l e i 教授
( 左 ) 交換禮物

徐世勳教授 ( 左一 )、 徐小青部長 ( 右一 )、雷立
芬教授 ( 左二 ) 、官俊榮教授 ( 右二 ) 、名譽教授
蕭清仁博士 ( 右三 )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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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經系邀請美國史丹佛大學 Scott Rozell教授蒞臨演講

農經系於 2014 年 7 月 1 日邀請美國史丹佛大

學（Stanford University ）Scott Rozell 教 授 蒞 臨 演

講，演講題目為「 Assessing the Efficacy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a Pooled Study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Program among Rural 

Students in China」。 Scott Rozell 教授的研究重點幾

乎放在大陸，研究領域涉及農業政策、包括農產品供

給，需求和貿易，市場的需求演進及其他經濟相關機

構在公平和效率的情況下如何轉變，以及在農村教

育、衛生和營養重點下的貧困與不平等的經濟。Scott 

Rozell 教授的論文已發表在頂尖學術期刊上，包括科

學，自然，美國經濟評論和經濟文獻雜誌。他能說流

利的中文並與幾位中國合作者及決策者共同建立了一

個研究中心。他是中國農業政策中心國際顧問委員會

主席、加州農業問題中心大學的共同主任以及史丹佛

大學沃爾特•H. Shorenstein 亞太研究中心及食物安全

和環境計劃的成員。為了表彰他的傑出成就，Scott 

Rozell 教授已經獲得了無數的榮譽和獎項，其中包括

在 2009 年獲得的國家科學技術合作獎。

農經系老師與同學和美國史丹佛大學 Scott Rozell
教授合影留念

昆蟲系邀請西班牙研究委員會農業科學研究所 Alberto Fereres教授參訪與演
講

昆蟲系蔡志偉助理教授邀請西班牙研究委員會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CSIC)

農業科學研究所 (Instituto de Ciencias Agrarias) Alberto 

Fereres 教授，於 2014 年 4 月 5 日至 13 日蒞臨昆蟲

系參訪與專題演講。 Fereres 教授於蟲媒植物病害與

植物病毒流行病學領域為一國際知名學者，於 2014

年 4 月 8 日在昆蟲系「整合生物學專題討論」課程上

與師生分享他近年的研究成果，演講題目為「Factors 

Involved in the Spread of Hemipteran-Borne Plant 

Viruses」。

蔡志偉助理教授也邀請 Fereres 教授於昆蟲系選

修課程「昆蟲與植病」課程作客座教學，課程中除了

對半翅目病媒昆蟲進行詳細的介紹外，也分享了他多

年來如何應用昆蟲刺吸電位圖譜 (Electrical penetration 

graph, EPG) 的技術及的理論基礎、實驗操作流程，應

用於研究病媒昆蟲的取食行為跟同學們分享。 

Fereres 教授本次來訪除了於本院作專題演講與客

座教學外，也訪問了國立中興大學昆蟲系與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讓此行不僅邀請單位

受益，其他相關領域的研究學者也有機會請益、交流。

Alberto Fereres 教授（左三）參與蔡志偉助理教授
（右三）的研究室會議，與研究室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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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晏州主任（前排右三）、劉彤彤副院長（前排右四）及兩
邊師生會後合影

2014 年 5 月 9 日天津大學建築學院副

院長劉彤彤教授與園林學系馮平教授、劉庭

風教授、何捷副教授、張秦英副教授、胡一

可講師，帶領 13 名學生至園藝系進行兩岸

景觀教育參訪交流活動。

園藝系林晏州主任、張俊彥教授、陳惠

美副教授、鄭佳昆助理教授、林寶秀助理教

授、李孟穎講師，以及本系多位碩博士生共

同出席。園藝系林晏州主任、天大劉彤彤副

院長分別說明兩邊景觀教育與學術研究之重

點與趨勢，會中兩校師生更進一步針對未來

教學、研究、設計工作坊等可能交流合作事

宜進行討論，並研議未來長期交流合作的方

式。

天津大學建築學院與園林學系蒞臨園藝系參訪交流

生傳系師生參訪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

生傳系岳修平教授、圖資系林維真助理

教授率生傳系研究生於 2014 年 7 月 25 日，

參訪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

心。此研究中心成立於 1996 年 6 月，致力

於資訊科技及資訊管理研究與實作，並積極

應用資訊科技於教育領域。此次參訪過程中，

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啟華教授首先介紹兩套於

香港廣為推展之教學系統與研究，並與團隊

成員就相關議題進行研討。

朱啟華教授（左四）、岳修平教授（左三）、林維真助理教
授（右三）與研究生合影



  11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院訊 第 19期 ｜ 秋季 2014

法國 Université de Rennes學者 Gauffre博士與 CNRS研究員 Kahn博士參
訪生機系

生機系江昭皚教授 ( 兼生物產業自動化教學暨

研究中心主任 ) 於 2014 年 5 月 26 日以及 5 月 28

日至 29 日，協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科技

處、農業試驗所、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區農

業改良場以及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接待來自

巴西聖保羅州試驗研究單位 (Centro Paula Souza、

Faculdade de Cincias Agronmicas (FCA) da UNESP、

Escola Superior de Agricultura Luiz de Queirz (ESALQ) 

da Universidade de So Paulo、Instituto Agronmico de 

Campinas (IAC)) 的訪問團 (7 人 ) 來臺參訪，並研

商害蟲監測與診斷技術合作事宜。接待過程中，巴

方針對現今臺灣農業科技發達以及江昭皚教授團隊

所研發之植物疫情動態監測網表示深度肯定以及興

趣。江昭皚教授亦感謝協同單位之配合與支持，盼

能更進一步促成臺巴兩國的國際合作，提升臺灣農

業科技於世界間之能見度。

法國 Université de Rennes 物理化學學者 Gauffre

博士（2014 臺法前鋒科學論壇規劃成員）與 CNRS

研究員 Kahn 博士，於 2014 年 6 月 13 日下午拜訪

生機系陳林祈教授實驗室，討論 DNA適體 (aptamer)

技術研發合作事宜。適體是一種藉由人工演化程序

而得的寡核苷酸仿抗體，具有極高的生物感測、標

靶治療載體與拮抗藥物應用發展潛力。陳教授實驗

室近期有兩項適體研發成果（蛋白質結合位標靶適

體篩選技術與新前列腺癌生物標記 AMACR 專一適

體）分別被英國皇家化學學會「化學通訊」期刊與

Elsevier「生物感測與生物電子」兩指標 SCI 期刊接

受發表。其中 AMACR 適體部分正與英國 Bath 大學

團隊進行前列腺癌生物感測器研發合作，相關專利

同時申請中。這兩篇論文的第一作者分別為生機系

勞業興系友（現為美國 Duke 大學生醫工程系博士

生）與生機系楊登凱博士生。

陳林祈教授 ( 左一 )、CNRS 研究員 Kahn 博士、
Gauffre 博士 ( 左二、三 ) 與實驗室學生合影

生機系接待巴西聖保羅州試驗研究單位訪問團

江昭皚教授 ( 左九 )、農委會代表與巴西聖保羅州試
驗研究單位訪問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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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所邀請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趙辛教授來訪

生技所劉嚞睿教授 2014 年 5 月 5 日邀請加拿大

麥基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趙辛 (Xin Zhao) 教授

來訪。趙辛教授現為麥基爾大學動物科學系暨 James 

McGill 講座教授，同時亦受聘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動物科技學院教授兼校長助理，並為國家千人計畫入

選。趙辛教授專長為動物生理學、免疫學、疫苗學、

動物流行病學等。本次受生技所邀請訪問及演講，

講 題 為「Study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from Bovine 

Mastitis」。演講後並與師生進行訪談交流，雙方討論

熱烈，未來將進一步安排互訪行程及雙邊合作計畫。

趙辛教授演講實況

生物科技所邀請英國牛津大學劉冀瓏博士來訪

宋麗英副教授於 2014 年 5 月 20 日邀請英國牛

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劉冀瓏博士，演講題目

為「CTP synthase, Cytoophidia and Cancer」。細胞內

核苷酸生合成之調控對正常細胞生理之維持極其重

要，尤其是在生長分裂旺盛之組織中 ( 如：腫瘤 )。

目前已有多種核苷酸生合成之抑制劑，被認為具癌症

治療應用潛力。Cytidine triphosphate(CTP) 在細胞內

磷脂合成與蛋白質醣基化反應中扮演輔酶角色，其

濃度之精準調控對細胞生理影響甚巨。CTP synthase

負責執行細胞中 de novo CTP synthesis 的速率限制

步驟，由麩醯胺酸 (glutamine) 取得氨基，將 uridine 

triphosphate(UTP) 轉變為 CTP。於劉冀瓏博士的演

講中，闡述不同物種細胞在不同體外培養條件下，

CTP synthase 會於細胞質及細胞核中聚合形成類似

於細胞骨架之絲狀結構 ( 根據其外觀命名此結構為

cytoophidium, 希臘語，意為“細胞蛇”)。

透過研究 CTP synthase 與 cytoophidium 結構形成

作用之機轉，進一步探討 cytoophidium 與人類癌症之

相關性，未來長期目標或可發展 cytoophidium 作為癌

症的生物標記。

劉冀瓏博士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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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所邀請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Aaron Mackey助理教授來臺演講

2014 年 5 月 19 至 20 日生農學院院長、生技

所與臺大 / 中研院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位學程合

作，邀請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Aaron Mackey 助理教授

發表兩場演講，5 月 19 日演講題目為「Unlocking 

Secrets of the Mammalian Transcriptomewith RNA 

Sequencing」，5 20 日演講題目為「De-risking Drug 

Development Using Systems-level Genomics from 

Human Surrogate Organ Systems」，生技所林劭品副

教授與林詩舜助理教授研究團隊並參與討論學術成

果。
Aaron J. Mackey 助理教授 ( 前排左四 )、林劭品教
授 ( 前排左二 ) 與生技所及生科院學生合影

生技所邀請任職於法國 Hervé Seitz博士來臺學術交流

生技所林劭品副教授邀請任職於法國 IGH (UPR 

1142du CNRS),Institute of human genetics 的 Hervé 

Seitz 博士來臺進行交流，除在生技所及系統生物學

程的課程中擔任客座講師，並於生命科學院舉辦公

開演講，題目為「General Lecture on Small Regulatory 

RNAs in Eukaryotes; Revisiting the Notion of MicroRNA 

Target」。另林劭品副教授與陽明大學王學偉教授合

辦的小型研討會「 Taiwan-France Minisymposium on 

Regulatory RNAs」亦邀請 Hervé Seitz 博士進行公開

演講。本次活動讓本校師生及他校師生能與 Hervé 

Seitz 博士進行近距離交流與學習，機會難得。

林劭品副教授
(前排左三 )、 
Hervé Seitz
博士 ( 前排左
四 )、林詩舜
助理教授 ( 前
排左五 ) 與生
技所及生科院
師生合影

生技所林劭品副教授參與第七屆臺法前瞻科技論壇擔任 Planning Group 
Member

生 技 所 林 劭 品 副 教 授 擔 任 Planning Group 

Member, 參與舉辦第七屆臺法前瞻科技論壇。正式會

議前分別於 2014 年 3 月 8 至 9 日及 3 月 29 至 30 日

在臺灣南北部各舉辦一場國際成員養成會議，並於

2014 年 6 月 10 至 13 日舉行正式臺法前瞻科技會議。

此會議集結臺法年輕科學家代表，分別就物理學、生

命科學、人文及社會科會、應用科學針對具有未來性

之前瞻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 南部場次 ) 林劭品副教授 ( 前排左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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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醫學程邀請伊利諾大學 Andrew Suarez副教授來臺進行短期研究

植醫學程楊景程助理教授與生科院生演所林雨德

副教授共同邀請 Andrew Suarez 副教授，於 2014 年 5

月 11 至 16 日來臺進行短期研究。Andrew Suarez 副

教授目前任教於伊利諾大學厄巴納 - 香檳分校的動物

系和昆蟲系，同時兼任該校世界知名之「生態演化與

保育生物博士學位學程」主任，其研究範疇主要圍繞

螞蟻生態，尤其對於螞蟻行為、族群演化、互利共生

及入侵螞蟻等方面有深入精湛的探討，並擔任數個國

際頂尖期刊之創始委員，可見其於生態領域中 ( 尤其

入侵螞蟻 ) 佔有相當舉足輕重的地位。

本次短期研究重點為調查北部橫貫公路入侵螞

蟻，試圖探討入侵螞蟻對於自然棲地內之生物相衝

擊，在臺灣學術界普遍缺少相關資訊的情形下，這項

研究資料更顯得珍貴。同時安排 Andrew Suarez 副教

授於植醫學程及生演所進行專題演講，並聯合籌辦

「生演所 - 植醫學程聯合生態研討會」，以入侵螞蟻

防治策略及動植物交互關係為主題，兩所共七位學生

進行專題報告。此外，Andrew Suarez副教授與楊景程

助理教授研究室進行學術座談，交流入侵螞蟻管理及

應用研究相關資訊，並研擬後續合作計畫。

植醫學程、昆蟲系師生赴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進行移地研究暨舉辦入侵螞蟻微

型研討會

植醫學程楊景程助理教授與昆蟲系吳文哲教授

獲科技部補助整合研究計畫「探討外來入侵螞蟻對

生態環境之影響及其風險評估與管理機制」，並與

沖繩科學技術大學 (Okinaw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duate School) Alexander Mikheyev 助理

教授建立雙邊合作關係，針對島嶼入侵螞蟻演化、入

侵螞蟻對於島嶼生態衝擊等議題進行國際合作研究。

本次移地研究由科技部補助，昆蟲系吳文哲教授領

隊、植醫學程楊景程助理教授、專任助理曾書萍及賀

菡芝、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賴麗娟助理教授前往沖

繩，進行為期 5天之移地研究 (2014年 4月 2至 5日 )，

同時與 Alexander Mikheyev 助理教授共同籌辦入侵螞

蟻微型研討會，透過資訊交流，擴大入侵螞蟻議題的

合作機會。

移地研究內容包括：調查同樣為海島的沖繩本島

上入侵螞蟻物種相，並針對其地理分布，與半翅目昆

蟲共生關係，以及可能入侵途徑進行分析，除了有利

於兩地比較研究外，同時也提供臺灣、沖繩境內入侵

螞蟻防治管理上的參考；研討會部分，沖繩科學技術

大學共計三個實驗室參與 (Alexander Mikheyev、Evan 

Economo Benoit Guénard 助理教授 )，臺灣共計三人進

行口頭報告，會議中交流資訊相當豐富，並承諾繼續

進行雙邊交流活動，推動島嶼入侵螞蟻物種的相關研

究。此會議資訊還進一步獲沖繩科學技術大學網站刊

登 (http://ecoevo.unit.oist. jp/lab/?p=1106)，顯示本次移

地研究及雙邊會議之重要性。

Andrew Suarez 副教授 ( 右二 ) 與楊景程助理教授 
( 左四 ) 及其研究室學生一同前往北部橫貫公路調查
入侵螞蟻，並於巴陵大橋前合影留念

入侵螞蟻微型研討會專題演講



  15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院訊 第 19期 ｜ 秋季 2014

臨動所劉以立助理教授陪同周晉澄院長於 2014

年 2 月 4 至 6 日，一起出席參加東京大學舉辦的第二

屆東亞三校獸醫學聯合座談會，此座談會由日本東京

大學獸醫解剖研究室的九郎丸正道教授為召集人，經

由韓國首爾大學獸醫解剖學研究室木村順平教授邀約

下，臺灣大學正式加入於第二屆聯合座談會中，使此

次座談會聚集東亞三所頂尖大學（日本、韓國及臺灣）

獸醫系師生。

會中發表本校的獸醫學教育，以及在獸醫解剖

學、獸醫病理學、獸醫腫瘤及麻醉學等相關領域的

研究內容，並瞭解日本獸醫學教育正面臨轉形期，在

2013 年獸醫核心課程的改變以及規劃 2015 年新增臨

床實習前的筆試測驗，而韓國首爾大學獸醫學系也正

積極準備接受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AVMA）的鑑定。會後也確認 2015 年第三屆東亞

三校獸醫學聯合座談會將於臺北舉行。

此行也拜訪獸醫外科西村亮平教授與獸醫繁殖

前多敬一郎教授，雙方初步同意簽訂交換學生計畫方

案，將於 2014 年 3 月正式簽訂後，每年雙方互派學

生進行動物醫院臨床見習與實驗室參訪，提供彼此在

臨床和研究上的充分交流學習，提升亞洲獸醫學教育

的水準。

第二屆東亞三校獸醫學聯合座談會大合照
東京大學前多教授 ( 前排左二 )、首爾大學木村教授 ( 左三 )、首爾大學獸醫學院學務長
Lee Inhyung 教授 ( 左四 )、首爾大學獸醫學院副院長尹政熙教授 ( 左五 )、旁為本院周晉
澄院長及東京大學九郎丸教授、劉以立助理教授 ( 右三 )、東京大學動物醫療中心院長辻
本元教授 ( 右二 )

第二屆東亞三校獸醫學聯合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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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沖繩縣獸醫師公會來訪 
2014 年 3 月 10 日日本沖澠縣獸醫師公會遠道來

訪，由桃園縣動物防疫所所長陳仁信引導，來訪成員

除日本沖繩縣獸醫師公會之會長平川宗隆先生及副會

長工藤俊一先生，還包括陪同之日本合同會社清光商

事張健全顧問，以及桃園縣獸醫師公會羅信助副總幹

事等一行 5 人。

本院周晉澄院長親自迎接，並將臺灣大學獸醫

專業學院正式介紹給來訪所有成員。除了將獸醫專業

學院簡介送給成員外，同時也扼要的將目前的組織架

構、整個獸醫專業學院歷史演進等做了一番詳盡的說

明。

藉著大廳的建築模型，周院長簡單的指出新舊建

物的相對位置及演進過程。同時也帶領成員參觀獸醫

系館，並於太僕廳細說紐森館的由來。周院長並表示

未來十分歡迎有機會與日本沖繩縣獸醫師公會合作，

相信對於整個獸醫界有加乘的效果。

周晉澄院長 ( 左一 )、平川宗隆會長 ( 左二、張健全
顧問 ( 左三 )、工藤俊一副會長 ( 右三 )、羅信助副
總幹事 ( 右二 )、陳仁信所長 ( 右一 ) 合影

西南大學榮昌校區動物醫學系前來獸

醫學院參訪 
2014 年 5 月 19 日西南大學榮昌校區動物醫學系

前任系主任黃偉、重慶澳龍生物製品有限公司李陽春

董事長及曹政研究員等 3 人，由瑞寶基因股份有限公

司廖克明總經理及洪岳鵬總監陪同至獸醫專業學院進

行參訪。

由周晉澄院長親自迎接，帶領大家參觀及簡介獸

醫專業學院的組織沿革、歷史背景及過去與現在建築

相對位置及模型，並縱觀式的介紹臺灣獸醫相關院校

與軟硬體設施、以及整個獸醫產業現況。

周晉澄院長 ( 右三 ) 、黃偉前系主任（左二）、李
陽春董事長（左三）、洪岳鵬總監（左一）、廖克
明總經理 ( 右二 )、曹政研究員 ( 右一 ) 合影

2014 年 5 月 20 日澳門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吳秀

虹委員、衛生監督部田紀洋部長、衛生監督部動物檢

疫監管處徐裕輝處長、衛生監督街市事務處洪維雄處

長、管理委員會顧問羅婉燕高級技術員、衛生監督食

物衛生檢驗處顧問陳玉坤高級技術員、衛生監督部動

物檢疫監管處蔡淑儀獸醫等 7 人，到院進行交流。

周晉澄院長親自迎接，且有王金和教授、李建穀

副教授、廖泰慶助理教授、林辰栖助理教授、萬灼華

助理教授及蔡沛學助理教授等人陪同。由院長簡介獸

醫專業學院，澳門民政署官員介紹該機構目前狀況、

組織架構、業務內容等，會中雙方人員進行熱烈交流

與互動。

周晉澄院長 ( 左一 )、徐裕輝處長 ( 左二 )、吳秀虹
委員 ( 左三 )、羅婉燕高級技術員 ( 右二 )、陳玉坤
高級技術員 ( 右一 )

澳門民政署官員前來獸醫學院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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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晉澄院長（左）與前多敬一郎教授（右）

日本岐阜大學獸醫學系柳井德磨（YAINAI 

Tokuma）教授為臺灣獸醫學雜誌（Taiwan Veterinary 

Journal）編審委員之一，於 2014 年 6 月 11 日造訪本

院，由周晉澄院長、分比所鄭謙仁所長與劉以立助理

教授共同接待。

柳井教授此行代表岐阜大學獸醫學院院長，希望

能增加與臺大獸醫專業學院的交流，柳井教授並與相

關師長討論加強交流的工作，會議融洽和樂並已得到

具體承諾及支持。另外柳井教授為亞洲動物園暨野生

動物保育學會的 senior board，此次來訪除希望臺大能

一如以往支持此學會的運作外，也希望我方參與今年

在越南河內舉辦的年會。

劉以立助理教授 ( 左一 )、鄭謙仁所長 ( 左二 )、周
晉澄院長 ( 中 )、柳井德磨教授 ( 右一 ) 合影留念

香港城市大學參訪團與獸醫專業學院老師合影

日本岐阜大學 YAINAI Tokuma教授蒞臨獸醫學院

香港城市大學蒞臨獸醫院參訪 

2014 年 6 月 26 日下午，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

率教職員共 11 人來訪。首先參訪了國立臺灣大學動

物醫院，之後來到獸醫專業學院。周晉澄院長、分比

所鄭謙仁所長、臨動所吳應寧所長、郭宗甫教授、王

金和教授、王汎熒教授、張芳嘉教授、廖泰慶助理教

授、林辰栖助理教授、蔡沛學助理教授、張中明助理

教授等多位老師共同迎接貴賓，並在 B09 會議室進行

簡報與座談。

獸醫學院與日本東京大學獸醫系簽

訂教職員及學生交換協議書

2014 年 5 月 26 日下午日本東京大學獸醫學系

前系主任西村亮平教授及現任系主任前多敬一郎教

授及動物醫院院長辻本元教授，至本院簽訂教職員及

學生交換協議書。

陪同前來是日本大學退休潘英仁名譽教授；由

獸醫專業學院周晉澄院長與日本東京大學獸醫學系

系主任前多敬一郎教授正式簽暑協議書，現場臺大動

物醫院劉振軒院長、分子比較病理研究所鄭謙仁所

長、郭宗甫教授、張芳嘉教授、季昭華教授及劉以立

老師等一同參與協議簽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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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大學與南洋科技大學教授及

學生參訪

日本京都大學與南洋科技大學一行 9 人由本校大

氣系林博雄副教授帶隊，於 2014 年 3 月 7 日至 8 日

到實驗林溪頭、水里等自然教育園區參訪，考察二氧

化碳通量觀測塔、農業氣象站、雲霧觀測設施及溪頭

的生態工程。

臺沙農業技術訓練課程 (森林永續管
理班 )觀摩學習

國際土地訓練中心辦理之訓練課程臺沙農業技術訓練

課程 ( 森林永續管理班 )，於 2014 年 4 月 15 日計有

沙烏地阿拉伯督導 2名及學員 5名合計 7人訪問實驗

林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觀摩學習與交流。

日本京都大學與南洋科技大學貴賓蒞臨實驗林竹山
管理處

王亞男處長及蔡明哲副處長與沙烏地阿拉伯學員在戶
外進行解說

大陸山東省林學會參訪

大陸山東省林學會一行 15 人於 2014 年 5 月 14

日到實驗林溪頭自然教育園區參訪，實地考察臺灣林

業與森林遊憩遊樂發展現況。

實驗林葉永廉主任向貴賓介紹溪頭園區現況

多明尼加農業發展專項基金副主任及

顧問參訪

多明尼加農業發展專項基金 Arismendy Daz 副

主任及 Carlo Aquino 顧問，同行訪賓三名 ( 其中一位

是多明尼加駐華大使 Rafaela Alburquerque 女士 )，於

2014 年 5 月 28 日參訪實驗林溪頭自然教育園區竹類

標本園。

Arismendy Daz 副主任及 Carlo Aquino 顧問參訪溪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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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國際學術交流課程參觀教學活動

本校生農學院辦理「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

暑期國際學術交流課程，於 2014 年 7 月 8 至 16 日

假實驗林各自然教育園區進行參觀教學活動，參加學

生計 35 人。

澳洲雪梨科技大學 Huu-Hao Ngo教
授參訪

為促進實驗林綠色能源之研究與國際交流，於 

2014 年 4 月 25 至 27 日邀請澳洲雪梨科技大學 Huu-

Hao Ngo 教授，蒞臨實驗林進行國際研究交流，並洽

談交流與合作事宜。

國際學生在溪頭進行參觀教學活動

日本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蒞水工所參

觀訪問

2014 年 3 月 12 日本所邀請日本京都大學防災研

究所蒞臨參訪，參訪的教授團由 Sumi 教授領軍以及

多位研究生等共 12 人。雙方分別在會議上分享研究

成果。

京都大學在 2013 上海交通大學世界排名第 26

名，日本排名第 2 名的頂尖大學；以學風自由、學術

獨立聞名於世，期待未來建立更深更廣的學術合作關

係。

水工所賴進松研究員 ( 後排右三 ) 與日本京都大學防
災研究所等 12 人於本所館前合影

水工所邀請葉文工教授專題演講

2014 年 7 月 9 日本所邀請葉文工教授（科

技部特聘客座專家、美國國家工程院士、美國 

UCLA 土木及環境工程系講座教授）專題演講，題

目「Optimization of Hydrosystem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回顧了過去 40 年應用於水系統管理和

運營的數學模型的演變發展，介紹了所研發的系統優

化模型和應用案例闡述了水系統複雜但重要以及小改

變帶來大效益，新技術發展極大，促成複雜計算的發

展前景等，並於討論過程中，激盪出更多寶貴的意見

與交流。

第一排土木系李天浩副教授 ( 左二 )、土木系徐年盛
教授 (左三 )、葉文工教授 (中 )、王如意名譽教授 (右
一 )、葉高次教授 (右二 )、土木系顏清連名譽教授 (右
三 ) 於本館前合影

澳洲雪梨科技大學 
Huu-Hao Ngo 教授訪
問實驗林水里木材產
品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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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鍾仁賜教授（左一）、陳尊賢教授（中）及李達源（右三）
和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李芳柏所長（左三）及研究員
合影

臺灣土壤肥料學界與會人士合影

農化系鍾仁賜、陳尊賢、李達源教授受邀訪問「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

所」

農化系鍾仁賜、陳尊賢與李達源等

三位教授於 2014 年 2 月 16 日至 20 日受

邀訪問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並

舉行華南紅壤學術研討會。由李芳柏所長

主持，邀請所內研究員及研究生近 50 人

參加，研討會分別由雙方 3 位代表做專

題學術報告。論文演講報告時間每人 40

分鐘與討論，與會者更全程積極參與討

論。會後並參觀所內設備及與李所長討論

協助成立「廣東省土壤博物館」之規劃，

雙方同意未來加強在土壤污染環境科學、

農作物安全生產體系與土壤生態學等方

面之學術合作與交流。

農化系陳尊賢、李達源、王尚禮、

施養信等 4 位教授帶領近 15 位研究生

及博士後，與中興大學、宜蘭大學、嘉

義大學、明道大學、屏科大，以及中研

院等共 51 人參加於 2014 年 6 月 8 日至

13 日於韓國濟州島（Jeju, Korea）舉行之

「第 20 屆世界土壤科學大會」。此次大

會由韓國土壤科學會及國際土壤科學聯

盟（IUSS）主辦，每四年召開一次會議。

此屆大會主題為「土壤擁抱生活與宇宙

（soil embrace life and universe）」，共來

自世界共 112 國之土壤科學專家近 2,000

人參加，提出超過 546 篇口頭論文報告

及 2,340 篇的壁報論文發表。臺灣土壤肥

料學界積極參與此次大會，在參加國中

參加人數位居第 7 名。臺灣與會專家學

者及學生共發表 10 篇口頭報告與 44 篇

壁報論文。陳尊賢與李達源教授所指導

的兩篇論文，獲得在 88 個主題中 2 個主

題之最佳壁報論文獎之獎勵。

農化系師生共同出席「第 20屆世界土壤大會」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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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尊賢教授（中）、李俊錡博士後研究員（左一）與
范惠茹畢業研究生（右一）於會議合影

陳尊賢教授（右六）、李達源教授（右七）於事務
會議會場合影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李俊錡博士後研究員與范惠

茹畢業研究生出席於 2014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於阿根

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舉辦之「第五屆世界砷污染

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環境砷污染國際研討會每兩

年舉辦一次，此次會議有來自於世界 33 國近 300 名的

學者參加。會議包括五個主要議題，分別為：砷在環境

介質中的分佈、砷在食物中的分析、砷對健康的影響、

環境中砷的復育與去除技術與砷污染的管控與政策。

4 天的會議共包含了 34 場專題演講，與超過 100 篇口

頭論文報告及 138 篇的海報專題發表。此次研討會標

題「One Century of the Discovery of Arsenicosis in Latin 

America (1914-2014)」，正好點出重金屬砷與阿根廷

水資源之間痛苦卻歷史悠久的難解之緣。國際間對於砷

污染研究著名的學者均有參與此會，Angela F. Danil-de-

Namo 教授也參與了此次的大會，Angela 教授為國際間

知名的學者，她是英國倫敦薩里大學第一位女性教授，

並於 2004 年獲得頗負盛名的 Eclipse 獎，並被推舉為

21 世紀最佳女性代表之一。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與李達源教授於 2014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受邀出席「2014 臺灣與韓國土壤及地

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事務會議」與「國際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國際會議」。臺灣另有 6 位代表，分別為

環保署官員、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代表與環

境工程顧問代表。本次事務會議討論議題包括定期舉

辦臺灣與韓國兩國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與整治研討會、

提交土壤及地下水整治之法規及案例、合作研發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之調查與整治技術。「國際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國際會議」，由韓國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學

會主辦，共有來自全世界 20 國家近 150 人學者專家參

加，共有 6 個主題做口頭論文宣讀及壁報論文。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帶領學生出席「第五屆世界砷污染國際會議」發表論文

農化系陳尊賢、李達源教授受邀出席「臺灣與韓國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

域合作事務會議」與「國際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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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英總經理（右四）與植微系師生合影

順天醫藥生技黃文英總經理至植微系進行學術交流

2014 年 6 月 5 日邀請到甫上任的「順天醫

藥生技（股）公司」黃文英總經理兼執行長至

植 微 系 演 講， 主 題 為「How were new medicines 

discovered?」。黃博士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

拿到博士學位，爾後二十多年主要工作於年營業

額一千億美元的葛蘭素藥廠 （Glaxo Smith Kline; 

GSK），擔任副總經理一職，並負責微生物感染等

藥劑之開發與上市。目前已有多種藥劑或藥膏行銷

全球。於 2013 年黃博士回到臺灣順天生技並貢獻

所學。黃總經理詳細解說藥劑開發流程，由於有諸

多實戰經驗與商品行銷於全球，演講內容令人折

服。內容另提到蘋果皮的 Ursolic acid 與青蕃茄的

中興大學劉東啟副教授至植微系進行學術交流

2014 年 5 月 22 日，很榮幸邀請到中興大學園

藝系劉東啟副教授至植微系上演講「樹教我種樹」。

劉副教授強調，樹木醫學是一門哲學，特別需要考量

樹木生理及環境生態等因素，才能以合乎自然的友善

方法，解決樹木健康問題。演講過程中，劉副教授運

用各類木材標本，生動說明各類樹木組織的生成，及

不同部位木材的剛性、彈性與防禦結構，並由此導引

出正確的枝條修剪原理。劉副教授所開發的高壓水力

及高壓空氣深層土壤改良工法，除了改善樹木健康之

外，也可幫助鬆化表土，誘導樹木下垂型根系及尖端

細根的生長。

以有效運用於樹木的移植。演講中介紹到樹

木的防禦機制，例如木材中的深色區域，即含有酚

類、萜類等防禦化合物。在面對木材腐朽菌的攻擊

時，樹木並非去修復受傷或死亡的組織，而是以特

殊的方式，在腐朽區域的周圍形成防禦層，藉此將

病原菌防堵隔離起來。這也是樹木醫學之父 Dr. Alex 

Shigo 所提出，著名的「腐朽區隔理論」(CODIT，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Decay in Trees)。

Tomatodine 具有治療肌肉萎縮及增強肌力的潛能，提供

未來交流合作的機會。

劉東啟副教授暢談樹木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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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系張上鎮特聘教授與研究生林群雅之花香療浴研究

臺大校園的植物十分豐富且多樣化，除了椰

林大道上眾所周知的杜鵑花、大王椰子、茶花、樟

樹、流蘇等，還有一種原生種植物－穗花棋盤腳

（Barringtonia racemosa ），在學生活動中心後面，

水生植物池旁，傅園及森林館旁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7 月，臺大校園的穗花棋盤腳於正悄悄的冒出串串花

苞，暑假令人驚豔的夏日煙花即將展現。穗花棋盤腳

又名水茄苳，像曇花一樣，是夜間開花的植物。每逢

花季，近百串花梗高掛樹上，同時綻放數以千計的花

朵，非常壯觀，讓人印象深刻。欣賞驚豔美景的同時，

撲鼻而來的花香更是令人陶醉。究竟是什麼樣的化學

成分賦予穗花棋盤腳如此迷人的香氣呢？

本院森林系張上鎮特聘教授與研究生林群雅等人

觀察發現，穗花棋盤腳的花朵通常於下午 3 至 4 點

開始悄悄地綻放，晚間 7 至 8 點盛開，凌晨 0:30 至

01:30 最是燦爛，直至隔日早上 6 至 7 點才掉落地面

逐漸枯萎。為瞭解穗花棋盤腳的花香組成，研究小組

以自行設計之原位（In situ）採樣裝置，由下午 3 至 4

點開始至隔日早上 6 至 7 點，直接於現場監測花開過

程中每小時揮發物之組成分及其釋出速率。簡言之，

利用吹氣捕集（Purge and trap）採樣技術，以填充特

殊材料之吸附管直接吸附花朵釋出的揮發物質，然後

再以 GC-MS 進行分析，得知揮發物組成及其釋出速

率的動態變化。

根據研究結果，穗花棋盤腳花朵釋出揮發物質

的高峰期約在晚上 11 點到凌晨 2 點，它們主要由

Linalool、Phenylacetaldehyde、Germacrene D及 (E, E)-

α-Farnesene 等成分所組成；更進一步的分析結果顯

示，花香的來源是 Linalool 及 Phenylacetaldehyde 兩種

主成分。穗花棋盤腳釋出這些揮發成分，主要是幫助

自身對抗環境逆境及繁衍後代，而其濃郁、香甜的獨

特花香，不僅芳香怡人，亦具有減緩壓力、鎮靜的特

殊功效。

臺大的同仁與學生們在日間忙碌之後，於 7、8

月傍晚或夜間不妨到穗花棋盤腳附近走走，以前或許

不以為意，現在你可以換個心情，把握機會欣賞仲夏

之夜的繁花秀，盡情體驗花香浴，認真感受一下視覺

與嗅覺的雙重享受，洗淨一身的疲勞與焦慮。

穗花棋盤腳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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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28 日透過自動化監測系統發現黑嘴端

2014 年在大陸韭山
列島拍攝到的大鳳
頭燕鷗與 2011 年
在馬祖被繫放時的
狀況

神話解密—黑嘴端鳳頭燕鷗之保育研究─臺大生農學院團隊

全球數量不到 50 隻的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燕

鷗，是名列國際自然保育聯盟（簡稱 IUCN）瀕危等

級的保育鳥種。自 2010 年起，林務局委託臺大森林

系團隊在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利用假鳥誘引真鳥登

島繁殖、建置自動化監測系統監測鳥類行為，並執行

燕鷗的繫放工作，期望能解開神話之鳥的族群動態之

謎。在 2011 至 2012 年間監測系統都成功記錄到黑

嘴端鳳頭燕鷗登陸馬祖列島的歷史性一刻，今年也自

大陸韭山列島傳來好消息─ 2011 年研究人員在馬祖繫

放的大鳳頭燕鷗幼鳥，三年後在大陸的韭山列島被賞

鳥人士拍攝到。這是第一筆兩岸地區燕鷗幼鳥繫放的

目擊回報紀錄，不但有助於研究人員釐清在馬祖地區

繁殖的燕鷗族群動向，也可進一步協助政府擬訂神話

之鳥的保育對策。此研究過去四年在政府、學界與民

間團體共同努力下，結合跨領域專業學者所獲致之豐

實成果，是臺灣保護與研究瀕危鳥種的重大突破與創

舉！

黑嘴端鳳頭燕鷗是燕鷗科鳥類中數量最稀少的

一種，常混群於大鳳頭燕鷗之中，又極易受到干擾，

並不容易追蹤與觀察；為了避免干擾，目前對其生態

習性的觀測多僅限於用望遠鏡遠看，對於牠們在島上

的繁殖行為與生態皆一無所知。農委會林務局對燕鷗

生態之保育向來十分重視及關心，自 2010 年開始，

結合連江縣政府，由臺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袁孝維

及邱祈榮教授、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江昭皚教授，

以及臺北鳥會共同合作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在馬祖

燕鷗保護區的無人島上建置「鳥類行為及棲地自動化

監測系統」，該系統佈署於馬祖燕鷗保護區後，利用

太陽能系統長期運作並定時透過手機訊號傳回高解析

度的實地影像與動態影片。透過自動化監測系統定時

拍攝的影像資訊，可以讓研究團隊充分掌握島上的現

況，有助於解開神話之鳥繁殖生態的眾多謎團。

馬祖燕鷗保護區與大陸的韭山列島海洋生態自然

保護區為目前唯二的黑嘴端鳳頭燕鷗繁殖地，保護區

內島嶼遍佈，每年燕鷗選擇棲息的島嶼不同，有些島

嶼距離本島較遠，在管理上增加了許多困難。目前兩

岸都透過設置假鳥誘引真鳥至安全棲地進行繁殖，一

方面可以減少海巡管理成本，也可有效的對棲地環境

進行嚴密控管。兩保護區相隔四百多公里，過去我們

一直不清楚兩岸的燕鷗是否有互相流動的情況，藉由

持續的為每年來馬祖地區繁殖的燕鷗繫上代表臺灣的

足旗，我們終於確認在馬祖出生的大鳳頭燕鷗在成年

後會到韭山列島繁殖；然而這樣的資訊是否代表共域

的神話之鳥也會與韭山列島的族群交流呢？未來我們

還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卸下黑嘴端鳳頭燕鷗神秘的面

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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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科系林函臻博士生獲得 ASBMB獎助參加實驗生物學年會發表論文

2014 年 4 月底，動科系丁詩同教授所指導之博

士班學生林函臻獲得 ASBMB（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獎助，前往美國

San Diego Convention Center，參加實驗生物學年會 2014 

Experiment Biology（EB）。林函臻博士生首次隨指導

教授丁詩同教授與同研究室博士班學生彭裕如、林原佑

博士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張貼海報，體會學術報告與討

論的經驗，非常難得。林函臻博士生也同時報名了由

美國 ASBMB 協會主辦的 Graduate & Postdoctoral Travel 

Award Event，獲得獎項。此獎項特別之處在於正式會議

之前兩天，經過協會篩選後入選的得獎者將自己的成果

以海報方式呈現，並且須跟對自己研究有興趣的與會者

講解研究成果。每位參與者皆相當年輕，更是遍布各地，

有來自於北美洲、南美、東北亞、東南亞等各地的年輕

研究人員都出現在會場等著大家的光臨。ASBMB 協會也在開始報告海報前，進行幾個輕鬆的活動使參加者退

去緊張，可以更自在的融入、與別人溝通。正式開始後現場討論氣氛非常的熱烈，能在這些場合當中與各界的

年輕科學家以海報方式共同討論自己的研究與他人研究相當的有趣，跳脫原有的視野與人討論才會發現自己盲

點所在，不要害怕挑戰也能夠獲得更多寶貴的經驗。此外也感謝科技部旅費補助讓此行更無慮。

動科系彭裕如博士生獲科技部補助參加美國實驗動學會年會發表論文

動科系彭裕如博士生於 2014 年 4 月 26 日至 30

日與指導老師丁詩同教授赴美國聖地牙哥參加 2014

實驗生物會議（Experimental Biology）。實驗生物

會議是一個很大型的生物學會議，包含了各種生物

研究領域的學者和學生參與此會議。每年會議會安

排許多各領域非常傑出的學者演講，可以根據會議

給的手冊查詢自己有興趣或是和研究相關的主題來

參與。彭裕如博士生在 4 月 28 日發表論文海報，海

報發表讓學生有機會和許多學者討論自己的實驗，

也遇到了多位研究非常相關的他國學生，交換許多

研究心得，獲益甚多。另外，遇到一位維吉尼亞理

工學院（Virginia Tech）的腸道免疫學老師 N. Nanda 

Nanthakumar 博士和 BioLegend 公司陳博士，他們給

予許多實驗上的建議和指導，是此行眾多的收獲之

一。

林函臻博士生於年會報告得獎論文

彭裕如博士生與 N. Nanda Nanthakumar 博士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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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17 日於園藝系造園館舉辦「景

觀與健康研究工作坊」，本次工作坊以景觀與健

康作為討論的主軸，邀請本院徐源泰院長、伊利

諾大學景觀建築系 William C. Sullivan 教授、中

興大學歐聖榮教授及園藝系張俊彥教授擔任講評

人。工作坊以學術交流的模式進行，由從事景觀

與健康相關研究室的研究生及博士班生發表相關

主題的研究成果，除了本校及中興大學的研究生

外，今年還有 4 位伊利諾大學博士班生及 1 位學

術期刊專業編修人士加入，增加了此次工作坊的

豐富度。本此的工作坊包含 Empirical Evidence 

of Landscape Benefits、Urban Landscape and 

Landscape Education、New Study Ideas 及 English 

Paper Writing 四大主題，由 10 位碩博班生及 1 位

學術期刊專業編修人士發表，全程開放對於此主

題有興趣的學生及老師參加。此外，歷經多年的

學術交流，今年特別加開一個場次談論關於未來伊利諾大學及臺灣大學學術合作上的架構，包含在課程及學術

案上的合作方式，由伊利諾大學 William C. Sullivan 教授及臺灣大學張俊彥教授共同演講。

2014 年 5 月 17 日於臺灣大學園藝系造園館

演講廳舉辦「亞太地區景觀專業合作暨兩岸地區景

觀專業發展研討會」（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ndscape Profession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 

Region），由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天主教輔

仁大學景觀設計系、臺灣造園景觀學會、中華民國

景觀學會共同主辦。邀請國際景觀設計師聯盟亞太

地區（IFLA APR）陳弘志秘書長、IFLA APR 會員

委員會三谷康彥主席、日本 IFLA高野文彰理事長、

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李雄院長及北京清華大學

景觀系楊銳主任擔任研討會的主講人，以教育及業

界的角度，針對各個國家在景觀領域的發展狀況進

行介紹，並透過研討會交流的方式，就亞太地區景

觀師的認證制度、考試、教育及計畫等方面進行整

合性的討論，尤其特別著重在 IFLA APR中的合作。

園藝系舉辦「亞太地區景觀專業合作暨兩岸地區景觀專業發展研討會」

園藝系舉辦「景觀與健康研究工作坊」

徐源泰院長（前排左三）、張俊彥教授（前排左一）及
William C. Sullivan 教授（前排左四）與工作坊參與人
員合影

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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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 11 屆國際酒店與旅遊業會議暨亞洲旅遊

論 壇（Global Tourism & Hospitality Conference and Asia 

Tourism Forum），由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管理系和

Taylor & Francis 集團共同合辦，會議從 2014 年 5 月 18

日至 20 日，共計 3 天，主題為「譜出嶄新道路：旅遊

及酒店的革新─創新、研究、教育」，探討內容包含旅

遊發展、市場行銷、地點與活動管理、環境議題、旅遊

或旅館的教育與研究等相關議題。透過會議論壇，提供

學者、政策決策者、研究人員、思想領袖等專家一個互

相交流的機會，以分享亞洲及世界各地在旅遊和酒店經

營領域的見解。園藝系鄭佳昆助理教授帶領索賀、陳雅

敏、紀惠齡 3 位碩士生，以海報及口頭形式發表學術報

告，並與各地與會者進行學術交流。

園藝系鄭佳昆助理教授帶領學生參與「國際酒店與旅遊業會議暨亞洲旅遊論

壇」

鄭佳昆助理教授（右二）帶領園藝系碩士班學生
紀惠齡、陳雅敏、索賀（由左至右）於會場中合
影

生傳系陳炤堅博士生參加「商管與資訊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

2014 年商管與資訊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AI） 是 由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ademics Consortium（iBAC） 和 Academy of Taiwa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ATISR）於 7 月 3 日至 5

日於日本大阪國際交流中心舉辦，討論最新的國際商管

和資訊發展趨勢，共有來自 40 個國家學者發表論文，

生傳系陳炤堅博士生於會中發表論文：「The Business 

Policy and Strategy of Online Marketing: A Case Study of 

the Sinyi Township Farmers Association in Taiwan」。該論

文以臺灣信義鄉農會為例，探討農會網路行銷的營運策

略，在場聆聽的學者來自美國、印度、韓國、日本和台

灣等國家，大家對於信義鄉農會在資源匱乏與偏鄉環境

下，能善用網路行銷創造嶄新契機都相當佩服，並與發

表者充分討論分享經驗。

生傳系陳炤堅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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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傳系師生於「第一屆智慧學習環境國際研討會」

「第一屆智慧學習環境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s ICSLE 

2014）」於 2014 年 7 月 24 至 25 日在香港教育學院

舉辦。此研討會為促進智慧學習環境領域之學術交流，

包含教育行動社交媒體、行動社交媒體創新與使用者經

驗、影像在行動學習與工作具體作用、行動環境中理論

與應用的協同模式、情境感知學習環境與行動社交媒體

應用等方向。生傳系岳修平教授與圖資系林維真助理

教授帶領生傳所研究生林慧軍、傅臨超、羅悅綺、呂

明心參與會議並進行了海報發表。本次研討會共發表 2

篇論文，分別為「Tablet Interface Design for Elder Users' 

Newspaper Reading」與「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and 

Preferences of Mobile Newspaper Read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Printed and Web Page Layout」。會議中有相當

多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對於 2 篇研究論文進行相當深入的

探討與交流，研究生參與研討會亦覺學習成果豐碩。

生傳系岳修平教授（右三）、圖資系林維真教授（左
三）與研究生合影

昆蟲系吳文哲與黃榮南教授參加 2014美國入侵火蟻年會

昆蟲系吳文哲與黃榮南教授於 2014 年 5 月 5

日至 8 日，參加在美國加州棕櫚泉市 (Palm Springs, 

California) 舉行之 2014 美國入侵火蟻年會。本次會議

共 4 天，美國受入侵紅火蟻為害之各州及美國農部之

研究人員共 70 餘人參加。於年會中發表之論文內容主

要敘述一種臺灣自行研發對抗入侵紅火蟻之抗濕性餌

劑的相容性及野外試驗結果；此一抗濕性餌劑也實際

由美國農部研究人員進行野外防治入侵紅火蟻，結果

也顯示防治效果遠較現有的商品化餌劑為佳，目前已

有廠商表達高度興趣。此外，此次參加會議之後，亦

利用機會瞭解加州柑橘黃龍病病媒的生物防治推動情

形。臺灣自 2003 年發現入侵紅火蟻後，幾乎每一年臺

大昆蟲學系與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均會派員參加此會

議。今年由昆蟲系吳文哲教授與黃榮南教授 ( 兼火蟻中

心主任 ) 代表參加。透過此會議，我們得以瞭解火蟻分佈與危害之最新資訊，也能與來自各地研究火蟻之學者

專家進行交流，亦能從中學習偵測、防治火蟻的方法與觀念。此會議也報導其他重要新興入侵螞蟻種類，如今

年特別請專家 Cas Vanderwoude 博士針對小火蟻 (Wasmannia auropunctata) 於夏威夷的分布與危害，作了詳盡的

介紹；許多發生於美國的入侵性螞蟻，在美國已造成嚴重的危害，目前臺灣尚未發現，值得密切監測，以免重

蹈入侵紅火蟻於臺灣造成的危害。

黃榮南教授進行有關抗濕性餌劑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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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哲教授（左二）於臺灣團隊之抗濕性餌劑攤位合影

楊恩誠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孫烜駿同學進行專題演講楊景程助理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昆蟲系師生參加第十七屆「世界社會性昆蟲大會」

世界社會性昆蟲大會（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Insects）為四年一度社

會性昆蟲研究領域中的最大盛會，由國際社會性昆

蟲學會創辦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Insects, IUSSI)。每屆會議規模約 1,000 人左右，今年

由澳洲社會性昆蟲學會申辦成功，會議主席為雪梨大

學生物科學系 Ben Oldroyd 教授擔任，他同時也是蜜

蜂行為遺傳學及演化生物學權威。本屆會議於凱恩斯

（Cairns）舉辦，除了豐富的知識饗宴外，還讓與會

者體驗大堡礁、原始熱帶雨林及原住民文化的魅力。

本屆會議邀請演講者不乏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皇家

科學院院士或是各領域的領導學者，會議性質以分享

各研究團隊之成果，並細分為 20 餘項依研究主題，

包括蜜蜂消失的環境成因探討、島嶼社會性昆蟲、入

侵社會性昆蟲等。本年度為第十七屆會議，大會於

2014 年 7 月 13 日展開一連六天的演講，輔以澳洲

特產「編織蟻」記錄片播映及實地探勘澳洲當地蜂產

業。本屆與會人數逾 700名，包括臺灣代表共 13名，

是歷年來臺灣代表團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屆，其中包括

5 個邀請演講、4 個海報展示。由昆蟲系系主任楊恩

誠教授擔任領隊，昆蟲系吳文哲教授、植醫學程楊景

程助理教授、彰師大生物系林宗岐副教授、中研院王

忠信助研究員、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賴麗娟助理教

授，以及昆蟲系研究生孫烜駿同學一同前往。第十八

屆世界社會性昆蟲大會由巴西申辦成功，有鑑於亞洲

區尚無任何社會性昆蟲學會的成立，臺灣、南韓及日

本多位學者目前正醞釀籌組亞洲社會性昆蟲學會，一

旦學會成立，將有助於往後申辦會議並提升相關研究

之國際關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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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食品國際研討會乃由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指導，臺大食科

所、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和中華民國對

外貿易發展協會共同主辦，歐洲 Global 

Harmonization Initiative 參 與 協 辦， 於

2014 年 6 月 27 日於臺北世界貿易中心

南港展覽館 4 樓 402 會議室舉行，共有

約 85 位學者、業者、與專家參加。

游若篍所長 ( 左五 ) 和與會貴賓、講者、學者合影

獸醫所黃威翔博士生參加「第七屆動物法醫科學研討會」

食科所舉辦奈米食品國際研

討會

獸醫所博士班黃威翔博士生參加，由國際動物

法 醫 科 學 會（International Veterinary Forensic Science 

Association）所舉辦的「動物法醫科學研討會（Annual 

Veterinary Forensic Science Conference）」，迄今已屆

七個年頭，今年度於美國奧蘭多的 Sheraton Lake Buena 

Vista Resort 舉辦，與會者共約 110 人，為期三天，由

來自世界各國的演講者，分享世界各地動物法醫與動物

法醫科學發展之現況。本次研討會同時獲得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Veterinary State Boards 核可作為獸醫師

再 教 育（Registry of Approved Continuing Education, 

RACE）的課程認證。此研討會講題主要可以分為「動

物法醫案件調查」、「鑑識科學發展」及「法律狀況處

理」等三大主題。在法醫案件方面，有來自巴西、智利、

美國新墨西哥州、紐約州及奧勒岡州等地的案件分享，各有不同面貌，如：巴西著重於非法狩獵與虐待動物，

而新墨西哥州著重於鬥狗場的取締等。在鑑識科學方面，目前美國的 National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Forensics 

Laboratory 主要進行病理檢驗、微物跡證、動物製品鑑定等業務，並同時積極將人類法醫或鑑識科學最新技術

引入野生動物法醫與鑑識科學之領域，對動物法醫學發展有極大貢獻。在法律方面，除了有獸醫師如何出庭作

專家證人的現身說法外，還包括法醫獸醫師執業時可能會遭遇到的危險與威脅，及可能的因應之道。而本次大

會高潮，則是由來自英國、素有野生動物界神鵰俠侶之稱 Cooper 夫婦，分享了其過去幾十年間，在世界各地

致力於發展野生動物法醫學的歷程，包括如何透過多組織的協助，以克服跨國動物保護法的差異，以期最終能

不分疆域、促進全球動物福祉；老教授夫婦唱作俱佳、富幽默感的演說深具啟發性，他們愛護動物的熱情深深

地打動在場每一個聽眾。

黃威翔博士生（右一）與 Cooper 先生（左一）、
IVFSA協會秘書Susan（左二）、Cooper女士（右
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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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吳志純研究生此行參加在澳洲，從

2014 年 4 月 22 日至 25 日，為期 4 天，由特殊寵物與鳥類獸醫

協會 / 爬蟲與兩棲類獸醫協會 / 鳥類獸醫協會（UPAV/AAVAC/

ARAV）澳洲分會所舉辦之聯合會議，是個相當難得又令人興奮

的經驗。會議課程內容豐富且紮實，以鳥類和爬蟲類的醫療與

保育為主軸，會場除了能與澳洲本國的獸醫師們相互交流、進

行專業醫療領域的討論，也藉此機會幸運的認識了幾位來自美

國、歐洲、紐西蘭等國家，在專門領域頗具盛名、表現傑出的

野生動物獸醫師。他們熱情有自信的分享，尤其是在這領域過

程中的林林總總不同的經驗及歷練；亦對各國在野生動物與特

殊寵物醫療領域的異同，獲得初步的了解及想法。吳志純研究

生很榮幸有這次機會，擴展視野見識其他國家在這方面進展、

應對策略及研究方法，期望能將本次參加會議習得的新知應用

於臨床醫療上，並將此次參與會議的經驗與我國獸醫師分享，

讓臺灣的野生動物醫療領域更上層樓且多元發展。

生技所林劭品副教授參加於加拿大溫哥

華舉辦之 2014年 ISSCR會議，並受邀演講，

演講題目：「DNMT3L Promotes Quiescence 

in Postnatal Spermatogonial  Progenitor 

Cells」。會中發表「表觀遺傳學在生殖幹

細胞之重要性」及最新研究成果，並獲頒獎

勵。晚宴中與幹細胞領域頂尖學者交流最新

研究成果，及建立並深化國際合作關係，已

與 Hiroyuki Sasaki 教授交換高通量定序結果

及後續分析方法，並預計於暑假期間帶領實

驗室同仁前往日本討論共同分析結果及共同

發表論文事宜。

生技所林劭品副教授於 5 月 4 至 9 日參加 Cold Spring 

Harbor 於 大 陸 蘇 州 舉 辦「2014 Cold Spring Harbor Asia 

Conferences」，在會議中發表海報論文：「DNMT3L and 

piRNA regulatory pathway in controlling spermatogonial stem cell 

function」。CSHA Epigenetics Meeting 為高規格科學會議，參

加會議學者中多數為海外 Epigenetic field 重量級的教授，本次

會議中有許多新一代的年輕學者發表新知及演講，參加會議時

積極和與會人士腦力激盪並諸多討論，結果有助於建構實驗室

研究計畫方向，更能提升教學之專業知識及未來發展。

生技所林劭品副教授參加 2014
年 ISSCR會議

生技所林劭品副教授參加「2014 Cold 
Spring Harbor Asia Conferences」

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吳志純研究生參加特殊寵物與鳥類獸醫協會 /爬蟲與兩
棲類獸醫協會 /鳥類獸醫協會澳洲分會（UPAV/AAVAC/ARAV）之聯合會議

吳志純研究生與會場海報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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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系張芳嘉教授參加 SLEEP 2014 Conference

於 2014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4 日在美國 Minneapolis

舉 辦。SLEEP Conference 每 年 都 是 由 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 以及 Sleep Research Society 

2 個學會共同舉辦，是一個集合全球睡眠醫學專家互

相交流及討論的平台。今年的 Keynote address 是邀請 

Giulio Tononi 博士給予演講，演講主題是「Sleep and 

the price of plasticity」。Tonon 博士長年專研於睡眠對

於學習與記憶之間的關係，在講演中他詳細且生動的

描述睡眠如何在分子層次、細胞層次、神經網路層次，

乃至於 in vivo 的行為上來影響神經可塑性（neuronal 

plasticity）並造成學習記憶的形成及固化。這是一個

難得一見的演講， Tononni 博士在 1 小時的演講中鉅

細靡遺的將所有的機轉交代清楚，實在受教。今年的

一個研究重點是利用 optogenetics的技術來研究睡眠或

其他神經科學的相關機制。Optogenetics是由 2個字所

組成，分別是 optic 及 genetic，其原理是利用 genetic

的方式將會表現 channelrhodopsin 或是 halorhodopsin

的基因植入特定神經細胞內。channelrhodopsin 是 1 個

non-specific cation channel，活化後可以讓 H+、Na+、

K+ 以及 Ca2+ 離子通透細胞膜，達到去極化並興奮神

經細胞的目的，而 channelrhodopsin 可以被 473 nm 的

藍光給活化，因此只要在活體植入光纖到特定腦區，

藉由鐳射或 LED 照射藍光就可以活化特定腦區內的

特定細胞，進而立即改變動物行為（例如：攻擊性行

為、睡眠行為、記憶行為等），以研究神經機制。這

是繼電生理研究後另一個相當 powerful 的研究技術。

相反的，halorhodopsin 可藉由 532 nm 的綠光活化，

讓 Cl- 離子通透細胞膜，達到過極化並抑制神經細胞

的目地。張芳嘉教授的實驗室目前也正積極的在建立

這樣的研究技術，不久將可運用此技術在張芳嘉教授

的研究上。參與此國際會議另一目的為與其他國際學

者尋求合作機會，在會議上與 Mark Opp 博士討論國

際合作以及共同申請美國 NIH 計劃事宜。

獸醫系張芳嘉教授參加 SLEEP 2014 Conference

張芳嘉教授（左）與 Mark Opp 博士合影

老鼠進行 optogenetics 照射藍光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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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所簡佳慶研究生參加美國病毒學會第 33屆年會

分比所簡佳慶研究生到美國科羅拉多州州立大學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參加美國病毒學會第 33

屆年會（33rd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Virology），並同時以海報展示碩士班研究所的研究

題目。會議活動主要自 2014 年 6 月 21 至 25 日為期

4 天，各種包羅萬象的病毒學相關研究，以海報展示

抑或以口頭發表（workshop），同時在校園內進行。

主辦單位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依照研究的病毒種

類分類，分配在不同區域進行報告，與會者能夠根據

喜好的題目在特定時間前往聽講，而簡佳慶研究生選

擇了許多實驗動物相關的病毒性疾病如小鼠諾羅病毒

（murine norovirus）、其他近年於研究發表熱門的新

興疾病如西尼羅熱病毒（West Nile virus）、中東呼

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等，及許多病毒感染與宿主之間的相互

關係，如 RNAi 的表現及其影響等講題聽講，吸收了

非常多病毒學研究的新知，實在有如醍醐灌頂、收穫

匪淺。而這次簡佳慶研究生以海報方式展示的研究內

容包含了小鼠小病毒（mouse parvoviruses）及小鼠諾

羅病毒，在展示過程中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相同領

域的研究者來提問、討論，互相分享研究的心得並激

發不同的研究方向及想法，實在獲益良多。此外，藉

著這次到科羅拉多州州立大學參加會議的機會，在萬

灼華助理教授的特別安排下，能夠在他們的實驗動物

中心見習一週，一窺其實驗動物中心的設置、管理及

人員作業等，並在住院醫師的帶領下，實際參與了實

驗動物的一般例行檢查（包含小鼠、大鼠、天竺鼠、

兔子、貓、狗、綿羊等）、兔子的麻醉及實驗手術、

小鼠及綿羊的屍體解剖等操作。另外，也在實驗動物

中心主任 Lon Kendall 的安排下參訪了科羅拉多州州

立大學的實驗診斷中心、病理解剖房及獸醫學院，實

在令我眼界大開。

萬灼華助理教授（左）與簡佳慶研究生（右）
於年會會場合影

簡佳慶研究生（左）與動物中心主任 Lon 
Kendall（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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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森松副研究員參加「6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 Wood Research Society」

日本「第 64 回日本木材學會大會」於 2014 年 3 月 13 至 15 日

假日本愛媛縣松山市舉行，實驗林鄭森松副研究員參與此研討會，張

貼 1 篇海報論文。

江博能、賴彥任副研究員參加「EGU General 
Assembly 2014」

由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主 辦「EGU General Assembly 

2014」，於 2014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 日假奧地利維也納舉行，實

驗林江博能、賴彥任副研究員等 2 人參與該研討會，並於會中張貼 2

篇海報論文。

劉興旺組長參加「 2 0 1 4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ymposium on Sustainable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Rapidly Changing World」

南 韓 舉 辦「201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ustainable Forest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Rapidly Changing World」，於 2014 年 5 月

28 日至 30 日假南韓首爾舉辦，實驗林劉興旺組長參與此研討會，口

頭發表 1 篇論文。

陳秋萍助理研究員參加第二十屆「世界土壤科

學研討會」
實驗林陳秋萍助理研究員於 2014 年 6 月 7 至 14 日至韓國濟州

島參加第二十屆「世界土壤科學研討會」並發表海報論文 1 篇。

梁治文、蔡明哲副處長參加「海峽科技專家論

壇」第六屆海峽論壇
實驗林梁治文、蔡明哲副處長於 2014 年 6 月 14 至 17 日到大陸

廈門市參加海峽科技專家論壇。

實驗林參與多項研討會

江博能副研究員

賴彥任副研究員

陳秋萍助理研究員

鄭森松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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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農院邀集本校相關教師學生及福建農林大

學植物保護學院於 2014 年 5 月 3 至 4 日，舉辦第

二屆海峽兩岸植物保護學研究生學術論壇。

本次學術交流論壇，主辦單位臺灣大學共超過

有 10 位教師，20 位研究生參加；福建農林大學共

有 1 位院士、9 位教師，16 位研究生來臺參加。

會後並安排與會講員實地參訪國內植物保護相關機

構，俾對植物保護界提供寶貴建言。研討領域包括

昆蟲、病毒與細菌、植物真菌、病蟲害防治、植物

細菌、植物線蟲、入侵生物學、蟎蜱分類等，兩岸

學者在各領域上藉由專題報告及討論達到學術交流

之目的。

為兩岸植物保護領域創造一個橫向、縱向的交

流平臺，更深入交流的機會，互相學習、取長補短，

共同迎接未來的挑戰，成就了一個需要我們共同探

討的課題，共同為植物保護科研教育的未來作出貢

獻。

與會人員合影

第五屆日本聯合獸醫研究所 - 岐阜大學 (Gifu 

University)- 山口大學 (Yamaguchi University)、韓

國首爾大學、臺灣大學獸醫系所交流研討會於 

2014 年 2 月 17 日至 18 日在首爾大學的獸醫學院 

Schofield Hall 舉行。三國共有約 60 幾位教授與學

生共襄盛舉，國立臺灣大學為首次受邀參與，此行

除了獲得新知外，也有機會分享臺大的研究結果。

我校萬民濤博士受邀進行專題演講，題目

為「Livestock-Associated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 An Emerging Issue?」 分 享

近年來新興的動物性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演

進與其對人類可能產生潛在的公共衛生威脅。而

這次研討會共有三大主題，分別為基礎研究 (Basic: Stem cell, Tumor, Metabolic disease)、預防醫學 (Preventive: 

Microbiology, Virology, Infectious disease) 與臨床討論 (Clinic: Case reports in the small animal clinic)。獸醫系黃子

容同學報告第一介白素 (interleukin-1) 如何調節睡眠，及其在癲癇誘發後睡眠之改變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獲得

大會最佳演講者的獎項。

大會合照

第五屆日本聯合獸醫研究所、韓國首爾大學、臺灣大學獸醫系所交流研討會

第二屆海峽兩岸植物保護學研究生學術論壇



獲獎殊榮

36 

102學年度教師校內服務優良獎

系 所 教師姓名 職 級

森林系 王亞男 教授

102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系 所 教師姓名 職 級

農化系 李達源 教授

森林系 丁宗蘇 副教授

102學年度校教學優良教師

系 所 教師姓名 職 級

農化系 李達源 教授

植微系 曾顯雄 教授

昆蟲系 張俊哲 副教授

森林系 丁宗蘇 副教授

動科系 徐濟泰 教授

生傳系 岳修平 教授

食科所 呂廷璋 教授

獸醫院 張芳嘉 教授

農藝系 劉力瑜 副教授

園藝系 李國譚 助理教授

農經系 林國慶 教授

生技所 劉啟德 助理教授

植醫學程 楊景程 助理教授

生機系 郭彥甫 助理教授

生工系 胡明哲 助理教授

農藝系 常玉強 副教授

農化系 羅凱尹 助理教授

獸醫院 張雅珮 講師

生工系 廖秀娟 教授

動科系 陳明汝 教授

園藝系 吳俊達 副教授

食科所 葉安義 教授

生工系 鄭克聲 教授

生技所 宋麗英 副教授

森林系 袁孝維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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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院教學優良教師

系 所 教師姓名 職 級

農藝系 黃文達 助理教授

農藝系 王淑珍 教授

生工系 張文亮 教授

農化系 陳尊賢 教授

植微系 劉瑞芬 教授

昆蟲系 蕭旭峰 教授

昆蟲系 蔡志偉 助理教授

森林系 久米朋宣 副教授

森林系 王亞男 教授

動科系 丁詩同 教授

動科系 魏恒巍 副教授

獸醫系 林辰栖 助理教授

獸醫系 周崇熙 副教授

獸醫系 鄭穹翔 副教授

獸醫系 葉光勝 副教授

獸醫系 李繼忠 助理教授

農經系 吳珮瑛 教授

園藝系 張耀乾 副教授

園藝系 陳惠美 副教授

生傳系 周穆謙 助理教授

生機系 江昭皚 教授

生機系 陳林祈 教授

生機系 陳世銘 教授

食科所 羅翊禎 助理教授

生技所 林詩舜 助理教授

102學年度大專學生科技部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人員

系 所 學生姓名 計畫名稱 指導教授

生傳系 吳思穎 熟年族群之智慧型手機操作手冊易用性
研究 周穆謙

生工系 范芷瑄 探討濕地中落葉碎屑之分解率：自然及
人工濕地之生態功能評估 任秀慧

生工系 曾怡庭 整合土地利用變遷及保育區規劃模式於
生態保育策略之訂定 林裕彬

森林系 謝欣儒 探討台灣不同樹種之冠層蒸散空間變異
對樹液流之影響 久米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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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本院學生學術論文獎

系 所 大學部論文獎 碩士班論文獎 博士班論文獎

農藝系 曾盟群 蘇美惠、陳昶璋

生工系 陳品安、林怡君、林韋志

農化系 許宸 黃玉嬋、陳炳勝

植微系 林晏宇 林家華、曾敏南

森林系 楊勝驛 程思親 林群雅、張資正

動科系 魏可軒、林真 凃柏安、林原佑

農經系 簡毓寧

園藝系 林宣佑 葉文、王怡雯 陳柏安、陳錦木、張元聰

生傳系 廖翊筌、張淑佾、
吳思穎 傅臨超 劉伊霖

生機系 葉聿家 鄭浩彬 王紹任

昆蟲系 蕭 昀 林育賢、孫烜駿 林季瑋、鍾成侑

食科所 張舜延 郭心羽、劉俊霆、王鐘凰 
邱群惠

生技所 張為芳、林欣平、林志偉
蔡宗義

獸醫系 謝佩奇、彭茹憶 許為云 邱慧英、謝政橘

臨床所 吳芝菁

分比所 簡耀君

102學年度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劉古雄獎學金得獎名單 傑出研究獎學金

系所 姓名 學籍
獸醫系 尹珮璐 博士班
生技所 張為芳 博士班

績優獎學金
系所 姓名 學籍
生機系 楊昌翰 學士班
園藝系 劉于賢 學士班
生傳系 江采潔 碩士班
農化系 莊佳儀 學士班
生機系 張宇軒 學士班
生技所 謝孟炫 博士班
動科系 李明剛 學士班
生機系 陳啟輝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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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25 日 至 26 日於中興大學農環大樓

召開之「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 102 年度年會」，

植微系許多同學報名參加其中的「學生論文宣讀競

賽」，分享研究成果並與來自全臺不同學校植物保護

相關科系的同學們相互觀摩，彼此切磋學習！當天

獲獎為第一組第四名陳枻廷、第五名陳又嘉 ( 植醫學

程 )；第二組第二名林晏宇、第三名王柏荃、第四名

林品均 ( 生技所 )、第五名黃裕雯、第六名黃俊慈、

第七名李芷菁。

陳又嘉碩士生於植病年會發表研究成果並獲獎

植病年會學生論文獲獎

102學年度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學生利他獎得獎名單

系所 姓名 學籍
農藝系 黃啟銘 碩士班
生傳系 申濬銓 學士班
生工系 袁光宇 學士班
生工系 吳文馨 學士班
生工系 陳依蓮 學士班

徐源泰院長 (前排左二 )、岳修平主任 (前
排左一 )、廖振鐸主任 ( 前排右二 )、張
倉榮主任 ( 前排右一 ) 於頒獎典禮後與
學生利他獎受獎獲獎學生合影

劉古雄獎學金受獎同
學與頒獎人員合影。
前排：研華科技專案
董事及研誠投資執行
董事劉克忠先生 ( 右
二 ) 王亞男副院長
( 左一 )、徐源泰院
長 ( 左二 )、林長平
副院長 ( 右一 )
中間排：張為芳同學
( 左二 ) 與謝孟炫同
學 ( 右二 )

財團法人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 102學年度第 2學期培育專業人才獎學金

系所 姓名 學籍
生傳系 呂明心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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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世界土壤判別競賽由國際土壤科學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il Science, IUSS) 第 20 屆世界

土壤大會 (20th World Congress of Soil Science) 主辦，

於 2014 年 6 月 5 日至 7 日於韓國濟州島舉行，臺灣

代表隊由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擔任教練，農化系博士班

研究生許健輝及碩士班研究生鄭亦均、李依庭及林宜

等 4 人組成之團隊。本屆比賽參賽國家共 12 隊，學生

人數48人，教練12人，包括臺灣、美國 (兩隊 )、日本、

大陸 (兩隊 )、韓國 (兩隊 )、澳大利亞、南非、墨西哥、

澳大利亞與歐盟國際隊。本次競賽分成團體賽及個人

賽兩個部分進行，經過 3 天艱苦的野外 12 個土壤剖面

的比賽，農化系博士班研究生許健輝從 48 人參賽中脫

穎而出，榮獲個人競賽第 1 名，表現極為傑出。臺大

代表隊亦獲得團體賽表現優良獎。臺大代表隊特別感

謝中華土壤肥料學會與臺灣 4所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

提供參賽經費與場地。經由此次的比賽經驗，鼓勵學

弟妹多多參加國際間的比賽，與全世界的專家學者和

優秀學生交流及切磋，增廣見聞，並為臺灣爭光，讓

更多人看見臺灣。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指導博士生許健輝榮獲「第一屆世界土壤判別競賽個人組

第一名」

臺大參賽團隊與世界土壤學大會主席 Jae E. Yang 
教授（右三）合影，教練陳尊賢教授（右二），許
健輝 ( 右一 ) 獲得個人獎第一名，臺大代表隊獲得
團體獎表現優良獎

農化系研究所林科均碩士生在學業及研究的優秀

表現，榮獲錢思亮先生紀念獎學金，同時也於 2014 年

7 月 4 日至 6 日參加植物分子夏令營論文演講競賽榮

獲碩士班組特優獎。

錢思亮先生紀念獎學金頒獎，林科均同學（左一）

農化系林科均同學獲錢思亮先生紀念獎學金及獲頒植物分子夏令營論文演講

碩士班組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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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榮獲時報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入圍作品

生傳系「數位媒體設計」課程學生榮獲「第二十三屆金犢獎」廣告設計類入

圍獎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數位媒體設計」課程，

生傳系周穆謙助理教授引領同學運用數位影像處

理工具 Photoshop，發揮個人創意與巧思，結合

藝術美學與科技技術，讓同學產出多元形式設計

作品，包含電影海報、個人形象設計、生物產業

文宣等。本課程讓學生能習得未來職場上所需應

用的數位專業能力，以及累積實務創作作品。課

堂學生的努力亦獲得豐碩的成果，周穆謙助理教

授指導學生在「第二十三屆時報廣告金犢獎」廣

告設計類初審獲三組入圍。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媒體企劃」課程，生傳系周穆謙助理教授

連結行銷傳播基本學理、市場分析統整與媒體企劃觀念，讓同學體認

企劃撰寫及邏輯思維的重要性。並且課堂結合市場品牌實務競賽，讓

同學能將理論實踐於實務當中，強化學習效能與產出能力。學生的努

力終究獲得豐碩的成果，在「第二十三屆時報金犢獎」行銷企劃類初

審獲三組入圍。周穆謙助理教授於複賽指導生傳系學生，謝佳淩、謝

明珊、鄭伃君、鄭崇萱、黃明媛、陳妍蓉，榮獲「第二十三屆時報廣

告金犢獎」行銷企畫類─ KKBOX「歌單 Playlist」整合宣傳企劃提案

優選。

生傳系學生於比賽現場合影

生傳系「媒體企劃」課程學生榮獲「第二十三屆時報金犢獎」行銷企劃類優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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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科系與諾偉司國際有限公司

(Novus International, Inc. www.novusint.

com ) 於 2011 年 10 月 31 日簽訂設立

「諾偉司國際研究生獎學金」，該獎

學金以獎勵動物科學相關科系之研究

生積極參與動物相關研究為目的而設

立，獎學金於每年 5 月頒發，今年為

第三屆。2014 年獲獎同學為博士生蔡

孟詞，蔡同學由丁詩同教授指導，以

「Effects of DHA and betaine on chicken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egg production」為申請題目，通過動科系初選，與另一位李妍樺博士生同列候選人，最後

由蔡孟詞同學獲得研究生獎學金，李妍樺同學得到佳作獎牌。該公司於 2014 年 5 月 13 日假動科系畜二教室

舉辦頒獎典禮，由東北亞區 Flemming Mah 總經理、東亞區銷售總監謝欣佑總經理及東南亞太區豬隻營養學專

家 Patrapan Rucngcharoen 博士聯袂前來頒獎並專題演講，動科系陳明汝系主任與多位教師及研究生均一起參與

見證。

諾偉斯公司東北亞區 Flemming 
Mah 總經理頒發博士生李妍樺
同學佳作獎

動科系林原佑博士生獲科技部獎助出國參加千里馬研究進修計畫

動科系林原佑博士生 ( 指導老師為丁詩同教

授 )，2014 年 4 月受科技部千里馬研究進修計畫

獎助前往美國德州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San Antonio Dr. Lily Q Dong 實驗室進行脂締

素訊息傳導路徑對脂質、醣類代謝的影響，脂締素

在過去研究發現對於預防代謝症候群及糖尿病有重

要的功能，但目前所發展出的小分子藥物的應用性

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林原佑博士生目前正嘗試證

明脂締素受體下游的關鍵蛋白載體對二型糖尿病及

脂肪肝的影響。在國外進修期間，林原佑博士生同

時發表脂締素受體對骨骼生長及成骨細胞分化的影

響於 Journal of Bone 國際期刊，該研究主題發現脂締

素受體調控代謝性骨骼疾病或骨質疏鬆症有重要功

能，此研究亦獲得今年度生農學院博士生論文獎的

肯定。

頒發獎學金

林原佑博士生

動科系蔡孟詞博士生獲頒「2014諾偉司國際研究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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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學生參加「永續蔬菜花園景觀設計競圖」榮獲多項獎項

園藝系學生參加宜蘭縣政府與財團法人蘭陽農

業發展基金會共同舉辦之「永續蔬菜花園景觀設計競

圖」榮獲多項獎項。大學部學生賴以倫與王安妮以

「採」為題，結合貨櫃可移動與易組裝特性，設計居

家空間的菜園推廣單元，榮獲優勝。鄭鈺蓉與陳漢熙

同學以「amoeba garden」為發想，結合資源回收與

民眾互動之設計理念，榮獲優勝與最佳創意獎。樂凱

武、侯建呈與陳裕元同學以「百合祝福」為題，以原

住民文化特色來創造具有傳承意義的蔬菜花園，榮獲

佳作。碩士生鄭蘊欣、王婷萱同學的「蔬時記趣」，

引入自然農法並利用設計單元自由組合，榮獲社會組

佳作。

全校運動大會 2014 年 3 月 22 日舉

行，本院在徐源泰院長率領下，由丁詩同

教授、柯淳涵教授、盧彥文副教授、吳俊

達副教授、余家斌助理教授、梁文泰技士、

陳孟琳專案經理、陳秀婷副理組隊參加

「行政單位 800 公尺趣味接力」，榮獲第

1名。此外，亦榮獲「大會總錦標」第 1名，

院田徑總錦標第 3 名。

生機系學生獲第十四屆旺宏金矽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優勝獎

生機系參加 2014 第十四屆旺宏金矽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

賽，獲得應用組優勝獎。隊伍「飛輪海」由碩士班學生陳彥庭、

紀政宏、杜布拉與大四學生尤澤龍所組成，指導老師為周瑞仁教

授。該隊伍以自動導引平衡自行車參賽，獲得評審團隊的好評。

此次競賽有來自全國 352 支競賽團隊參加，競爭激烈，能在眾多

隊伍中脫穎而出，實屬難能可貴。

周瑞仁教授 ( 中 ) 與生機系參賽團隊合影

園藝系學生獲頒獎狀

102學年度 (六十四屆 )全校運動大會本院榮獲佳績

徐源泰院長 ( 左一 )、林長平副院長 ( 右一 ) 與參賽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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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peat and more」賀昆蟲學系蚜蟲生殖發育研究成果連續榮登期刊與
專書封頁

面對日趨嚴重的糧食危機，探究農業害蟲如何快速

發育繁衍並開發有效防治策略，實刻不容緩。在過去半

年，本院昆蟲學系的研究團隊交出亮麗的成績單，將蚜蟲 

(aphids) 生殖發育的成果發表於發育生物學和昆蟲學優質

期刊，且連續受登載於期刊封頁。昆蟲學系的研究團隊除

了在本年度連續三度榮登國際期刊封頁，我國昆蟲學優良

專業期刊「臺灣昆蟲」亦給予團隊高度肯定，於 2014 年

該期刊即以封面影像報導該團隊有關蚜蟲生殖發育之綜合

論述專文。在 2013 年，最新版的「昆蟲分子遺傳學 (Insect 

Molecular Genetics)」教科書作者亦向張副教授索取蚜蟲

科研影像，並將其列為封面所收錄之模式昆蟲之一 。

面對專業學術媒體之連續肯定，張副教授偕研究團隊

成員非常感謝科技部 ( 前國科會 )、農委會、校、院、系

所給予之支持。同時對昆蟲學系吳士緯同學和莊士欣系友

在蚜蟲近距拍攝與封面美編所給予之協助，亦一併致謝。

張副教授希冀在不久的將來，臺灣大學能成為國際蚜蟲發

育生殖之研究重鎮，為我國昆蟲基因體學和演化發育生物

學之研究再添新頁。

食科所呂廷璋教授榮獲 103年度臺灣農業化學會學術榮譽獎

食科所呂廷璋教授榮獲本年度 (2014) 臺灣農業化學

會學術榮譽獎，並於 2014 年 6 月 26 日臺灣農業化學會

第 52 次（第三十六屆次）會員大會中由現任理事長游若

篍教授頒發獎牌。呂廷璋教授多年專注於農業材料中碳水

化合物的開發與食品化學分析，包括臺灣產芋頭、山藥、

靈芝與金線蓮等作物的澱粉或活性多醣理化性質研究。本

年度農業化學會委員會肯定這些工作之貢獻，尤其是為臺

灣菇蕈培養產業建立可進行例行性分析活性指標多醣的方

法，與鑑定臺灣原生種金線蓮之活性多醣，使這兩項臺灣

特色農業生技產品的品管技術得以提升，增加國際競爭

力。學會也希望藉由本獎項鼓勵更多會員投入農業化學之

基礎與應用學術研究。

刊登於「臺灣昆蟲」期刊 ( 左 ) 和「Insect 
Molecular Genetics」專書 ( 中 ) 的封頁圖案 
( 右 ) 專書封面蚜蟲影像之放大圖 ( 下 ) 研究團
隊成員：由左至右為蕭逸旻同學、林季瑋博士、
張俊哲副教授、鍾成侑同學

呂廷璋教授（左）榮獲臺灣農業化學會學術榮譽
獎，理事長游若篍教授頒發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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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科所李昱宗碩士生榮獲國際水合膠質研討會壁報論文獎

食科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李昱宗同學與呂廷璋教

授參加第十二屆國際水合膠質研討會 (12th International 

Hydrocolloids Conference, IHC, 2014 年 5 月 5 至 9 日 ) 

以 ”The pasting properties of blended starches of potato, 

normal corn and waxy corn.”論文榮獲壁報論文獎 (Poster 

Award)。該論文以簡單的方式混合澱粉顆粒，但意外的

發現澱粉間的交互作用，獲得評審的肯定。本屆國際水

合膠質研討會由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食品科技研究

所、康博網國際有限公司、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等多校

共同承辦，超過 30 個國家與區域的學術團體與產業團

體代表參加與會人數接近 300 人，分享世界各地對水合

膠質理論與應用的經驗。

食科所賴奕瑄博士生及曾惠君碩士班畢業生榮獲「第八屆 ZESPRI® 蔬暢身
心果真健康百萬論文大賞」

食科所沈立言教授 ( 左 ) 與曾惠君碩士生 ( 右 ) 獲頒
獎狀

食科所沈立言教授 ( 右 ) 與賴奕瑄博士生 ( 中 ) 獲頒
獎狀

李昱宗碩士生 ( 左 ) 榮獲壁報論文獎，IHC 創會主
席 Glyn O. Phillips 教授親自頒獎

2014 年 ZESPRI® 紐西蘭奇異果公司舉辦「第八

屆 ZESPRI® 蔬暢身心果真健康 百萬論文大賞」，徵

選與蔬果營養或健康益處等相關性研究之論文。食科

所沈立言教授的食療研究室賴奕瑄博士生及曾惠君碩

士班畢業生同學的論文，分別獲選博士組及碩士組的

大獎，賴奕瑄同學得獎論文題目為「大蒜精油及其活

性主成分對高脂誘導非酒精性脂肪肝脂功效及代謝機

制」，曾惠君同學則是「苦瓜乙醇萃取物可能藉由抗

氧化及抗發炎之作用機轉而具有改善小鼠酒精性脂肪

肝之功效」。



獲獎殊榮

46 

生技所宋麗英副教授指導博士班學生張為芳同

學，榮獲「2014 第三屆分子生醫影像攝影競賽」明

基友達特別獎，由謝豐舟教授親自頒獎，此次得獎顯

示除了所上讓學生自由發揮之開放的研究風氣，對於

培養學生對生命與美術的感受性也有所提升。此作品

以小鼠胚胎幹細胞之畸胎瘤切片樣本，經β-III-tubulin

染色拍照後經負片處理而成，如污染河川的黑色區域

似乎侵蝕著藍色的大地，強烈對比象徵汙濁河川強烈

的控訴，顯示土地資源的珍貴。

謝豐舟教授頒獎 ( 左一 ) 贈與張為芳同學 ( 左二 ) 獎
狀，與指導教授宋麗英教授和中心主任孫啟光教授
一同合影

生技所同學獲得第三屆分子生醫影像攝影競賽

得獎作品「濁流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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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實驗農場李圓恩小姐通過環教人員認證

山地實驗農場於 2012 年 8 月 27 日正式通過環保署認證之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加入持續為環境教育努力並獲肯定的單位

行列之一。解說人員李圓恩並於 2014 年 5 月 31 日獲得環境教

育人員認證，本場目前已累計有 10 位同仁通過環教人員認證，

專業領域囊括「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自然保育」等。山

地實驗農場舉辦多年之梅峰自然生態體驗營，藉由專業環教人

員的規畫與帶領，未來將提供更多具環境教育內涵的精采課程。

環教人員李圓恩小姐（右二）正在為學員
們進行解說。

水工所李方中研究員榮獲 103年水利節水利事業貢獻獎

李方中研究員對協助水利事業推動卓有貢獻，其優良

事蹟與重大貢獻包含：

一、協助水利技師公會提升水災及工程爭議鑑定機制

結合法律及工程專業、重視證據及論證，透過現場調

查及深入辯論，堅持專業、獨立、公正精神提升工程鑑定

機制。鑑定結果除了充分的發揮水利及工程專業外，也符

合法律及相關工程契約的規定，謹守鑑定人的角色，得到

工程界及法律界的明確好評。李博士充分運用其法律知識，

參與水利技師公會執行的水災及工程爭議鑑定案件達 30 件

以上，也經由此些經驗確立了水災及工程爭議鑑定機制。

二、協助推動防水、洩水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工作

李博士並在擔任臺北市水利技師公會理事長期間，領

導各水利技師公會技師 40 餘人，協助臺北市政府辦理臺

北市轄範圍之「防水、洩水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工

作」，並經經濟部公告做為推動「防水、洩水水利建造物

檢查及安全評估工作」的依據。這是技術規範公告後國內首度辦理，建立了淡水河大型系統的工作模式。李博

士並在其後持續二次參與公會協助臺北市政府依法每五年辦理一次的後續檢查及安全評估工作，發掘並解決防

洪安全的系統與個案問題，對於確保臺北市的防洪安全有重要貢獻。

三、帶動水利工程的法學教育

李博士從民國 95 年開始，在成功大學水利系開啟一系列實用的法律課程，主題包括：水利法及一般行政

法原則、水利法史、比較水法、國際水法及工程爭議相關法律，大幅拓展了水利學科的領域，擴大了學生的視

野及就業後處理問題的能力。

經濟部常務次長沈榮津 ( 右 ) 頒水利事業貢獻獎
給李方中研究員 ( 左 ) 合影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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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森林系余家斌助理教授環境教

育課程首創：自己的學校自己講，在環

境教育課程中要求學生深入了解臺大環

境，利用自身專長將環境知識轉化成以

改善環境為目標的教育過程，設計遊客

覺得有趣的解說，並傳達臺大有趣的生

態與歷史。

本系余家斌助理教授指出，環境教

育包含環境知識的了解、環境態度的改

變、學習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與行動，

最有效的方式是從關心身邊環境事物到

教導他人關心身邊的環境。

課程從了解自己的校園開始，到遊

客關心臺大校園，同時也與民眾探討各

樣的環境議題。同學設計了許多不同的

教案內容，包括海報、小遊戲（桌遊）、

小活動（解說九宮格）等，創意內容令

人驚豔。環境教育課程全班學生 48 人

分為八組，進行兩天校園解說活動，服

務近千人的遊客，分享臺大生態與歷

史，並進一步與民眾討論氣候變遷、外

來種、放生等環境議題。

過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學生團體合

作，利用個人專長，設計有趣的教案，

與遊客互動的經驗。大部分同學表示，

雖然很辛苦，但聽眾的肯定是最大的鼓

勵。也有民眾表示：臺大的學生更棒了，

以前不曾有過這樣兼顧寓教於樂又能教

學相長的講解活動，讚 !

本院森林系開設環境教育課程蒐集到讚圖

環境教育課程 首創：自己的學校自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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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源泰院長蒞臨致詞

農藝系系友會大會團體照

農藝系系友會大會

2014 年 3 月 22 日農藝系系館大門上象徵

喜氣的紅布條及大門迴廊的紅色餐桌，歡歡喜喜

的迎接系友們回娘家 ! 迎賓的海報提醒大家「We 

Feeding the World」! 開場前由大學部同學表演小

提琴 ! 此次大會由盧理事長虎生主持，並由榮譽

理事長朱鈞教授致詞揭開序幕。徐院長源泰蒞臨

致詞並頒發傑出系友獎給武光東教授，隨後武教

授並發表感人的演講。會中亦公布第二屆理監事

選舉結果。大會進行中頒發多項獎學金。林幸二

系友頒贈「1966 畢業班獎學金」給得獎同學；劉

麗飛教授頒贈「林仁壽教授獎學金」；聯米文化

基金會馬恆瑞執行長頒贈『聯米文化基金會獎學

金』；前農委會王慶一技正頒贈「1968 畢業班系

友獎學金」並致詞說明獎學金的由來；武光東教

授頒贈『武光東教授獎學金』並贈送「在科學與

人文之間」及「漲潮日」等著作給得獎同學。盧

理事長虎生頒贈「系友會團體獎學金」給得獎的

研究所同學及得獎的大二同學，並由劉麗飛教授

說明本年度系友會獎學金審查的標準，接續「系

友會團體獎學金」得獎同學報告計畫內容。會後

與會人士一起前往圖書館行政中心前拍攝團體照，

並一同前往系館正門餐聚會場欣賞系學會同學準

備的歌唱節目。另在農藝館 208 會議室同時進行

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投票選舉常務理監

事及理事長，緊接著由第二屆理事長當選人 - 劉麗

飛教授致詞。

系館前席開宴席，系友苗栗場張素貞研究員

提供有機生產的草莓。餐聚現場昔日友人一起聊

往事，一起舉杯感謝恩師的栽培與照顧，系館前

坐滿各屆系友及學生，一起分享美味的佳餚。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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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蓬萊米命名的八十八週年「米壽慶」

( 由左至右 ) 郭華仁教授、王淑珍教授、農委會陳文
德副主委、謝順景教授、黃惠信女士（謝順景教授夫
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陳茂春處長、詹德書副
處長、廖振鐸系主任、日本在臺協會副會長花木 出

賴光隆教授在米壽慶演講活動後與大家合照

臺灣蓬萊米命名的八十八週年紀念日，也就是

「米壽」紀念日，農藝學系與磯永吉學會在 2014 年

4 月 24 日至 28 日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其包含慶祝

儀式、三場專題演講、歷史場域「原種田事務所」的

開放以及原種田復耕的插秧活動，以茲慶祝。

日本型水稻在 1899 年引進臺灣試種，歷經諸多

困難，終於在 30 年之後栽植成功，並在 1926 年的 4

月 24日，由當時的主管機構 --臺灣總督府命名為「蓬

萊米」。因此農藝系早在去年即開始籌劃於蓬萊米命

名八十八週年之紀念活動，活動於生農院農業試驗場

的磯永吉教授紀念室（暱稱磯小屋）舉行。

米壽紀念日當天上午於磯小屋農具室入口處的下

廊舉行慶祝儀式，儀式由農藝系的郭華仁教授主持。

首先由大學部四年級的同學謝謙謙與黃少伯兩位之小

提琴演奏開場。在郭華仁教授致詞後，邀請農委會的

副主委 陳文德、日本在臺協會副會長 花木 出、陽明

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陳茂春、臺大歷史系教授黃富

山、前臺中改良場場長 謝順景致詞，諸位長官與貴賓

除了追憶磯永吉教授與末永仁場長的貢獻之外，也讚

許臺灣光復後之育種家克紹箕裘，更勉勵未來的水稻

研究者與育種家青出於藍。整個儀式簡單隆重，結束

後由郭華仁教授帶領嘉賓們進入展場，並由其介紹臺

灣水稻發展的幾個階段，以及磯永吉教授與末永仁場

長的事蹟。活動中來賓亦品嚐穀物研究所盧訓所長為

大家準備的「米蛋糕」及學會準備的「客家米食」點

心和玄米茶，茶會在 11:00 左右結束，慶祝活動的儀

式至此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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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邀約 -森林系老中青教授大團圓

本院森林系歷史悠久，已逾有一甲子的歲月。森

林系致力培育林業高級人才，於 1987 年因應環境保

育趨勢及現代科學研究觀念的轉換，培育目標也增加

環境領域。有賴於過往教授們見微知著與努力，現今

森林系得以蓬勃發展，系主任袁孝維於 103 年 4 月

11日自掏腰包邀請現任與退休教授們一同赴深坑「大

團圓」餐廳喝春酒，大團圓。此次聚餐，森林系老中

青教授聊聊過去、展望現在與未來，也藉此促進世代

交流。

把酒言歡之餘，也因應本系將於森林館大廳設

立森林系一甲子文物展，號召退休老師提供森林系舊

照片、檔案或物品可供展示與分享，一同回憶美好舊

時光，同時讓新世代更加了解森林系的歷史意義與傳

承。

森林系同學參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森林學院暑期遊學

本院森林系為了增加學生國際化視野，在日前

與姐妹校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森林學院簽約並

於今年夏季組成遊學團，至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

學（UBC）森林學院學習相關林業專業課程，體驗

跨國教學經驗。遊學團從 2014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19 日，為期一個月，由本系張豐丞助理教授帶領

12 名學生赴加拿大學習。

遊學團暑期課程由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森林

學院 Toktam Sajedi 教授，課程主要目標將相關專

業生態與管理科學的知識融入森林管理理論實務之

中。課程教授方式講課、小組討論、實地觀察等方

式，讓學生更加了解森林生態。森林系希望透過這

次暑期遊學課程可以增進學生國際觀與專業知能，

對於森林生態更深刻的理解。

本院森林系老中青教授們大團圓

由森林系張豐丞助理教授（左五）帶領參與學生赴加
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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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科系於 2014 年 2 月 15 日假水源會

館舉辦 102 年度聯合系友年會。共有系友

近百人與會，席開十桌，場面相當溫馨熱

絡。系有會援例於會中頒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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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資深系友謝祖澄學長 (1952 年畢

業 )。針對畢業 50、40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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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亦頒發「102 年度動科系聯

合系友會獎學金」，分由大四李佳凝同學、

大三楊恩加同學獲得。

現任何中平會長 (1987 年畢業 ) 任期屆

滿，由郭瑛玉副會長 (1968 年畢業 ) 升任為會長，並現場改選副會長，由洪偉仁系友當選 (1994 年畢業 )。何

中平學長於擔任會長期間對系友會諸多資助與支持，使會務得以順利推展。當天晚會資深系友與年輕系友相見

歡，年齡差距 60 歲以上，互相熟悉認識，經驗傳承與意見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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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科系聯合系友年會

新舊任會長與陳明汝主任 ( 左二 ) 及畢業 40 年以上之藍寶石
級資深系友合影

農經系舉辦雲林碩士在職專班第八屆新生座談會

農經系第八屆在職專班於 4 月初放榜，

共錄取 30 名新生。為讓新生們能更快適應學

校生活，農經特於 2014 年 5 月 18 日舉辦第

八屆新生座談會。座談會由本系吳榮杰主任

主持，邀請徐源泰院長、王亞男副院長、林

國慶教授、張宏浩教授及顏建賢教授共同參

與。此座談會除了和同學說明專班特色、課

程、修業規定等資訊，也讓教授及同學們有

第一次面對面的互動。

生農學院徐源泰院長 (前排右三 )、王亞男副院長 (前排左三 )
及農經系吳榮杰主任 ( 前排右二 ) 和專兼任教師與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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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經系召開系友成立大會

農經系於各界系友及系主任的努力下於 2014 年

6 月 7 日召開系友成立大會，系友大會召開前曾召開

2 次籌備會議規劃系友會成立之相關行政事宜，並於

此次大會選舉第一屆系友會理監事。系友會的成立凝

聚了系友彼此間的力量，希望透過系友會的運作搭起

系友與在學同學間的溝同橋梁，透過學長姊的經驗分

享讓在校的學弟妹能更清楚未來的就業方向，也透過

系友提供的產學合作機會讓在校學弟妹學以致用，並

拉近系友與系上之關係。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

「應用攝影學」課程，生

傳系梁朝雲教授結合理論

與實務應用，帶領大學生

深入鄉村拍攝出一幅幅的

攝影作品，展現出不一樣

之臺灣農業全新風貎！於

2014 年 6 月 4 日到 15 日，

農業陳列館二樓勤禾講堂，

舉辦第一屆「孺慕禾風」

影像故事展。

此次共有 11 組攝影聯

作展出，其中有 4 組走訪

北投、三星、南澳等地的

有機農場，體驗簡樸恬靜

的感動；3 組分別從溫暖、柔波，與聞香等角度來報導茶葉的故鄉；亦有造訪牧場見證野放雞群的幸福誕生；

也有與蚵民同渡潮起潮落，共感生活節奏；另一組跟著蜂群穿梭於花草之間，領悟互利互助的自然交替；還有

一組在雨不停歇的漁港船畔，望盡漁獲華麗的身影。

農經系系友成立大會參與系友合影

生傳系舉辦第一屆「孺慕禾風」影像故事展

首屆「孺慕禾風」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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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系學生協助臺北市立木柵動物園進行互動教具改善計畫

生機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修習由陳林祈教授與盧彥

文教授合開的服務學習三課程，運用系上所學的專業知識，

協助臺北市立木柵動物園進行計畫，主要分為夾娃娃機感測

器改良，以及貓科動物爪子模擬機構設計兩組。同學們利用

機械設計、先進加工製造技術與感測原理等專業知識，協助

動物園開發寓教於樂的參觀者互動性教具感測器的改良，以

RFID 進行感測器的設計，成功地提升辨識率與成功率。爪

子機構設計組則利用 Solidworks 繪出爪子雛型，並進行機構

的模擬，再使用系上的 RP 快速成型機，製造出成品。今年

3 月 28 日，生機系師生赴臺北市立動物園進行成果最終呈

現。同學們的報告與作品獲得動物園園長、秘書及園方先進

們的一致好評，並邀請同學們在作品上留下臺大生機系的簽

名。動物園秘書亦告知將妥善收藏同學們的作品，以啟發來

參觀動物園的來賓與師生。 生機系陳林祈教授 ( 前排左 )、盧彥文教授 ( 前
排右 ) 與參與本項計畫的學生在市立動物園合影

103年杜鵑花節系列活動半翅目昆蟲 生命 生活 生態海報展

2014 年 3 月 9 日至 2014 年 5 月 29 日 9 時至 17 時

活動地點：昆蟲館二樓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13 巷 27 號

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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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昆蟲學實習校外教學

每年普通昆蟲學為大一新生必修之重要

課程，除了於實驗室中以標本圖片等方式，

讓學生做靜態的觀察外，授課教師會帶著學

生到校外進行教學，以累績學生野外實務經

驗。本學期由授課教師蔡志偉助理教授及助

教帶領學生至宜蘭礁溪五峰旗瀑布及成功高

中蝴蝶宮參訪。

邱明鍾博士生講解水生昆蟲採集方式技巧

食科所暑期課程澱粉科技工廠實習

澱粉科技工廠提供學生為期兩週的實習，於泰國與杭州各實施一週，分別由呂廷璋教授與葉安義教授帶

隊，完成課程的執行。課程內容包括學習澱粉的栽培、收成、分離、應用與再加工，以及研發工作與市場開發

的內涵。今年是第三屆，共有 6 名學生，2 名助理參加，表示課程內容與實際操作經驗收穫豐富。

食科所呂廷璋教授 ( 左六 )、學生、泰國接待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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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所為使學生能於在學期間了解目前生技產

業現況，特由宋麗英副教授於 4 月 15 日邀請宏孕

試管嬰兒中心院長張宏吉醫師蒞臨演講，題目為 " 

The ultimate application of mammalian reproduction 

technologies on human fertility."。

對於現今臺灣社會結構改變，婦女生育年齡普

遍提高所衍生的不孕相關問題。張院長的演講，以淺

顯易懂的臨床實例提供同學有關人類不孕症現況及其

臨床治療相關技術之訊息，包括人類卵子體外成熟培

養、體外受精、胚體外培養、

精子顯微注射、卵與胚胎的

冷凍保存技術與安全相關議

題。並表示未來這領域所需

之卵與胚胎顯微操作之高端

生殖科技與專業背景人才釋

出，市場有高度需求，期望

透過此演講吸引年輕學子投

入生殖科技。

生技所師生與農委會畜產試驗所宜蘭分所副研究員
兼主任劉秀洲博士合影。

院長張宏吉醫師

生技所邀請產業界專業人士專題演講

生技所舉辦師生產業參訪

生技所於 2014 年 4 月 1 日舉辦產業參訪，本次

安排一日行程至宜蘭生物科技相關產業進行了解，拜

訪單位為樂斯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畜產試驗所

宜蘭分所及金車股份有限公司生物晶片廠、水產事業

部、花卉事業部等 5 處。此行參訪涵蓋各類不同範

疇事業體，目的為使學生了解目前生物科技產業發展

現況，以期同學於規劃未來畢業後之就業生涯有所助

益。其中樂斯科公司董事長無私分享產業經營之經

驗，並期許同學對生技產業懷抱熱情，期盼對臺灣生

技注入新生命。

劉金鳴醫師通過獸醫中草藥醫師認

證

臺大動物醫院外科主任劉金鳴主治獸醫師於

2014 年 6 月獲得 Chi Institute 獸醫中草藥醫師認

證（CVH- Certified Veterinary Herbalist）。 劉 醫 師

於 2008 年 取 得 獸 醫 針 灸 師（Certified Veterinary 

Acupuncturist）認證，以既有之基礎再完成此次進階

訓練，期能擴大醫療服務範圍，提供良善之保健醫

療服務及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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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 2014 年小小獸醫營於 2014 年 1 月 23 日

至 24 日及第二年 1 月 27 日至 28 日分兩階段舉行，

主要由蘇璧伶老師所指導成立的營隊，目的是要帶

給小朋友關於動物正確的知識以及宣導動物保護的

觀念。營隊中設計了各式各樣的活動，除了課程之

外也安排了一些動態的活動，課程包含了：馬達加

斯加 ( 非犬貓寵物的飼養介紹 )、動保小尖兵 ( 宣導

動物保護的觀念以及時下的疫情宣導，例：禽流感、

狂犬病…等等 )、所羅門王的指環 ( 告訴小朋友犬貓

做出特定的動作時所要傳達的訊息是什麼 )、寵物小

達人 (介紹犬貓的飼養 )、怪醫杜立德 (為理學檢查，

教導小朋友狗的基本構造以及做一些簡單的聽診和

視診 )；動態的部分包含了：大地遊戲 ( 讓小朋友可

以彼此互相親近，培養團隊的默契 )、課間操 ( 讓小朋友在課程中間可以活動一下筋骨 )、狗狗逛臺大 ( 規劃簡

單的路線讓每一小隊牽著隊狗在臺大散步 )。

近幾年小小獸醫營的名額總是供不應求，這代表近幾年來不僅營隊宣傳有達到效果，也反映出家長想要讓

孩子增加書本上沒有的知識的強烈意願。

植醫學程師生參訪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植醫學程「植物健康整合管理」課程為使學生

增加實務經驗，瞭解田間操作現況，由吳文哲教授、

洪挺軒教授、黃榮南教授及植醫中心特聘研究員溫

宏治博士帶領學程師生共 16 人，於 2014 年 6 月 4

日安排參訪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由高德錚代場長接

待，進行校外實地教學；上午前往農業機械研究室

之番茄栽培溫室，參觀栽培設施及相關研究，介紹

番茄品種、栽培模式、自動化肥培管理系統及病蟲

害防治。

下午安排參觀生物資材應用研究室之有益微生

物研究，介紹開發本土性生物如木黴菌及微生物資

源做為生物性農藥、肥料及蟲害非農藥防治資材，

如性費洛蒙、黑殭菌之應用。接著由植物保護研究

室人員簡介其所建立之疫情監測及防治技術，所研發作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相關研究，並介紹「作物病蟲

害診斷及諮詢服務站」病蟲害診斷流程，當場示範小型害蟲根蟎及刺皮癭蟎之鑑別技術；最後，參觀田間蔬菜

與設施蔬菜栽培技術，包含新育成之豐產質優品種，設施無土栽培技術及有機栽培技術，同時老師也臨場指導

學生鑑定病蟲，如葡萄露疫病、胡瓜白粉病、蕃茄捲葉病、菜豆二點葉蟎、甘藷鳥羽蛾等。

此次參訪活動，讓學生瞭解實驗室研究與田間實務同樣重要，並體驗病害、蟲害、土壤及設施等環境對作

物之具體影響。

植醫學程師生參訪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與該場同仁合
影 ( 前排自左二起為：溫宏治博士、吳文哲教授、洪
挺軒教授、黃榮南教授 )

小小獸營活動報導

狗狗逛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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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林相關活動

「森林生物多樣性概論」課程在實驗林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森林生物多樣性概論課程校外教學實習共 6 梯次，第 1 梯次

2014 年 3 月 14 至 18 日、第 2 梯次 2014 年 3 月 21 至 25 日、第 3 梯次 2014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第 4 梯次 2014 年 4 月 25 日至 4 月 29 日、第 5 梯次 2014 年 5 月 2

日至 5月 6日、第 6梯次 2014年 5月 16日至 5月 20日在溪頭營林區、清水溝營林區、

和社營林區、對高岳營林區及下坪自然教育園區，辦理教學實習課程，學生計 211 人。

嘉義大學大森林環境與資源系校外教學 

嘉義大學森林環境與資源系黃名媛及趙偉村老師於 2014 年 6 月 25 至 27 日，假實

驗林溪頭、鳯凰、下坪自然教育園區與木材利用實習工廠，進行參觀及實習課程，師生

計 53 人。

「林業概論」校外教學課程 

森林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林業概論」校外教學課程，於 2014 年 5 月 31 至 6

月 1 日假實驗林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舉行，參加實習學生計 41 名。

「臺灣傳統木建築概論」課程校外教學 

森林系蔡明哲教授所開授「臺灣傳統木建築概論」課程，於 2014年 4月 26至 27日，

假實驗林清水溝自然教育園區及水里木材利用實習工廠進行校外教學，師生計 40 人。

森林系育林學各論校外教學實習課程

森林系 102學年第 2學期育林學各論校外教學實習課程，於 2014年 5月 24至 25日，

假實驗林和社、水里營林區與屏東二氧化碳通量站進行教學實習，學生共計 22 人。

辦理現代農業暨田園生活課程體驗 

森林系 102 學年第 2 學期「現代農業體驗暨田園生活體驗林業組」課程，於 2014

年 6 月 20 至 25 日假實驗林各自然教育園區辦理，學生計 33 人。

「林場實習森林環境」實習課程

森林系 2014 年暑假「林場實習森林環境」實習課程，於 2014 年 6 月 22 至 28 日，

假實驗林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辦理，學生計 63 人。「林場實習生物材料」實習課程，於

6 月 23 至 27 日假本處水里木材利用實習工廠辦理，學生計 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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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環境品質對員工健康之效應」合作研究 

實驗林蔡明哲副處長、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蘇大成主治醫師與中央研究院周崇光研

究員為執行「森林環境品質對員工健康之效應」合作研究計畫，於 2014 年 6 月 16 至

21 日在實驗林溪頭自然教育園區進行健檢，並於清水溝與溪頭自然教育園區進行空氣

品質觀測。

土木系「土木工程設計實務」實習課程 

臺大土木系「土木工程設計實務 ( 一 )」於 2014 年 6 月 30 至 7 月 1 日假溪頭自然

教育園區，完成銀杏步道與神木溪現地調查，並架設攝影設備進行土石流觀測，研究人

員計 9 人。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執行太陽能研究計畫，瞭解中高海拔地區日照強度及太陽能發

電效益測試及可行性評估。

機械系研究團隊在實驗林執行太陽能研究計畫

臺大機械系黃秉鈞教授帶領研究團隊 40 人，於 2014 年 7 月 1 至 3 日至實驗林溪

頭自然教育園區，執行太陽能研究計畫，瞭解中高海拔地區日照強度及太陽能發電效益

測試及可行性評估。

高農及大專院校森林科系學生實習

2014 年暑期高農及大專院校森林科系學生實習，於 2014 年 7 月 6 至 18 日，假實

驗林和社營林區、對高岳營林區、水里木材利用實習工廠、溪頭及清水溝自然教育園區

辦理，計接受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苗栗農工、國立臺中高農、國立花蓮

高農、國立仁愛高農等 6 校森林科系學生 30 名。

各大專院校觀光休閒系學生實習

2014 年各大專院校觀光、休閒系學生實習，於 2014 年 7 月 4 日至 8 月 25 日，假

實驗林溪頭自然教育園區進行，計接受中國文化大學 3 人、嘉南藥理大學 1 人、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 2 人、實踐大學 5 人及銘傳大學 4 人，計 15 名學生。

植物電子資料庫暨植物二維條碼 QR code建置

為推廣實驗林轄區內之植物資源，分別於下坪、溪頭、鳳凰及和社自然教育園區設

立植物解說牌及二維條碼QR code，提供物種描述、解說文稿、分布及用途等四項資訊。

實習學生及遊客可透過智慧型手機進行環境教育與自然探索，目前建置已逾 665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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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印信交接 (左起 )王淑珍教授、謝兆樞教授、
廖振鐸教授

謝兆樞教授代表農藝系全體人員贈送廖振鐸主任感
謝牌

林如森專案助理教授

農藝系舉行系主任交接儀式暨茶會

農藝系廖振鐸系主任卸任及王淑珍教授接任系主任

交接儀式於 2014 年 7 月 30 日在農藝館 208 教室舉行。

邀請謝兆樞教授擔任主持人，與會人士包括多位退休教

授、系友及本系教職員。會中由謝兆樞教授代表農藝系

全體教職員贈送廖主任感謝牌，並表達對廖主任之感

謝，廖主任與王主任分別發表感言，並於交接儀式後舉

行小型茶會，系上教職員一同餐敘。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新聘林如森

專案助理教授

林如森專案助理教授為生傳系 103 學年度第一學

期新聘任教師。林老師於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後，

順利考上聯合報擔任採訪記者，其間並前往美國修習社

會科學碩士學位。由於長期擔任農業暨生態保育專業

記者，對農業及生物資源有濃厚之興趣，因此在民國

2000 年考取本院農業推廣研究所，並於 2004 年獲取

博士學位。在五十歲（民國 2004 年）時，於聯合報服

務滿二十五年申請退休，並轉任教職，擔任佛光大學傳

播系助理教授、兼秘書室公共關係主任、生態傳播研究

中心主任等職務。

林老師在媒體工作時相當關注農業暨生態保育議

題，報導非常深入且專業，因此獲獎無數，包括行政院

新聞局採訪報導金鼎獎、吳舜文新聞獎助基金會專題報

導獎、永續臺灣報導獎等，從傳播媒體退休後仍經常在

報章雜誌投稿關注農業暨生態保育議題，並長期擔任臺

大實驗林管理處業務諮詢顧問、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行政

及學術顧問、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理事、中國海

峽兩岸農業交流協會理事及臺灣農業旅遊發展協會理事

等義務職工作，熱心參與農業及生態保育工作，從不間

斷。

林老師擔任生傳系教職後，將以過去在傳播媒體之

實務經驗，輔以傳播理論為基礎，將生物資源暨農業之

產官學聯結，並跨足至傳播領域，做好研究、教學及推

廣服務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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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系新聘助理教授謝博全博士

謝博全博士於 2014 年 8 月加入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

系任職助理教授。謝博士於民國 2008 年取得臺大生物機

電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研究主軸是利用和尚蟹幾丁質皮膜

來組裝「自動化流動注射分析式生物感測器」的一系列跨

領域研究。博士後研究時期，主要是在臺北醫學大學進行

「光動力治療」製劑、品管等研發工作，另外在 2012 年

獲得國科會專案獎助，前往日本京都大學進行為期 1 年國

際學術交流。

謝博士任職後的主要研究方向為「食品衛生安全分

析」，針對銅葉綠素、孔雀石綠、農藥、大腸桿菌等食品

內常見的危害物質，藉「電化學」或「光學」檢測手法，

搭配「機電整合」技術，開發可攜式、掌上型、快速分析

之試片 ( 或晶片 ) 檢測平台。教學目標則預計開設如「食

品工程與食品安全」、「生化儀器分析學與食品安全分

析」、「生物產業工程分離程序」等一系列與食品安全工

程相關之課程。

生機系新任助理教授謝博全博士

植醫學程新聘林業試驗所所長黃裕星博士為兼任教授

黃裕星兼任教授為本院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任之教師，黃教授 1974 年畢業於國

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1976 年於本校森林學研究所取得

碩士學位，自 1978 年起先後任職於本校實驗林管理處、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及改制後之農業委員會，在農委會

任職期間赴美國阿拉巴馬州立奧本大學森林學院進修，於

1988 年獲林業管理學博士學位；黃教授學經歷豐富，曾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局長、科技處處長、主任秘書，

曾兼任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副教授及國立中

興大學森林學系名譽教授，現為林業試驗所所長。

黃教授之學術專長為森林經營、林業政策與科技管

理、樹木保護與災害預防及樹木健康管理，自擔任林業試

驗所所長以來即大力推動林木健康管理，於 2010 年正式成立「林木疫情鑑定與資訊中心」，提供我國林木疫

情通報、鑑定及防治諮詢等服務，並成立樹醫團隊，以加強樹木醫學研究及樹醫服務工作；黃教授多年來為樹

醫催生運作，於 2012 年底正式成立國內官方首座「樹木醫學中心」，具體落實林木健康醫療體系。

黃教授於應聘任期內完全不致酬、不佔缺，其為莘莘學子服務奉獻的精神，著實令人景仰與敬佩，期盼黃

教授的加入，能為本院植醫學程培育更多的樹木醫療專業人才。

黃裕星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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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新聘劉以立助理教授

劉以立助理教授於 2000 年畢業於本校獸醫系，同年考取臺大獸醫學臨床組研究所就讀，碩士研究為「以

電基因治療預防放射線引起肝臟傷害之實驗動物模式」，研究所期間，在臺大動物醫院中兼職擔任住院獸醫師。

2002 年取得碩士學位後，加入臺北榮總一般外科研究室，進行小鼠及大鼠的動物腫瘤實驗模式以及顯微手術

實驗，也積極地利用晚間及假日擔任地方醫院小動物臨床獸醫師 4 年。2006 年考取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前

往日本東京大學獸醫外科研究室接受完整的訓練，對小動物骨科的興趣，博士論文研究著重在小動物骨腫瘤切

除後，增進患肢負重能力之人工骨材的填充研究，最終目的為應用在

臨床小動物身上。2012 年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同年 8 月於臺大

動物醫院外科擔任總醫師職務。

2014 年 2 月擔任臺灣大學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助理教授之後，

希望結合過去於基礎研究的結果應用到臨床小動物病例上，以嚴謹的

實驗態度及處置方式，以及身為臨床獸醫師對小動物疾病的了解，進

行完整的臨床學術研究。

目前研究方向為成立全亞洲第一個小動物骨組織庫，一方面將捐

贈的骨頭直接進行臨床病例的移植使用，另一方面將捐贈的骨頭進行

後置處理，成為不同形狀的骨移植材料，期望應用於所有需要骨材料

填補的臨床病例（如補牙，一般骨折修復的添加）。新開選修課程「骨

再生醫學概論」期望有共同研究興趣的同學加入實驗室行列，未來將

持續與臺北榮總組織庫，並和東京大學進行交流與合作。

教學期許：知福惜福，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在研究上能有新發現

才是最令人充滿熱情的，希望能將留日期間習得的經驗，與研究的成

就和學弟妹分享，期待能拋磚引玉，教學相長。

獸醫專業學院新進同仁童莉娜小姐

6 月 3 日院辦新進同仁童莉娜小姐正式上任，接替蕭妘珊小姐業務。

童小姐主要負責課務、學務、研究生助學金分配及申報管理業務、學生暑

期實習之安排及其各項公文函覆、各項獎學金及書卷獎發放。

劉以立助理教授

童莉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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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專業學院新聘蔡沛學助理教授

蔡沛學助理教授 2000 年畢業於中興大學獸醫學系，

並取得獸醫師執照與通過專技高考。

2002 年獲荷蘭與臺灣政府聯合獎學金（Nuffic/

Delta Scholarship），赴荷蘭烏特列支大學 （Utrecht 

University）生化與細胞生物學系，於 2002 至 2010 年間

先後取得碩、博士學位。碩士期間以流行病學角度，探討

DNA deficiency 對繁殖之影響；並於 Dr. Bart Gadella 實驗

室完成博士論文。研究主題為膜蛋白動力學（Membrane 

protein dynamics）於生殖醫學領域之角色，尤其專注於哺

乳類 SNARE 蛋白在生殖細胞膜融合 (membrane fusion) 之

作用機轉。

2010 至 2014 年期間，蔡博士先後於荷蘭烏特列支大學、美國麻州大學醫學院與哈佛醫學院進行博士後

研究。主題延續膜蛋白動力學之基礎醫學研究及應用，包括：1) 精子熟成過程 (sperm maturation) 之分子調控

機制，2) 膜蛋白與囊泡傳輸系統 (intracellular vesicle trafficking) 於腎臟病之致病機轉及病程發展的影響。教學

主題為動物生殖學，研究重點將致力於建構膜蛋白動力學研究之實驗動物模型，以期提供不孕症與特定疾病之

檢測或治療應用契機。

農陳館曾世昌技正退休

曾世昌技正於 1991 年由林務局商調至本校農陳館服務，在館服務時

間長達 23 載。曾世昌技正畢業於臺大森林研究所，專長為農，因業務需

要，他自費受訓，從廣告美術、室內設計、工商攝影、建築競圖、錄影剪

輯、導播、動畫、虛擬實境以至電腦多媒體，研習課程廣達二、三十種，

訓練時數長達上千小時。曾世昌技正兼任明新科技大學四年，講授多媒體

設計與網路課程，並獲教育部講師資格。

1994 年，在電腦多媒體剛起步階段，曾世昌技正即獨力為農陳館開

發第一套電腦多媒體觸控節目「野生動物保育光碟」，從程式、影像合成、

影音剪輯、2D 及 3D 動畫製作，以至節目整合均不假他人之手。節目在

一樓展場播放，時間長達 3年之久，為展覽陳列增添不少互動性。隔兩年，

他又為農陳館開發第一套電腦多媒體導覽系統，也曾義務為森林系製作系

所簡介及郭幸榮教授退休光碟。

曾世昌技正在館期間所涉及的業務除上述之外，尚包括：計畫研提、

展覽與活動策劃、會計報帳、財產管理等多項行政庶務，並承攬館方多年的展覽設計、海報製作及生農學院的

院刊美術編輯要務。曾技正曾歷任技士、專員、代理組長，2004 年至 2010 年任行政組組長，2011 年改任技

正兼組長，2012 年至 2014 年調為技正，2014 年 6 月 3 日退休。

多年來曾世昌技正除認真學習、追求成長外，更是盡心盡力，貢獻所學，與同仁、志工相處尤其和睦，深

得愛戴。謹此祝福他退休後有更寬廣的天空。

蔡沛學助理教授 ( 右 ) 全家福

曾世昌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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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格非主任 ( 左 ) 和土木系顏清連名譽教授 ( 右 ) 合
影

劉格非主任 ( 左 ) 和王如意名譽教授 ( 右 ) 合影

林啟雄技士於 2014 年 1 月 16 日屆齡退休；魏

聰輝助理研究員於 2014 年 3 月 10 日自願退休；沈介

文助理研究員於 2014 年 2 月 1 日因事辭職；主計室

張美淩主任於 2014 年 2 月 12 日奉調國立雲林特殊教

育學校主計室主任，遺缺由竹山鎮公所主計室組員羅

志全，於 2014 年 6 月 9 日調任；林怡君技士於 2014

年 2 月 21 日奉調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王慈憶技

佐於 2014 年 3 月 14 日奉調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賴韻如技佐於 2014 年 3 月 1 日留職停薪進修 1 年

（2014 年 3 月 1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陳燕芬

主計室組員於 2014 年 2 月 13 日由臺中市政府稅捐處

調入；涂嘉灝技士於 2014 年 5 月 19 日奉調林務局新

竹林區管理處；林金元技士於 2014 年 4 月 13 日由技

佐調升技士職務； 2014 年 5 月 14 日新進林俊毅、許

耀豐、賴育瑜等三位約用佐理員。2014 年 7 月 8 日

新進吳采諭專案計畫助理研究員；7 月 21 日新進吳立

偉專案計畫助理研究員；7 月 24 日新進羅明慧研究助

理；7 月 25 日新進陳勇至研究助理。

2014年水工所新聘顏清連特約研究員、王如意特約研究員為執行顧問

2014 年 1 月 9 日新聘，顏清連特約研究員和王

如意特約研究學識淵博，經驗豐富，在其領域是執牛

耳的專家，且熟悉台灣水利相關事業。未來會對本所

所務與研究工作之推廣發展給予多方諮詢和指導。

實驗林管理處─人事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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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前總理吉美 . 廷禮，被喻為「幸福的傳教

士」。聯合國首屆「地球衛士獎」頒給不丹，當時

正是吉美 . 廷禮閣下的任期之內。他多次於聯合國及

世界上 20 多個國家重要的會議中，以國民幸福指數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 作專題演說，敦促世

界為全人類福祉共同努力，其演說在國際間十分具影

響力。本院榮幸邀得吉美 . 廷禮前總理於 4 月 1 日蒞

臨，針對生物資源及農業的地球視野，以「地球的生

命力與幸福力」進行專題演講。在演講前，不丹前總

理吉美 . 廷禮特地拜訪本校湯泮池校長，雙方相談甚

歡，隨即至生農學院農經大講堂進行演講，現場人數

眾多，許多聽眾熱情席地而坐並熱烈提問。當日沒有

機會到場聆聽的朋友，可至 Youtube 觀看演講內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u98hM45rw&feat

ure=youtu.be

不丹前總理吉美 . 廷禮閣下 ( 左三 )、湯泮池校長 ( 右三 ) 及生農學院徐院長 ( 右二 )

演講當日許多校內外聽眾參與踴躍

不丹前總理吉美 .廷禮閣下 (His Excellency Jigmi Thinley)蒞臨本校演講：「地
球的生命力與幸福力」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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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27 日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
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 90 週年慶，於農業綜合大樓之
農經大講堂舉辦「永續農業學術論壇研討會」，與會
來賓超過 200 人，首先在本校楊泮池校長、行政院農
委會陳保基主委、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徐源泰院長、農
業試驗場張育森場長等人致詞，及歡唱生日快樂的歌
聲中揭開序幕。二十一世紀是生物資源與知識經濟匯
流的時代，也是各大專院校農學教育升級轉型的關鍵
時刻。臺大農試場創立於 1924 年，比臺大前身臺北
帝國大學的設立還早 4 年。自往迄今，均是我國農業
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推手，並在整體時代的變遷浪潮
下，堅守農學試驗研究、支援教學實習、農產品示範
經營和環境教育推廣的使命與任務，積極回應社會大
眾的需求。今年恭逢 90週年場慶，農業試驗場在「永
續農業學術論壇研討會」的議程規劃與安排上，特別
力邀各國立大學農林牧業試驗場場長，共同研商大學

附設農業試驗場之永續發展與創新經營課題，包括王
亞男處長兼副院長主講「臺大實驗林之永續發展與經
營策略」、葉德銘場長主講「臺大山地農場之永續發
展與經營策略」、張育森場長主講「臺大農業試驗場
發展歷程與功能演變」、王升陽處長兼副院長主講「中
興大學實驗林實現示範經營及推廣之現代新林業」、
沈朋志主任主講「屏東科技大學附設畜牧場營運與管
理」。另外特別邀請到農政大家長陳保基主任委員、
跨國企業集團何壽川董事長，及有機農業博士周俊吉
場長擔任專題演講嘉賓，分別暢談臺灣農業的未來、
分享永豐餘綠色革命的故事，及敘說有機創業的心路
歷程。最後的綜合討論由張育森場長主持，現場熱烈
參與研討與交流，綜合討論告一段落後，會場外的廊
下已備好蛋糕和茶點，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大會圓
滿成功。

( 左起 ) 張育森場長、前副院長林長平教授、徐源泰院長、楊泮池校長、陳保基主委、康有德教授、前院長
楊平世教授、園藝學會理事長王仕賢共同為農業試驗場慶生

農業試驗場 90週年慶舉辦「永續農業學術論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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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農業科專成果發表

會於 5 月 13 日在臺大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舉行，該會由農委

會科技處主辦，邀請執行農業

業界科專計畫之單位參展。生

物能源研究中心主任陳世銘教

授率研究團隊（包括生機系與

園藝系之教授與學生）參展，

當日計畫主持人除報告研究成

果外也展示海報。農委會陳保

基主委親自巡視展場並駐足詢

問，顯見其對植物工廠計畫之

重視。
陳保基主委詢問生能中心執行植物工廠
計畫之成果

本中心主任陳世銘教授於發表會
中報告計畫成果

生能中心參加 2014農業科專成果發表會展現植物工廠計畫之創新成果

農陳館、林務局與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為推

廣與宣導生物多樣性，並響應國際公約組織每年發起的

關注議題，自 2008 年起企劃於每年的國際生物多樣性

日，辦理相關展覽或活動，讓更多人從參與活動的過程

中得到啟發。今年是以「島嶼生物多樣性」為 522 關

注議題，共同合辦「散落海上的翡翠──島嶼 海洋 生命

力」特展，展覽地點在農陳館二樓光影長廊，展覽期間

為 2014 年 5 月 22 日至 8 月 31 日。臺灣是海島國家，

四面環海，散落海上的島嶼雖然陸地面積有限，但生命

總會找到出路，所以島上的物種活得特別、活得不同、

活得很有生命力！宏觀世界，70% 的海洋包圍陸地，

海洋是通衢；微觀臺灣，本島、離島像是散落海上的一

把翡翠，是數百年前西方人士眼中的「福爾摩沙」。健

康的海洋孕育健康的生命，健康的島嶼擁有繽紛多樣的

物種，臺灣能在藍藍大海散發絢麗光彩，得自於島上的

多樣性及生命力，更有賴海島子民的擁寶自珍，讓我們

一起來捍衛這一艘載滿人類未來希望的方舟！

農陳館館員進行學習活動導覽解說

農陳館、林務局與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合辦「散落海上的翡翠─島嶼 
海洋 生命力」特展

徐源泰院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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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系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邀請到在系統可靠

性享譽盛名的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他以達文西名

言：「簡單是複雜的極致（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為題，探討我們的社會可靠嗎？郭

校長出生於臺灣，是陸戰隊預官 22 期，為知名臺、

中、美、俄工程院院士，目前擔任首屈一指的可靠度

學術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 主編。郭校

長是說故事高手、冷面笑匠，演講完全不用 ppt，輕

鬆串聯看似信手捻來的各個不同面向的小故事來帶出

核心議題「簡單」。他提到社會上很多的問題是因為

將簡單的事情複雜化，而產生許多無用的答案，只因

為當初找錯了源頭。郭校長並鼓勵學校的老師要教研

合一，產學研而非產官學，以學術和研究為基礎來創

造產業；他同時鼓勵年輕學生在批評與挑戰別人之前

要先批評與挑戰自己，這才是強者。郭校長的整場演

講精采連連，笑聲不斷卻又發人深省，慢慢咀嚼後更

能體會其間的哲學與禪意。

近年來，不論是相關林業產業與學者相關重視森

林療癒的領域，鼓勵國人親近森林，盡而紓解長期累

積的壓力與緊張。德國與日本推行「森林療癒」，由

醫生開立處方籤給病人到森林裡參加療程，有預防亦

有治療之功效。本院森林系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舉辦

森林療癒工作坊，共計有 200 位師生與民眾參與。森

林療癒工作坊邀請園藝系張俊彥教授、森林系蔡明哲

教授、張上鎮特聘教授與林群雅研究生、邱祈榮副教

授與余家斌助理教授、相關領域的醫生們 ( 臺大醫院

蘇大成醫師、林青穀醫師與王群光醫師 ) 與林務局長

官進行專題演講。首先由本系余家斌助理教授淺談森

林療癒內涵，其次由其他教授與醫生談森林療癒的效

果與研究成果，中午由王群光醫師提供美味的客家擂

茶飯給聽眾享用，此餐特色讓到場聆聽的賓客為之驚

艷，極為喜愛。下午由林務局長官講述近年來推動森

林療癒相關事務，並由醫師群講述醫界如何看待森林

療癒的內涵與成效。森林療癒工作坊希望讓森林系學

生更加了解目前的森林療癒產業，並促進該領域研究

學者的學術交流與對話。

森林系與林務局共同舉辦森林療癒工作坊

森林系邀請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演講：簡單是複雜的極致－我們的社會可

靠嗎？

郭校長是說故事高手，整場演講精
采連連，笑聲不斷卻又發人深省

郭位校長 (左四 )、楊校長校長 (左
五 )、生農院徐源泰院長 ( 右三 )
等於演講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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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孝維系主任 ( 右
七 ) 與講者們合影

森林系為了讓學生更了解當今社會脈動，邀請不

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一系列的森林講座。2014 年 3

月 28 日揭開此講座序幕的是土木系教授李鴻源，這

是李教授卸任內政部長之後首次公開對一般師生大眾

的演講，因此格外受到矚目，林一教室的所有座位和

走道都坐滿了認真關心臺灣土地的聽眾。李教授提到

首先我們必須認真思考臺灣這塊土地的容受力問題，

也就是在資源（尤其是水資源）、災害潛勢及生態條

件限制下，仔細評估臺灣北、中、南、東部山區及海

岸與離島地區的居住限制？可容納多少工業區？農業

區應該坐落在何處？山區及離島的定位是什麼？適合

哪些開發行為？如此我們方能在開發及保育間尋求平

衡點，明智且永續的使用這塊土地。其次，將土地容

受力評估資料反映在國土計劃、區域計劃及都市計劃

上，重新檢討土地的使用標的及使用強度，將居住在

高危險潛勢區的民眾及公共建設移轉到安全地帶，將

已超過土地負荷的經濟行為及公共設施進行適度的調

整。第三，落實低衝擊開發，平衡開發與保育。在國

土規劃的執行過程中，會有大量的新巿鎮建設，舊巿

區恢復，生態敏感區之復育工作，此時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落實低衝擊開發的精神。最後，李教授以「正向

思考 (positive thinking)、跨出框架 (out of box thinking)

與對話 (dialogue)」做為結語，強調哀愁不能永久，美

麗要長留，國土規劃需要科學研究的數據，思考問題

要從大方面並跨領域著手，因而統整與對話就非常重

要，這也反映了在人生中不論面對任何事情應有的基

本態度。

森林系邀請臺大土木系李鴻源教授演講：美麗與哀愁之後－國土規劃

李鴻源教授在演講中提到他如何協調處理雲林土地下
陷影響高鐵行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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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微系於 2014 年 5 月 23 日邀請簡明宏學長 ( 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技正 ) 及翁豐嶽學長 ( 雅崇生醫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原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研究員 ) 

至系上交流。簡學長分享在防檢局基隆分局執行檢疫

工作的經驗，以及在職進修攻讀法律學位及考取律師

執照的心路歷程。翁學長則以輕鬆幽默的口吻，介紹

他在財團法人生技中心任職期間所主導，包括：光感

菌應用於養殖業水質淨化、生物防治製劑、可分解

生物性塑膠、牛樟芝抗癌與抗發炎效果測試等各類研

發、應用及技術移轉工作。兩位學長勉勵系上同學，

隨時不忘培養專業知識，學習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以

不計較的態度積極任事，如此在各方面都會有豐碩的

收穫！

植微系於 2014 年 5 月 14 日邀請清大退休教授

彭明輝老師到系上演講，講題為「高價能源、自由貿

易與臺灣的農業」，彭老師點出要面對臺灣的低糧食

自給率及高農業生產成本等問題，必須從根本著手，

扭轉「農村只有農業、農業只是作物生產」的傳統價

值觀，改以全方位的角度，從農村文化、農業知識之

建立，擴展到特色農產、農產附加價值與多元化產業

之發展，如此才有機會突破現有困境。彭老師認為「學

者及學術研究之價值，在於能看見危機，並且根據對

未來的預測，努力研發解決之道」，彭老師的演講讓

同學們重新思考農業的價值，演講後的座談討論十分

熱烈，對同學們深具啟發性。

系友簡明宏技正 ( 前排右一 ) 及翁豐嶽博士 ( 前排右
二 ) 與學弟妹們座談

彭明輝教授 ( 前排右四 ) 與植微系師生們合影於普通
教室

植微系 102年度第二學期系友座談會

植微系邀請彭明輝老師演講：高價能源、自由貿易與臺灣的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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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花開的季節，驪歌響起，是學生們羽翼漸豐，

準備繼續深造或邁入職場，一展鴻圖的時刻。本院各

系所承襲傳統，於 2014 年 6 月 7 日上午的全校畢業

典禮之後，分別另外選擇大型場地，舉辦各具特色的

撥穗典禮。首先由系主任及師長們給予畢業生最真誠

的祝福與囑咐，接著博、碩士及學士應屆畢業生依序

上臺接受撥穗，由師長將畢業生帽沿的流蘇從右邊換

至左邊，象徵稻穗成熟，學生學有所成，可展翅高飛。

典禮中安排在校生代表向即將畢業的學長姐們致謝，

此外更有畢業生代表上臺致詞，感謝師長們多年來的

指導、教誨及關懷。各學系之撥穗典禮均有數百名師

生、家長及貴賓共襄盛舉，例如獸醫學院聯合畢業典

禮邀得臺北市獸醫師公會楊靜宇理事長、財團法人臺

大獸醫學系系友文教基金會江世明董事長、龍泉禽畜

保健顧問陳伯松先生、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王志朗副理事長、臺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鄭武

樾董事長等 5 位貴賓蒞臨。各系所之撥穗典禮現場均

座無虛席，充滿溫馨與感動。

森林系師生於撥穗典禮後合影 園藝系撥穗典禮於博雅教學館 101 教室舉行，現場
座無虛席

生機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及老師們於農機館前合影 獸醫專業學院聯合畢業典禮會場

各系所舉辦撥穗典禮，祝福畢業同學們鵬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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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經系於 2014 年 6 月 4 日假農業綜合館一樓農
經研討室舉辦外籍生之夜及送舊晚會，本次活動由本
系國際專班專案經理及系學會國際部共同籌劃，邀請
農經系國際班所有同學分組準備家鄉或拿手好菜當餐

點，讓當天參與活動的老師及同學可以品嚐到各國美
食，留下美好及難忘的回憶。

農經系農村
服務隊同學
合影

農經系國際學
生認真準備家
鄉料理

訊連科技黃肇雄董事長於 2014 年 4 月 22 日蒞臨
森林講座演講，黃董事長是首位創業成功的教授，其
成立之訊連科技是臺灣最具國際競爭力的軟體公司，
而旗下產品－ Power DVD 市占率於全球高達 85%。
黃董事長由自己的求學過程侃侃而談，從考高中失
利、出國申請國外研究所…等等歷經不少挫則。面對
挫折，他無所畏懼，並認為挫折是學習「成功」的過
程，透過挫折可以急速成長。演講中最讓人印象深刻
的是黃董事長講述創業失敗之經歷，他說明訊連科技
的成立奠基於三間公司的失敗，每間公司的失敗都給
予他自身最深刻的反省與最渴望學習的動力，他漸漸
了解身為公司領導者的定位與所屬特質，怎樣的經營
方式適合自己。最後他鼓勵森林系同學們要勇於挑戰
與犯難，讓自己充滿探險精神，對於自己與國家都將
會有希望。 本院森林系袁孝維主任 ( 右 ) 與訊連黃肇雄董事

長（左）合影

森林系邀請訊連科技黃肇雄董事長演講 :由挫折與成功中聊聊人生態度

農經系國際專班學生舉辦外籍生之夜及送舊晚會

農經系農村服務隊至雲林縣西螺鎮進行鄉土服務

農經系農村服務隊於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6 日前

往雲林縣西螺鎮廣興國小展開 5 天的鄉土服務，同學

們下鄉將平日所學以深入淺出及遊戲的方式教導小學

生認識農經系，讓小學生們對農經系所學內容有初步

的認識，農經系同學每次回來都帶有滿滿的成就感與

美好回憶。

農經系農村
服務隊同學
以遊戲方式
教導小學生
農經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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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系友會於 2014 年 6 月 8 日至 9 日至本校

梅峰農場舉辦兩天一夜春季聯誼會。今年適逢園藝系

張育森教授、涂美智、陳楚恬、單秀嫻、蔡文宜、王

蓮子、呂維茗、張素芝、謝家慶等系友 (大學部 69級 )

畢業滿 30 周年。同窗好友相約於梅峰再次聚首，踏

尋 30 年前於農場實習的點滴回憶，同時跟隨農場解

說員的腳步漫步於幽靜山林間，感受大自然的芳香青

草與蟲鳴鳥叫。當晚於學生餐廳享用梅峰別具風格的

自助學生餐點，飯後三五好友於交誼廳品茶話當年，

讓這三十重逢別具意義。同行系友還有蔡紋州 ( 大學

部 44 級 )、楊玲玉 ( 大學部 46 級 ) 等老系友，以及

顏美伶 ( 大學部 60 級 )、李菊花 ( 大學部 61 級 )、池

仲芸 ( 大學部 72 級 )、林定勇 ( 大學部 77 級 )、陳碧

君 ( 大學部 80 級 )、簡宇馨 ( 大學部 88 級 ) 等，各級

別學長姐和學弟妹們攜家帶眷一同參加，為本次活動

增添了許多歡樂與溫馨回憶。

園藝系本年度於全臺各地舉辦室內植物淨化空氣

「種子教師」研習會，這是第三年承接環保署委辦計

畫辦理。2014 年上半年已舉辦 12 場次：4 月 8 日、

4月 29日、5月 16日於臺北市，4月 11日於花蓮市，

4月 18日及 4月 22日於高雄市，4月 24日於臺南市，

5 月 2 日於桃園縣，5 月 9 日於新北市，6 月 22 日於

嘉義市，6月 26日於宜蘭市，6月 28日於臺中市辦理，

出席總人數共計 896 人次。研習會以社區管理人員為

對象，由葉德銘教授及李哖名譽教授主講，內容包括

室內植物淨化空氣原理、室內植物種類認識及配置應

用。並透過實際操作示範及實景解說，教導室內綠美

化與植栽照顧要領，同時解答學員疑問。課後進行測

驗，及格者名單送請環保署空保處發出種子教師課程

結業證明書，本年度已有 844 人取得證書。

「室內植物之應用與維護管理」課程，由園藝系李
哖名譽教授主講

大學部 69 級同窗好友三十重聚

園藝系舉辦室內植物淨化空氣「種子教師」研習會

園藝系系友會 2014年春季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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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臺大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及學生社團博
覽會於 3 月 15 日及 16 日在臺大綜合體育館及體育
館前舉行，各系均出動不少師生熱情參與！生機系系
學會於春節過後即開始籌備本次的展覽活動，同時請
郭彥甫、陳洵毅及侯詠德三位指導教授和系主任方煒
教授給予諮詢及協助。當日展出的實驗室展品相當多
樣，如往年有的機器人舞、林達德教授的臉部辨識系
統、方煒主任的植物工廠和展示 Boebot 機器人。另外
還有新展品，如生機系上學期由陳林祈教授與盧彥文
教授共同帶領的服務學習三與臺北市立動物園合作的
成果、陳林祈教授的 LED光源螢光 PCR核酸感測器，
以及去年於生機系所主辦田間機器人競賽中獲得第一
名的隊伍機器人。今年展場的布置主題也配合展品，
在未來人類將可能要移居其他星球，而植物工廠與田
間機器人便能夠做到先遣開發者的角色，突顯出生機
系在未來將會是個極具發展潛力的系所。同時，系學
會活動組於所有整點時，舉辦了有獎徵答、機器人舞、
舞蹈表演，還有不定時的遙控車刺氣球競賽，與觀眾
互動，展現臺大生機系學生才藝出眾的一面。

獸醫系的同學從場地的佈置和規劃到人力的輪班
時間，都有詳盡的計劃和討論，甚至將高中生可能有
的問題預先製作成 Q&A，讓所有人都能為有疑問的
高中生提供正確的回答。活動當天，攤位上的人員更
是使出渾身解數，有人穿上可愛的動物布偶裝，有人

換上架勢十足的醫師袍，更有學妹自告奮勇上臺擔任
有獎徵答的主持人，在現場各個科系激烈的競爭中成
功吸引不少人潮。大三負責人溫嘉偉表示：「杜鵑花
節是一個讓願意來杜鵑花節的高中生，了解獸醫系不
同面向的機會，我們除了在影片中提出『獸醫系念幾
年、臺灣有幾所獸醫學院、獸醫師未來的出路』等問
題，也利用之前拍攝的狂犬病七大迷思成功吸引了大
量的人潮，詢問度比起前兩年有顯著的提升。」此次
杜鵑花節，不僅讓高中生了解獸醫系，也提供了一般
民眾一個近距離了解狂犬病的機會。

生機系負責籌備杜鵑花節活動的學生合影

每年 4 月最後一個星期六為世界獸醫日，今年臺
灣獸醫學生會協同四校獸醫系以及全聯會舉辦了一系
列的活動，包括動物福利系列講座、高中生參訪新屋
收容所及屏科大野生動物收容中心以及世界獸醫日暨
動物福利關懷大會。

當天有不少貴賓出席，包括的有嘉義大學動物醫
院吳瑞得院長、嘉義市政府建設處張裕勳先生、新北
市獸醫師公會馬祥勝會長以及臺大 -永齡「關懷生命，
愛護動物」專案助理徐鍾玥。首先由創會會長吳昊翰
先介紹臺灣獸醫學生會源起與發展，在動物福利系列
講座每一場次皆獲得聽眾熱烈的回應；高中生的參訪
行程也讓他們收穫滿滿。相信這些努力正慢慢一點一
滴提升整體社會的動物福利意識，我們衷心希望能透
過獸醫學生的力量，為動物福利盡一份心力！

2014年臺大杜鵑花節

世界獸醫日暨動物福利關懷大會

參與活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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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服典禮是獸醫學院學生在大四升大五，進醫院

見習之前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這次的授服典禮由臨

床動物研究所吳應寧所長擔任代理主席，同時邀請本

校張慶瑞副校長、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張

淑賢局長及趙磐華副局長等嘉賓來為學生授服。這次

典禮有眾多師生及家長們熱情參與，盛況空前，現場

座無虛席。典禮由吳所長及嘉賓致詞揭開序幕，之後

大四學生們分成六組，每一組都精心製作短片，內容

包括求學期間的點點滴滴，以及對未來的期許。緊接

著每組分別上臺，由嘉賓親自套上獸醫師服，象徵被

賦予的責任，意義更顯重大。授服完成後，由宣誓人

代表歐睿婷同學帶領大家朗誦誓詞：「當我選擇獸醫

學作為我一生的志業，並站在這神聖殿堂的此刻…」

同學們的神情都十分認真。授服典禮就在木棧道的大

合照中圓滿落幕。

農委會防檢局張淑賢局長應臺灣

動植物防疫檢疫暨檢驗發展協會之邀

請，於 2014 年 4 月 23 日蒞臨本校

獸醫專業學院，帶來主題為「動植物

防疫檢疫業務現況」的演講，讓與會

者了解當前防檢局職掌業務的整體情

況。演講由臺灣動植物防疫檢疫暨檢

驗發展協會江益男理事長擔任引言人

簡短介紹張局長之後，局長隨即進行

長達 1 個小時多的演講，讓與會者明

白防檢局能為大家做什麼？正為大家

做什麼？未來還要做些什麼？對於現

場與會者的提問，局長均以誠懇的態

度回應，除了感謝前輩們的引導外，

也感謝局內同事團隊不分你我提出的

專業建言及反應，將功勞謙虛歸給防

檢局同事們的付出及配合。演講結束

後，本院周晉澄院長致贈印有臺灣大

學字樣之特製書包，期待未來張局長

能再度蒞臨指導。

周晉澄院長致贈見面禮予張淑賢局長

獸醫師授服典禮大合照 前排 ( 左起 ) 本院獸醫學系
學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趙磐華
副局長、張淑賢局長、本院張芳嘉老師、張雅珮老
師、季昭華老師、廖泰慶老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張淑賢局長至獸醫專業學院演講

2014年獸醫師授服典禮於在 5月 24日上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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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 - 永齡「關懷生命、愛護動物」專案計畫，

2014 年除犬貓絕育外，計畫朝教育及學術研究等多

方面發展，將動物保護觀念普及於社會之中。3 月時

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合作

「動物福利教育發展計畫」，邀集相關學者專家與動

保人士共同參與，希望發展出適合我國中小學動物福

利教育之教材，並結合環境教育，俾利日後各動物相

關之場所使用。5 月 3 日的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中，

與會人員包括：臺大動物科學技術學系徐濟泰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王順美副教授、東華大

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梁明煌副教授與楊懿如副教

授，列席之計畫執行相關人員則有中華民國保護動物

協會秘書長黃慶榮醫師與公關企劃組吳明青組長、兩

棵樹創意行動工作室專案經理林昭任、臺灣之心愛護

動物協會執行長劉晉佑、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小教師

湯宜家，以及關懷生命協會常務理事湯宜之。會中決

議未來將建立課程發展模式以及盤點國內目前教材發

展情形，整合教育資源，藉由繪本或多媒體影片發展

成易推廣的「教學包」，鼓勵中小學教師使用，亦預

計於暑假期間舉辦北中南東四區八場動物保護種子教

師研習會，使動物福利觀念向下紮根。

獸醫週設攤

葉力森教授與洪榮偉獸醫師為臺大學生講解動物用

藥紛爭及解決途徑

動保教育環島教師研習營詳情請見
http://www.vm.ntu.edu.tw/Yungling/id_3/2014edu.pdf

或向專案計畫辦公室洽詢（02）3366-3858

臺大─永齡規劃「動物福利教育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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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臺大農業試驗場 90 周年慶，農場園藝組出

版推廣教育專書『蔬果與樂活養生指南』，蒙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補助，由園藝系教授兼農業試驗場張育森

場長及園藝組鐘秀媚技士執筆，內容兼具理論與實

用，將完整的『益康園藝、園藝養生』觀念與資訊推

廣給國人，有助於促進國人身心健康，並提升『園藝』

更多面向之積極發展。該書共分五章，第一、二章分

別闡述樂活養生及蔬果樂活之核心觀念，第三、四章

介紹臺灣 16 種好蔬果之營養價值、食療功效與飲食

宜忌，第五章包括園藝組設計的 12 項園藝 DIY，可

應用於樂活養生與園藝治療相關活動。目前該書在臺

大農產品展售中心以優惠價發售中，值得大家閱讀參

考！

配合臺大農場 90 年場慶，農藝組出版臺大農場

推廣教育手冊－農場風情話，內容集結了農藝分場的

今昔照片、蓬萊米之父—細說磯永吉、稻米文化與水

田生態之美等。本書除了豐富的文史典故及環境介紹

外，更收錄近年來配合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進行的食

農教育及深度米食推廣計畫之相關活動內容，及農場

內所栽種常見各類糧食標本作物的簡介。期待能以深

入淺出的方式介紹農藝分場，這一處位居臺北市中心

的美好。

臺大農場推廣教育手冊－農場風情話

農業試驗場「環教玩一夏」環境教育夏令營記者會

農業試驗場配合臺北市環保局，辦理 2014 環境
體驗年「環教玩一夏」記者會活動，邀請到臺北市環
保局吳盛忠局長及農試場張育森場長，為系列活動進
行開幕儀式及現場指導。張場長招待與會的來賓及參
加活動的小小學員們品嚐了臺大農場自製的三明治冰
淇琳。7 月 11 日開幕當天，同時辦理第一梯次活動，
於農試場進行精油皂、植物手染及假如我有一畝田等
環境教育課程。

臺北市環保局局長吳盛忠及臺大農場場長張育森教
授與活動來賓大合照

農場園藝組出版『蔬果與樂活養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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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山地實驗農場致力於推廣環境教育、友善土

地耕作等，採用無毒栽培法、作物輪作等方式，生產

無農藥優質蔬食，期許提供民眾安心、健康、無負擔

的安全食品。臺大山地實驗農場梅峰本場的花卉蔬菜

已於 2012 年 11 月獲得「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

驗證通過為「有機轉型期」。為使民眾瞭解農場花蔬

之生產過程，分享「消費可以改變世界」、「吃在地、

吃當季」並強調友善農業與飲食安全等概念，特於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每日下午舉辦「在地蔬

食」活動。活動期間有紫色浪漫的薰衣草田、溫帶花

卉區之定時導覽、親手採摘農場水蜜桃、採菜體驗等，

讓許多民眾度過清涼且回味無窮的暑假。

實驗林與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共同於

2014 年 7 月 24 日在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舉辦「憶往情

森 -溪頭森林音樂會」暨防制菸品稅捐逃漏宣導活動。

本次音樂會以懷舊及戲劇音樂為主軸，邀請寶島歌后 -

紀露霞、金曲歌王 - 荒山亮、軍中情人 - 方季惟及 K

歌天王 - 陳勢安等蒞臨演出。同日另有實驗林舉辦的

「森林探索闖關暨健行」活動、中區國稅局南投分局

舉辦的「租稅闖關遊戲與填寫防制菸品稅捐逃漏問

卷」活動及南投縣凍頂茶葉發展協會舉辦的「推動臺

灣優質特色名茶展現太極風情」活動等，熱鬧非凡。

本活動期望藉由森林的自然美景與音樂藝文活動之結

合，讓遊客在享受優美樂聲的同時，了解環境教育的

重要，藉以宣揚珍愛森林的觀念，並達到租稅教育之

目的。

實驗林舉辦「憶往情森 -溪頭森林音樂會」

山地實驗農場於 7至 9月舉辦「在地蔬食」活動

「憶往情森 -
溪頭森林音樂
會」宣傳海報

外型粉嫩飽滿，鮮甜多
汁的水蜜桃

晶瑩剔透，擁有酸甜滋
味的月光李 紫色浪漫的薰衣草田

歡迎您親自前來體驗親手採摘蔬菜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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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過環教場域認證的山地實驗農場於 2014 年

首次舉辦「環教場域經驗分享」專業研習課程，課程

內容以「森林 GOGO」課程單元操作之教學經驗為架

構，分享本該場「環境教育設施、課程規劃」以及「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經驗」，展現自然與人文資源的

特色與規劃理念。第一梯次於 6 月 20 至 21 日舉辦，

第二梯次則於 9 月 16 至 17 日舉行，兩梯次共有近

50 位來自不同場域的夥伴齊聚一堂，激盪並分享了彼

此場域的現況，透過討論而獲致實用的收獲，再加上

臺大山地實驗農場所提供的詳實參考資料以及環教人

員的熱情分享，讓大家收穫滿滿！

山地實驗農場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山區，海拔約

2100 公尺，不論氣候、生態及景觀等資源特色均與

中、低海拔地區迥異。為促進國中、小學對該場場域

資源及環教課程之深入了解，特針對國中、小學教師

辦理「教師體驗學習營」，由該場環境教育人員帶領

活動示範操作及各校教師交流討論，使教學場域及課

程能與校園學習課程接軌，讓環境教育體現與實踐在

日常生活中。此活動第一梯次以 3 至 5 年級為主進行

教學模組示範，於 2014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完

成，10 月則辦理第二梯次教師體驗學習營，以 6 至 8

年級之課程教案進行示範。參與的教師非常踴躍，使

此活動獲得極佳的效益與迴響！

山地實驗農場結合季節特色與農事體驗，於

2014年舉辦「春耕」(4月 7日至 8日 )及「秋收」(10

月份 ) 園藝紓壓體驗課程。春季來臨，萬物從蕭條的

冬季裡復甦，傳統農業社會裡，農民配合季節及氣候

安排農業活動「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為一年中

的大事，依節氣變化栽種適當的植物，才有豐富的收

穫。因此「春耕」的活動中，安排了學員體驗種植馬

鈴薯，以及耕耘與勞動之間的關係；「秋收」則使學

員有機會享受豐收馬鈴薯的快意與滿足。讓參與學員

藉由此活動，透過自然景觀及田間勞動達到身心放鬆

的效果，重拾與環境的連結，並讚嘆自然之美以及農

人與自然相處的合宜智慧。

環教人員解說

山地實驗農場舉辦「園藝紓壓體驗課程─與植物作朋友」

山地實驗農場於 5月份及 10月份舉辦教師體驗學習營

山地實驗農場於 6月及 9月舉辦「環教場域經驗分享」專業研習課程

學員種完馬鈴薯後合影

教師體驗學習營活動情形



活動報導

80 

杜鵑花節為臺灣大學年度大型活動之一，臺大農

業陳列館與臺大秘書室校友聯絡中心在這個春暖花開

的時節，合作舉辦一系列專屬校友的工作坊活動，藉

此聯絡校友們的情感，凝聚更深的感動及感情。本次

活動參加對象雖限定臺灣大學畢業校友，但也歡迎校

友們攜眷參加，共享親子同歡的樂趣。今年杜鵑花節

校友專屬活動訂於 3 月 15 至 16 日兩天舉辦，共三梯

次，每梯次 60 名，活動包含農陳館 30 分鐘參觀導覽

解說，以及 2 小時 DIY 活動。三梯次的 DIY 活動主

題分別為：第 1 梯次「杜鵑花 Memo 夾製作」－由再

生之美美綠樹藝工坊的李永謨老師授課，利用自然樹

材及獨特再生技術，編塑出美麗環保的綠工藝作品。

第 2 梯次「創意桌上花園巧手栽」－由臺大農場的鐘

秀媚老師為大家介紹居處城市中，如何為自己援引花

草綠意入院，尋一方蒔花弄草的小天地。第 3梯次「浪

漫皂中皂製作」－由飛翔的愛樂芬 ‧ 皂生活的林昭慧

老師教導大家如何將杜鵑花的美麗鑲嵌在透明皂中，

留在你我的手掌心中。本活動讓校友認識到農陳館是

個發揮農業教育推廣與資訊傳播服務功能，可作為創

新思考活動與休閒學習體驗的開放場域，也讓他們感

受到農陳館於轉型後之活化現象與新氣息。

山地實驗農場於 9 月至 10 月底隆重推出「山裡

的比荷 - 三角峰自然生態體驗營」，透過手做步道風

情、各式豐富的昆蟲及植物相等帶領大家認識中、高

海拔的生態特色與秋季風情！三角峰位於山地實驗農

場翠峰分場，在合歡山南稜的稜線上突立而出，東南

及西北兩方向皆是溪谷，兼具山頂、向陽坡及背陽坡

等地形，造就多元的生態環境及豐富的生態相。這裡

更有耐人尋味的步道歷史，也是合歡越嶺古道的前

身，走訪其間可觀察周遭的花草樹木、蟲蝶鳥獸與環

境的關係是多麼的密不可分；在這段路上，化作比荷 

(Viho’le)，踏著前人走過的路徑，遊走山林，領略在

地風情，並想像當時原住民和日本人穿梭林間的歷史

畫面。

農業陳列館志工進行「2014 杜鵑花節校友專屬活
動」參觀導覽解說

左第 1 梯次「杜鵑花 Memo 夾製作」
右第 2 梯次「創意桌上花園巧手栽」

三角峰手作步道上的光影，透著屬於歷史的氤氳，
非常迷人

山地實驗農場於 9月至 10月底舉辦「山裡的比荷 -三角峰自然生態體驗營」

農陳館辦理「2014杜鵑花節校友專屬活動」



  81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院訊 第 19期 ｜ 秋季 2014

「2014 食糧 X 生產 X 消費」特展由本校生傳系

及圖資系共同主辦、農陳館及農推會共同協辦，於

2014 年 3 月 22 日於農陳館一樓新洞廳開展，由於

豐富的農業科普知識和生動可愛的展覽設計受到熱烈

迴響，主辦單位特將展期延至 9 月 15 日。特展從糧

食的生產面、消費面、安全面三個主題來進行糧食科

普知識傳播，除了靜態展覽，同時通過一系列食．糧

專題講座、親子工作坊、藝術創意競賽、參訪導覽、

學習活動、草地音樂會與主題書展等豐富且多元的內

容，讓臺灣食農教育能從小朋友做起，也使民眾了解

臺灣糧食的現況與未來趨勢。

本展活動因應受眾知識力廣度與深度分兩檔期，

一為「食光穗道─打開食糧的魔法世界」：以幼兒園

至國小的孩童為對象，介紹臺灣常見糧食作物及有機

農業，搭配著色塗鴉及繪畫創作競賽，企圖教育孩童

從小認識重要糧食型態與產製歷程，也藉此了解農業

的重要性。另一為「好食新視界─遇見食糧的美好」：

著重糧食的消費面及安全面，透過多元觀點探討糧食

議題，並透過明信片留言及創意糧食便當料理競賽，

來感謝農民的辛勞及了解食物的珍貴。本特展設計

「紫米姊姊」、「蜜蜂哥哥」與「玉米哥哥」等 Q 版

代言人，由大哥哥大姊姊真實人物扮演帶著孩童唱

歌、跳舞及說故事學習活動，讓孩童更能融入情境學

習，加深記憶度。

此外，本特展舉行了四次大規模整合型學習活

動，包含：4月3日「歡慶兒童節：歡樂農場‧兒童市集」

活動，透過代言人帶領小朋友唱歌跳舞、學習糧食概

念的活動，以及五種闖關互動遊戲，使孩童快樂學習

糧食知識，也藉此感謝辛勤的農民、培養珍惜糧食的

態度，落實本活動「食農教育，向下紮根」的精神。

5 月 17 日辦理「糧食魔法森林」的數位學習及闖關活

動，讓小朋友在遊戲中學習。5 月 18 日則配合世界博

物館日舉行全天性的「好食童樂會─小小博物館日」

活動，包含具生活化且有趣的艾草驅蚊香及香包粽製

作工作坊、食糧著色塗鴉競賽頒獎典禮、昆蟲繪畫工

作坊，也在戶外舉行草地音樂會演奏美妙樂音。6 月

14 日當天則特別舉辦「食在方便─創意糧食便當料理

總決賽暨草地音樂會」，十二組決賽者前來農陳館現

場製作料理，並提供現場民眾試吃及共同票選評分，

當日約 400 人前來共襄盛舉這場美食饗宴。

農陳館館員進行學習活動導覽解說

「2014 食糧╳生產╳消費」特展展場實景

生傳系、農陳館與農推會合辦「2014食糧 ╳ 生產 ╳ 消費」特展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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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食糧 × 生產 × 消費」特展同時辦理一系列「好食新視界系列演講─食．糧專題講座」，期盼廣邀

專家，從糧食的生產面、消費面、安全面三個主題來進行糧食科普知識傳播。展覽期間截至 7 月底共舉辦了

11 場專題講座，場次如下：

園藝系許輔教授演講實況 農經系雷立芬教授演講實況

生傳系、農陳館與農推會合辦「2014食糧 ╳ 生產 ╳ 消費特展─好食新視
界系列演講」

日期 單位 講師 講題

4月 9日 農委會水保局 吳菁菁組長 水保局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座談會 -超寫實農村之旅

4月 18日 農委會企劃處 王聞淨技正 產銷履歷農產品發展現況

4月 24日 臺大園藝系 許輔教授 食品停看聽，安全免擔心

4月 30日 上下游市集 汪文豪資深記者
校園午餐結合食農教育──地產地銷提升糧食自主的
出路

5月 6日 中華電信基金會 林三元執行長 中華電信蹲點 ‧ 臺灣：第六屆校園影展座談會

5月 14日 草盛園園藝治療工作室 黃盛瑩治療師 校園菜圃：從種子到餐桌

5月 22日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蘇錦夥總經理 淺談一產六級化──農業的管理創新

5月 30日 劉克襄作家 一座小村的農業永續

6月 4日 臺大農經系 雷立芬教授 消費者應該知道的食品標章內涵

6月 10日 農糧署糧食產業組 黃怡仁技正 糧食與人生

6月 28日 臺灣博物館 方明禮資深志工 遇見糧食大未來

每場次參與者除了臺大的教職員工生外，亦有許多關注農業議題的民眾或相關從業人員蒞臨，透過精彩演

講內容與 Q&A的互動，激發出不一樣的想法與火花，也使更多人願意共同關心臺灣農業糧食及這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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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食糧 × 生產 × 消費」特展提供親子互動學習機會，由農陳館主辦一系列食糧假日親子工作坊活動。

工作坊內容豐富、場場精彩，包含農業食糧主題以及二十四節氣知識，讓大人小孩都能動手做、輕鬆學，共度

親子同樂的週末時光，增進彼此的親密關係。目前截至六月底已辦理完成 9 場次食糧工作坊活動，分別如下：

「食光穗道─探索糧食及小小昆蟲繪畫工
作坊」莊文岳老師講座活動情形

生傳系、農陳館與農推會合辦「2014食糧 ╳ 生產 ╳ 消費特展─食糧工作
坊活動」

日期 單位 講師 講題

3月 22日 崇右技術學院數位媒體設計系 陳威達老師 食光穗道─打開糧食的色彩世界繪畫工作坊

3月 22日 崇右技術學院數位媒體設計系 陳威達老師 食光穗道─打開糧食的色彩世界繪畫工作坊

4月 26日 以紙。雕成。若涵工作坊 成若涵老師 好食新視界－穀雨～種子稻草人剪紙貼畫工作坊

4月 26日 崇右技術學院數位媒體設計系 陳禹達老師 食光穗道─糧食繪畫拼貼與節氣體驗繪畫工作坊

5月 18日 草盛園園藝治療工作室 黃盛瑩老師
好食新視界─端午艾草香～天然艾草驅蚊香＆艾草香
包粽 DIY工作坊

5月 18日 集雲堂生態創意工作室 莊文岳老師 食光穗道─探索糧食及小小昆蟲繪畫工作坊

5月 25日 沁甜。好日創意工作室 林易汶老師 好食新視界─芋頭大福製作 DIY工作坊

6月 14日 巧奪天功手藝坊 吳麗華老師
好食新視界──縫一袋幸福～手工精美小布袋製作
DIY工作坊

6月 28日 自然養生工作坊 陳美純老師
好食新視界─夏糧＜涼＞青春秘方～美白養生薏仁蓮
子名點製作工作坊

「食光穗道─糧食繪畫拼貼與節
氣體驗繪畫工作坊活動」學員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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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農推會近年主打「農業多媒體訓練課程」，
受新竹縣農會之邀，2014 年 5 月 15 日於新竹縣農會
會議室辦理「簡報製作技巧研習」課程，由生傳系周
穆謙助理教授（農推會推廣教師）主講。本次課程由
新竹縣農會溫碧誠總幹事開場，他表示，在其從事農
業推廣基層工作期間，簡報製作是一項重要的溝通傳
播工具，因而調訓轄區內鄉鎮農會農業推廣人員與產
銷班農友。參與學員本身即具備基礎簡報製作能力，
再藉由周穆謙助理教授的指導，了解如何改善視覺設
計，知道如何取得簡報範本，讓簡報呈現更具說服力。

農陳館、林務局與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自
2008 年起，即依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主題，同步辦
理展示、嘉年華、演講等活動，以表達我們對生物多
樣性工作的關注和實際行動。2014 年「島嶼生物多
樣性」系列演講共 6 場，分別於 7 月 12 日、7 月 26

日及 8 月 9 日在農陳館各舉辦 2 場，不論師資與講
題皆為一時之選，特別精心籌畫邀請國內不同的專業
領域權威者，從各個面向來瞭解、認識海島臺灣，除
了王鑫教授以地質作為說故事的主軸來認識臺灣各島
外，另有鄭明修博士以最近要成立的澎湖南方四小島
國家公園，帶民眾認識其所不認識的國土；為了清楚
地知道自然環境變遷及人類活動影響下，海島臺灣未
來接受到的挑戰與影響，蔡慧敏教授、邱祈榮教授以
及李永展研究員帶來精確的分析與探討；而為了因應
海島環境，臺灣原住民傳統居住的多樣性文化形成過
程與特色，則由關華山教授將長年的關注與研究進行
說明。一群關心海島臺灣的未來、關心生物多樣性的
永續的民眾，踴躍到場聆聽專家學者們精闢的演說與
研究心得分享，精彩的演講獲得民眾熱烈的迴響。

王鑫教授分享「以臺灣島嶼群之地質說故事」演講
實況

鄭明修研究員分享「認識國土 澎湖南方四島」演講
實況

「簡報製作技巧研習」辦理情形，圖右站立者為新
竹縣農會溫碧誠總幹事，圖左為周穆謙助理教授（本
會推廣教師）。

農陳館、林務局與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合辦「2014年 522國際生物
多樣性日－島嶼生物多樣性」系列演講

農推會與新竹縣農會合作辦理「簡報製作技巧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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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購肥資訊管理系統」平台教育訓練活動由

農委會農糧署委託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開發，

訓練活動於 2014 年 6 月 25 日、7 月 14 日二天假自

動化中心電腦教室辦理。農委會鑑於農民施肥有淡、

旺季之分，亟需加強肥料庫存量管理，透過肥料銷售

作業電腦化，掌握肥料供應廠商及各縣市肥料庫存

量，俾建立肥料供需調節預警機制，同時藉由電腦化

管理，簡化農民購肥登記作業，並藉以了解農民購肥

是否異常，輔導農友合理化施肥，以提高肥料利用效

率，節省施肥成本。本課程吸引農業相關從業人員約

60 人報名參加，課程中除介紹電腦硬體、農民購肥資

訊管理系統，並提供實際電腦操作練習的機會，使學

員更能運用電腦與網路科技於現有工作上。

為推廣生農學院研究成果，加強校園與社區居民

之連結，農推會自 2014 年 7 月 30 日起至 9 月 11 日

假農業陳列館三樓勤農講堂辦理 4 場次「消費者教育

系列講座」，從科普到生活，全方位提升民眾農業相

關知識。農推會自 2011 年起，除推廣教授、副教授

固定名額外，在生農學院徐源泰院長的支持下，增聘

各領域的推廣教師，拓展農業推廣之服務範圍。以本

系列講座為例，由推廣教師主講的內容有：7 月 30 日

「從日常飲食談癌症預防」（食科所潘敏雄教授）、

8 月 6 日「經濟動物行為與福祉」（動科系王佩華副

教授）、8 月 20 日「我的廚房有機香草園」（農藝系

黃文達助理教授），與 9 月 11 日「魚類照護」（獸

醫系陳媺玫副教授）。農推會將陸續辦理各種形式之

農業推廣活動，除了推廣學術研究成果，也強化與社

會大眾面對面的互動，期望促進民眾主動關懷農業議

題。

7月 30日「從日常飲食談癌症預防」演講剪影，(左 )
農推會岳修平執行秘書擔綱開場。( 右 ) 講者食科所
潘敏雄教授（本會推廣教師）。

102 年度「農民購肥資訊管理系統」平台教育訓練
上課情形 - 攝於自動化中心電腦教室

農推會辦理 4場次「消費者教育系列講座」

自動化中心協辦 102年度「農民購肥資訊管理系統」平台教育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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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系學會主辦 2014 年暑期園藝營，不同於
以往以小學生為對象，本年度起無論在課程或活動設
計方面，皆全面打造成適合高中生的營隊活動。課程
講解及實作體驗圍繞著園藝系三大學群： 作物方面，
介紹鳳梨、蘭花、食蟲植物以及水草缸；利用方面，
講解果醬製作的原理，並加入實作；景觀方面則是小
組模型的設計與評鑑。綜合性的活動包括夜探以及農
業與環保議題的討論，目的是希望帶領年輕學子思考
及正視臺灣生態保育的問題。除了室內學習，營隊活

動更將教室延伸至戶外。藉由校園植物導覽，讓高中
生認識本校美麗的環境與代表性植物；走訪花博公園
的臺北典藏植物園以及板橋林本源園邸，發現生活中
無所不在的園藝世界。而活動中的大地遊戲、晚會、
跑臺體驗等，讓各小隊增加互動頻率、增進彼此感情。
從回饋單的意見反應，可以看出多數學員確實加深了
對園藝的認識，而對於園藝有著濃厚興趣的高中學子
們，也更加確定自己的志向，找到努力的方向。

徐源泰院長蒞臨園藝營活動

園藝營學員們前往戶外學習

園藝系 2014年暑期園藝營熱鬧開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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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森林營工作人員與營隊學員合影

以高中同學為主的臺大森林營在今年暑假邁向第四屆，從 7 月 6 日至 7 月 10 日，由森林系學生會帶領全

系學弟妹們，共同規畫設計出精彩充實的營隊活動，延續前三屆的好評再創顛峰，共計有 80 人參與。有別於

其他純粹學術導向的營隊，森林營除了教導同學們木材的應用及造林的觀念，更在活動期間不斷提倡生態保育

和森林保護的正確觀念，除了邀請到臺大植物標本館館長郭城孟老師，更請到黑熊媽媽黃美秀博士的助理郭彥

仁蒞臨演說，闡述生態保育的重要。本屆活動除了校

內的課程外，也在夜間安排至鄰近的富陽自然生態公

園進行觀察，藉由系上同學詳細的解說，讓參加的同

學們了解野生動物的美麗，更讓同學知道，在過去觀

念中一直認為兇惡不可靠近的毒蛇其實羞怯怕生，人

類和來自外地的美國螯蝦及非洲大蝸牛等外來侵入種

才是更令人髮指的生態破壞者，。森林營結合了生態

的整體觀念和環境教育，讓同學們不會只有專一的視

野，而是擁有更加宏觀的態度和胸懷。

臺大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營隊「臺大昆研營」

由昆蟲系同學於暑假期間舉辦，每年吸引超過 400 位

以上的國小學童參加。2014 年營隊時間為 7 月 1 日

至 7 月 12 日，總共五個梯次，每梯為期兩天，活動

內容與課程包含：認識昆蟲、標本觀察、昆蟲行為、

昆蟲保育、外採教學與昆蟲生態，亦有包含昆蟲相關

知識的闖關遊戲，以及實際野外採集等動態活動，營

隊最後還有標本製作，如：鍬形蟲與鳳蝶等，讓小朋

友開心帶成品回家。營隊宗旨為希望藉由推廣昆蟲相

關知識，激發小朋友對於大自然的興趣，並透過了解、

接觸相關知識，進而喜愛大自然，同時也將生命教育

與生態保育之概念向下扎根。

昆蟲系同學為小朋友們介紹常見或特殊的昆蟲，以
及不同昆蟲的小故事

小朋友至野戶外實際體驗以蟲網抓蟲的感覺

森林系第四屆臺大森林營圓滿落幕

昆蟲系舉辦 2014臺大昆蟲研習營─昆蟲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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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傳系於 2014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11 日舉辦第

二屆臺大生傳營，此次以「轉生活」為題，鼓勵學員

體驗一系列生傳系課程精華，五天四夜營期中，生傳

系教授們不遺餘力地為學員量身打造精彩絕倫的課

程：王俊豪副教授之「翻轉吧！農業」課程，顛覆學

員的傳統農業意象；黃麗君副教授之「王牌行銷員」

課程，學員個個都展現自己的表演天份，雖然有點害

羞，但看得出來大家都盡力參與了營隊的每一項安排；

闕河嘉副教授之「鄉村文化研究」課程幫助學員挖掘

細緻的鄉村人文精華；周穆謙助理教授之「生根！從

廣告看創意」課程，針對農產業的產品與服務，整合

廣告行銷設計創意發想與實作過程。另外，麗嬰房服

飾副理曾玉卿小姐與瑞緯整合行銷傳播總經理謝閔瑜

先生的專題演講，更讓學員們在案例分享與討論中，

逐步與業界實務行銷產生鍵結。於最後一日的「生傳

市集」成果展覽中，學員綜合所學、發揮渾身解數，

針對新型態農業生產之農產品進行平面海報文宣設

計，展現不凡的創意與無窮的潛力。學員們帶著滿滿

的收穫相互道別，期盼未來能考進生傳系，與生傳系

再續四年大學生活！

植微系舉辦第十六屆臺大微生物營

植微系於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17 日舉辦第十六屆

臺大微生物營。臺大微生物營是為升小四到升國一的

小朋友所舉辦的暑假營隊，今年的活動共有五梯次，

每梯次為期三天，讓喜歡大自然的小朋友能夠輕鬆走

進微生物的世界。植微系同學們以生動、淺顯易懂的

方式為小朋友上課，內容包括了細菌、真菌、病毒和

線蟲四大領域，並配合上課內容設計相關的有趣實驗，

小朋友們可以藉由實作感受到微生物的奧妙！
臺大微生物營於 7 月 1 日展開第一梯次，隊輔們與
新報到的小朋友們合影

生傳系舉辦第二屆臺大生傳營「轉生活」

第二屆臺大生傳營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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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所三月份本所開始每兩週辦一次技術教育推廣活動

(詳細內容請看水工所推廣課程網頁

http://140.112.190.227/course/index.php

山地農場 -活動預告

1. 「蘋芬秋色」採果活動在 2014 年即將邁入第 7 年，前來山地實驗農

場就可以體驗到親手採蘋果的樂趣。山地實驗農場此次開放採果以

富士蜜蘋果為主，香甜多汁，是農場中最獲青睞的品種。除了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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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內容豐富、知性感性兼具的精彩體驗行程。活動預計於 10 月下旬

登場，冬天是個有趣的季節，平時高高掛在枝頭的葉子們，在這時

紛紛飄落地面。葉子們到了冬天，掉到地上變成森林的養分，也離

人好近好近，山地農場特地在冬季推出〈彩繪大自然〉DIY 活動，

邀請大家一起來和葉子玩一場親密接觸的繽紛遊戲。

2. 山地實驗農場全年舉辦綠野仙蹤環教四小時 (15 人成行，半日行 ) 活

動，此活動透過田間觀察和接觸，使參與者了解環境和作物之間生

長的關係，並將「食物里程」、「在地消費」及「綠色標章」等概

念融入生動有趣的大富翁遊戲中，藉此檢視日常行為以及可以參與

環保的行動力，並且提出我們可做到的綠色承諾。相關活動資訊請

至 http://mf.ntu.edu.tw/ 查詢。

3. 山地實驗農場春陽分場「兩天一夜春陽巴萊」活動，即將於 12 月舉

行，相關活動資訊請至 http://mf.ntu.edu.tw/ 查詢。

4. 位處 2100 公尺的山地實驗農場，擁有四季分明的溫帶景緻。梅峰自

然生態體驗營提供專業的解說導覽，伴您遊賞深秋變色葉與冬季梅

花、蠟梅馨香，兩天一夜，2 人報名 6 人成行，活動詳情請至 http://

mf.ntu.edu.tw/ 查詢。

 活動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