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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動物癌症醫學研究中心是亞洲第一個整

合臨床動物醫療及基礎動物醫學的研究中心，動

物癌症醫學研究中心團隊致力於犬腫瘤之研究，

於犬黑色素瘤疫苗研發與犬乳房腫瘤診斷有新突

破，本校於 2010 年 1 月 27 日召開國立臺灣大學

農曆歲末動物醫療團隊成果發表會，也是臺灣大

學一年一度的卓越研究成果發表會，主題為追求

卓越，關懷社會，並且召開記者會發表動物癌醫

中心這兩項重要的新發現。記者會前、會中與會

後各家媒體記者對動物癌症的治療與發展的現況

極感興趣，發問踴躍。以下為臺大動物癌症醫學

研究中心於動物癌症方面的研究成果與新發現。

治療犬惡性口腔黑色素瘤之新發展

近年癌症成為寵物貓、狗的頭號殺手，其中

犬口腔黑色素瘤是一種轉移快速、致死性高、與

高度侵略性的腫瘤，佔犬口腔腫瘤的 30-50%，而

且 70-80% 的機率為惡性，傳統的治療方式包括

手術、放射線和化療對較為惡性的腫瘤療效有限，

治療後存活的時間僅 3-6 個月。通常病畜也會因為

腫瘤產生的併發症而進行安樂死。為了延長病畜

的生命，該中心發展嶄新的疫苗，治療犬口腔黑

色素瘤。此疫苗為樹狀細胞融合黑色素瘤所成之

治療疫苗，可以激發病畜本身的免疫力，毒殺腫

瘤細胞，抑制腫瘤生長，降低轉移率，改善犬生

活品質。

目前癌症中心針對臨床上極度惡性之口腔黑

色素瘤 22 例，使用此專一性治療疫苗配合外科手

術進行治療。此合併療法能明顯延長病畜存活時

間，相較於只接受手術的病畜，其平均存活時間

約 82 天，在給於疫苗並手術切除治療組病畜的平

均存活時間為 245 天，最長可以到 310 天。更重

要的是，該療法亦可明顯降低腫瘤復發和遠端轉

移的發生，對於犬的副作用極低。要提升犬癌症

醫療品質，使用免疫療法為目前治療犬口腔黑色

素瘤最佳選擇之一，目前臺大動物癌症中心將進

一步改善療法，強化犬隻「專一性」癌症治療疫

苗。 

預測犬乳房腫瘤之新突破

犬貓為人類最重要的伴侶動物，近年來由於

伴侶動物生活環境大幅改善和罹病照顧品質的提

升，犬貓的壽命逐年延長，癌症的發生率也隨之

增加，而且高居犬隻死亡率之首位。十歲以上犬

隻死於癌症者佔所有死因之 45%。在所有母犬腫

瘤中來自乳房組織者佔 52%，犬乳房腫瘤的發生

率隨年齡增加而增加，最常發生犬乳癌腫瘤的年

紀為 10 ～ 11 歲，在此年齡發生在母犬之腫瘤超

過 70% 為乳房腫瘤。 因此針對犬乳房腫瘤的相關

研究在臨床動物醫學上是非常重要的。

該中心經過與本校基因體中心的合作，運用

生物晶片首度發現 G0709 基因與犬乳房腫瘤的惡

性有密切關係。此基因在良性腫瘤的表現量極低，

卻在惡性腫瘤表現量顯著上升，而且在腫瘤發生

轉移時更加升高。同時此基因的表現量高時病犬

的存活時間大幅度縮短。上述研究結果證實此基

因適合應用於鑑定腫瘤的惡性及轉移。診斷惡性

腫瘤的準確率高達 85.7%，腫瘤轉移的準確率

87.5%。小動物癌症分子診斷研究目前並不普遍，

該中心希望借重分子技術提升動物癌症之早期診

斷。該研究的結果對犬隻癌症的診斷及癒後之預

測有明顯的助益，此結果可使用于動物腫瘤診斷，

並做為醫生選擇治療方式的重要參考數據。未來

可探討應用於其他哺乳動物的可行性及研究該基

因能否作為標靶治療之基因目標之一。

臺灣大學農曆歲末動物醫療團隊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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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民知識與生活水準的提高，臺灣飼養

寵物（如犬、貓等動物）的情形日益增加，更由

於動物醫療與照護品質的提升，動物的壽命也逐

漸延長，故而有如人類一般，近年來癌症已攀升

為犬貓死因的首位；因此，為提升動物癌症之醫

療與照護品質，本校生物資源暨農學院數年前即

開始規劃更新附設動物醫院的診療設備、推動腫

瘤發生機制的研究以及動物癌症療法的開發。其

次，由於寵物犬、貓與人類有較小鼠更為近似的

基因組成，又和人類幾乎同時暴露在相同的生活

環境與危險因子之中，因此犬、貓自然發生的腫

瘤與人類的腫瘤無論在發生的機制或表現出來的

症狀等等，均有極多相似之處，實為研究人類癌

症醫學最適切的動物模式。

本校是具有動物醫學、醫學、生命科學及其

它應用科學等各類研究專長的綜合性大學，為提

供動物更好的癌症醫療品質，以及研究動物癌症

醫學相關之課題，兼且作為人類癌症醫學的研究

素材，在大家戮力合作及多方整合下，新成立「動

物癌症醫學研究中心」(Animal Cancer Center)，
並於 2010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0 時正式揭牌運

作，另動物醫院新設之動物癌症治療中心 (Animal 
Cancer Treatment Center) 及新購之 16 切電腦斷

層掃描儀也將於同一天正式啟用。該研究中心為

一功能性整合運作機構，乃由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整合獸醫專業學院相關系所與單位之人力及資源，

加上本校醫學院、牙醫專業學院及生命科學院等

相關單位的大力奧援而成立，這不僅是我國第一

個整合臨床動物醫療及基礎動物醫學的研究中心，

在亞洲也是首創。

動物癌症醫學中心研究團隊與

李嗣涔校長、劉振軒專業學院院長等師長合影

動物癌症醫學研究中心揭牌

動物癌症醫學研究中心揭牌暨動物癌症治療中心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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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中心未來將從事各種動物腫瘤致病機制的

研究、全國動物癌症病例的登記、動物癌症流行

病學的調查與分析、動物癌症新型醫療及診斷方

法的研發與驗證、動物臨床病例試驗的設計與執

行、以及動物癌症醫學的國際合作與相關新知在

國內的教育、推廣等等工作，希望藉由治療中心

與新設備的啟用，以及研究中心的成立，提昇我

國動物癌症醫療水準及增進動物福祉，並進一步

對人類癌症醫學研究有所助益。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之共同儀器中心在陳保基

院長與多位籌備委員共同努力規劃之下，於 2009
年 3 月底，在臺北市長興街臺大生技館三樓正式

成立，並由陳尊賢副院長擔任中心主任。經過半

年餘的試營運階段，包括流式細胞儀、氣相層析

質譜儀、液相層析質譜儀、電子顯微鏡等主要單

元均運作良好，服務使用量日增，共儀中心管理

委員會決議於 2009 年 11 月 13 日舉辦開幕茶會並

正式對外提供服務。

開幕茶會當天由該中心主任陳尊賢副院長主

持，闡述該中心成立理念及草創過程，而後經院

長及各單位主管致詞後，由共儀中心執行祕書許

輔教授帶領來賓們，參觀各單元的設備，藉由開

幕茶會平臺推廣該中心的服務，達到資訊的傳遞

及交流之目的，並期盼透過宣傳可擴大該中心的

服務項目及對象，提高資源利用與研究互助機制

的目標！ 為了本院研究需要，99 年度共儀中心

即將添購共軛聚焦顯微鏡並提供公開服務，歡迎

本校師長同學隨時與共儀中心聯繫，我們將熱忱

提供服務，共儀中心網址 http://www.bioagri.ntu.
edu.tw/AIC/。

生農學院共同儀器中心開幕茶會並正式對外提供服務

與會嘉賓於獸醫一館前大合照

共同儀器中心開幕揭牌儀式

共同儀器中心開幕茶會陳保基院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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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農業新里程

賀本院昆蟲學系發育遺傳學研究團隊參與蚜蟲基因體解析  

榮登生命科學頂尖期刊首頁

本院昆蟲學系張俊哲副教授所率領之研究

團隊，在過去兩年間加入國際蚜蟲基因體聯盟 
(International Aphid Genomics Consortium)， 參

與蚜蟲基因體計畫。該項跨國計畫研究成果，發表

於最新一期生命科學頂尖期刊「PLoS Biology」
（過去五年平均影響係數 14.662；生物學領域排

名第一）。在該篇論文作者列中張老師榮任「生

殖基因組」組長一職。難能可貴的是，本篇論文

成為當期之主題文章，而期刊首頁之主題圖片 
(feature image) ，正是由張老師研究室所提供。

蚜 蟲 基 因 體 由 美 國 貝 勒 醫 學 院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的人類基因體定序中心 

(Human Genome Sequence Center) 進行定序，

主要參與國為美、法、日等國；全球總共約有

十餘國的科學家參與蚜蟲基因體計畫。張俊哲

老師在整個研究計畫中被賦予擔任「生殖基因

組」組長之重任，統籌蚜蟲生殖基因之註解工作 
(annotation)。除此之外張老師與團隊成員呂曉鈴

博士生還參與發育基因之分析，作為研究蚜蟲生

殖與早期發育之重要分子基礎。由於蚜蟲基因體

解碼為大型研究計畫，基因體序列蘊含之豐富生

物資訊，非一篇研究論文所能涵蓋。因此，參與

基因體計畫之研究單位，將獨立分析與研究之成

果投稿至昆蟲學權威期刊 -「昆蟲分子生物學」

（Insect Molecular Biology) ，由該期刊將審核接

受之稿件匯集成「蚜蟲基因體專刊」。在專刊當

中，張老師與其博士生黃廷宇同學針對蚜蟲胚胎

前端如何決定，以及頭部之形成發表重要論文，

揭櫫「鐘樓怪人」 (hunchback) 基因在蚜蟲胚胎

前端特化可能扮演之新角色；另外，團隊成員呂

曉鈴、林季瑋兩位博士班同學，偕同張老師參與

由日本國家基礎生物學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Basic Biology) 主導之發育基因解析工作，也同

時發表於專刊當中。除了上述兩大科學期刊，有

關本次蚜蟲全基因體定序與解析之消息亦披露於

英、美、日、西班牙、紐西蘭等國之媒體。

基因體序列被喻為「生命之書」，或是「生

命之操作手冊」。對蚜蟲這個重大農業害蟲而言，

蚜蟲基因體解碼對瞭解其特殊之生活史，以及進

行蟲害防治具有極大之助益。據張老師表示：蚜

蟲為半翅目昆蟲，以刺吸式口器吸吮植物汁液，

並藉此傳播病毒。蚜蟲具有性與無性世代，世代

之轉換，受光照週期調控。當蚜蟲大發生時，以

「孤雌生殖胎生」之方式繁衍，其繁殖速率甚為

攝影：吳士緯同學 / 蟲源提供：林季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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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人。在校總區農場所栽培之金針花被黃花粉蚜

佈滿時，由遠眺還以為整棵植株正在繁花盛開！

目前蚜蟲有性與無性世代切換之分子機制仍屬未

知，不過在擁有整個基因體之序列資料庫後，即

可利用功能性基因體 (functional genomics) 工具，

對蚜蟲世代交替、傳播病毒、與內共生菌之代謝

關係等機制進行分子層次之解析。換言之，若有

一天可找到有性與無性世代之「切換序列」，就

有希望把蚜蟲維持在生殖週期長達 3、4 個月的有

性世代，大幅降低蚜蟲數量，達到顯著之防治果

效。

目前已知之蚜蟲多達 5000 餘種，本次之基因

體定序以豌豆蚜 (Acyrthosiphon pisum) 為目標物

種，主要原因在於其過往累積之研究資料較為豐

富，而且其體積較大，利於解剖操作。單套的豌

豆蚜基因體具有 4 條染色體 (3 條體染色體加上 1
條性染色體 )，總長約有 4.6 億個鹼基對。這項定

序與分析的工作，在比較基因體學 (comparative 
genomics) 方面具有重大意義，因為這是目前所

發表之昆蟲基因體序列中，屬於最基礎的半變態 
(hemimetabolous) 之昆蟲序列（例如：相較於蚜

蟲，果蠅則為高度分化之完全變態昆蟲），這對

於了解昆蟲基因體之全貌，頗有參考價值。由張

老師得知，當整個蚜蟲基因體聯盟成員開會研商

分析成果時，最令大家驚訝的是蚜蟲的基因體出

現其他已知昆蟲基因體所沒有的大規模基因重複

(gene duplication) 現象，約有 2000 個基因家族 
(gene families) 具此特色！例如生殖基因 vasa 在
蚜蟲基因體中竟然出現 4 個同源基因，這是在果

蠅、家蠶、蜜蜂、甲蟲等昆蟲基因體中所未曾發

現的。或許上述大規模之基因重複現象，正反映

蚜蟲複雜之生活史。然而，解析這些重複基因的

功能，也將成為分子生物學家未來的重大挑戰。

對於能夠參與本次之跨國合作計畫並獲致重大

的成果，張老師與其研究團隊非常感謝國科會與農

委會防檢局之經費支持，同時他們也特別感謝中

研院邢禹依研究員的水稻基因體研究室，由於他

研究發表團隊成員(由左至右)黃廷宇同學

張俊哲老師、呂曉鈴同學、林季瑋同學

們的經驗分享，使張老師團隊在參與蚜蟲基因體

分析之初步階段，面對龐大的基因體資料庫能由

手忙腳亂到順利上手；當然，蚜蟲基因體聯盟組

成員積極無私地分享分析成果，並且排除萬難地

進行合作，也是計畫順利完成之關鍵。自 2002 年

迄今，張老師已有三篇論文接受刊登於國際學術

期刊封面 (2002 年：非洲沙漠飛蝗；2006、2010
年：豌豆蚜蟲 )。有趣的是，這些封面圖片的主角

都屬「非模式物種」(non-model organisms)。據

張老師分享：所有的「模式物種」都來自於「非

模式物種」；而且研究非模式物種常常可發現令

人意想不到的現象與生物學意涵，這正是研究的

樂趣之一。雖然研究非模式物種所能使用之分子

工具相當有限，而且大部分需自行開發；但挑戰

之所在，也是成就感之所在。盱衡目前危害農作

甚鉅、造成糧食危機之害蟲絕大部份都屬於非模

式物種！或許蚜蟲基因體之研究，對研究其他重

要農業害蟲具有某程度之參考與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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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卓越農業科技島

生機系團隊發表「東方果實蠅生態監測與預警系統」成果

本院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江昭皚教授 2009
年 12 月 2 日於國科會舉行記者會，發表「東方果

實蠅生態監測與預警系統」計畫執行成果。團隊

成員包括有臺大昆蟲學系楊恩誠副教授、臺大生

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盧福明教授及臺北科技大學

曾傳蘆副教授。

蟲害肆虐 -果農血本無歸

東方果實蠅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為
亞太地區重要害蟲，臺灣果樹亦深受其害。根據

長期平均統計，經濟水果每年受到果實蠅損害的

產值達數十億元。目前政府部門與農民皆倚賴人

工計算由誘捕器所捕獲的果實蠅數量，來判斷果

實蠅危害情況與決定化學防治的時機。雖然政府

部門藉由大量人力的投入，在全臺重要水果產地

建立六十餘處監測站，但是以 10 天為單位的旬報

資料，對於生活史極短的東方果實蠅而言，在時

間歷程上並無法提供更精準的生態數據。為了提

升東方果實蠅的防治效率，自 2006 年起，由江昭

皚教授率領的研究團隊，參與國科會所推動之「無

線感測器網路技術前瞻研究」專案，執行「東方

果實蠅生態監測與預警系統」專題研究計畫。該

計畫以東方果實蠅為實驗研究對象，以無線感測

器網路（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技術

進行世界上首開先例的害蟲棲群監測工作，期望

藉由建立一套無線自動化的即時監測系統，對臺

灣本地果園害蟲棲群生態進行較深入的研究，並

更進一步成為作物保護工作上的預警系統。

害蟲間諜網 - 東方果實蠅生態監測與預

警系統

由臺大與臺北科技大學合作研發之「東方果

實蠅生態監測與預警系統」，就像是一個可以隨

時監測「田間害蟲出沒的情報系統」 ― 「害蟲間

諜網」。本項「害蟲間諜網」乃利用無線感測器

網路為主體架構，透過無線傳輸可以省去傳統監

測系統需要佈線的困擾，因而可以在田野間進行

大範圍的監測。「害蟲間諜網」利用江昭皚教授

研究團隊所長期研究開發的東方果實蠅自動計數

誘引裝置，結合無線感測器節點製作成智慧型無

線自動化誘捕節點，除可在捕捉果實蠅時精準計

數，並同時能偵測溫度、溼度、照度。佈建區域

內的誘捕節點將蒐集到的資訊傳送到田間閘道器，

加上由田間閘道器本身量測的 GPS 信號及風速、

風向、雨量與大氣壓力等氣象資料，彙整後利用

行動通訊技術以無線通訊方式自動地將資料傳送

至主控平臺，並透過主控平臺將所有資訊完整記

錄於資料庫中。

生機系江昭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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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蟲無所遁形 -圖形化資訊展示系統

「害蟲間諜網」更配置有「圖形化資訊展示

系統」執行即時資料顯示、儲存及整合，並可進

行長期資料之分析、統計及管理，以及提供多種

網路瀏覽與查詢功能。管理者或農民均能夠藉由

網際網路或是手機 PDA 查詢獲得即時且全面性的

田間環境資訊，使害蟲資訊一覽無遺且無所遁形。

當害蟲數量急遽增加時，自動化的監控平台將主

動發佈警訊告知農民及該地區防治單位進行加強

防治工作，以期提升害蟲防治效率並降低農業損

失。

農民報馬仔 -蟲害出沒資訊分析

目前「害蟲間諜網」已分別裝設於臺中神岡

金三角蔬果運銷合作社、臺中農試所、員林林厝

地區、嘉義農試分所及嘉義竹崎地區，針對番茄、

柑橘、高接梨、番石榴等經濟作物進行害蟲防治

監控。「害蟲間諜網」在經過一定時間的佈建後，

可透過所收集到的害蟲數量與環境氣候參數進行

「害蟲出沒資訊分析」，找出該區域的害蟲出沒

熱點，可精準掌握害蟲出沒資訊。此項長期監測

資料的分析結果，可以提供農民針對熱點區域加

強防治措施的參考，進而有效地降低蟲害損失。

天氣變化瞭若指掌 -即時氣象監測系統

野外實驗最困難點是耐候性問題，任何的風

吹雨打都會對系統裝置造成傷害，使得長期監測

更是難以實現。「害蟲間諜網」經長期測試改良

後，已具有相當良好的耐候性，並搭配智慧型控

制程式，連夏季颱風侵襲期間都能持續運作。例

如，在今年莫拉克颱風侵襲期間，中南部降下數

十年未見的大雨，豪雨成災。但設置在嘉義竹崎

地區的「害蟲間諜網」在颱風侵襲期間仍持續回

傳資料，其中所得到的氣象資訊與氣象局所公布

的數據趨勢相符。「害蟲間諜網」除了能監測東

方果實蠅出沒外，未來也可將系統所收集之氣象

資訊，提供相關單位作為特定區域的降雨量評估

與防災決策之參考。透過監測網所提供的行動資

訊服務平臺，更能掌握颱風侵襲期間各地區的氣

象變化。

卓越農業 -打造卓越農業科技島 

未來，江昭皚教授研究團隊所研發的「生態

監測與預警系統」可整合田間自動化機電設備，

灑水灌溉裝置、農藥噴灑設備、及溫室自動化栽

培系統等現代化農業設施。亦可推廣發展至新一

代農業設施「植物工廠」進行作物生長環境監測

與網室栽培進行非疫生產點監控等應用。利用此

等嶄新的農業科技，以期有效的降低蟲害與天然

災害的損害，提升農產品生產力及外銷競爭力，

開創新一代的科技化農業。所發展的系統平台因

採模組化設計，更可擴充應用於各類生態監測、

環境監測、健康與醫療照護、防災救災、商業與

家庭自動化、交通管理等各種領域，提供傳統監

測方法所無法觀察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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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植物工廠？植物工廠的種類 

植物工廠是指環境可以控制且可依照計畫允

許全年無休的量產植物的場所。而量產植物需要

幾個條件：第一個是生長環境可以控制，第二個

是減少植物生長的逆境。如在溫室中的光量控制

需要以遮蔭網遮掩過多的陽光，也需要以人工補

光補足陽光的不足；當然也需要溫、濕度的調控。

像這種允許全年穩態量產的設施就稱之為「植物

工廠」。

植物工廠依使用光源的不同可分成三種類型： 
「太陽光利用型」的植物工廠就如同傳統的精密

談「以植物工廠生產農作物與綠能產業研究發展」
專訪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方煒 教授

溫室，在臺灣種蝴蝶蘭的蘭花溫室就是屬於這一

種。再來是「太陽光與人工光源併用型」的植物

工廠，這比較像荷蘭的溫室於利用陽光之外還採

用高壓鈉燈進行人工補光，第三種就是「完全人

工光源型」的植物工廠，早期也是使用高壓鈉燈，

由於高壓鈉燈很熱需要冷氣散熱花費大量電費，

使得這一型的植物工廠經營不順，因而降低業者

的投資意願，但是現在科技進步，光源可以用高

效能的人工光源，如 T5 燈管與 LED 燈管，燈具

方面就相對的節能很多，再加上LED使用直流電，

可搭配太陽能板與利用太陽光電整套技術，大量

降低整體的操作成本，再加上燈具不會太熱，亦

減輕冷氣的負荷。這種種科技進步，使植物工廠

由過去的「技術上可行」，進展成今日的「經濟

上可行」，而又日漸受到重視。

日本政府重視植物工廠的推廣

近幾年日本的植物工廠可說是蓬勃發展，於

2009 年 4 月已成立的有 50 家，其中 「完全人工

光源」類型的的有34家， 「太陽能搭配人工光源」 
類型的有 16 家。目前植物工廠生產的蔬菜成本與

傳統栽培之蔬菜相比仍是偏高，不但使蔬菜的售

價較高，也使業者獲得的利潤有限。日本政府預

計在兩年內投入 146 億日幣，將植物工廠的數量

擴充 3 倍，達到 150 家。其不只投資農民、企業

設廠，也投資學校、企業進行教育訓練及研發，

預期在兩年內將現有的生產成本降低三成。

臺灣發展植物工廠的優勢

臺灣發展植物工廠有非常好的優勢，首先是

工業優勢，相關設備包括空調、無塵室、隔熱資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方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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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節能燈具、控制系統、機電設備等有不少廠

商，而且已建立相關的關鍵設備與技術，將這些

技術加以整合，系統造價絕對可以比日製系統便

宜一半以上，也就能降低操作成本。目前，日本

每株蔬菜的生產成本為 80-90 元日幣，其中三分

之一是設備折舊費用，三分之一是光、熱的費用，

另外三分之一則是勞力的費用；因此日本要花許

多經費進行降低生產成本之研究，而臺灣的設備

成本、折舊費用低，操作成本也已經比日本低很

多。

植物工廠是能夠依計畫

            「穩態量產」的生產模式

傳統的農業栽培會受天候影響，無法做到產

能預測，往往颱風一來就無法收成。植物工廠在

環境調控的情況下，能真正做到「穩態量產」；

例如每天依照計畫生產 100 株，每株 120 克，一

天有 12 公斤，全年即有 12 x 365 公斤的產能。

而這些產能需要的土地面積、床架數都可經由計

算獲得；當土地面積加倍時，產量也就加倍。使

這套系統成為模組的系統，當整套技術建立後，

就是一「turnkey」的系統，一種工業化的生產。

植物工廠栽培的作物種類？

是否會與傳統的農產品發生競爭？

適合在完全控制型植物工廠栽培的作物應具

有體積小、單價高、栽培期短、需光量低、省工、

可採用水耕栽培等特質。即短期葉菜類、香料作

物、中草藥、小番茄、草莓等體積小的果菜類或

小型的觀賞作物。田間和溫室可以種的蔬菜種類

比植物工廠多很多，因此不用擔心和傳統的農業

發生競爭和排擠，日本有 50 個廠，大部分的廠都

有種萵苣，然而植物工廠的生產量只佔消費者需

要的百分之零點五，由此，不需擔心會影響傳統

的農業的發展。

植物工廠生產

          安全、健康、高品質的作物

植物工廠生產的蔬菜在密閉環境生長，生產

過程完全不噴農藥，標榜無農藥殘留，其用水耕

栽培，無重金屬汙染的問題，因為在控制的環境

中生長，細菌含量低，為可生食之低生菌數的蔬

菜，加上水耕的養液可藉由適當之控制，栽培出

低硝酸鹽的蔬菜；再者透過光質與養液的調控也

能生產出高營養價值的蔬菜，提高功能性的蔬菜

或中草藥的有效成份。此即為「二無二低一高」

的健康、安全的產品。

無農藥的病蟲害的控制

因為是密閉空間，病蟲害控制較容易，若有

需要也是採用物理的方式，而不會使用農藥，例

如藍光可以吸引昆蟲並搭配捕蟲紙，不過因為是

密閉空間應該是不會有蟲害的問題，要克服的是

細菌、真菌的問題，這大部分都是人帶進來的。

在日本有些管理者會要求員工在進入栽培室前需

淋浴更衣，栽培空間則是以紫外線進行水的消毒，

空氣以電解水噴霧進行消毒。

生產健康養生觀念的低硝酸鹽蔬菜

雖然植物工廠採用水耕栽培，非有機蔬菜，

紅光LED之立體栽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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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產品更為安全。這是因為有機栽培使用氮肥，

硝酸鹽的含量不易控制，植株生長時若光量不足，

則容易有過高之硝酸鹽含量，進入人體後會轉換

成亞硝酸鹽，成為致癌物質。多蔬少肉是養生的

基本原則，但是若吃下高硝酸鹽的蔬菜，就不見

得養生了。而植物工廠生產的蔬菜，一定能將硝

酸鹽控制在 2000 ppm 以下，田間栽培時若未注

意，產品的硝酸鹽含量可達 5000-6000 ppm，甚

至更高的濃度。

在 1986 至 1990 年間臺灣曾推廣水耕蔬菜，

不成功的原因有：一、番茄、瓜果菜類在夏天無

法種植，這是因為夏季氣溫高影響養液的水溫高，

造成溶氧量降低，使植物根系缺氧、腐爛而無法

生長。二、以水耕栽培葉菜類時，沒有掌握到恰

當的方法，種出的蔬菜硝酸鹽含量高。事實上水

耕栽培的營養是由養液提供，要降低植物的硝酸

鹽，調整養液的配方即可，只是過去的業者沒學

到這一點，而現在植物工廠有此技術，能確保生

產的蔬菜是低硝酸鹽含量的產品。因此要將植物

工廠生產的安全、潔淨、無污染的蔬菜和田間栽

培的做商品區隔；經由市場區隔，講究蔬菜安全

的消費者會願意投入較多的金額購買，因此一定

要和檢驗搭配，由公信之機構證明產品有前述之

優點，同時建立生產履歷，以區隔採用一般栽培

方式生產的蔬菜，此時再搭配產地直銷，減少通

路的支出，將可締造生產者與消費者雙贏。

植物工廠具有的經濟與社會意義

高效能的土地利用

植物工廠採多層式立體化栽培，所以需要蓋

廠的用地面積不大，日本最大的植物工廠其廠房

也不過 2,850 平方米，每天生產 8,000 株萵苣，

全年的產能約 300 噸。植物工廠可建築在不平坦

的耕地、大小都市中的空地、畸零地、大型建築

物的屋頂、室內、地下室、海埔新生地、荒地、

廢耕農地、混合住宅地，辦公大樓內或中、小鄉

村中；不但能為希望從事半日輕勞動作業的人帶

來工作機會及生存價值並增加區域經濟收入。

創造就業機會

由於植物工廠可提供安全、愉快的工作環境，

在農村年輕人力流失的現況，植物工廠還可為提

高農村就業率吸引年輕人返鄉務農。由於這是自

動化生產輕勞動工作，中、老年人不用退休，不

僅可當做運動健身也可以有收入，對農業也能有

更深刻的體認。這種系統在公司行號內，可自給

自足於每日所需蔬菜，而且是安全無毒的蔬菜。

農業扶持工業發展

植物工廠的環境控制設備基本上包括光量、

溫度、濕度的控制，和田間相比差異較大的是二

氧化碳的控制，因此業者若有會產生二氧化碳的

設施，可以搭配一起使用，例如菇類栽培過程會

產生高濃度的二氧化碳需要去除，或養雞場在雞

蛋孵化過程與農產品的貯藏過程均會產生高濃度

的二氧化碳，將這些農場和植物工廠搭配，可以

無償利用這些二氧化碳；又如火力發電廠的排煙

經過脫硫，再將二氧化碳收集至鋼瓶中，即可提

供植物工廠使用。因此從減碳的效果來看，可以

由植物工廠的產能推算固定的碳量，這也是未來

透過農業拯救工業的方向。大公司尤其是製造業

在污染地球的同時，設立植物工廠，不但能減碳

也可提供員工乾淨安全的蔬菜。

植物工廠與綠能產業之關係

植物工廠為了節能使用 LED，可搭配太陽能

板使用直流電，在溫室搭配太陽能板使用會影響

進入室內的光量，同時也限制於只能採用效能較

差的透光的薄膜太陽能板；而植物工廠在密閉空

間採用人工光源，可以搭配太陽能板的使用。另

外太陽能亦可做太陽能冷氣系統，陽光愈強，冷

氣也愈強，此種設備也可利用於植物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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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的栽培方式

以人工光源栽培的蔬菜儘管投入較多的能源，

但是因為產能高，計算單株產品的耗能，反而較

傳統栽培者省能。耗能不見得就是不環保，因為

沒有使用農藥，而農藥的製程也需要很多能源的

投入。另外，在運輸與冷藏的過程中也要消耗能

源，由植物工廠生產出的蔬菜及花卉由於在地生

產、在地消費，減少運輸與冷藏的耗能過程。

省水的栽培系統與免洗的蔬菜

再說環境控制中使用的空調，能將空氣中蒸

發之水分回收再利用於營養液中，可說是非常節

水的栽培系統，而傳統栽培方式的耗水量很大，

一旦水資源不足，政府首先限制農業用水的使用。

而這種系統因為用水非常省，就不會遭到限制，

幾乎只消耗植物生長所需，與田間用水相比，為

其二十分之一或更低。在潔淨室內量產的蔬菜可

以免洗即食，也可以是免洗即煮，洗菜所需消耗

的水資源都可以省下來。

低碳、環保的農產品

由於可以立體化栽培，土地的使用也很省，

可以節約土地面積，經由增加設廠數量，除了在

地生產、在地消費，也可以落實產地直銷的方式，

則此農產品的碳足跡很低。未來的國際趨勢在食

品上都會印出它的碳足跡。目前臺灣有機風氣盛

行，但是大多數的有機產品來自海外，或空運或

海運，其碳足跡不少，顯然講究健康卻不管地球。

植物工廠的產品可以做到又健康又環保，植物成

長的乾物重，都等同於累積了二氧化碳，一旦碳

足跡成為品牌價值，更顯植物工廠的優異性。

未來的發展目標

日前 (2010 年 3 月 )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陳保

基院長率領吳文希前院長、林達德副院長、方煒

教授、陳世銘教授、王淑珍副教授及楊雯如副教

授一行，參觀日本千葉和京都的植物工廠，院長

並與千葉大學柏葉校區之環境食品與田間科學中

心簽定雙方交流合約。

由於院長認為這個主題值得研究的更廣泛、

更深入，校長也願意支持這項計畫，預計將不同

領域的教授組成研究團隊，以方煒教授建立的植

物工廠平台，由老師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下使用

這套系統，積極的進行作物栽培技術與參數之研

究，建立不同作物的適當參數與標準作業程序：包

括浸種的時間、育苗的環境調控與時間、定植的

時間、栽培的行株距與養液的配方等均需定量化，

建立出量產行式可使用的關鍵技術 (know how) 轉
移給民間使用。而這些關鍵性的軟體，就是植物

工廠的競爭力。

期望除了學術界也結合產業界，整合空調系

統、滅菌設備、無塵室、人工光源、太陽光電與

綠能科技等廠商，將整個栽培系統發展為製造硬

體的產業，不止在臺灣設立，也外銷到日本、大

陸、帛琉、熱帶等地區直接設廠。於是，學術界

負責培訓相關人才，讓學生留在農業界，讓年輕

人留在鄉村，老年人持續工作，這一切對臺灣的

社會與經濟發展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採訪 /農業陳列館技正 孫憲虹 )

由左而右依序為陳保基院長、嶋村茂治(業者)

、丸尾達(千葉大學園藝教授)及方煒教授

參訪日本千葉植物工廠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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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成因

從美國前副總統高爾的《不願面對的真相》，

到最近臺灣第一部記錄全球暖化影響的紀錄片―

「正負 2 °C」，讓民眾更加重視氣候變遷對環境

的影響，再加上去年 (98) 莫拉克颱風的災情、電

影 2012 描述的世界末日，以及近來不斷發生的地

震，讓大家對於地球上大規模的災害感到恐懼，

特別是最近飽受媒體關注的氣候變遷議題。雖然

目前的「極端」現象，尚難確定是否與氣候真正

地進入長期且持續的改變有關，但這些現象的確

對環境及民生造成嚴重的影響。

天氣是短時間的氣象變化，像是每天的氣象

預報，告訴民眾今天是雨天，明天是晴天；氣候

則是指天氣的長期平均狀態，如二、三十年之氣

象統計值以及平均特性的改變。自 1990 年至今的

20 年間，從累積觀測的氣象資料發現，氣候的確

發生了變化，若往後的 10 年、20 年仍是維持此

趨勢，則氣候真的會發生很大的改變。

氣候變遷不能僅從一、二個特殊事件來說明，

需要長時期的觀察以免發生誤判。莫拉克颱風的

確是一個極端事件，但歷史上也曾發生過類似規

談「農業對天然災害與氣候變遷之因應策略與研究發展」
專訪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童慶斌 主任

模的極端事件，為何現在造成的災害那麼嚴重？

這是因為以前的生活圈很少暴露在災害地區，而

現今因為經濟社會持續發展，人口多而密集，生

活圈的擴展使得生活環境暴露在易受災之脆弱地

區的機會大增，也因此近幾年災害發生都會都伴

隨著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害，是氣候變遷抑或是人

類生活形態改變導致這些極端事件的發生，還有

待進一步的研究。

氣候變遷主要發生原因為地球系統之能量平

衡發生改變。由於大氣中溫室氣體的增加，吸收

了地表往外太空釋放之長波輻射，將輻射能量保

存在近地表，保存的輻射能量愈高，溫度也就愈

高，這能量會加速水氣的蒸發，使大氣中的水氣

含量增加，就如同煮開水般，加熱則水蒸氣增加。

相同的道理，溫室氣體讓更多能量保留在近地表，

所以這些能量就「加熱」整個大氣系統，「加速」

地球水氣的循環，在加速地球水氣系統循環的過

程中，不僅能量系統改變，溫度改變，水文循環

也將跟著改變。所以整個天氣系統改變將與是生

態系統、農業生產系統、非農業系統 ( 人類居住的

環境、工業 )、以及受天氣影響的水資源都有非常

密切的關係。

氣候變遷因為溫室氣體的排放增加，增多保

存在近地表的能量，強化溫室效應，增加溫度的

上升，這對自然、人為系統或生態都會造成非常

顯著的影響。

氣候變遷對臺灣農業和環境生態的影響

氣候變化導致水文循環產生改變，降雨變化

進一步影響河川流量的改變。以水平衡觀念而言，

降雨至地面後可能入滲至土壤或成為地表逕流，

莫拉克颱風事件的發生，因其降雨量非常大而且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童慶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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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集中，短時間內的大量雨水，來不及入滲而在

地表大量的流動，形成山洪，這對生態環境或人

類社會都有影響；再者土壤的含水量因為雨量的

入滲而提高，導至土壤跟著水分滑動而造成崩塌，

對森林、溪流及生態都有嚴重的影響。

對農業的影響

臺灣農業的耕作以水稻田為主，需要穩定的

水資源供給，農業灌溉佔臺灣農業用水的百分之

七十以上，若未來暴雨和乾旱頻繁，將會增加調配

用水的困難度，在水資源情勢惡化或長期不足下，

農業管理將面臨很大的挑戰。現在因為農業的產

值較低，往往當成備用水源來支持民生和工業，

未來面對氣候變遷，對農業用水造成的衝擊更大，

因為植物需要水進行光合作用，並提供蒸散量讓

氣孔散失水氣到大氣中，在未來氣候變遷下，蒸

發散量可能增加，農業用水有可能因此增加。以

供給面看，豐、枯水期差異變大，沒有穩定的水源；

以本身需求而言，因為暖化使大氣的調節特性改

變，促使蒸散作用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水資源，

在水資源不穩定的情況下將造成更大的衝擊。

農業生產的過程受到環境的限制非常大，從

水資源標的的競爭角度而言，經濟社會不斷的發

展，需水量也一直在增加，可是臺灣的水利設施，

譬如水庫，幾乎不可能再蓋新的，若有也是很有

限，因此要供應的水資源不容易大量成長。當國

家社會區域的水資源需求增加，但是供給量無法

顯著增加的同時，需從農業用水移轉到民生、工

業用水的壓力於焉產生。

目前國家的水資源政策是：農業需求不成長。

若維持農業過去的發展規模與氣候條件，或許能

夠控制農業用水需求，但是未來氣候可能改變，

農業用水需求也可能改變，因此需注意在制度面

上會對農業造成限制。從外在環境包括人類經濟

社會發展而增加民生、工業用水需求的壓力，氣

候變遷帶來農業用水增加的壓力，以及政策面限

制農業用水成長的壓力，均會使農業在氣候變遷

之下更為脆弱，若未及早因應，甚為不利。

由於國人的飲食習慣改變，對稻米的需求降

低，而臺灣的農業栽培以水稻為主，稻米的自給

率雖然可達 95.9%，但是其他穀物 ( 小麥、玉米、

高粱 ) 幾乎完全依賴進口，2006 年臺灣穀物進口

供應比率達 82.1%，以價格為權數計算的穀物自

給率為 44.5%。氣候變遷使全世界的糧食生產都

受到影響，若日後糧食價格上漲，我國的糧食安

全將會受到影響。屆時，若仍以現在的角度思考，

加上氣候改變使農業生產受到限制，要想提高糧

食產量也會發生困難。

氣候變遷的政策對未來二、三十年都會造成

影響，目前認為農地不重要，將農地轉換成工業

或民生用地釋出，或將水田改成旱田或是種樹，

這對農地本身的生產力與肥沃度都造成影響，日

後是否能恢復成穀物、糧食生產，都需審慎評估，

特別是轉成工業用地後，就不可能再恢復成農業

用地了，因此農業用地變更的政策需審慎規劃。

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前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方力行館長進行淡水

魚類環境影響棲地之研究，結果顯示：因為溫度

的變化，使上游的水溫增高，造成淡水魚類遷徙，

適合的棲地因此改變。童慶斌主任研究溫度上升

對櫻花鈎吻鮭棲地之影響，表示：櫻花鈎吻鮭適

合水溫為 17°C，當水溫超過 18°C 時，該水域即

不適合櫻花鈎吻鮭生存，氣溫升高將使棲息地縮

減、魚群數量亦將逐漸變少。

在其他生態方面的影響，如：河川地區設計

人工濕地處理河川的污水，人工濕地受到的影響

有流量 ( 流量影響水在濕地的停留時間 ) 和濕地的

水溫，水溫上升也會影響流量的改變，水在濕地

的滯留時間與處理效率就發生變化。校內的生態

池也是如此，會因為環境、流量、溫度改變使藻

類的發展更蓬勃，導致優養化、水質變差、處理

效率歸零等而衍生許多問題。

氣候變遷對環境與農業影響非常重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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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聚焦的重點主要有三：水資源、糧食安全以

及公共衛生。公共衛生與水資源有密切的關係，

糧食安全也影響環境病蟲害與整個生態系統，此

三者息息相關。

其中水資源和農業與生農學院有非常密切的

關係，因為生農學院結合了社會、工程、生物、

生態等科學，因此氣候變遷對生農學院而言，是

挑戰也是機會，每個系所都與此議題相關。生工

系直接面對環境議題，農業經濟系負責經濟分析，

即使生傳系也負責教育、知識的宣導，喚起大家

的認知，共同改變生活習慣面對氣候變遷。

如何調適氣候變遷的衝擊

影片「正負 2°C」中提到許多衝擊，例如，

氣溫上升 2°C 時生態系統會減少，4°C 時生態系

消失，6°C 時人類滅絕。溫度上升對生態環境與

人類生活一定會造成影響，然而以溫度為指標太

過單純化、誤差也太大，畢竟「極端」的氣候現

象才是真正的威脅。若未來平均值上升 2°C，極

端值卻未發生變化，對於我們則不會有太大影響。

莫拉克颱風或是連續的乾旱 ( 如 2002 年北部的乾

旱 )等都是極端值。如果這些「極端值」變成常態，

才是可怕。人類對於溫度穩定的變化其實是可以

適應的，不似冷水魚類因溫度上升 2°C，超過臨界

值而無法生存。但是人類對於極端值就很難調適，

因此「極端值」是氣候變遷最需要面對與重視的

問題。

「正負 2°C」影片提及 2020 年至 2037 年北

極冰融，海平面將上升 6 公尺，然而是否真的在

2020 至 2037 年就會發生？氣候變遷有一個很重

要的特性，就是不確定性很高，雖然冰融的趨勢

存在，但是卻無法確定究竟是在哪一年發生。如

同氣候變遷會影響河川流量，若談到會造成水位

上升幾公尺？堤防需加高幾公尺才安全？則無法

有確定的數據。面對這些不確定性，我們該如何

調適？能做些什麼？在態度上應採取規劃，譬如，

預知會淹水的地區，就規劃當地的人口數不要太

多，而非立即蓋堤防、水壩等硬體設施。面對氣

候變遷的調適，重要的是了解它「有可能發生」，

並且也要認知它的「不確定性」。所以採取的步

驟以規劃為主，邊做邊修正，並將決策的時間因

素納入考量。採取某項措施時，需思考執行的時

程，以及執行後是否會後悔。例如，預期未來

水資源將會不足而必須興建水庫，若等到水資源

不足時才決定要建造，在水庫完成前就要忍受近

二十年的缺水之苦；但是現下無法確知日後的缺

水量，因此也無法設計與立即興建。

像水庫這種集中式系統的硬體設施，可容忍

的不確定性很低。相較下，一些彈性的措施則較

不會因氣候變遷的不確定性而後悔，例如善用分

散系統，包括節約用水，減少每個人的用水需求；

提高其他的用水來源，如雨水儲集系統；評估地

下水的使用；加強廢水回收再利用等。一方面減

少需求量，一方面開發新的水源，以降低日後氣

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至少可以延緩需要蓋水庫

的時間，而這延緩的時間就可用來加強科學研究、

瞭解是否真有需求。使用這種分散系統錯誤性很

低，後悔性也很低，即使未來沒有氣候變遷也可

以進行。另一方面，集中式的系統需花費龐大的

經費，在氣候變遷的不確定性下，執行後很可能

會有後悔的情形，在現階段沒辦決定支出的經費

下，更需要小心決策。

南化水庫流入漂流浮木(南化水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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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新的發展機會

生農學院在面對氣候變遷的相關領域，有

很多契機。例如園藝系推廣有節能概念的「綠屋

頂」，可以降低室內溫度，減少室內的能量需求。

若將此概念擴張，以綠屋頂的植栽過濾雨水，將

雨水淨化再利用，則是一種契機。

農業環境遭受天然災害時會有較大的緩衝空

間，如水稻田在洪水來時能蓄存部分水量；降雨

不足時，農業生產因為配合水資源的調配而進行

「休耕」。不論是洪水或乾旱發生，農業對臺灣

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重要的緩衝空間，在糧食安

全上也扮演重要功能。此外，水稻田的湛水在蒸

發過程中帶走熱量，使近地表溫度得以冷卻。由

此，農業環境能夠降低溫度，提供環境的穩定，

進而營造良好的生活圈。針對這種非都市的生態

環境研究，則是另一項契機。

美國伊利諾大學談到面對未來的改變，認為

可以到太空發展；或者紐奧良、荷蘭在未來海平

面上升時的「漂浮城市」；生工系韓選棠教授進

行的「生態建築」等構想；均是根據未來可能形

成的環境而產生新的生活空間，來做新的規劃。

未來的農業環境，藉由水稻田、池塘與綠屋頂等，

營造新的環境亦是另一項契機。

未來，水、能源、環境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當然也要和生態結合。過去因為採用糧食作物生

產生質能源而受到質疑，現在生質能源的原料大

多已非糧食作物，未來的農業不只是生產糧食，

也能生產能源。在糧食供給不足時生產糧食，以

貧瘠的土地栽培能源作物，這些都隸屬生農學院

的領域。包括農經系研究農業管理，生工系胡明

哲老師研究農業、環境管理，生機系陳世銘老師

研究生質能源的轉換。因為氣候變遷，石化燃料

的使用受到很大的影響，能源也成為重要議題，

生質能源就是重要的替代能源。另外，環境所提

供的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或水力，都是可利用

的能源。現有老師利用小水滴發電，稱為「微水

力發電」，尚在研究階段。將來，非都市地區的

能源和水資源均能自給自足，或達到一定比例的

自我供應 ( 即區域的分散性的供給系統 )，就會降

低氣候變遷集中式的衝擊，這些分散的調適能力

的建構，都將是生農學院的契機。

今年 6 月的全國農業會議主軸為氣候變遷，

談「氣候變遷對農業水資源的影響」、「氣候變

遷對糧食安全的影響」、「氣候變遷對農業生物

多樣性的影響」。其中，農業用水雖然用掉許多

水資源，這些水資源卻是維持生產力的重要關鍵，

將來在思考環境和作物需求之下，合理的用水，

也是新的契機。政府近幾年積極進行面對氣候變

遷的因應政策，經建會也成立專家顧問團隊，統

籌各部會之整合，提供經建會政策的方向，包括

水資源、糧食安全、公共衛生、生態系統等等都

會推動各項計畫。

未來，在每一個領域都要提高「調配管理」，

加強「預測能力」是面對氣候變遷非常重要的關

鍵。「預測能力」愈高，可降低的不確定性愈高；

彈性的即時反應能力愈強，就能降低更多的衝

擊，依此，人類就能聰明的與氣候變遷一起相處。

如同歐盟和日本提倡的「Living with Changing 
Climate」，就是與改變的氣候生活在一起。包括

荷蘭的水上屋就是建築在水中，當環境改變時就

生活在新的環境中，適應新的環境，這就是新的

機會。

(採訪 /農業陳列館技正 孫憲虹 )

甲仙攔河堰之災後情景(災防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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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生態池全景

最近臺大前校長陳維昭出版回憶錄，談起他

任內校園綠美化的「政績」―舟山路的綠美化及

農場「公園化」，使我想起當年參與其中的點點

滴滴。當年臺大推動舟山路綠美化和生態池規劃

時，我正好擔任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長，參與相

當多的討論與執行。首先要解釋，為什麼當時要

在臺大農場內挖生態池？其實原因十分單純，主

要是農場靠生科院一角的農田，老是雜草叢生，

極不雅觀。本文希望能為當初共同努力過的朋友

們，留下忠實紀錄；更期望發揮「拋磚引玉」的

效果，讓有志於為都市創造綠化與生態空間的人

士，有一對照參考的範例。

建構生態池 一舉多得

時任農場副場長的林宗賢教授曾告訴我，那

地方有地下水湧出，無法正常耕作，以致於雜草

叢生。而有一次在召開農場場務會議時，同仁曾

提及，每遇旱季，農田沒有足夠的水來灌溉，可

是又不能隨便挖個水井應急；所以，為了農場美

化不要有死角，也希望挖池子蓄積雨水利用，以

備不時之需。所以我拜託林副場長和同仁們商量，

是不是挖個「生態池」，既可解決用水的問題，

也可美化農場的環境。

其實除了這個因素之外，我也考慮到，農場

一旦有死角、有髒亂的地方，校方可能會因此要

求我們讓地蓋大樓，因為當時有幾個院找不到空

地蓋大樓，正打著農場的主意；所以，如果能把

農場整理的像公園，誰敢來動這塊臺北都會區內

的「都市之肺」呢？

我是在鄉下長大的，在早期臺灣農村，村中

的埤塘，不但能提供農田的水源，也是孩子們小

時候學「狗爬式」游泳，抓蜻蜓、釣青蛙，留下

兒時回憶的地方；而農閒時池塘邊的大樹下，更

是村人乘涼、話家常的場所。心想如果能在農場

內挖個水池，除了可以提供農田灌溉之外，經綠

美化後的環境，也能提供師生休閒談心的空間。

構築「渠划船」的「劍橋夢」

臺大「醉月湖」曾在五、六 O 年代也具有這

些功能，但現在卻因為沒什麼人關心，而沒落了！

雖然在我還沒上任前，生工系甘俊二教授及土木

系林國峰教授曾提出「臺大瑠公圳復原計畫」，

不少同仁，包括體育組和校規會成員也曾希望在

臺大原瑠公圳「濶渠划船」，構築「劍橋夢」，

打造臺大生態池 王留公圳風華待續
昆蟲學系－楊平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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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缺乏足夠的水量，似乎推動不了。

所以，當我提出挖生態池時，甘教授曾找我

商量，而我則找來林宗賢教授和時任總務長的陳

振川教授，在校規會酌商，探討是否能在挖生態

池之後，銜接池邊的瑠公圳，再經森林系旁的水

道，穿越振興草坪前，再打開小椰林大道的舊瑠

公圳水路，經數學系連通醉月湖，讓校園內有個

活絡的水路。

因為校園內如果有條有橋有水的生態溝渠，

會吸引許多小動物棲息，校園也會變得更漂亮、

更自然。由於事關校園規劃，所以林副場長代表

院方和校規會開了許多次會議，並接受陳亮全教

授的建議，拆除農場的綠籬。在大家的密切合作

下，最後總算定案。

但經費怎麼來呢？當時學校明確表明經費必

得由生農學院自行爭取；所以當時我就拜託甘教

授和正擔任瑠公水利會會務委員的農經系林國慶

教授，務必懇請水利會會長及會務委員們全力支

持。而我自己也多次拜託當時的潘勝扶會長及部

份會務委員。

記得當時會長和部分委員，曾當面告訴我，

他們也希望瑠公圳能在臺大再現風華，但現在位

於新生南路學校側門的瑠公圳原址紀念碑，位置

不對。我說：「未來臺大瑠公圳復原計畫完工之後，

大家一起請市政府將紀念碑移入校園內。」

不久，這個復原計畫，在許多人的努力下，

終於獲得會長和全體會務委員們的支持，答應補

助臺大 1.6 億元；工程則分三至四期，工程做到哪

裡，預算就編列到那個部份。所以，「生態池」

及周邊綠美化工作之能順利進展，得感謝的人實

在太多了，除了甘俊二教授之外，還有林國慶教

授、林國峰教授、陳振川教授及林宗賢教授等，

但更要感謝的是潘會長及全體會務委員無私的支

持和對臺大的奉獻。

排除萬難 打造「都市之肺」

然而，有了經費之後，我先和農場相關的幾

位教授和系所主任溝通，因為部份同事對於挖池

子和拆除舟山路旁農場綠籬仍有不同意見；他們

之中有些人認為農場是生農學院的用地，也是老

師試驗、學生實習的場所，怎麼可以開放出來？

還有，圍籬一旦拆除，試驗田及作物也可能因閒

雜人進出而破壞；但經過我和宗賢兄誠懇地和當

時農藝系謝兆樞主任及相關教授溝通，也表示一

定會努力做好保護及維護的工作，才化解阻力。

接著，我拜託宗賢兄邀請院內及生科院相關

教授、農場同仁組成院綠美化團隊和校規會密切

配合，包括池邊、池內該種那些植物，池子完工

之後該放養那些魚蝦、小動物？也邀請臺大自然

保育社的同學，參與細部規劃工作；甚至為了保

證工程品質，說服陳總務長把部分綠美化工作委

由農場同仁直接操作。

在這個過程中，除了林副場長之外，當時的

農藝系謝兆樞主任、管理組長王裕文助理教授、

梁群健先生及李建輝先生都是勞苦功高的成員；

如果沒有他們的熱誠協助和努力不懈，就沒有一

到假日遊客如織的臺大生態池。

當時為了保持池子的乾淨，我堅持不能放養

吳郭魚及鯉魚，因為這兩種魚攝食時會以口觸土，

而使土質的池水污濁；同時也堅持不放養任何外

來種動物，包括鴨、鵝；而且希望農場今後每隔

兩、三年能清池一次，好把淤泥及遊客可能放養

的外來種清除，以保持池水的清潔及環境的自然。

另外，作物標本園的規劃工作也一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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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計畫 惜未再推動

記得生態池及舟山路化工程完工展用時，陳

校長特地邀請瑠公水利會潘勝扶會長及全體會務

委員在農場一角揭幕，潘會長也十分期許臺大瑠

公圳的復原計畫。可是，當我卸任前完成「生態

池」，並推動第二期工程之後，不知何故，接任

的院長及新任的總務長，似乎未再推動這項計畫。

為此，我曾面陳新任校長李嗣涔教授，呼籲他持

續推動；但我卸任迄今已有五年多，此計畫似乎

已經停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許大家

有不同的想法吧！但每一次經過生態池及舟山路，

內心總是有些許的悵然；當然對瑠公圳水利會的

老朋友們，也難免覺得歉疚！

去年學生的社團為了生態池因遊客放養鴨、

鵝，及外來種魚類，以及遊客用麵包、食物餵飼

這些動物的不當行為，特地到我辦公室來詢問對

策，也想聽聽我的看法和意見。我告訴同學們，

我當然不贊成這些行為，因為這些動物的糞便和

吃剩的食物會直接污染水源，會使池子優化。他

們當場決定，將組織義工直接在池邊進行勸導。

但我建議他們不妨也去拜訪院長，建議農場能找

個適當時間放水清淤，也清除所有吳郭魚、鯉魚、

巴西龜及鴨、鵝，讓臺灣原生的水鳥和候鳥，能

充分利用這個都市內難得一見的生態池。當然，

我也期待充滿大智慧，能力又強的現任院長保基

兄，能圓滿解決這個問題。

在農場綠美化完成開放前，我拜託林副場長

一定要培訓解說志工，讓農場除了擔負臺大師生

的教學、研究任務之外，也能開放給臺北市民和

中、小學生進行校外教學活動；如今，每當我走

過舟山路，看到熱心的義工穿著制服，引領著小

朋友們參觀農場時，內心覺得無比的溫馨。

創始維艱 持續更難

而每當華燈初上，看到同學們相偕約會池邊

的情景，也倍覺欣慰！因為這裡已成為年輕人談

心的好地方。尤其在假日，如徜徉池邊，經常能

看到許多全家福在舟山路及生態池邊嘻戲、遊憩

的鏡頭；這不也是臺大所該承擔的一部份社會責

任，開放空間給廣大市民朋友作為教育和活動的

地方嗎？

可是這項工程到現在，仍有少數同事不以為

然，其中有一位，甚至在正式場合，當著我的面

不客氣地說「幹什麼去挖個大池子，臭死了！」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不錯，池子如果不清淤

維護，又要放鴨放鵝，又有不當的餵飼行為，難

免不潔，但真的已到會散發惡臭的地步嗎？

面對這種批評及責難，為了捍衛這項經過許

多人的努力才完成的生態池，我可不能默默承受，

自然當場據理反駁；何況這兒已成為臺大人，甚

至臺北市民休閒的重要空間。然而我畢竟不在其

位，是非功過早已雲淡風輕，只能請求現任的陳

院長大人，多多關照生態池的維護，並推動「作

物標本園」第二、三期工程。

身為舟山路綠美化及生態池建設的「始作俑

者」，我最衷心感激的還是瑠公水利會許許多多

老朋友們的「無私」奉獻，和在建設及維護過程

中，不少臺大師生及農場同仁們的「無聲」奉獻，

以及迄今依然為這環境「默默」耕耘的朋友們。

鴨子佔據原本設計給水鳥的棲息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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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與美、中、日各國大學學術交流締約

美國普渡大農學院助理院長 Dr. Goecker 及國

際農業課程中心主任 Ms. Vallade 於 2009 年 11 月

3 日至 7 日期間參訪本院。來訪當日直接前往溪頭

實驗林做實地考察及參訪。本院安排實驗林同仁

針對溪頭實驗林各場地做詳盡的介紹，以協助兩

位貴賓充分了解普渡大學之交換生來本院實習和

上課期間之環境，且本院也安排座談會，並邀請

暑期國際課程相關 ( 臺灣生物、農業與文化多樣性

課程 ) 之老師一同與會，討論該課程之實際進行狀

況和實習生之交換。此外，本校學術副校長陳泰

然教授、本院院長陳保基教授與 Dr. Goecker 一同

簽署了交換學生協議書，兩校院之間的學術交流

有了更深層的關係。而實習生與交換生計劃也預

計於 2010 年 5 月底展開。

普渡大學生農學院助理院長Dr. Goecker(右2)、
國際農業課程中心主任Ms. Vallade(左1)
與本校陳泰然學術副校長(左2)、
本院陳保基院長(右1)簽署交換學生協議書

中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侯曦副校長(前排左2)
與本院陳保基院長及各系所同仁合影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侯曦副校長(左)
與本院陳保基院長締約合影

中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侯曦副校長一行貴賓

於 2009 年 12 月 4 日參訪本院及拜會本院陳保基

院長。同時本院也邀請各系所教授參與座談會，

並請曾至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進行交流之本校生參

與此座談，以期未來兩校在農業領域之學術合作

上能有更進一步之互動。雙方與會討論熱絡，並

談及兩岸之農業與兩校之學術風氣。會後，兩校

院雙方一同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及交換學生

協議書；並安排貴賓一行參觀本校之校史館及校

園導覽，讓貴賓能多瞭解本院及校區概況以及學

生上課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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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本院於人工氣候室發展人造光源技術

於農業作物栽培上的實際應用，同時為推動國際

學術交流合作，本院陳保基院長率領系所教授同

仁共 7 名，赴日本千葉大學 (Chiba University) 進
行為期 5 天之學術訪問，並針對人工光源於農業

栽培上之應用進行相關單位之參關與專業領域之

合作交流。參訪期間，參觀了千葉大學環境、健

康和田野科學中心的農業相關科技設施與系統，

包含了人工光源廠、水栽金魚藻系統及市區農業

技術單位。此人工光源技術可將應用在同樣身為

都會區的臺北市區農業上，讓農業科技不只單方

應用於郊區鄉鎮之地，還可在空間不足之都會地

區發展精緻農業。

此外，千葉大學也安排本院教授同仁與對

方之各教授，針對人工光源在科技上的運用進行

專業領域之訪談。會後，本院陳保基院長與千

葉大學環境、健康和田野科學中心 (Center for 
Environment, Health and Field Sciences) 主任高

垣美智子博士 (Dr.  Michiko Takagaki) 簽署合作交

流協議書，以求雙方在未來之更深一層合作。

本院陳保基院長(左1)陪同廣西大學陳保善副校長(左2)
與本校包宗和副校長(中)會面及合影

廣西大學陳保善副校長(前排左2)與本院陳保基院長

(前排右2)及各系所主任合影

本院陳保基院長(中)與千葉大學高垣美智子博士(右1)
交換合作交流協議書，左為千葉大學古在豐樹博士

(Professor Toyoki Kozai)

中國廣西大學陳保善副校長一行貴賓於 2009
年 12 月 18 日至 25 日期間參訪本院，並前往溪頭

實驗林實地考察參訪，以充分了解未來兩校院之

間的合作事宜以及學生之上課環境。本院也安排

貴賓參觀臺灣糖廠及亞洲蔬菜中心，讓貴賓進一

步認識臺灣之製糖產業、農業現代化之推動以及

臺灣與國際間之接軌。

來訪期間，本院之陳保基院長陪同陳保善副

校長與本校包宗和副校長會面，雙方互動良好，

並對兩校間之農業及學術發展進行簡短之討論與

瞭解。會後，貴賓與本院教授同仁洽談兩校院之

學術交流事宜，包括教授短期交換及交換學生計

劃，本院陳保基院長與廣西大學陳保善副校長共

同簽署交換學生協議書，座談會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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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生技班開幕式合影

本院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交流中心與本校生物技術研究中心、國際單位東南亞農業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SEARCA）及亞太糧食與肥料中心 (FFTC) 合作，並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會及美國在臺

協會之經費支持下，於 200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1 日假本校生物技術研究中心舉辦「東南亞國際農業生

物技術人才培訓計畫」培訓班。此計劃課程內容包含了生物技術核心理論課程及實驗操作、生物技術應用

專題講座及私人企業及政府單位參訪。此次研習共 30 名人員參與，計有 24 名東南亞學員，分別柬埔寨 3
名、印尼 2 名、菲律賓 11 名、越南 4 名、泰國 3 名、馬來西亞 1 名，另有 5 名成員為行政院農委會各單

位代表。除了對目標地區國家農業生物技術科技人員訓練計畫等方面提供協助外，期能透過此計劃加強臺

灣與亞太地區國家農業專家、技術人員之交流，並瞭解各國之農業生技之現況及發展，並預計往後能更深

一層加強彼此間之往來及合作互動。

東南亞國際農業生物技術人才培訓計畫

園藝學系邀請國際知名學者Dr. John F. Ahern
演講與進行學術交流

園藝學系於 2009 年 6 月 2 日邀請國際知名學

者 Dr. John F. Ahern 至該系演講進行學術交流。

Dr. John F. Ahern 為景觀及永續都市發展領域之權

威，並擔任美國麻州州立大學景觀建築及區域規

劃學系長達十年的系主任，同時從 1996 年即為美

國景觀建築師學會（ASLA）的院士。其主要研究

領域為「綠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
以及永續都市（Sustainable Urbanism），此次

演講題目為「Guidelines for Sustainable Planting 
Design」。 Dr. John F. Ahern演講現場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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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交流中心、國際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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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O(Korea FAO Association)、 本 國 外 交 部 及

SEARCA 之經費支持下，於 2009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25 日假本院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交流中心舉

辦「東南亞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決策人才考察團」。

此次活動共含東南亞學人及高層代表計 14 名，韓

國 FAO 計 6 名；另有國內講師 3 名以及隨同教授

2 名。參與國包含柬埔寨 4 名、菲律賓 3 名、越南

3 名、緬甸 3 名、泰國 1 名，另有 5 名成員為行

政院農委會之科長代表參與部分行程及開幕式。

本活動除了邀請國內農業生技專家解說臺灣

目前農業生技之現況及發展外，並安排學人參觀

本國農業生物科技之私人及政府機構，以做最直

接的溝通與交流。學人與產業間代表彼此互換名

片及連絡方式以尋求日後之實質合作。

98年度東南亞農業生物技術決策人才考察團

開幕式由本院陳保基院長致詞

東南亞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決策人才考察團

東南亞農業生物技術決策人才考察團於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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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 AEARU 國際分子生物與生技研討會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丁詩同教授於 2009 年 11 月 11-13 日於本校第 2 學生活動中心之集思會議中心舉

辦主辦第十屆 AEARU(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國際分子生物與生技研討會 (The 
10th AEARU workshop on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09)，該研討會以轉譯科學的新紀元 (A 
new year of translational sciences) 為主題，邀請日本、臺灣、韓國、中國及香港等地相關領域的傑出研

究學者共 24 位與會演說及討論，內容涵蓋轉譯農學、轉譯醫學、生物資源開發及生物科技、基礎生物分

子研究等。

本院農藝系盧虎生教授、植微系曾顯雄教授、園藝系許輔副教授與生技所林詩舜助理教授亦獲邀分享

其前瞻之農生技相關研究主題，包括微 RNA 的技術、靈芝的研究、菇類的營養與稻米的蛋白體學研究。

23

此外，研究壁報展示及

meet-with-expert 也增進與會

者相互間的互動和認識，動

物科學技術學系碩士班研究

生張斌同學也以「藍瑞斯種

豬繁殖力相關分子標記的開

發」贏得該研討會壁報論文

獎。第十屆 AEARU 國際分

子生物與生技研討會相關訊

息請參考 http://mbiserv.csie.
ntu.edu.tw/aimi/workshop3/
網頁。

本院農藝系盧虎生教授(左上)、

植微系曾顯雄教授(左下)

與園藝系許輔副教授(右)獲邀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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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邀請三位國外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園藝系邀請日本京都大學學者專題演講

園藝學系於 2009 年 9 月間邀請三位國外學

者進行學術交流，並邀請參加「自然生態環境與

健康效益國際研討會」研討會，三位學者分別

為：1.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Dr. Terry 
Hartig，演講題目為「Nature and Health: Process 
and Predicament」。2. 美國西維吉尼亞大學森林

暨自然資源學系副教授 Dr. Robert Burns，演講題

目為「The Role of Fees and Revenue in Forest 
Recreation Settings」。3.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

分校景觀建築系教授 Dr. William Sullivan，演講

題目為「A Dose of Nature: Just What the Doctor 
Might Order」。

園藝學系於 2009 年 12 月 29 日邀請日本京都大學 Dr. Yukihiro Morimoto 以及 Dr. Fukamachi Katsuer
等 2 位著名學者蒞系進行交流活動，2 位著名學者之主要研究方向為景觀生態與規劃領域，演講題目分別

為「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in Japan」以及「The Role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Satoyama Landscape Elements」。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Dr. Terry Hartig
與參與研討會之工作人員合影

日本學者與造園館師生合影日本京都大學 Dr. Yukihiro Morimoto
精彩演講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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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介紹如何透過實驗和問卷，從 conversation, 
distance, group interaction, likability, satisfaction
和 trust 等面向對機器人與人之互動進行評估。

工作坊 (Interactive Museum Tour: Learning with 
Robots)」專題演講，內容涵蓋應用機器人進行導

覽活動與學習等議題探討。正司哲朗教授並於專題

演講當中，與學生分享應用機器人進行導覽活動

的研究成果，包括應用機器人於博物館及校史館

中進行展品說明以及動線指示等功能，機器人除

了可以介紹展覽作品外，也可與參觀者進行簡單

的會話，導引參觀者進到下一個會場。在奈良大

學博物館中結合「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與 QR 條碼 (QR Code) 兩種技術，讓珍藏在博物

館中的稀有書籍以「虛擬書本 (Virtual Book)」的

方式呈現給讀者閱讀。

生傳系岳修平教授邀請北京清華大學人因與

工效學研究所所長 - 饒培倫教授於 2009 年 9 月

4 日來臺主持「從漫畫電影中的機器人探討人與

機器人互動」工作坊，內容包括人與機器人互動

(Human-Robot Interaction) 設計的六元素，以及

評測人與機器人互動的方法。本次工作坊針對機器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設計與評估進行廣泛且深入的

介紹與討論。饒教授從漫畫電影中的機器人談起，

深入淺出地介紹機器人與人互動的六個設計元素：

personality, learning, gender, social presence and 
ability to develop, mental model 和 appearance，
並引導學員思考機器人與人互動中，尚存有哪些

重要的設計元素。另外，饒教授也以幾個研究案

生傳系岳修平教授邀請日本奈良大學社會調

查學科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ra University, 
Japan) 正司哲朗 (Dr. Tetsuo Shoji) 助理教授於

2009 年 11 月 23 日進行「多媒體資訊導覽設計

生傳系邀請北京清華大學饒培倫教授主持
                                   「人與機器人互動」工作坊

生傳系授邀請日本奈良大學
社會調查學科正司哲朗助理教授專題演講

北京清華大學人因與工效學研究所饒培倫

所長專題演講

日本奈良大學正司哲朗助理教授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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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urh(中)參訪食科所後與教師們合影

Dr. Masahiro Yano 於農藝系演講

因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詭譎多變，作物需面

臨新的乾旱、高溫等非生物逆境生長環境之急遽

改變，伴隨而來的是作物之細菌、真菌等病害與

蟲害等的生物逆境，因此，水稻等作物育種面臨

新挑戰。農藝系於近年舉辦一系列之「分子輔助

選種」國際研討會，期望能藉由瞭解分子輔助育

種之流程與效益，間接提倡於臺灣之分子輔助育

種之應用性。因此農藝系於 2009 年 10 月 8 日

邀請此研究領域之翹楚―日本農業生物研究所

QTL Genomics Research Center 的 主 持 人 Dr. 
Masahiro Yano，其以整合基因體研究策略，進行

數量基因座之遺傳與分子生物之研究，強化使用

多樣化水稻種源水稻於育種，總計約 60 人參與此

研討會，

會場座無虛席。此研討會於早上進行「基因

學研究在水稻育種上之利用」專題演講，演講中

介紹此日本最先進之育種研究室之分子輔助選種

的方法與策略、成功推出新品種，並提及如何整

合先進的實驗室研究應用於水稻育種，尤以因應

全球暖化所需之逆境育種。在下午的兩個小時之

座談會，Dr. Yano 與農藝系教師、研究生及大學

部學生踴躍討論、熱烈交換意見，獲益良多，並

邀請農藝系教師至其研究室進行短期研究與訪問，

達到雙方交流。

農藝系邀請日本農業生物研究所
Dr. Masahiro Yano 
專題演講與研討會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

Dr. Young-Joon Surh
參加食品科技研究所

舉辦之小型國際研討會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藥學院「分子癌症研究

所」教授兼所長 Dr. Young-Joon Surh 為享譽國際

的癌症研究學者，亦為三十餘種重要國際 SCI 期
刊的編輯委員或 associate editor。Dr. Surh 經常

應邀至世界各地的國際會議中作大會演講，其演

講內容豐富精彩。此次應食品科技研究所孫璐西

教授之邀請來臺訪問，並於 2010 年 1 月 11 日在

食品科技研究所舉辦的小型國際研討會中分別以

「Inflammation-associated Carcinogenesis and 
Its Chemoprevention」 及「 Cellular Adaptive 
Survival Response to Oxidative, Nitrosative and 
Inflammatory Stresses」為題，對來自北部地區的

各大專院校的 100 餘位師生們，深入淺出地講解

癌症之預防與其分子作用機轉。Dr. Surh 並與食科

所的教師們座談討論中藥與食材癌症預防之研究，

對臺灣的學術研究留下深刻且美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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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I 稻米品質研究室團隊主持人 Dr. Melissa 
Fitzgerald 於 2009 年 12 月 4 日上午抵達臺北並

參觀臺大校區，下午則在農藝系演講並舉辦座談

會，演講題目為「INQR and Chalk」。Melissa 
Fitzgerald 博士的演講內容主要在介紹「良質米國

際合作網路」(INQR,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Rice) 組織的情況與稻米白堊質形成的研

究。INQR 為 2006 年成立的組織，主要的目標在

於提供一個世界性的公共作業平台，共同致力於

稻米的品質的分析與研究。臺灣在 INQR 的代表

為臺大農化系的賴喜美教授。

在過去三年來，INQR 最大的成就在於建立

一套全世界稻米 amylose 含量測定的標準。先

前由於直鏈澱粉含量測定的方法因為作為對照組

的澱粉來源不同而有十分不同的測量值，而透過

INQR，IRRI 稻米品質研究室已經建立一套世界公

認的直鏈澱粉含量測定的標準程序。目前則嘗試

對於米粒外觀的量化評估與香氣對米質好壞的判

定，建立一套世界公認的標準。

而在白堊質的研究上，Melissa Fitzgerald 博
士專注於稻米充實期因高溫而造成白堊質增加的

遺傳因子分析，目前已定位到五個數量性狀基因

IRRI 稻米品質研究室團隊主持人Melissa Fitzgerald博士
                                               參訪農藝系

Dr. Fitzgerald與我國INQR成員

臺大農化系賴喜美教授合影

Dr. Fitzgerald 在臺大進行座談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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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的主效基因。而在隨後的座

談會中，與會的師生則熱烈地

與 Melissa Fitzgerald 博士討論

關於氣候變遷之高溫生長環境

對米質的影響。農藝系因不少

研究生正進行米質之生理與遺

傳因子的研究，討論十分熱列，

而女性研究生更將 Fitzgerald 
博士熱愛科學研究工作的態度

視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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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科系於 2009 年 11 月 9-12 日邀請日本國立

大學法人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先導科學研究科

本鄉一美博士 (Dr. Hitomi Hongo) 訪臺。來臺期間

本鄉一美博士蒞系與遺傳研究室及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王穎老師研究室學生，進行「臺灣、

日本與琉球原生豬種間之關係」座談會。本鄉一

美博士畢業於哈佛人類學所，致力於研究分子演

化與形態學領域，為「人與豬相遇 10,000 年」作

者群之一。本鄉一美博士先前專注於越南及日本

在地豬種與野豬之親緣關係及形態分類上之研究，

在 1998-2008 年期間發表 15 篇相關學術著作。該

系希望藉由本鄉一美博士之參訪與座談，幫助動

科系相關領域研究人員了解如何運用臺灣本土特

有亞種如：臺灣野豬或梅花鹿之資源與管理，並

加強其研究深度，開啟臺日相關單位國際合作之

橋樑。

動科系邀請日本著名學者本鄉一美博士(Dr. Hitomi Hongo)
來臺訪問與座談會

Dr. Hitomi Hongo(前排左3)與動物科學技術

學系座談會與會師生合影

本鄉一美博士

(Dr. Hitomi Hongo)
於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舉辦座談會海報

動科系邀請美國貝勒醫學院教授 Harry Mersmann
                              來臺演講、授課與指導論文寫作

美國貝勒醫學院 Mersmann 教授多年以來一

直專注在研究脂肪代謝調控，在該範疇的成就斐

然，因此被選為美國營養科學會和美國動物科學

學會的雙料會士。此次動科系邀請 Mersmann 教

授於 2009 年 12 月 2-23 日訪臺共 22 天，除了在

動科系的兩場精彩演講外，也在兩個課程中參與

授課，另外亦對動物科學技術學系之研究生進行

一對一的論文寫作與科學研究指導，Mersmann
教授也幫忙動物科學技術學系五位教授進行英文

論文的編輯與修改，總共完成 6 篇論文，績效卓

著，師生受益匪淺。
Mersmann 教授 ( 右 ) 與動科系分子生物研究室研

究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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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科系於 2009 年 11 月 25-28 日邀請英國 Durham 大學的 Dr. Larson 與 Aberdeen 大學的 Dr. 
Dobney 蒞系進行「東亞豬種的演化、生物地理親緣與遷徙」專題演講與相關研究座談。訪臺期間，Dr. 
Larson 與 Dr. Dobney 亦與動科系遺傳研究室研究人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匡悌博士、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王穎教授與其研究室相關研究人員進行臺灣野豬與日本野豬之骨骼形態與類緣關

係探討。Dr. Larson 主要研究方向為藉由粒線體 D-loop 片段與 MC1R 基因分析全球豬種演化相關性，而

Dr. Dobney 則藉由牙齒形態測量學推論鑑定各豬種亞種間之差異。動科系希望藉由此次 Dr. Larson 與 Dr. 
Dobney 的參訪與國際交流，幫助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增進其遺傳資訊、骨骼量測上之技術，並推動國際間

整合型計劃的運作。透過彼此交流、協助的多領域科學合作在演化主題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同研究團

隊間之交流有助於激盪創新的想法，幫助共同目標之達成，開立研究的新局面。

動科系邀請英國Durham與Aberdeen大學學者蒞系專題演講

Dr. Larson 於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演講神情 Dr. Dobney蒞臨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指導

森林系邀請美國史蒂芬奧斯汀州立大學Dr. Coble進行訪問研究

森林系邀請美國史蒂芬奧斯汀州立大學

(Stephen F. Austin State University, USA) 森林暨

農業學院 (Arthur Temple College of Forestry and 
Agriculture) 的 Dr. Dean W. Coble 副教授蒞臺進

行訪問與研究，Dr. Coble 的專長為生物統計學，

2010 年 2 月至 6 月於國科會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的

經費補助下，參與關秉宗教授的國科會計畫研究 
( 臺灣雲霧林生態系特性與適應之研究�臺灣雲霧

帶森林淨初級生產力之特性與適應 )，進行臺灣雲

霧帶森林生產力及地域化大型生態模式研究，並

期望與本校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師生相互交流。
關秉宗教授 ( 右 ) 與 Dr. Coble ( 左 ) 於森林環資系

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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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微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植物病理學系
                                    Dr. Bryce Falk教授演講

植微系於 2009 年 10 月間邀請美國加州大學

戴維斯分校植物病理學系教授 Dr. Bryce Falk 於

10 日至 17 日來臺於植微系講學，除於「植微講

座」演講「Crinivirus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Lettuce infectious yellows virus」，並於「進階微

生物學」課程講解「Plant viruses, insect vectors 
and RNA silencing」，該系希望此次邀請 Dr. 
Bryce Falk 來訪能加強植微系教師與學生從事相

關領域之研究深度。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植物病理學系教授 Dr. Bryce Falk

森林系邀請美國學者Prof. Carola Haas來臺訪問與專題演講
一般大眾常常誤解林業經營對於生物多樣性會有負面影響，然而適當的經營措施其實反而有助於林

地更新與物種存續。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於 2009 年 11 月 16-30 日邀請美國 Virginia Tech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ishery and Wildlife Science 之 Prof. Carola Haas 蒞臨訪問，並且進

行了兩場專題演講，題目分別是「Understory biodiversity, resilience, and nutrient processes in managed 
Appalachian forest ecosystems」及「Dispersal behavior of a migratory songbird loggerhead shirk (Lanius 
ludovicianus)」，探討不同伐木及撫育作業對野生動物的影響及遷徙性伯勞鳥的行為研究，並與森林環境

暨資源學系袁孝維教授之野生動物研究室學生圓桌討論相關議題及國際交流合作事宜。期間並參訪臺灣大

學溪頭實驗林，Prof. Carola Haas 對於臺灣的研究環境與水準皆讚譽有加。

Prof. Carola Hass與野生動物研究室學生座談Prof. Carola Hass 在林一教室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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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植物暨微生物學系

(Department of Plant and Microbial Biology, UC 
Berkeley, CA, USA) 教授 Dr. Andrew O. Jackson
於 2009 年 10 月 19 日至 31 日受植物病理與微

生物學系邀請來臺，擔任「進階微生物學」兩

週各三個小時之講師。Jackson 教授為研究植

物病毒的專家，講題為「Movement Processes 
of Hordeiviruses and Gene Silencing of Barley 
Stripe Mosaic Virus」和「Biology and Replication 
of Plant Rhabdoviruses」。

Jackson 教授先以感染大麥的重要病毒

Barley stripe mosaic virus 為 題 材， 說 明 該 病

毒於細胞內複製、細胞間移動，以及具有基因

靜默抑制功能之重要基因；了解此病毒的特性

之後，將其作為研究工具，探討大麥和小麥的

植微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植物暨微生物學系
                     Dr. Andrew O. Jackson教授

來臺講課與演講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植物暨微生物學系

教授 Dr. Andrew O. Jackson

Dr.  Andrew O. Jackson(右3)參訪溪頭試驗林

基因功能。隨後 Jackson 教授介紹感染植物的

rhabdoviruses，藉由比較感染植物與感染人類、

動物的 rhabdoviruses，了解此類病毒較複雜的複

製機制及特性。

此外，Jackson教授於 2009年 10月 22日在植

微系公開演講，題目為「Advances in Developing 
a Reverse Genetics System for Negative-strand 
Virus」。Jackson 教授於 2009 年 10 月 23 日及

24 日南下參訪位於溪頭之試驗林，除了在解說員

陪同下行遍園區各個景點之外，並且在會議中與

試驗林管理處人員討論熱烈。由於 Jackson 教授

平易近人、熱心教學、上課內容豐富而有條理，

以及能啟發聽講者不同的思考方向，植微系師生

都覺得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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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陳尊賢教授
參加東京筑波「降低食品中重金屬之植生復育國際研討會」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受邀出席 2009 年 10 月 5-8 日於東京筑波舉行之「降低食品中重金屬之植生復育國

際研討會」，共有來自全球 12 個國家共 20 個演講者受邀，研討技術包括利用選育新品種、品種特性與水

分管理、土壤與污染物之特性等技術降低食品中重金屬之植生復育，尤其是水稻與小麥。此次會議配合其

他四個主題研討會同時舉行，計有來自 30 個國家共 250 人參加，其中日本人就佔了將近 200 人。

陳尊賢教授(左2)受邀出席國際研討會舉辦之

會後野外田間污染區復育試驗

東京筑波舉行之「降低食品中重金屬之植生復育

國際研討會」近 250 人參加

農化系三位教授與廈門大學生命科學院
商討學術合作與學生交換等協議書

農化系三位教授在廈門大學生命科學院

洽談學術合作現場

農化系李達源主任、鍾仁賜教授與陳尊賢教

授於 2009 年 12 月 24-26 日至中國大陸福建省廈

門大學生命科學院與劉梅書記、陳小麟副院長、

嚴重玲副院長與林光輝教授等進行國際學術合作，

商討兩校未來在院級及系級更廣泛之學術合作與

學生交換等協議書，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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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畜共通傳染病中心主任蔡向榮教授在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計畫補助下於 2009 年 10 月 31 日

至 11 月 11 日赴歐參訪，包括德國漢若威獸醫大學 (Veterinarian University Hannover) 動物衛生研究所、

食品品質與衛生研究所與 Ruthe 校區的實驗農場；德國官方之消費者保護及食品安全署下薩克遜州辦公

室 (Lower Saxonian Office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ood Safety) 的奧登堡獸醫所 (The Veterinary 
Institute Oldenburg)；羅曼國際動物保健公司沙門氏菌減毒活疫苗研發部門、PHW 集團 Wisenhof 公司中

央實驗室、私人家禽獸醫院沙門氏菌檢測認證實驗室；荷蘭動物保健服務中心 (GD Animal Health Service 
Deventer)；英國蛋業委員會（British Egg Industry Council）等單位，此行主要任務是觀摩學習歐盟有關

家禽沙氏桿菌之規範，以及德國、荷蘭、與英國實際執行之經驗與成果，以供為我國推行家禽沙氏桿菌監

測與控制之參考。

人畜共通傳染病中心主任蔡向榮教授赴歐參訪

蔡向榮教授(右1)參訪德國漢若威獸醫大學動物衛

生研究所與所長Dr. Jorg Hartung (右2)等人合影

蔡向榮教授(左3)參訪德國一個私人家禽獸醫院與

院長Dr. med. Vet. Manfred Poppel(右2)等人合影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參加韓國首爾「全球土壤圖籌建
國際研討會(Global Soil Map)」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受邀出席 2009 年 10 月

25-26 日於韓國首爾市舉行之「全球土壤圖籌建

國際研討會 (Global Soil Map)」，共有來自全球 8
大地區 12 位專家受邀，討論籌建全球土壤資料庫

系統及土壤圖之計畫，此項計畫擬由國際基金會

捐款 3 億美元完成，預計於 2010 年 7 月提出計畫

報告書。兩天議程主要討論籌建此全球土壤資料

庫系統及土壤圖之相關技術、資料庫結構與系統、

土壤圖比例尺、數據品質、軟體與資料庫應用模

式、參與國之權利與義務等。亞洲計有中國、韓

國及臺灣代表與會。

韓國首爾市舉行之「全球土壤圖籌建國際研討會

(Global Soil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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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系方煒教授與博士候選人張明毅同學

於 2009 年 11 月 15-21 日赴日本筑波參加第六

屆國際園藝照明研討會，期間共發表兩篇論文與

兩篇海報。標題分別為「Development of LED 
Lids for Tissue Culture Lighting」 與「Effect of 
Artificial Light Supplement in Transcontinental 
Sea Cargo on the Flowering of Young Spiking 
Phalaenopsis」；「Effect of Six Different 
LED Light Qualities on the Seedling Growth of 
Paphiopedilum orchid in vitro」 與「Hist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Growth of Potato Plantlet In 
Vitro Under Six Different LED Light Qualities」。

方煒教授同時擔任大會的科學委員會委員，一個場

次的主持人與交流論壇的引言人。研討會後則轉往

日本京都參觀日本國最大的植物工廠 Fairy Angle 
公司的兩個量產基地 (Fukui factory 與 Kitayama 
factory) 與產品銷售點。

生機系方煒教授赴日本筑波
參加第六屆國際園藝照明研討會

農化系邀請日本神戶大學
 Nakayashiki副教授

及美國內華達州立大學
Jeffery Shen副教授

開授課程及演講

農化系 98 學年第一學期邀請國外學者短期授

課，日本神戶大學 Nakayashiki 副教授於 2009 年

9 月 18、21-25 日下午 6-9 時開授分子真菌學特

論 (Special Topics on Molecular Mycology - from 
Basics to Applications) 及美國內華達州立大學

Jeffery Shen 副教授於 2009 年 12 月 21-25、28
日下午 6-9 時開授基因體學 (Genomics)，並分別

進行專題演講，訪問教學過程非常圓滿成功。

日本Fairy Angle 公司的量產基地

Nakayashiki副教授(中)由
系主任李達源教授(右)及林乃君老師(左)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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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系邀請
IEEE Fellow Dr. Subhas Chandra Mukhopadhyay專題演講

生機系於 2009 年 11 月 18 日 ( 星期三 ) 上午

11:00-12:00 假臺大生機系農機館二樓會議室邀請

IEEE Fellow Dr. Subhas Chandra Mukhopadhyay
蒞臨該系發表專題演講，演講主題：「Smart 
Monitoring: Home and Health（Part I: Wireless 
Sensors Based Home Monitoring for Elderly 
People；Part II: Novel Sensing System for Safe 
Food）」。Dr. Subhas Chandra Mukhopadhyay
演講後並與與會人員交流意見，討論踴躍熱烈。

Dr. Subhas Chandra Mukhopadhyay( 右 ) 於生機

系專題演講

廣西大學農學院院長顧明華教授及副院長何龍飛教授來農化系訪問

中國大陸廣西省的廣西大學農學院院長顧明

華教授及副院長何龍飛教授，於 2009 年 12 月 24
日抵臺造訪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進行訪問，農化

學系由賴朝明教授及洪傳揚老師負責接待對方，

期間互動熱烈並相談相關農學與農業化學方面之

研究，且洽談未來如何加強雙方合作與交流事宜。

廣西大學農學院院長顧明華教授(右2)及副院長何

龍飛教授(左1) 來農化學系訪問，賴朝明教授(左

2) 與洪傳揚老師(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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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國植物園學術年會

實驗林管理處楊智凱研究助理於 2009 年 11
月 24-29 日至中國大陸廣西壯族自治區藥用植物

園參加「2009 年中國植物園學術年會」。該年會

主題為植物與人類健康，研討主題有植物園建設、

植物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栽培育種研究及植物

園相關方面等探討，實驗林管理處楊智凱研究助

理於會議中報告 ｢ 臺大實驗林下坪熱帶植物園分

析與調查 ｣。

實驗林楊智凱研究助理於

「2009年中國植物園學術年會」專題報告

美國托利多大學陳吉泉教授專題演講會場

美國托利多大學陳吉泉教授
來訪實驗林管理處

美國托利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ledo) 陳吉泉

教授於 2009 年 12 月 11 日來實驗林管理處進行訪

問，其主要從事景觀生態、生態系統分析、全球氣

候變化、保護生物學等研究，來訪期間並進行「交

叉綜合大科學與生態學的未來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IDS) is Real in Ecology, Not a Bluff) 」
學術演講，會後參訪實驗林管理處溪頭及屏東二

氧化碳通量塔，並與研究人員進行討論。

2009昆蟲科學新理論與新方法研討會

實驗林管理處田佩玲研究助理於 2009 年 7 月

25-30 日至中國大陸北京的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院

參與「2009 昆蟲科學新理論與新方法研討會」。

研討會主題著重在昆蟲科學最近幾年發展的新理

論與新方法，此外該研討會並提供一個學習交流

的橋樑，構建一個與國內外著名昆蟲學家面對面

接觸的平臺。

2009昆蟲科學新理論與新方法研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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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系於 2009 年 11 月 3 日假臺北市臺灣大

學第二活動中心柏拉圖廳，舉辦「農畜產品品質

非破壞性檢測技術第五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該

研討會由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和財團

法人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共同主辦，粗估約

有百人與會，其中來自國外講者三人 ( 日本岐阜大

學 Nishizu, Takahisa 教授、美國農部 Lu Renfu 博

士、以色列 Mizrach, Amos 博士 )，共發表 12 篇

論文。

演講者針對園藝作物非破壞性品質檢測之發

展與挑戰、皮蛋凝膠自動化檢測系統之研發、應

用可見光及近紅外線光譜分類生乳及鮮乳摻入不

同比例還原乳之研究、超音波技術應用於農產品

收穫前與收穫後之品質檢測、牛乳房炎的自動化

檢測與系統整合之應用、多孔性食品之非破壞性

品質檢測、應用光譜影像技術檢測茶之發酵度、

茶品質感測器、主動式熱像在農產品檢測之應用、

水果糖度檢測儀器之研發、X 光成像技術在生物及

農業上的應用和激振回音應用於文蛤品質檢測之

研究等課題發表最新研究成果。

  生機系主辦
「農畜產品品質非破壞性檢測技術第五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與會者合影

研討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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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傳系舉辦「文化節慶與創意產業國際論壇」

臺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與臺北教育

大學於 2009 年 11 月 29 日（日）共同合辦「文

化節慶與創意產業國際論壇」，邀請英國里茲

都會大學觀光與文化變遷研究中心主任 Prof. 
Robinson 及日本琦玉大學後藤和子教授 (Prof. 
Kazuko Goto) 專題演講，講題分別為「Locating 
Creativity in Festival Tourism: Place, Partnerships 
and Possibilities」 及「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opyright in Japa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tract and Incentives」，與國內相關領域的學

者專家有許多精彩的對話，與會者也積極參與討

論，結果頗為豐碩。
「文化節慶與創意產業國際論壇」吸引許多參與者

Dr. Stephen 
Schneider

於國際會議中心

演講

2009年氣候變遷
對動物疫病影響研討會

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接受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委託於 2009 年 10 月

6-7 日於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舉行「氣候變遷

對動物疫病影響研討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大

氣科學系許晃雄教授、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

所李培芬教授、昆蟲學系吳文哲教授、獸醫專業

學院龐飛教授、蔡向榮教授、東海大學畜產與生

物技術學系陳盈豪副教授、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

生學系陳培詩助理教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

學系陳石柱教授進行專題演講外，並配合全球變

遷中心「國際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講座」，參與美

國史丹福大學環境生態與全球變遷系 Stephen 
Schneider 教授之演講。本次氣候變遷對動物疫病

影響研討會之參加學員以各縣市家畜疾病防治所

人員及本校之師生為主，藉此研討會能使臺灣在

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挑戰時能有更佳的準備。

昆蟲學系吳文哲教授演講

授課講師合影，左起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技術學系

陳盈豪副教授、臺大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李培芬教授與獸醫專業學院蔡向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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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傳系舉辦「鄉村社會季」

生傳系與臺灣鄉村社會學會合辦《2009 年臺

灣鄉村社會季 --- 影像 傳播 鄉村》系列活動，自

2009 年 9 月至 12 月在臺大生傳系共辦理五場專

題演講，分別為：《後無米樂 --- 農業 影像 傳播 
鄉村》、《土地意象 鄉村美學 --- 以林淵及洪通為

例》、《影像 傳播 鄉村 --- 以侯孝賢電影的鄉村

意象為例》、《桃花源 @UK- 英國 Selborne 小村

穿越時空的自然之歌》及《村光乍洩 --- 鄉村人文

攝影》；內容包含「後無米樂時期」的農糧消費

及傳播力量的探討、原生藝術的美學堂奧、臺灣

與時推移的人文風貌與侯孝賢導演影像的相互對

照、英國的桃花源 Selborne 小村的探索及鄉村人

文攝影講座。

五場專題演講邀請了導演莊益增先生、農糧

署蔡麗琴分署長、姜一涵教授、賴守誠教授、曾

華璧教授、攝影學會陳碧岩總幹事及陳俊傑老師

來為生傳系的系列活動主講，主講人的豐富學識

及幽默談吐使活動毫無冷場。鄉村社會季除了吸

引該系師生，其他院所及校系的教授先進及同學

也被活動宣傳吸引蒞會，共約 200 人到場，使此

系列活動在演講過後的問題討論時間，其內容更

加多元更富機鋒。

鄉村社會季講者姜一涵教授(前排中)及與會者合影

「場域資訊學工作坊」教授群合影

生傳系辦理場域資訊學工作坊

生傳系與國立臺灣大學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中心共同主辦「場域資訊學工作坊 (Field 
Informatics Workshop)」。邀請日本京都大學（Kyoto University, Japan) 石田亨教授 (Prof. Toru Ishida)、
喜多一教授 (Prof. Hajime Kita)、土佐尚子教授 (Prof. Naoko Tosa)、奧山隼一助理教授 (Asst. Prof. 
Junichi Okuyama)、以及早稻田大學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菱山玲子副教授 (Asso. Prof. Reiko 
Hichiyama) 於 2009 年 11 月 20 日進行專題演講。探討議題涵蓋跨國合作格網 (Language Grid)、文化工

程 (Cultural Computing)、自然觀察 (Biologging)、使用者參與式研發 (Participatory production) 以及嵌入

式模擬與遊戲設計 (Participatory simulation/gaming) 等主題。

「場域資訊學工作坊」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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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海峽兩岸植物病理研討會」

海峽兩岸森林健康與經營研討會

實驗林管理處於 2009 年 12 月 11 日在溪頭自

然教育園區舉辦「海峽兩岸森林健康與經營研討

會」，研討會中邀請了中國林學會等相關專家學

者共 16 位參與座談，進行廣泛探討與交流，會中

王亞男處長針對臺大實驗林經營管理進行演講而

蕭助理研究員文偉進行臺灣樹醫制度之發展專題

報告，促進海峽兩岸林業經營之專業交流，會後

綜合討論也達到參與者互相意見交流之平台。

「海峽兩岸森林健康與經營研討會」

參與專家學者於溪頭遊客服務中心前合影留念

2009 年 11 月上旬植微系劉瑞芬教授與臺灣

植物病理學界同仁一行 15 人，在中興大學黃振文

院長的帶領下，赴中國大陸杭州參加「2009 年海

峽兩岸植物病理研討會」，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

系博士班研究生倪惠芳、林家華也隨隊參加。會

議由「中國植物病理學會」與「浙江大學生物技

術研究所」共同主辦，地點在浙江大學的玉泉校

區。

其間雙方各就研究最新發展狀況進行學術交

流，代表中國大陸與會的專家學者多為國家重點

實驗室主持人，因經費充裕、博士班研究生人數

多，再加上與國際諸多傑出研究團隊有長期且密

切的實質合作關係，這些實驗室在會中所提報的

創新研究成果均十分亮眼，令人印象深刻。作為

東道主的「浙江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不僅全員

全程參與研討會議，且熱忱為所有與會人員安排

滿滿的行程，讓大家有機會拜訪浙大各個校區，

並觀賞著名的「印象西湖」，是本次會議成功圓

滿的最大功臣，獲得大家一致的讚揚及掌聲。

「2009 年海峽兩岸植物病理研討會」由左至右為

浙大宋鳳鳴教授、中興大學黃振文院長、中國植

物病理學會彭友良理事長及周雪平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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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系主辦「智慧機器人產品論壇」

雜草科學講座暨研究成果發表會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於 2009 年 12 月 11 日在臺

灣大學農藝學系召開年度會員大會，會中同時舉

辦「雜草科學講座暨研究成果發表會」。該次活

動由中華民國雜草學會主辦，國立臺灣大學農藝

學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熱帶農業

暨國際合作學系協辦。大會由理事長謝清祥教授

主持，會中並邀請農藝學系王裕文助理教授及農

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蔣永正博士作專題演講。另外

在專題演講後並作會務報告及討論，且表揚基層

人員、個人學術及事業獎。98 年度之雜草科學講

座暨研究成果發表會與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年度會

員大會出席踴躍，座無虛席，成功圓滿落幕。

臺大農藝系王裕文博士專題演講

「智慧機器人產品論壇-

  農業機器人在精緻農業之應用」會場

由於近年來機器人技術的迅速發展，許多實

驗室的研發成果逐步落實到產業與生活需求面，

而在我國機器人領域的研究發展與產業應用上，

也逐漸獲得政府與產業界的重視。因此生機系於

2009 年 10 月 27 日舉辦 98 年智慧型機器人產業

發展推動計畫之智慧機器人產品論壇《農業機器

人在精緻農業之應用》。在農業機器人的應用方

面，由於近二十餘年來農業自動化的推動過程中，

無論在學研界或是農業生產作業中，由自動化技

術應用進一步發展到更精緻的機器人技術應用的

需求也逐漸產生。對於農業生產過程中具有勞力

密集、重複性作業、危險性作業、品質需求等工

作，農業機器人將在未來講求精緻化農業的發展

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臺灣由於資通訊產業、精密機械、農業均有

深厚的研發基礎，未來如何善用此優勢來發展農

業機器人的應用，值得深入探討。本次智慧機器

人產品論壇，結合演講及綜合座談的形式，邀集

國內相關產官學界專家，進行討論與交流，期以

匯聚各方面之意見，為我國未來農業機器人在精

緻農業的應用方向勾勒出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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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傳系岳修平教授
榮獲98年度
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
聯合年會優良教育人員服務獎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岳修平教授

與教育部吳清基部長合影

生傳系岳修平教授多年來深耕於教育科技領

域，擔任臺灣教育傳播與科技學會理事多年，協

助推動學會會務，亦擔任「教學科技與媒體」期

刊編輯委員與輪值主編。岳教授長年推廣教育傳

播暨科技理念於高等教育機構並實踐於實務工作

中，包括設置專業服務機制、開發重要網路學習

平台與多媒體教材，成為國內高等教育中教育科

技之專業服務之典範案例。

另一方面，岳教授亦推廣教育傳播暨科技理

念於農業推廣服務中，包括主動成立農民資訊教

育推廣工作室，帶領學生參與農民資訊教育與農

業資訊推廣輔導等專業服務工作，並以教育傳播

科技領域專業知識理論為基礎，研發農業資訊系

統化教育訓練模式，撰寫教育訓練作業程序書，

提供全國農會、農業改良場等農業推廣單位使用。

同時帶領團隊協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規畫辦理全

國農民網路技能教育訓練，編寫農業資訊應用專

用書，亦成為示範教材。另協助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研發「農業產銷班經營管理系統」電腦作業軟

體，提供全國農業產銷班使用，增進其應用資訊

系統進而有效提升農業產銷班與農民的經營管理

能力之效益。另外在學校教學方面，岳修平教授

更榮獲臺大 97 學年度服務學習課程比賽「服務學

習 SUPER 課程獎」學系課程佳作獎（服務學習

二）。

由於岳教授長年於教育科技界的投入，其貢

獻獲得臺灣教育傳播與科技學會之推薦，並獲頒

「九十八年度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優

良教育人員服務獎」。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獲得
「2009年臺大傑出社會服務獎」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於 2009 年教師節獲得

「2009 年臺大傑出社會服務獎」表揚，李嗣涔校

長親自頒發獎座及獎金。表揚陳尊賢教授對臺灣

農民推廣合理化施肥及永續土壤管理、及土壤污

染調查與整治技術之觀念與技術，同時表揚其對

東南亞地區國家土壤資源保護與永續土壤管理之

技術推廣。 陳尊賢教授(右)獲得「2009年臺大傑出社會服務獎」 
                                李嗣涔校長親自頒發獎座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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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科所沈立言教授榮獲
2009年「臺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食品學術研究榮譽獎」

食品科技研究所沈立言教授(右1)獲頒

 「臺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食品學術研究榮譽獎」

食科所沈立言教授研究結合中西醫食品營養

的各家觀點與長處，利用細胞、動物與人體實驗

模式進行保健食品與食療養生之相關研究，提供

人類養生保健之高價食品。自 1993 年起所執行之

國科會及行政院衛生署研究計畫，主要利用細胞、

動物與人體實驗模式，針對大蒜、九層塔、七層

塔、牛樟芝、靈芝、巴西洋菇、薑、天麻等具有

重要生理機能性之食品素材進行研究，包括肝臟

解毒代謝、抗氧化、細胞代謝產物、抑癌、細胞

凋亡、細胞週期、訊息傳遞、抗憂鬱、食物屬性

等方向之探討。

沈立言教授之研究成果於學術期刊已發表之

論文有 58 篇、研討會論文 83 篇、學術專書 7 篇。

自任教以來，指導之博士班及碩士班學生獲得獎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榮獲東亞及東南亞土壤學會聯盟之
「學會聯盟獎(ESAFS Award)」

農化系陳尊賢教授榮獲東亞及東南亞土壤學

會 聯 盟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Federation of 
Soil Science Societies, ESAFS) 最高榮譽之「學

會聯盟獎 (ESAFS Award)」, 於 2009 年 10 月 27
日晚在韓國首爾市舉辦之 9th ESAFS 國際會議中

接受 ESAFS 主席 Prof. Ki-Cheol Eom 頒獎表揚。

ESAFS 聯盟是東亞及東南亞地區 12 個國家

( 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臺灣、菲律賓、越南、

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孟加拉、斯里蘭卡、印度 )
土壤肥料專家所組成之學會聯盟，於 1990 年成立

於日本京都，每兩年召開一次聯盟大會，今年為

聯盟獎第 2 次頒獎表揚，陳教授為 ESAFS 聯盟迄

今第 2 位獲得 ESAFS Award 殊榮者。陳尊賢教授

受到多個會員國提名推薦並於會員國理事長會議

上獲得通過受獎，表彰其在土壤科學領域之學術

傑出成就及對促進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土壤科學學

術交流與合作、技術轉移與此地區土壤資訊交換

與整合之卓越貢獻。

項包括 2009 年第三屆奇異果百萬論文獎、2003
及 2009 年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年會最佳論文獎以及

國科會千里馬專案赴國外攻讀博士。

陳尊賢教授 ( 右 ) 在韓國首爾市 9th ESAFS 國際

會議中接受「學會聯盟獎 (ESAFS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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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系陳尊賢教授獲得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最高榮譽「2009年學會獎」

   農化系李達源教授兼系主任獲得
「2009年臺大傑出教學教師獎」

實驗林管理處鄭森松博士與劉興旺組長
分別獲頒2009年中華林學會年會森林學術獎與森林事業獎

實驗林於森林學領域之研究及森林經營管理成效均獲肯定，於 2009 年中華林學會年會分別獲頒森林

學術獎與森林事業獎。鄭森松助理研究員於林木抽出物成分分析與利用研究有顯著成果，並發表 SCI 研究

報告多篇，經評審為「2009 年中華林學會森林學術獎」得獎人。劉興旺組長歷任實驗林水里營林區主任、

溪頭營林區主任、企劃組組長、森林作業組組長及管理組組長，審慎籌畫及積極執行各項計畫與政策，於

林業經營管理成效獲得肯定，經評審為「2009 年中華林學會森林事業獎」得獎人。

劉興旺博士(左)獲頒森林事業獎

李達源教授獲得「2009年臺大傑出教學教師獎」，

校長親自頒發獎座及獎金

鄭森松博士(右)獲頒森林學術獎

陳尊賢教授(右)於中華土壤肥料學會98年度

會員大會中接受理事長陳仁炫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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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系張上鎮特聘教授榮獲國科會98年度傑出研究獎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張上鎮特聘教授日前榮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8 年度傑出研究獎，臺灣林業

界人士均感欣喜。張教授五年內（2004.1.1. 迄今）共計發表研究論文 89 篇，其中 60 篇發表於 SCI 國際

期刊，3篇為EI期刊論文，26篇為國內學術期刊論文；另有國際研討會論文 24篇、國內研討會論文 54篇、

1 本專書論文、其他技術報告 25 篇，以及 2 項專利。

張教授之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臺灣本土相思樹保健功效抽出成分之開發利用及其作用機制之研

究、土肉桂具生物活性成分之開發利用、環境友善竹青保綠藥劑與方法的開發、臺灣肖楠活性成分開

發應用及其作用機制之研究、臺灣杉具生物活性成分之開發與生合成路徑之探討。生物活性之評估包

括：抗真菌（Antifungi）、抗白蟻（Antitermite）、抗細菌（Antibacteria）、抗蟎（Antimite）、抗病

媒蚊（Antimosquito）、抗氧化（Antioxidant）、抗高尿酸血（Anti-hyperuricemia）、抗發炎（Anti-
inflammation）、保肝（Hepatoprotection）、抗腫瘤（Antitumor）等功效，並將臺灣本土樹種各抽出成

分應用於天然保存劑、芳香劑及人體保健醫療用品，同時提供給產業界參考利用。

張教授不但研究成果斐然，將臺灣重要本土樹種之抽出物及其特殊功效推向國際學術舞臺，亦認真教

學，教學內容易懂，深入淺出，講解精闢，教學效果極為優良，學生反應十分良好，曾獲本校教學優良獎、

生農學院教學優良獎等。另外，張教授亦熱心且耐心的指導研究生論文，並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國際及國內

相關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研究生所發表之論文屢獲各種獎項，爲系、院、校爭取許多榮譽。張教授亦

擔任國際木材科學研究院（IAWS）院士，積極協助國際林業科技研究之規劃與推廣，並擔任多項國際研

討會籌備委員及約 30 種 SCI 國際期刊論文之審查委員。

張教授很謙虛的表示，學術研究重在傳承，每一項研究的發想必然立基於前人的研究成果，而研究的

進行絕不是單靠「個人」能完成的。研究能順利進行，該歸功於無數前人以及整個研究團隊的努力，還有

國科會、林務局及臺灣大學等單位的經費支持。他表示，得到這樣的肯定，他會更加努力，將研究成果及

精神傳承下去。

森林系張上鎮特聘教授(右4)
與研究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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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N1新型流感及禽流感教育宣導說明會

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接受臺北市動物衛生檢驗所委託辦理「H1N1 新型流感及禽流感教育宣導說

明會」，今年度特別設計針對國小學童的教育宣導活動，各國小反應熱烈共計有 24 所國小報名，經依據

報名的順序及學區之考量評估後，今年度於 2009 年 9-10 月間分別到中正區教大附小、大安區龍安國小、

信義區三興國小、中山區懷生國小、萬華區萬大國小、士林區福林國小與啟智學校、內湖區文湖國小、文

山區武功國小、大同區大同國小，共計十所國民小學進行宣導活動。宣導內容以豐富色彩之圖說讓學童瞭

解病毒的型態特性及傳播途徑，藉此教導如何預防新型流感及禽流感，最後以有獎徵答小遊戲再次重點加

強學習效果，並特別製作了有「勤洗手」標語的小香皂作為有獎徵答獎品。

福林國小李校長特致感謝狀予宣導活動團隊，

並由中心主任蔡向榮教授代表接受

人畜共通傳染病研究中心助理劉育君小姐為

學童講解流感病毒的特性

全球良好農業規範講習

全球良好農業規範講習現場情況

為確保我國農產品安全並建立追溯 / 蹤制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2006 年便大力推動產銷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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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並制定多種農產品之良好農業規範，簡稱

為 TGAP。不過，農友或農業單位對該制度也有

不同的意見，其中關於 TGAP 部份，對各種單一

產品均單獨制訂一份 GAP，是否可制定符合國內

外現況之農產品產銷履歷共通作業基準？

本院園藝系爰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助

下，參照國際通用的 GLOBALGAP 規範，制定

我國農產品產銷履歷共通作業基準。為瞭解各

方人士對產銷履歷與 TGAP 實施意見，及探知

以 GLOBALGAP 規範修訂 TGAP 的可行性，於

2009 年 7、8 月間，分別於國立中興大學、行政

院委員會臺南區、高雄區、花蓮區與臺東區農業

改良場與國立臺灣大學等六地區舉行 7 場次良好

農業規範講習會。參加講習總人數近六百人，並

聽取實施產銷履歷、TGAP 及改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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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學系與其系友會於 2009 年 11 月 15 日 ( 星期日 ) 假生工系館九號教室，共同舉辦畢業五十周年

同學會，邀請原農業工程學系四十七學年度畢業之系友共同參與。本次同學會由生工學系童慶斌系主任主

持，同時邀請本院林達德副院長與生機學系周瑞仁系主任為本次活動致詞。

五十週年同學會，在五十年前畢業之班長宣布下揭開序幕；首先，全體與會人員先為逝去敬愛師長默

哀一分鐘；緊接著，由畢業系友致贈感謝牌給原農業工程學系所屬之生工與生機兩學系，並由生農學院林

達德副院長與生工學系童慶斌系主任、生機學系周瑞仁系主任共同致歡迎詞；隨後，為本次同學會主要活

動「給我五分鐘，談我五十年」，由與會畢業系友，以五分鐘時間，簡述各自之人生經歷與生涯發展，畢

業後縱有不同人生際遇，然對於就讀學系的感念之心，仍是所有系友共同的心聲。

活動最後，由一位畢業系友，以自身的心路歷程，發表一篇打油詩—「歲月匆匆一瞬間，轉眼畢業

五十年；當年雄心壯志在，今朝回首已茫然。異國創業實不易，他鄉有成慰親顏；妻賢子孝復何求，含飴

弄孫享餘年。」簡短數十字，道盡在座系友數十年的心聲。本次活動就在全體畢業系友的合影留念後，畫

下完美的句點。

生工學系畢業五十週年同學會

畢業五十年後合影留念

生農學院林達德副院長致詞

畢業系友致贈感謝牌給農工母系，由生工學系

童慶斌系主任(右)代為接受

五十年前畢業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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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系友會成立後，於 2009 年 8 月 7 日

召開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針對系友會章程以及系

友會組織架構深入討論，設立各相關委員會，並

選定各委員會主委、副主委：會籍委員會：主委

王理事自存、副主委張理事祖亮。聯誼委員會：

主委陳理事開憲、副主委楊副理事長宏瑛。學術

委員會：主委許理事圳塗、副主委吳理事俊達。

服務委員會：主委吳理事昭祥、副主委王常務理

事銘琪。財務委員會：主委張理事維斌、副主委

葉理事德銘。

本屆園藝學系系友大會於 2009 年 12 月 26
日 ( 星期六 ) 舉辦，籌備期間各理事多次針對此一

活動開會討論，使活動順利進行，邀請歷屆系友

兩百餘位參與系友會成立後第一次系友大會。活

動當日近百位畢業系友參與，先於園藝學系四號

館報到，隨後會場移動至鹿鳴宴舉行。首先由溫

理事長銘嚞致詞，向系友報告至今系友會活動及

未來展望，緊接著由系主任林主任晏州向系友報

告近年來系上近況，使畢業多年系友了解園藝系

近年之發展，接著有梅峰山地農場狀況以及各屆

系友致詞，最後合影留念，現場氣氛熱絡溫馨，

活動於當日下午兩點左右完美結束。

動科系於 2009 年 12 月 26 日舉辦 98 年度系

友年會，共有老師及系友近百人與會，更邀請主

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常務理事黃淑德校友蒞系，

就「消費者參與的農業生產」專題演講，討論熱

烈。98 年度年會改選會長及副會長，分由 1987
年畢業之張覺前學長及何中平學長榮任；另外，

張邦彥學長（1966 年畢業）及黃新田學長（1974
年畢業）更榮膺臺大橄欖球隊及田徑隊隊友會會

長，可喜可賀！

會中除固定頒發系友會獎學金外，另針對畢

業 50、40、30 年以上之系友個別製發黃金級、藍

寶石級及珍珠級資深系友證書；此次共有畢業 50
年以上 4 位、畢業 40 年以上 6 位、畢業 30 年以

上 7 位系友參與，資深系友與年輕系友就產業現

況及生活近況相互意見交流，場面熱絡。本年度

活動內容豐富，除有現場摸彩、在學學生歌唱表

演及豐盛的歐式自助晚餐外，更邀請到 1968 年畢

業之資深系友鄭舜成學長（水牛二重唱團員）於

現場民謠演唱，大家在一陣悠揚的樂聲中，依依

不捨的結束年會活動，期待明年再相聚。

動科系系友會袁子能會長(右1)頒發畢業30年以上

之珍珠級資深系友證書後合影

園藝學系友大會後於鹿鳴廣場留影

園藝學系系友大會 動科系98年度系友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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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微系於 2009 年 11 月 14 日於系所評鑑前一

日畢業 40 年的系友回母系拜訪並於新生教室歡聚

2 小時 ，由郭寶瑛及鍾淑貞系友主持，參加者包

括當年植病系植病組與昆蟲組畢業的系友及眷屬，

近 60 人。當天除了回顧往事外，畢業 40 年的張

天鴻系友談「由臺大植病系到農業生技公司」及

高穗生系友談「反璞歸真的病蟲害防治利器 : 微生

物製劑」，將他們畢生奮鬥的過程及經驗，與大

家分享也激勵學弟妹們更加上進。

當日，畢業 40 年的系友並以晚宴對母系師友

致意，與植微系及昆蟲系老師們齊聚一堂，宛如

一個大家庭般。畢業 40 年的系友們感情深厚並共

同出遊多次，大家都十分感動及欣羨。2009 年 12
月 20 日於陳昭瑩系主任於校本部鹿鳴宴與昔日導

生歡聚，其中有現任職於植微系的葉信宏老師、

慈濟大學的劉怡君老師、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陳俊

宏博士、邱亞文博士，以及甄籍堯、李春暉等，

畢業近 20 年，大家暢懷敘舊，討論時事，希望臺

灣的未來更好，並相約明年全班一定要再相聚。

臺大營養基因體網頁平台

植微系系友回娘家 食品與生物分子研究中心之
「臺大營養基因體網頁平台」

植微系友同遊東歐布拉格

食品與生物分子研究中心秉持研究分享服務

之核心價值，以研創與整合本土農產保健效益，

發揚臺灣食品特色為目標，已設立國內第一個「營

養基因體 (Nutrigenomics Taiwan)」網頁平台，即

將於三月開始使用，由生農學院之生物產業自動

化教學與研究中心配合管理和維護。

該網頁平台的主要任務是收集臺灣本土農產、

食品、必需營養素和功能性成分在動物實驗模式

下，對各種組織的基因體表現資料；所收錄之基

因晶片數據將提供作為教材，供營養基因體與營

養資訊學之教學和實習之用，以加速培育營養保

健科技之高階專精人才，並促進國內飲食與基因

作用之深度整合性研究和功能性食品開發。

目前核心實驗室以生農學院教師為主，有葉

安義教授、許輔副教授、陳明汝教授、沈立言教

授、蕭寧馨教授等。已收錄之基因晶片結果主要

是針對免疫組織與消化道組織，未來將逐步擴大

到各重要組織，以涵蓋廣泛的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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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食品科技研究所沈立言教授之研究團隊

包括臺灣大學心理系梁庚辰教授、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中醫院副院長謝慶良教授、中國醫藥大

學附設醫院精神科主任蘇冠賓教授以及食品科技

研究所食療研究室陳珮茹博士、黃湘玲及張惠琦

碩士等人研究成果以傳統中醫食療方進行抗憂鬱

研究已經有數年的時間。

該所沈立言教授表示，現代的食品科技希望

能結合先人的智慧與現代的科學驗證與技術，讓

傳統中醫食療方能安全且有效的被發揚光大。因

此在研究中發現「金匱要略」中的甘麥大棗湯、

臺東盛產的金針花、傳統上被認為可以安神養心

的天麻等皆具有改善情緒的效果，開始以特殊比

例的配方與時間熬煮成飲品，在堅持不添加任何

添加物的情況下，飲料的口感打破一般人對傳統

中醫食療方的刻板印象，不但具有天然的香甜風

味，且回甘的滋味令喝過的人大為讚賞。

在沈教授的堅持與推廣之下，獲得臺大食品

與分子生物研究中心江文章教授與愛之味公司總

裁陳哲芳先生及研發總監陳冠翰博士的大力支持，

該產品「樂活飲」已於近期內推出，並將首批共

兩萬多瓶的飲料送到小林村，免費提供給所有

八八風災的受災戶飲用，希望能讓這樣的愛溫暖

寒冬中的每一顆心。

農化系多位師生出席 2009 年 10 月 27-30 日

於韓國首爾市舉行之「2009 年東亞及東南亞土壤

科學會聯盟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Federation 
of Soil Science Societies, ESAFS) 國際會議」，

共有來自全球近 30 個國家近 300 人出席，外賓計

80 人左右，包括 30 位受邀出席專題演講者。農

化系計有鍾仁賜教授、陳尊賢教授、李達源教授

及兩位博士後研究員及四位研究生等共9人出席，

其他另有來自 7 個大學之教師與會，成為此次與

會之第三大代表團。全團會中共提出近 20 篇學術

論文發表。

保特瓶裝之樂活飲實品

臺灣代表團 7 人參加 2009 ESAFS 會後田間現場考察

食科所研發
「樂活飲－抗憂鬱飲品」

農化系師生出席韓國首爾
              「2009年東亞及東南亞土壤科學會聯盟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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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學系於 2009 年 8 月 22 日在 B10 階梯教

室舉行「98 學年度新生及家長懇親座談會」。參

加者共計 27位新生（含 3位轉學生）、39位家長、

13 位教師、3 位系友及 9 位大二、大三學生。會

議由系主任李達源教授主持，系內陳尊賢、鍾仁

賜、李佳音、賴喜美，4 位資深教授介紹農化系課

程內容與研究方向，並教導新生正確的學習方法

與生活態度。另亦邀請產、官、學界之 3 位系友，

分享學習經驗與生活歷程，大一與大二導師亦與

會指導，令與會的新生及家長均獲益良多，座談

會圓滿成功。座談會邀請之 3 位畢業系友：陳陸

宏（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副所長，1972 年大學畢

業，1974 年碩士畢業，1991 年博士畢業）、席行

正（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副

教授，1992 年大學畢業）和戴君玲（行政院衛生

署科技發展組高級研究員，1992 年大學畢業）。

院進行實質的跨院合作。3. 臺灣雅虎公司預計逐

年贈送叢集運算主機若干給本院，未來 3 年預計

可達 200 部運算主機群共同運作，若能結合計算

機中心現有的叢集運算主機，對提升本校超級電

腦運算能力的世界排名有很大的助益。

本院於 2009 年 6 月間與電資學院獲臺灣雅

虎公司贈送叢集運算主機 100 餘部，其中本院

獲得 73 部，因此規劃於生機系生機 2 號館 201
室設置本院高效能叢集運算主機群機房 (High 
Performance Cluster Computing Facility)， 該 機

房在 2010 年元月底完工啟用。

高效能叢集運算主機群機房之設備主要放

置 5 個 41U 伺服器機架，雅虎贈送伺服主機廠牌

型號為 HP ProLiant DL140，規格為 Intel XEON 
CPU3.06GHz, 80GB HD, 1G DDR RAM，共 72
部平均放置於伺服器機架上，透過 Giga 級網路連

接器與 CAT6 網路線和主控主機相連。高效能叢

集運算主機群機房設置後的預期效益有：1. 提升

本院各系所與研究中心相關之教學與研究，如生

物資訊、三維有限元素分析、衛星影像分析應用

等皆能擴大其應用範圍。2. 結合電資學院現有主

機群共同運作，除可提高運算容量，更可使兩學

農化系98學年度大一新生暨家長懇親座談會

農化系98學年度大一新生

暨家長懇親座談會舉辦現場

網路架構示意圖

生物產業自動化教學及研究中心
設置高效能叢集運算主機群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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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國農中心於 2009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

下午 6 時舉辦本院外籍生座談會。由陳保基院長

主持，出席者有陳尊賢副院長、林達德副院長、

游若篍主任、沈偉強老師及王淑珍老師等同仁共 7
人，另有本院各系外籍學生共 23 名。

座談會由陳保基院長致辭展開序幕。緊接著

讓每位外籍學生能發表本學期在臺灣大學校園的

生活感想以及建議事項。外籍生期望學校的電腦

系統可以有英文介面；同時也希望院內能夠多開

設以英文授課之課程。98 學年度第一學期本院外

籍生座談會於當日晚上 9 時散會，並在豐富的自

助餐會中圓滿落幕。

有鑑於過去從未舉辦過研究生相關的迎新活

動，以致於研究生們彼此並不熟識。農化學系於

2009年9月1日 (星期二 )假臺大校園、農化系館、

三重市飛龍保齡球館、三重市三和夜市舉辦研究

生新生訓練暨迎新活動，希望能舉辦一個歡迎新

生的迎新活動，藉此聯絡農化系研究生之間的感

情，也可以幫助新生認識臺大、認識農化系。
研究生新生訓練暨迎新活動

系主任李達源教授介紹農化系

本院外籍生座談會

農化系研究生新生訓練暨迎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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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化學系系學會為促進本系師生交流並推廣

運動風氣，於 2009 年 10 月 10 日 ( 六 )，早上

9:00-12:00 和下午 2:00-5:00 在本校排球場，舉行

「農化系 98 級師生盃排球賽」，增進全系所師生

感情交流。

系主任李達源教授贈與優勝隊獎品

農化系98級師生盃排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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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偉強副教授

洪挺軒副教授

洪挺軒老師上課幽默風趣，對學生十分照顧

與關懷，同學們都喜歡上洪老師的課。洪老師鼓

勵同學走自己的路，善用自己所長，找到自己的

興趣，並在該領域有所表現。洪老師也扮演著系

上承先啟後的推手，鼓勵未來從事系上專門領域

研究的同學，要有溯源的精神，重視傳統病理的

診斷技術與現今新的術結合，廣博的學習，希望

同學對未來的社會都有一份貢獻。

本院沈偉強老師在教學及研究上都相當的認

真，對學生要求有一定的標準，學生在沈老師的

督促下也養成了嚴謹的實驗態度與對科學精神的

認知。沈老師多鼓勵學生從事學術研究，實驗教

學上也鉅細靡遺地講解原理及注意事項，鼓勵學

生多研讀著名期刊的文章、多聽演講、多和專門

領域的專家學者接觸，倡導系上的優良讀書風氣。

在沈老師嚴格的督促下，學生們受到非常良好的

訓練。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的洪挺軒與沈偉強兩

位老師，榮獲 98 年優良教師殊榮，都十分重視教

學工作，深受學生愛戴。在課堂上兩位老師有著

極不同的教學風格，然皆為老師們及同學們所稱

讚。

熱情‧風趣 ─ 洪挺軒副教授

認真‧細心 ─ 沈偉強副教授

嚴師、慈師，兩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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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進崑學長 1993 年畢業於母校生農學院食品科技研究所，現任中山醫學大學副校長。由於在母校已

養成好習慣，做任何事情時，都會先訂出目標，並且有計畫性地執行與檢討，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秉持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自 1990 年起參與消費者保護運動，義務擔任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專業委員 15
年，2002 年接任主委一職，協助解決關於食品與營養相關之消費問題，包括沙士黃樟素事件、檳榔配料

濫用、購屋糾紛、信用卡消費、減肥糾紛、保健食品糾紛與高熱量飲料遠離校園，參與四件 921 震災團體

訴訟，為災民爭取權益等。現任專業委員，負責中部地區八縣市消保服務。

有鑑於社區保健工作之推動有助於個人健康的促進，因此近年來致力於檳榔與口腔病變、糖尿病、痛

風、心血管疾病、高血脂症之預防教育，並協助衛生局「衛生優良餐飲店」之認證評估工作。基於營造「健

康城市」的理想，1999 年起進一步強化社區服務，在臺中市南屯區辦理各種宣導課程或活動，如戒菸班、

減重班、有氧運動班、敬老大會、健康加油站與均衡飲食店之輔導認證等，並提供家戶諮詢服務逾 12,800
戶。此外，經由中山醫學大學暨附設醫院與地方政府合作，關懷監獄收容人之健康，建立標準廚房作業系

統。2000 年 7、8 月代表政府前往中南美洲 5 友邦國家（巴拿馬、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哥斯達黎加、貝

里司），協助解決飲食、營養、健康與食品工業等問題，並擔任巴拿馬食品科技顧問，敦睦邦鄰，以專業

協助國家外交。近年有感於青少年輔導、單親家庭子女照護為社會的需求，目前更積極在中山大學建置社

會服務機制，引領同學走出校園，為社會弱勢關懷付諸行動。

母校人材輩出，許多的校友都表現得比本人優秀，進崑有幸能獲此殊榮，全都歸功於師長的教誨與指

導，今後將更加努力，稟持母校的校訓與師長的勉勵，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繼續為國家社會作

最大的奉獻。

臺大食科所王進崑學長榮獲臺灣大學2009年傑出校友
王進崑學長榮獲臺大傑出校友感言

王進崑學長(右2)與蔣丙煌教務長(左2)、

陳保基院長(右1)、游若篍所長(左1)合影，

中間為王學長夫人

王進崑學長榮獲校長頒發傑出校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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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淑貴教授於 2010 年 2 月 1 日退休，在本校連續服務共 42 年 6 個月。期間於 1999 年 8 月 1 日至

2002 年 7 月 31 日榮任農業推廣學系 (2008 年更改系名為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 系主任，2004 年 8
月 1 日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擔任農業陳列館館長，並曾多次擔任本校校務會議代表、生農學院院務會議

代表。

高教授致力於教學與研究，教學認真、治學嚴謹，對學生尤其熱心與關愛，是年輕教師的最佳楷模與

典範，更是學生心目中最佳的良師與益友。自 1972 年起擔任導師，總共擔任過近 9 屆 ( 約 36 年 ) 學生之

導師。指導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之研究生 20 餘人。發表之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專題研究報告、專

書著作等共數十篇，論著與推廣文章等共數百篇。

在擔任農業推廣學系系主任時，高教授同時也兼任農業推廣委員會之執行秘書，辦理農業推廣工作，

提高農業產銷班經營效益。1999 年協助九二一農村服務團賑災服務工作，於 2000 年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表揚。擔任農業陳列館館長任內，力推該館扮演推廣教育服務核心角色。此外，高教授更致力於輔導農、

漁會辦理農漁村婦女家政推廣教育，強化家庭功能、提升生活品質。2001 年起輔導農、漁會辦理田媽媽

副業經營班，協助婦女發揮團隊力量經營事業，活絡農、漁村經濟。2003 年輔導大甲鎮農會、斗六市農

會建置農會銀髮族服務中心，開創銀髮族服務，提升高齡者健康管理能力。

長期以來高教授參加「臺灣農業推廣學會」、「臺灣鄉村社會學會」等學術團體為會員，並獲選為理

事或監事。也曾參加「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臺灣漁業經濟發展協會」等社團團體為會員，並獲選為

理事或監事。她曾獲得臺灣農業推廣學會頒發之優秀農業推廣人員獎及中華農學會頒發之優良農業基層人

員獎。同時，也參與政府機關農業政策之推行與考核，如 : 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施政績效審查委員、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計畫審查委員、農業推廣機關「金推獎」評鑑委員等。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高淑貴教授榮退

蔣丙煌教務長致贈禮物

55

高淑貴教授與生傳系名譽教授及系友合影



人 事 異 動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院訊 1 0期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0春季

Bulletin No.10, Spring 2010

農藝學系謝兆樞教授榮退歡送會於 2010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三十分假本校學生第一活

動中心禮堂舉行，參加歡送會者包括：謝教授教

過與論文指導過的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畢業

生，農藝系現任與退休職員與教師，農業研究機

構的朋友，其中也承蒙本院陳保基院長、食科所

游若篍所長、生傳系賴爾柔主任、中央研究院植

微所黃煥中所長及邢禹依副所長蒞臨並致歡送詞。

歡送會結束謝教授與來賓合照留念。榮退餐會於

當晚於本校鹿鳴宴餐廳舉行，大家舉杯祝福謝教

授邁向人生的另一階段。

謝教授 1974 年畢業於本校農藝系，1976 年

服完預官役後進入農藝所碩士班，兩年後完成碩

士學位，並於 1978 年進入博士班，1980 年在博

士班修業期間受聘為農藝系助教，一年後改聘為

講師，1983 完成博士學位，隔年改聘為副教授，

1985 年接受國科會補助前往美國伊利諾大學（香

檳校區）進修一年，專攻分子生物學與數量遺傳。

農藝系謝兆樞教授榮退歡送會

農藝系彭雲明(右)系主任代表大家致贈

紀念品菊石化石給謝兆樞教授(左)

返國後謝教授即致力於高粱、野生大豆及野

生稻的遺傳與育種研究，有多篇優良學術論文發

表，並於 1991 年升等為教授。之後曾於 1999-
2000 前往蘇格蘭穀物研究所進修，2002 年獲全

系推舉擔任農藝系主任。除了研究與行政工作外，

謝教授對於教學及啟發學生也投入甚多心力，並

於 1999、2007、2008 獲得校傑出、校優良教師

等榮譽。謝教授對促進產業發展也不遺餘力，曾

經擔任金門酒廠顧問，致力於輔導金門高粱酒的

釀造，並且替酒廠設計 38°降度酒生產流程，大幅

提昇低度高粱酒的品質，掌握消費者的喜愛，極

受年輕的消費族群喜愛。同時也輔導利用益全香

米的釀酒，對臺灣釀酒業的品質提升貢獻良多。

謝教授退休後將於 2010 年 8 月前往法國

Paul Valery 大學研習法語與法國文化，拓展人生

之視野，融合生物科技與歐洲文化，農藝系全體

學生、職員與教師以及謝教授的好友們都衷心祝

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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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化學系－施養信副教授(新任)

施養信副教授於 2010 年 2 月加入農業化學

系之教學與研究陣容。施老師 1994 年畢業於臺灣

大學農業化學系，於 1996 年獲臺灣大學環境工程

學研究所碩士，2002 年獲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

究所博士學位，並於 2002 年到美國麻省理工學

院 (MIT) 土木暨環境工程系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

農業化學系施養信副教授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胡明哲助理教授(新任)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於 99 學年度新聘助理

教授胡明哲博士，胡明哲博士畢業於本校生工學

系及碩士班研究所，並於 2008 年 8 月取得美國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博士學位，2008 年 8
月至 2010 年 1 月胡明哲博士曾任美國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的博士後研究工

作。胡明哲博士的研究主題包含生態工程、環境

政策模擬及分析、生質能源及電力市場模擬、序

率及風險評估。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胡明哲助理教授

2004 年 2 月至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擔任助理

教授，2007 年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土木暨環境工

程系擔任訪問助理教授，2008 年 2 月升等為副

教授。2007 年在美國科學會舉辦之第三屆環境科

學與技術國際研討會獲年輕科學家論文獎 (young 
scientist paper award)，2008 年獲中興大學「傑

出青年教師獎」與土肥學會「學術論文獎」，也

曾指導學生發表論文於農化學會、土肥學會與環

工年會而獲優秀論文獎，撰有十餘篇 SCI 期刊文

章，並擔任許多環境相關之國際知名期刊論文的

審稿人施養信副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為環境有機化學、環境奈米技

術研究與應用、環境中有機化合物之傳輸與轉變

機制、環境有機化合物之生物與非生物性降解研

究、植物吸收與傳輸有機化合物之研究、土壤污

染復育技術研究與環境分子模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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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蔣明南名譽教授於 2009 年 7 月 30 日

在美國洛杉磯市因染肺炎辭世，享年 91 歲。為感

念蔣教授對園藝系及國內園藝界之貢獻，園藝系

於 2009 年 12 月 18 日假農經大教室舉辦故蔣明

南名譽教授追念會，會中回顧蔣教授生平之影像

與文字資料，並有昔日故舊與授業門生講述老師

之生平，場面溫馨感人。

蔣教授畢業自福建農學院園藝學系，民國 35
年即到臺大園藝系服務，於民國 79 年退休，在本

校服務 44 年，曾獲頒本校資深 (40 年 ) 優良教師

獎及教學優良教師優良獎勵。蔣教授為人正直誠

園藝系舉辦故蔣明南名譽教授追念活動

介紹蔣教授生平事蹟&追思會上情況

追思會上海報

懇，對學生關愛至深；在 44 年中，曾受教於蔣教

授的學生無法計數，許多畢業系友在回憶文章中

均難忘蔣教授昔日之教誨。蔣教授學識淵博，底

子深厚，治學嚴謹。於民國 47 年親自規劃建立園

藝系的園產品處理研究室，並參與冷藏庫的設計

監造；此一系列不同溫度之冷藏庫，庫體非常堅

固完好，迄今已逾 50 年，仍為本系教學及研究上

之重要設施。民國 50 年蔣教授率團至中南美洲考

察香蕉產業，回國後積極協助改進國內香蕉輸日

之處理運銷作業；民國 50-60 年代香蕉外銷是當

時臺灣之經濟支柱，臺灣以香蕉王國著稱，蔣教

授之研究與指導貢獻極大。

蔣教授亦參與農學院第一座人工氣候室之規

劃設計，於民國 69 年完工，提供農學院同仁非常

理想之作物生理研究環境。蔣教授曾服務於農復

會並擔任農業試驗所之評議委員，規劃指導國內

園藝方面之試驗研究方向，對國內園藝產業之發

展與人才之培育有深遠之影響。蔣教授將畢生之

精華歲月奉獻給臺大園藝系與臺灣的園藝產業，

今日緬懷恩師，典型在夙昔。

介紹蔣教授於香蕉產業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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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農場辦理花蓮無毒農業
農夫市集產品行銷展售活動

農場、農藝系與農業陳列館
合辦「彎腰生活節」

                「多肉植物組合盆栽活動 」
山地實驗農場舉辦 本院山地實驗農場於 2009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推出「多肉植物組合盆栽活動」，除了讓

來場學員近距離接觸這些造型可愛的植物，並發

揮創意組合一盆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多肉植物組

合盆栽，活動參加人數計有 218 人次。梅峰地區

日夜溫差大，極適合多肉植物生長發育，該場將

豐富的多肉植物栽培經驗及植物特性，透過活動

課程傳達給學員，希望讓學員可以透過這樣實際

的親身體驗，對多肉植物有著更深刻的理解，活

動結束後並將多肉植物組合盆栽帶回家，也一併

將梅峰活動的美好記憶帶回家！

本院農場與花蓮縣政府於 2009 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的週休二日假期，假農產品展示中心前廣

場，舉辦無毒農業農夫市集產品行銷展售活動，

現場展售許多經無毒履歷認證且具花蓮縣地方特

色之農特產品及農特產加工品，諸如：柚子、地瓜、

玉蜀黍、有機米、各式蔬果等等，現場並有許多

試吃品嚐，活動非常精彩熱鬧。

本校農場與臺大農藝系、臺大農業陳列館、

臺灣有機產業促進聯盟、綠色陣線協會、主婦聯

盟共同消費合作社、福山農莊、有機誌、賴和基

金會、臺大學生會、根與芽社、自然保育社、福

智青年社等，於 2009 年 11 月 21 日假新月台蒲葵

道及農業陳列館共同籌辦「彎腰生活節�有機嘉年

華暨賴和音樂會」大型活動，現場除展售來自全

國各地之有機及友善環境農特產品外，亦有一系

列關於有機概念的精彩活動包含系列展覽、影片

觀賞與有機達人演講、有機舞蹈、大型音樂會等

等，活動當日適逢週六假日，雖有些飄雨，仍吸

引許多人潮，熱鬧非凡，開幕當日本院陳保基院

長也蒞臨致詞。

花蓮無毒農業農夫市集產品行銷展售現場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陳保基院長蒞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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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實驗農場推出
「彩繪大自然─彩繪頭巾製作」

秋冬對於位處中海拔的梅峰，是個充滿各式

顏色的季節，除了楓葉，還有水杉、山枇杷、櫻

花等的葉子紛紛轉色，山桐子的紅果也不遑多讓

的呈現著燦爛顏色，於是山地農場特地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至 2010 年 1 月 31 日推出「彩繪大自然

―彩繪頭巾製作」活動，希望能夠把這些美麗的

顏色留存在頭巾上，讓學員把自然的色彩戴在身

上，該活動參加人數計有 50 人。課程內容利用的

植物葉片是撿拾地上自然掉落的植物葉片，讓學

員了解植物轉色及落葉機制，自然界生命繁衍的

循環過程，也傳達給學員用心眼觀賞換季時的楓

紅，而非採摘帶回家，尊重自然資產是公共資產，

需大家一起來維護。滿山的繽紛色彩雖然帶不走，

戴著自己的作品，學員們也帶回了滿心的感動。 學員各自發揮創意，製作獨一無二的彩繪頭巾

山地農場人員協助採果

秋日採果趣！梅峰蜜蘋採果活動

本院山地實驗農場自 2008 年首度開放蜜蘋採果活動，引發熱烈迴響，2009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15 日持續舉辦採果活動，更將開放採果人數由原先的五百位，增加到一千位，同樣獲得各方響應，許多民

眾紛紛來到梅峰，親身體驗從未經驗過的蘋果採果樂趣，總計採果活動參加人數達 1,255 人次。採果行程

除了實際體驗採果，在出發前解說員均會講解果樹品種介紹、採果方式及包裝分級概念；而農場得天獨厚

的環境條件，造就蜜蘋果生產，使學員們了解氣候及環境對作物產生的影響。課程內容除了增加梅峰自然

生態體驗營的豐富度，也更進一步推廣梅峰的優質蘋果與美好景致，達到寓教於樂，休閒放鬆等目的，而

2009 年梅峰的蜜蘋採果，也順利圓滿的於十一月中落幕！

一家人和樂地體驗採果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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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臺大獸醫營

節能減碳、穿越山林「發現綠色151溪杉鐵馬挑戰賽」

實驗林管理處於 2009 年 9 月 19 日舉辦 ( 為
921 紀念日前週六 ) 溪頭森林嘉年華系列活動之

「發現綠色 151 溪杉鐵馬挑戰賽」活動，活動內

容除有豐富表演及摸彩外，更展現了溪頭地區的

好山好水好空氣，達推廣自然教育之目的；另有

鹿谷鄉觀光產業促進會協助提供車友之夜相關住

宿優惠，活動當日參與騎乘腳踏車活動逾一千車

次以上，不僅圓滿達成活動，同時節能減碳愛地

球。
王亞男處長及來賓領騎

動物園專業的獸醫師帶領大家

體驗麻醉用空氣槍的威力

本校獸醫學系與臺灣大學獸醫學系系學會於

2009 年 7 月 8 日 ( 三 ) 至 2009 年 7 月 12 日 ( 日 ) 
暑假期間，針對高中生辦理「臺大獸醫營」。該

營隊報名費用新臺幣 6,500 元整，為 5 天 4 夜的

高中生營隊，課程內容設計除一般營隊團康外，

更有多種獸醫相關初步課程，甚至可參訪動物醫

院、動物園獸醫室等，頗受好評，為高中生暑期

熱門營隊之一。

此項活動由系學會主導，專業學院輔助，相

關計畫、經費及課程，皆在導師工作委員會中提

出，由老師輔佐學生，提醒應注意事項，專業學

院除提供場地及設備外，也依營隊課程所需，推

薦院內教師或專科醫師授課、接待解說，更進一

步協助洽詢動物園等相關機構，提供參訪機會，

此外，活動報名期間，協助公告訊息於專業學院

網頁及臺大獸醫訊。2009 年暑假的獸醫營，營隊

工作人員以韓國當紅團體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舞曲，跳著老少咸宜的搞笑舞步開場，加以

獸醫相關實務介紹和動物園參訪，五天四夜的營隊

活動，項項精彩，使參與隊員們都收穫滿滿。有

關「臺大獸醫營」訊息請參見 http://www.wretch.
cc/blog/ntuvetcamp。

獸醫營最後一晚小隊輔與小隊友們

彼此交換著內心的想法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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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由農業陳列館陳尊賢館長主持

由於全球氣候受溫室效應的改變，蓄積淡

水的大量溼地乾涸消失，水資源管理不善等眾多

因素，水資源危機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

的最大威脅之一。根據聯合國於 2006 年「全球

國 際 水 域 評 估 」（Global International Waters 
Assessment ， GIWA）報告指出，因為人口快速

增長、工商業發展、環境持續的消耗破壞，以及

水污染等因素，使得全球可用水資源的供應受到

限制。目前全球約有 7 億人的生活面臨缺水的窘

境，而在 2025 年之前，預估此數字將逼近 30 億。

近年來，人類的一些自身活動加劇水資源的供需

失衡，除了人口大量增加，導致有限的水資源越

來越短缺之外，再加上嚴重的用水浪費、森林遭

砍伐破壞、人類製造的大量污染，以及不當管理

水資源等等，均是造成水資源短缺的原因。如果

人類仍然以現今的生活模式消耗水資源，不及早

採取永續水資源措施，未來的人類將因嚴重缺乏

淡水而面臨生存的威脅，同時住在難以取得淡水

或無法應付淡水需求地區的人類，將因搶水衝突

日益增多，最終將引爆國際戰爭的火藥庫。

為使造訪臺大農業陳列館之社會大眾與校內

外各級師生，對水資源能有更深一層的瞭解與認

知，農業陳列館藉由圖文靜態展示、展品陳設及

互動遊戲等展陳方式，並兼顧知識性、趣味性與

體驗性，使每位參觀者於生動活潑的導覽解說後，

使其能瞭解到目前臺灣水資源所面臨的困境，包括

河川污染、地下水超抽與水庫優養化等問題，除危

及自然生態平衡外，並影響到民眾的民生用水安

全。期望社會大眾能在日常生活中培養節約用水觀

念，增加現有水資源的使用程度與降低污染。此

外，我們必須認清地球水資源是有限的事實，尤其

臺灣更是相對缺水的國家，節約用水已是全體國人

的當務之急，提醒我們不能再漠視水資源永續使用

的議題。

有鑑於珍惜水資源相關議題之重要性與日俱

增，農業陳列館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辦理「藍色星球―珍惜水資源特展」，

並於 2009 年 12 月 14 日下午 3 點舉行開幕儀式

與茶會，當日開幕典禮由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副院長

兼農業陳列館館長陳尊賢教授主持，受邀上臺致詞

的校內外長官有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陳保基院長、中

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李玲玲理事長、臺大健康

科學與生活研究中心健康促進組的江文章組長、臺

北縣深坑鄉農會許種村總幹事等人。出席的長官與

貴賓尚有臺大醫學院學務分處錢宗良主任、醫學人

文博物館的許瓊文小姐等。當日主辦單位並邀請玫

瑰舞蹈團 3 位美麗的舞蹈老師，穿戴著象徵水分

子的水藍色舞衣與披肩，蒞臨表演難得一見的肚皮

舞。整個開幕儀式就在陳保基院長的擊發太空彩帶

槍下圓滿落幕。

農業陳列館之「藍色星球―珍惜水資源特展」

於一樓展示有五大主題區，此外於農業陳列館二樓

亦展示有省水 36 計看板區、多媒體趣味水上遊戲

區、藍色星球水資源奇幻之旅互動遊樂區。

藍色星球─珍惜水資源特展

62



活 動 報 導

生農學院 2010 No.10

渾然天成、精雕細琢
「2009年雅石成果展」

有情人終成眷屬「真愛溪頭‧花嫁森林」南投縣集團結婚

實驗林管理處於 200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0
年 2 月 28 日期間與臺中縣愛石會舉辦「2009 年

雅石成果展」；推廣雅石美的藝術及生活的藝術，

雅石經過清理，再製作搭配適當台座及擺飾，其

形、色、圖案，渾然天成，百看不厭，在溪頭自

然教育園區森林生態展示中心展出國內、外雅石

及戶外大型雅石約 53 件。

實驗林管理處於 2009 年 10 月 17 日假溪頭

自然教育園區漢光草坪舉辦溪頭森林嘉年華系列

活動之「真愛溪頭 • 花嫁森林」南投縣集團結婚

活動，該活動為創新溪頭地區產業發展，推廣溪

頭地區風光明媚、綠草如茵、霧靄煙嵐的美景，

本處與南投縣政府共同舉辦「真愛溪頭 • 花嫁森

林」活動，計有 28 對新人參加，當日觀禮家屬、

貴賓及參與遊客計有 500 人次以上，活動圓滿順

利成功。此次「真愛溪頭 • 花嫁森林」活動開啟

首次溪頭集團結婚，亦獲得地方及產業肯定。

民眾參觀鑑賞

新人合照

漆器之美與鑑賞
「愛漆藝生-廖勝文漆藝展」

實驗林管理處於 2010 年 1 月 9 日至 3 月 28
日假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森林生態展示中心舉辦「愛

漆藝生 - 廖勝文漆藝展」，該特展內容精彩，展示

漆器的多變瑰麗，讓民眾了解森林副產物的變化

及利用，藉此推廣自然教育活動。
展覽現場作品陳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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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的探索與創意「2009溪頭竹文化節」

實驗林管理處於 2009 年 11 月 21-22 日辦理

「2009 溪頭竹文化節」，該活動此次仍有不同以

往的創意及巧思，活動內容精彩豐富，重點內容

包括有：竹類大驚奇、探索竹類標本園、竹藝巧手、

健行 - 足林之樂、定向運動 ( 溪頭首次 ) 以及創意

竹藝祈福燈飾區等，深受遊客喜愛及好評。

竹藝巧手製作

創意竹藝竹染花海

實驗林管理處於 2010 年 1 月 28-29 日舉辦寒

假生態營隊�「哈瑪利森林昆蟲營」，報名學員共

58 人。「哈瑪利森林昆蟲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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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下坪熱帶植物園-肖楠步道之美合影

2010寒假生態營隊「哈瑪利森林昆蟲營」

創意竹藝祈福燈飾-夜間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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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娜社區居民參與「無痕山林課程」

實驗林管理處基於推廣生態教育與敦親睦鄰，灌輸轄內社區居民生態保育觀念及強化與林農相輔相成

之成效，自 2003 年配合林務局推動「社區林業計畫」至今，2009 年計有信義鄉愛國社區發展協會、信義

鄉部落文化經濟協會、信義鄉桐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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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痕山林」、「生物多樣性」、「樹齡推算」等，提升社區居民保育的觀念。

桐林社區學童認識社區植物

茶花品系之一

鳳麓茶馨．茶花展

與農共伍、共創林業生機
社區林業推廣

實驗林管理處邀請新竹縣茶花園藝研究學會、

新竹市茶花產銷班於 2010 年 1 月 30 日 ( 開幕 )
至 2 月 21 日在鳳凰自然教育園區 ( 鳳凰茶園 ) 共
同舉辦鳳麓茶馨．茶花展，總計展出 200 餘株大、

小型各式茶花盆景作品，現場有高至二公尺之巨

型茶花，也有雕塑成各式樹型之精品茶花，花色

爭奇鬥豔。展出品系包括了日本品系、歐美品系

及國人自行研發之品種等，好比茶花界之聯合國，

展覽現場除了眾多的花色品種外，還不時有雲霧

山嵐來作伴，好似雲霧迷漫的人間仙境，景色千

變萬化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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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國際森林學生亞洲地區會議圓滿結束

溪頭閉幕式合照

第 一 屆 國 際 森 林 學 生 亞 洲 地 區 會 議

(International Forestry Students＇Association 
Asia Regional Meeting, IFSA-ARM) 於 2010 年

2 月 27 日在臺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館舉行開幕

式，並於 3 月 4 日圓滿結束，這是臺灣的第一次

國際森林學生會議，我們成功的向國際學生展示

臺灣生態資源和經驗交流。

來自五個國家 ( 臺灣、日本、南韓、印尼、土

耳其 ) 的與會學生，在六天的行程中，參訪了臺灣

從中低海拔到高海拔各面向的重要自然景點，如

陽明山、棲蘭山、合歡山、太魯閣、溪頭。每晚

的 Workshop 以輕鬆的方式帶來深入的思考，讓

學員們以宏觀寰宇視野，重新省視亞洲在環境議

題上的地位和重要性。

外國學生對臺灣的豐富生態和多樣化景觀表

示驚嘆，會議結束之際，學員們更彼此允諾將來

要在國際自然生態的舞台中再相見。1st IFSA-
ARM 不只是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對臺灣學生而

言更是一個火種，照亮了臺灣之外的寬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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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傳系程琬容同學於東亞運為臺灣奪下史上首金

生傳系程琬容同學(右1)於東亞運

為臺灣奪下史上首金

生傳系大三程琬容同學於 2009 年底所舉辦的

東亞運中，女子 400 公尺混合式上打破大會高懸

16 年的大會的游泳紀錄，為臺灣奪下東亞運史上

首面金牌，也為臺灣大學及生傳系爭取光榮。臺

大游泳教練表示，程琬容同學是個能夠兼顧課業

與訓練的學生，臨場表現冷靜，在賽前總是自己

默默的練習，對游泳很執著。臺大對學生學業的

要求很高，許多選手為了要應付課業就花掉了大

多數的精力跟時間，很難繼續保持競賽成績，所

以程琬容同學在努力應付課業之餘，還會自主練

習，維持訓練量，實在是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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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科技研究所舉辦
「2009歲末師生聯歡會」

第六屆生態工程營

生傳系學生榮獲「2009年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教學媒體競賽學生組佳作

生物科技研究所成立迄今邁入第四個年頭，

平時各自忙於教學、實驗及研究，難有互動，為

使所上師生有聯絡感情的機會，特別訂於 2009
年 12 月 22 日冬至時節舉辦「2009 歲末師生聯歡

會」，當日盧虎生所長，到場與大家談話，期望

在未來的日子裡，生物科技研究所的師生都能繼

續加油、齊心努力！當日氣氛歡樂融洽，並期待

下次再聚。

生傳系岳修平教授指導大學部學生：周瑋婷、

陳衍蓉 ( 左 1)、林慧軍 ( 右 1)、方幼人 ( 左 3)、潘

俊宇，參加「2009 年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國

際學術研討會」教學媒體競賽，榮獲學生組佳作，

與主持人李鴻亮教授 ( 左 2) 合影。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系學會於 2010 年 2 月

8 日 ( 星期一 ) 至 11 日 ( 星期四 ) 假臺灣大學校總

區及自來水園區辦理「第六屆生態工程營」，該

營隊共分四天舉行，活動開始先藉由團康活動讓

學員們互相認識，接著帶領學員參觀本校綠房子、

生態池、醉月湖等進一步認識校園；也帶領學員

們實際參與流體力學實驗及環境化學實驗，使學

員們對實驗室有更多認識；最後帶領學員們前往

參觀自來水源區，除了參觀臺灣現行的淨水機制，

並從自來水博物館的歷史展覽中，瞭解從清朝時

期，經過日據時代，直至今日的臺北水源地淨水

工程展史。而晚上舉辦的夜遊及晚會，更讓學員

留下深刻的印象與回憶。

本次活動在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同學及老

師的協助之下，順利而圓滿的結束了，也讓所有

參與營隊的學員們滿載而歸。

生物科技研究所「2009歲末師生聯歡會」

醉月湖導覽學員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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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系師生熱情參與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冰雪之情冬令營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邱祈榮老師於 2009 年

12 月 22 至 29 日，帶領 26 位森環系學生遠赴哈

爾濱，參加由中國東北林業大學舉辦的「第二屆

海峽兩岸大學生冰雪之情冬令營」。此項活動係

由東北林業大學邀請臺灣的臺大、政大、中興、

東華、東海、臺北教育大學與逢甲等學校，共約

100 名師生參與，規模為歷年之最。整個活動以冰

城哈爾濱的冬天冰雪活動為主，參訪有「中國第

一雪鄉」之稱的雪鄉，體驗那純白無瑕且綿細滑

嫩的皓皓白雪。另外，在零下 30 度的低溫中，欣

賞冰雪大世界中奇幻多變的冰雕，以及精雕細琢

的雪博景物，都讓臺灣師生永難忘懷。經由此次

的活動，森林環資系師生對於擁有 2 萬多學生的

東北林業大學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也瞭解到林業

在大陸仍是相當重要的，希望未來能夠在森林專

業領域能有更進一步的交流。

森林系邱祈榮老師(中)帶領學生遠赴哈爾濱參加

「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冰雪之情冬令營」

  生物科技研究所
「2009 Mini Symposium: Frontiers in Biotechnology
  98年度學生研究進度報告暨成果發表研討會」

生 物 科 技 研 究 所 於 2009 年 9 月 12 日 假

北投亞太溫泉會館會議廳，辦理「2009 Mini 
Symposium: Frontiers in Biotechnology-98 年度學

生研究進度報告暨成果發表研討會」，由生物科

技研究所三、四年級學生針對個人研究進行口頭

報告，二年級學生以壁報方式發表，一年級新生

出席觀摩，全程均用英語進行報告與意見交流。

會中師生發言踴躍並給予諸多建議，學生獲益良

多。該研討會乃由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撥款補助，特此致謝。 生物科技研究所「98年度學生研究進度報告暨成

果發表研討會」後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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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週

除了美味的食品之外，攤位上還有藝品部，

也就是利用生活中常見的花草材料進行加工，花

盡心思及手藝，展現了同學們的創意與巧思。壓

花書籤與鑰匙圈是將身邊的花花草草經乾燥壓平

後，剪裁組合，生活中的綠意因此得以留在紙上，

成為一幅幅美麗的風景；茶樹噴霧則是將茶樹的

香味融合在 95% 的酒精中，輕輕噴在手掌上，就

可以兼具殺菌與防蚊的效果呢！迷迭香是廣受眾

人喜愛的香味，將它們乾燥後，縫在小巧可愛的

香包裡，隨身帶著，讓包包充滿了迷迭香的清甜；

熱賣的手工香皂則是配合一些花草材料，或是加

入絲瓜纖維，融合著香精的芬芳，讓洗澡變成一

種享受。

園藝週在園藝系的學生回憶裡，是一個跨越

不同年級間的交流與傳承，也增進了學長姐與學

弟妹之間、同屆同學之間的情誼。我們更希望透

過這個活動，讓更多人認識園藝，進而喜愛園藝，

有如散播園藝的種子，讓這些小種子們能夠在更

多人的心中萌芽。

園藝週為園藝系一年一度之盛大活動，由系

學會主辦，動員全體園藝系師生，約在年終舉辦，

於鹿鳴廣場及園藝系館正門擺攤，展開為期一週

的活動。此屆在 2009年 11月 23日至 11月 29日，

擺飾琳瑯滿目的產品，從加工部的果汁、果茶、

果醬、果乾，到藝品部的茶樹噴霧、迷迭香香包、

壓花書籤及鑰匙圈、手工香皂，另外，蛋餅部的

奶凍、香蕉布朗尼、蘋果瑪芬，以及草花部的香

草植物、多肉植物、室內植物等等，皆吸引了校

內師生，甚至校外民眾選購。從去年開始，更舉

行了園藝推廣活動，吸引人潮在攤位前駐足觀賞

挑選，得到許多教職員生及民眾的熱烈迴響。

活動開始前，由園藝系上學長姐們帶領著學

弟妹們進行產品的量產製作，為了做出成功的產

品，除了材料必須選擇新鮮安全的食材，學長姐

們要細心指導爐火的溫度、熬煮的時間、糖度及

酸度的調整，最後經過縝密的殺菌過程，才能成

為在攤位上販售的果汁、果茶、果醬、果乾產品。

今年更推出了果醬奶酪，加入果醬配上牛奶味十

足的奶酪，令人回味無窮。

園藝系在假日進行的園藝推廣活動

園藝週於鹿鳴廣場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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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機系翁偉庭同學參加
「2009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計畫邀請賽」獲卓越獎殊榮

繼前兩年獲得第三、四名後，森林系劉怡秀、蔡東霖、曾君傑與蔡明舉等四位同學，在林法勤助理教

授指導下，參加 2009 年 9 月 26 日至 27 日由英國布利斯托大學、英國文化協會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所共同舉辦之「2009 年地震工程模型製作競賽」( 以下簡稱抗震盃 )，勇奪大專組效率比第六名佳作。

今年大專組變更設計題目，共計有 8 個國家、42 個隊伍參加，競爭激烈；森林系同學一路過關斬將，

其模型除安然度過 800gal 震度考驗，也在最後通過 1,000gal 的測試。然今年度國內外參賽隊伍皆有備而

來，在效率比上屈居第六，不過仍擊敗國內外眾多土木、營建等相關科系學生，實屬不易。

抗震盃比賽起源於 2001 年，旨在紀念九二一地震，並喚起國內學子對抗震防災的興趣，藉由參與結

構模型設計競賽而激發創造力，增進國際科學交流，並吸引學子投入結構工程與地震防災的研究。此次四

位同學在賽後依本校學生個人獎懲辦法各記二次小功，也激勵森林系同學投入相關學術研究。有關「2009
年地震工程模型製作競賽」相關訊息請參考網站：http://www.ncree.org/ideers/2009/。

生機系翁偉庭同學參加由上海交通大學主辦的「2009 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計畫邀請賽」，本校團隊

易思科技獲得了卓越獎 ( 冠軍 ) 殊榮。此團隊開發之參賽產品 iSensor 智慧型節能系統，為全自動化系統，

造價低廉，可為企業大樓節省空調和照明電費約 20%。本次參賽團隊，大陸方面有來自於上海交大第十一

屆創業競賽中進入總決賽的最後六支菁英隊伍，臺灣方面則由 TiC100、Global TiC 等國內外大型創業競賽

中獲獎的六支隊伍代表臺灣遠征上海。該團隊其他成員尚有本校電機系，工管系，物理系，法律系以及農

經系同學，充分展現出臺灣學生的創意及團隊能力。

森林系同學勇奪「2009年地震工程模型製作競賽」
大專組效率比第六名佳作

隊長劉怡秀同學(左)

接受地震中心蔡克銓主任頒發獎狀

森林系同學製作之抗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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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Crazy Idea應用王生物技術研發成果創意應用競賽

生機系排球隊榮獲北部大專機械盃男子排球比賽亞軍

農化系蘇南維老師指導學生李偉如、蘇育正、

李雅俐組成 PASO BEST 團隊（參賽作品：油你

真好 - 健康木瓜籽油開發）參加經濟部工業局主辦

的「2009 Crazy Idea 應用王�生物技術研發成果

創意應用競賽」，榮獲大學生組金牌獎。為此學

生於本校98學年度第一學期分別榮獲獎學金如下：

大三蔡智瑄 - 勵學獎學金；大四李雅俐、蘇育正、

碩一李偉如 - 傑出表現獎學金。

經濟部工業局為能挖掘出更多具創新及商業

價值的生物技術研發成果，提供國內業者最適合

的創新研發產品，自 2008 年開始舉辦「生物技術

研發成果創意應用競賽」，2009年已邁入第二屆，

活動分為大學生組及碩、博士生組分別為金牌獎 1
名、銀牌獎 3 名、銅牌獎 6 名、佳作 10 名，活動

自 2009 年 4 月起展開，在歷時三個月的激戰，最

後由臺灣大學 PASO BEST 團隊和成功大學水產

生長製劑團隊分別奪下大學生組及碩、博士研究

生組的冠軍。該次參賽得獎校隊作品皆具創新及

應用性。兩個類組的冠軍隊伍分別可獲得 40 萬元

獎金，本競賽累計活動總獎金金額達 250 萬元。

生機系排球隊於 2009年 12月 26日至 27日，

參加由臺大機械系主辦的「2009 北部大專院校機

械盃」，項目共計有 17 隊報名參賽，包含中部以

北各大專院校。臺大生機排球隊領隊：碩一周之

琪；球隊經理：楊佩穎、詹閔舒、翁瑞鴻，隊員：

博一林子翔；大四蘇暐勝、楊育誠、高培鈞、蔡

宗翰；大三張旭棠、趙建堯、江昭緯；大二謝宗翰、

劉庭宇、莊信文、陳韋成、呂彥璋。比賽期間生

機系學生充分發揮團隊精神，榮獲亞軍。

「2009 Crazy Idea應用王生物技術研發成果創意應用競賽」

大學生組金牌獎師生合影

生機系排球隊於比賽現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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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系生物光電暨生物影像實驗室競賽團隊參加
                      「第四屆由田機器視覺獎」榮獲第三名

生機系同學榮獲
「TDK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冠軍及季軍殊榮

本校生農學院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同學所

組成的「A4」及「B4」兩支競賽團隊，於 2009
年 1 月開始參加第十三屆「TDK 全國大專院校創

思設計與製作競賽」，歷經九個多月的時間準備

及測試，於 2009 年 10 月 17、18 兩日從初賽至

決賽一路過關斬將，在全國大專院校所組成之眾

多團隊中脫穎而出。A4 隊及 B4 隊於雙淘汰制之

賽程下，在自動組「瓦礫大挑戰」競賽參賽的 37
隊隊伍中，以速度與穩定性擊敗群雄，分別拿下

冠軍及季軍之殊榮，另外 A4 隊在本屆比賽之創意

競賽中獲得佳作之成績，得到各界之矚目。本校

生機系所組成的兩支競賽團隊，A4 隊成員為徐嘉

鴻、賴宗誠、江珮儒、方玫文四位同學，指導老

師為林達德教授，B4 隊為劉昶志、余世忠、洪明

彤及楊力行四位同學所組成，指導老師為江昭皚

教授。

「TDK 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為國內歷史最悠久且規模最大的機器人競賽，本

年度的競賽由教育部指導、明新科技大學所主辦、

財團法人 TDK 文教基金會所贊助。其目的是為了

讓學校教育能培養學生具創意思考及動手實作的

能力，配合產業需求脈動，增強產業設計、研發

與製造新產品的能力，以突破製造工業的瓶頸。

因此用競賽方式鼓勵，對具獨特且富有創思的設

計，給予適當的獎勵。

第十三屆「TDK 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

作競賽」於 2009 年 10 月 18 日，比賽結束後公

開頒獎，並由聯合報、東森新聞、中央通訊社等

媒體刊登大賽之結果。在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團隊的努力下，使產官學各界深刻肯定本校在機

電整合與自動控制領域的研究實力，以及對於學

生紮實的教育訓練。

生機系生物光電暨生物影像實驗室競賽團隊參加第四屆由田機器視覺獎榮獲第三名，獎金二十萬元。

此次參加競賽之團隊成員有：朱倫成、楊宏農、吳東璋、陳秋、羅國彥等五位研究所與大學部同學，指導

老師為林達德教授。競賽團隊於 2009 年 11 月 5 日第九屆「全國 AOI 論壇、展覽與競賽」大會上公開接

受頒獎。

生機系師生參加「TDK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獲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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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動科系預計於 2010 年 4 月 8 日 下午 1：00 舉辦「乳

酸菌、腸道微生物與代謝症候群」國際研討會，相關活

動訊息請至動科系網站 http://www.ansc.ntu.edu.tw/ 查
詢。

二、

農業陳列館預計於 2010 年 4 月 14 日 ( 三 ) 舉辦「珍

惜水資源系列演講」，主講人為臺灣大學劉振宇教授，

演講題目：「我們臺灣的地下水」。相關活動訊息請至

農業陳列館網站 http://www.aeh.ntu.edu.tw/frame1.htm
查詢。

三、

實驗林預計於 2010 年 4 月中下旬舉辦賞螢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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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活動訊息請至 http://www.
exfo.ntu.edu.tw/ 查詢。

四、

農業陳列館預計於 2010 年 4 月 21 日 ( 三 ) 舉辦「珍惜

水資源系列演講」，主講人為淡江大學虞國興院長，演

講題目：「改變與水資源」。相關活動訊息請至農業陳

列館網站http://www.aeh.ntu.edu.tw/frame1.htm查詢。

五、

實驗林預計於 2010 年 4 月 23-24 日舉辦 2010 年林務

局國家森林志工年會，該活動為林務局年度盛事，藉由

年會舉辦讓各單位志工彼此認識與互相學習，期能擴大

森林志工服務體系，提升本處服務志工團結與能力，

將森林志工服務境界推向更高峰。相關活動訊息請至

http://www.exfo.ntu.edu.tw/ 查詢。

六、

山地實驗農場於 99 年度進行有機蔬菜試驗，為提供大

眾有機農業的理念及實際做法教學推廣，將於 2010 年

5 月至 6 月推出有機蔬菜體驗營，提供參加營隊學員有

機蔬菜從播種到採收的過程體驗，相關活動請密切注意

山地實驗農場網站 http://mf.ntu.edu.tw/。
七、

生傳系將於2010年5月21日（五）舉辦「第七屆休閒、

文化與綠色資源論壇」，相關活動訊息請至生傳系網站

http://www.bicd.ntu.edu.tw/main.php 查詢。

八、

實驗林預計於 2010 年 6 月辦理溪頭森林音樂會，希冀

藉由森林音樂會，加深民眾對自然保育認知。相關活動

訊息請至 http://www.exfo.ntu.edu.tw/ 查詢。

九、

實驗林預計於 2010 年 6-7 月間舉辦「森林生物多樣性

保育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orest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邀請全球各國專家學

者共同討論有關：1.生物群落區、棲地和生態系統；2.物
種和種群；以及 3. 遺傳多樣性，並探討外來物種侵入、

氣候變化、汙染和生態環境變化導致生物多樣性受威

脅等課題。相關活動訊息請至 http://www.exfo.ntu.edu.
tw/ 查詢。

十、

山地實驗農場近二年推出之水蜜桃及蜜蘋果採果活動，

廣受各界熱烈迴響，為能讓更多身處亞熱帶的臺灣民眾

參與這場「蜜桃盛宴」，感受高山夏日涼爽的氣候，並

體驗採摘水蜜桃的愉悅視覺、觸覺與味覺享受，該場將

於 2010 年 7 月中旬至 8 月上旬舉辦採果活動，相關活

動請密切注意山地實驗農場網站 http://mf.ntu.edu.tw/。
十一、

山地實驗農場將於 2010 年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舉辦

蜜蘋果採果活動，今年除開放採摘「富士」蘋果外，將

再增加「津輕」品種，讓來場民眾品嚐多樣化、滋味鮮

甜且香氣四溢之蜜蘋果實！相關活動請留意山地實驗農

場網站 http://mf.ntu.edu.tw/。
十二、

國際農業教育與學術交流中心辦理「臺灣生物、農業

與文化多樣性國際學術交流課程 (2010 Biodiversity, 
Agriculture and Culture of Taiwan Summer Course) 學
生徵選」，相關活動訊息請至 http://bioagri.ecaa.ntu.
edu.tw/ciaeae/BACT/index.html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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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之貢獻等之特寫，每篇 600-1000 字，照片 2-3 張。
師生聯誼：

師生座談、導生聯誼、球賽等活動報導，每篇 300 字左右，

照片 2-3 張。

學生園地：

讀書心得、工讀經驗、社團體驗等文章，每篇 800-1000 字照

片 2-3 張。

國際交流：

國際會議、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外演講、參訪國際研究單位

等之報導，每篇 300 字以上，照片 2-3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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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山地實驗農場 (梅峰農場) 位於南投縣仁愛鄉海拔 1000～2600 公尺之山區，夏季平均溫度在 18°C 上下，

非常適合臺灣一葉蘭的生長，一葉蘭屬於半氣生的蘭科植物，梅峰農場早在 1979 年前即從事一葉蘭的蒐集及栽培

試驗研究，並開放田間栽培授粉及自然雜交；30 多年來已選育出約 20 種性狀佳且開花穩定之不同花色品系，並於

2008年取得臺灣一葉蘭新品種「楓星」(封面)及「梅雪」(封底) 之品種權，一葉蘭約在 4 月中旬開花，花期可維持 

1～2 個月，單朵花之花期約 15～30 天， 目前可利用產調技術來提早或延遲觀花期至半年左右。(圖/文：洪培元)

封面與封底介紹臺灣一葉蘭新品種楓星及梅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