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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外，本校是全臺唯一擁有

土壤博物館的機構。農化系在 2020 年 9 月將土壤博

物館空間加以重修，並在 11月 18 日由生農學院盧虎

生院長、李達源副院長、臺大博物館群胡哲明副總館

長、農化系主任王尚禮教授、陳尊賢名譽教授與土壤

博物館主持人許正一教授，共同舉行重修揭牌儀式。

農化系是本校唯一從事完整土壤科學的教學與研

究單位，支援生農學院多數系所、文學院、理學院、

生命科學院與工學院等相關系所，理論與應用的課

程。因為研究與教學上的需要，自民國 50 年代起，

由土壤調查與分類研究室，蒐集了各種土壤標本。

改造後的土壤博物館，展品除土壤剖面實體外，另有

系統性的岩石與礦物標，呈現土壤與母質之間的關聯

性，並有各式土壤構造、形態特徵、照片、數位化土

壤資訊與歷史文物，生動活潑地表現土壤野外科學的

面貌，也具體表達土壤調查在農業生產、國土規劃與

生態保育等實際應用的重要性。

土壤博物館重修揭幕

盧虎生院長 ( 前排右五 )、陳尊賢名譽教授 ( 前排右四 )、李達源副院長 ( 前排右三 )、土壤博物館主持人許正一
教授 ( 前排右二 ) 與來賓在土壤博物館前合影

亮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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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林順福副教授與臺南改良場合作育成香米新品種「臺南 19 號」

稻米為國人的主要糧食，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與

生活品質的提升，消費者對米飯之口感喜好及外觀品

質程度亦隨之提高。

農藝系林順福副教授與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合作，

利用先進的分子標誌輔助選種技術 ( 用分子標誌定位

白堊質的數量性狀基因座 )，並輔助回交育種，將「臺

南 16 號」品種所具有之優良米粒外觀及食味品質等

優良性狀 ( 基因 ) 導入「臺南 13號」品種，改善「臺

南 13 號」白堊質比例於高溫下有偏高的缺點，進一

步選獲生育性狀及米質特性均優良之稉稻新品系南稉

育 1041070 號，極具推廣價值，於 2019 年 5 月 21

日經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新品種命名審查會議審查通

過，命名為「臺南 19號」繁殖推廣。

「臺南 19 號」屬於略為早熟品種，生育期較主

要栽培品種提早約 10 天收穫。稻穀產量穩定，具有

良好的外觀品質，米飯帶有芋香味，稻穀耐貯藏性佳，

抗葉稻熱病，強稈不易倒伏、脫粒率適中，宜以優質

穩產作為生產目標，預期推廣後可獲得農民及消費者

的歡迎與接受。期望藉由本品種的推出，對持續提昇

我國稻米品質、建立本土稻米品牌及增加農民收益等

方面均有所助益，強化我國稻米產業競爭力。

林順福副教授 ( 右一 ) 與臺南改良場育成臺南 19號

亮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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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林彥蓉教授團隊研究發現高遺傳歧異度之臺灣水稻地方種扮演著水稻
育種之重要角色

利用遺傳演化親緣關係樹圖分
析 148 個水稻蒐集系。總共分
為秈稻栽培品種 ( 紅 )、稉稻
栽培品種 ( 藍 )、地方種 ( 綠 )
和野生稻 ( 黑 )。分群 I-VII 為
秈稻次群體和分群 VIII-XII 為
稉稻次群體
(Hour et al., 2020， 原 圖 出

自：https://thericejournal.

s p r i n g e r o p e n . c o m /

articles/10.1186/s12284-

020-00445-w)

臺灣栽種水稻歷史已超過 5000 年之久，目前水

稻種原來自於早期原住民依其生活環境選拔適合之地

方種、幾百年多前漢民族從中國沿海地區遷徙到臺灣

的攜帶水稻地方種、日治時期所引進日本當地栽培品

種、當代水稻育種從其他國家引種，隨著氣候變遷，

全世界糧食生產將受到嚴重影響，水稻亦同，育成因

應氣候變遷之品種，種原多樣性顯得格外重要。農藝

系林彥蓉教授及學生與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吳副研究

員永培合作，將所蒐集野生種、地方種、栽培種等

148 個水稻種原，以DNA分子標誌探討這些種原之

遺傳歧異度，三個次族群為野生稻 >地方種 >栽培

種、且秈稻 ( 在來米 ) ＞ 稉稻 ( 蓬萊米 )。由遺傳演化

親緣關係圖發現原住民保留的地方種應屬於熱帶型稉

稻，與從日本引進之品種溫帶型稉稻是屬於不同的群

集；而在秈稻的地方種中，很明顯看到兩個群集，推

測當初先民分別由廣東、福建兩地引進。因風俗習慣

和政策導向影響著育種目標，造成現今臺灣水稻栽培

品種間遺傳歧異度很低，在本研究指出原住民部落蒐

集之熱帶型稉稻在本族群中具有高度的遺傳歧異度，

並具有一些重要耐生物逆境與非生物逆境的基因，可

作為因應未來不同的極端氣候之重要種原，可作為育

種者擬定適當育種策略之參考依據。此研究已發表

於 Rice 2020, 13, 82. DOI: https://doi.org/10.1186/

s12284-020-00445-w( 該期刊為近五年農業領域排

名前百分之十之 SCI 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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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報導

農經系張宏浩教授於 2020 年發表學術論文

「COVID-19 and  the Demand  for Online Food 

Shopping  Servi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aiwan」 於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JAE)，該期刊為國際農業經濟學界歷史

最悠久也最富盛名的頂級學術期刊，亦為科技部經濟

領域收錄唯一的A級農業經濟類期刊。此學術論文發

表前的初稿已收錄於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工作論文，並獲

邀於 2020 年 12 月在中央研究院舉辦的 2020 年總體

經濟計量模型研討會中發表。此研究利用台灣最大的

農產品電商平台（真情食品館）2017 至 2020 的實際

交易大數據資料，結合衛生署公佈的臺灣新冠肺炎每

日確診數，建構嚴謹的計量分析模型，探討新冠肺炎

下臺灣民眾對食農產品的線上購買行為。研究發現新

冠肺炎發生會使得民眾上網購買農產品數量變多，其

中又以生鮮食品、冷凍食品和穀物類相關食品的增加

最為明顯。就生產者的分類而言，研究亦發現相較於

來自農會或其他農企業提供的產品而言，來自小農的

農產品增加較多，具有安全食品履歷標章的食品最受

消費者青睞。本研究之發現對於國內農政單位近幾年

極力推動的農業電商政策來說無疑打了一劑強心針，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推波助攔下，民眾為落實社交距離

減少公眾接觸之防疫政策下，農業電商化已成為民眾

購買農產品的主要管道之一。本文的發表成功將臺灣

的案例分享於國際學術舞台，對於增加本校以及本院

的學術聲譽亦有所幫助。

農經系張宏浩教授發表文章於國際農業經濟學界的頂級期刊 (AJAE)

張宏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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蟎體型小，鑑定不易，向來是農業中一個棘手

的存在，且能夠鑑定的專家又十分稀少。昆蟲系柯

俊成教授團隊為解決農業上的鑑定需求，導入機器學

習鑑定蟎類，是首次以蟎為鑑定材料的應用，也是首

次應用在生物防治的天敵鑑定上。該研究利用分類學

者的學識積累，挑選出具有鑑定能力的形態特徵，

再以 XGBoost 分析，僅用到少量形態特徵與標本，

即可達到 100% 正確率，大大減少雜訊可能帶來的

問題，為人工智慧引入田間蟎類防治的首次嘗試，預

期將成為分類學家與田間實作者的一溝通橋樑，減少

田間蟎類鑑定的問題。此研究 “Semi-automated 

identification of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已發表於  Scientific 

Reports (2020) 10:14632 (https://doi.org/10.1038/

s41598-020-71798-x)。

人工智慧應用於生物防治天敵鑑定

巴氏小新綏蟎玻片照 XGBoost 模型鑑定結果達到 100 %

  (Liao et al., 2020，原圖出自：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0-71798-x#Ac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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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動所林中天教授自 2019 年 11 月接任世界獸

醫眼科醫學會（又譯為國際獸醫眼科醫學會，ISVO）

會長，協助處理全球性獸醫眼科相關事務。

世界獸醫眼科醫學會為全球最大的臨床獸醫組織

之一，成員包括全球各大洲約十個國際獸醫眼科醫師

協會組織的 780 獸醫眼科專科醫師會員，以及個人獸

醫師會員 130 位獸醫師。

林教授自 1999 年返台任職，鑒於臺灣獸醫眼科

師資的嚴重缺乏，致臨床獸醫師在動物眼科的誤診率

偏高，故林教授除不定期南下協助其他大學的獸醫眼

科教學外，並長年在臺灣推動臨床獸醫師在獸醫眼科

診療知識及技術的普及與提升。於近六年擔任臺灣獸

醫眼科醫學會理事長期間，林教授利用公餘假日，每

季規劃籌辦獸醫師眼科繼續教育課程，提供給各地獸

醫師公會之獸醫師會員於周末學習。林教授在擔任亞

洲獸醫眼科醫學會會長期間，除了參與籌辦每年之大

型年會研討會外，並致力推動與建立亞洲地區獸醫眼

科專科醫師院士認證標準及考試制度與題庫、建立標

準化亞洲地區獸醫眼科專科住院訓練制度、推動亞洲

地區 ｢遺傳性動物眼疾的篩檢及資料庫 ｣等跨國性整

合與紮根工作，為推動臺灣及亞洲地區臨床獸醫師的

眼科教育訓練及致力提升獸醫師臨床眼科診療專業水

準的最主要推手之一。

臨動所林中天教授接任世界獸醫眼科醫學會會長

林中天教授

亮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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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為東南亞大學農業與自然資源研究生教育

聯合會（簡稱大學聯合會）成員學校，於 2020 年

11 月 24 至 25 日參與由泰國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主辦的第 33 屆大學聯合會執行委員會

（簡稱執委會）。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該活動改採線上視訊進

行。本屆執委會中，波各農業大學、博特拉大學，以

及菲律賓大學的新任命校長第一次參加。議程安排在

兩日上午舉辦。各校不僅於會議中報告當年度所舉辦

及參與的各種大學聯合會相關活動，也對日後各校高

等農業研究生教育及教師交流活動等項目，進行審查

並檢視經費補助之現況。本次會議中特別針對大學聯

合會與菲律賓農業大學聯盟共同簽署協議書一案進行

討論。為拓展東南亞地區更多農業大學間學術合作，

執委會成員同意將與菲律賓農業大學聯盟簽署合作備

忘錄，以期日後有更密切的合作及交流。

於會議中，本院提出將於 2021 年舉辦第七屆大

學聯合會研究生論壇。該活動除了可讓聯合會成員大

學的研究生認識本校及本院外，也可以提高曝光度，

有利於增加日後東南亞學生至本院就讀的意願，並同

時配合國家新南向政策，招攬人才，對東南亞地區之

農業教育及合作有更進一步之佈局。

盧虎生院長及劉嚞睿副院長（畫面左上）和各大學校長及院長合影

本院參與 SEARCA 大學聯合會第 33 屆執行委員會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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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暑期短期課程 C E DA   ( C a t e g o r i c a l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因應疫情而跨國、跨時

區開設，在本校農藝系、中研院、政大、清大、中興、

成大同步連線上課。大數據的時代裡，資料科學為現

今最熱門的議題。不同於採用統計理論或統計模型的

方式，謝復興教授主要採用 data-driven 來觀察與分

析資料，如同 Tomitaro Makino 博士所提出 “If you 

draw a plant, the image remains in your head.”，

將分析回歸到資料的本身。

本次暑期的課程內容主要著重在介紹謝復興老師

的統計理論，在不使用線性假設的前提下如何對資料

進行分析，帶給學員有別於傳統統計的不同觀點。謝

老師從資料挖掘出有價值的特徵，利用一些基礎的概

念及圖像的呈現，完成一整套資料分析的流程。在整

個分析過程中，不僅可以避免線性假設，同時過程中

運用大量的繪圖視覺化，讓黑盒子般的資料分析過程

變得容易理解，帶給學員全新的分析思維。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統計系謝復興教授於農藝系開設暑期短期視訊課程

農藝系與中研院統計所、政大、清大、中興、成大同
步連線情況

農化系許正一教授執行本校國際處之旗艦型重點

姐妹校合作計畫，於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重修揭

幕的土壤博物館中，舉行亞太地區蛇紋岩土壤之生態

系統服務國際會議。國內與會者為實體參加，而國外

人員採線上方式參加。會議由許正一教授擔任主席，

與談人為本院副院長李達源特聘教授、另有植微系楊

爵因助理教授、農藝系林雅芬助理教授、國立中正大

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許昺慕教授等人參加。此外，本

校農化系、農藝系與植微系 8位研究生、助理與博士

後研究員也一同參加視訊會議。國外教授部分，包括

日本京都大學渡邊哲弘、日本京都府立大學中尾淳、

越南 Phenikaa University  的 N.T.H. Houng，及其

他視訊參加研究生共 18 人。許正一教授所籌組的本

校團隊是全球第一個以農田生態系為主之蛇紋岩土壤

國際研究團隊，而國際間則另有兩個蛇紋岩土壤研究

團隊：歐洲團隊以發展超累積植物為主，而美國團隊

則以探討鉻污染地下水為主。因此，該團隊擬持續以

亞太地區的農業系統，發揮領導全球領域發展的影響

力。

農化系主辦亞太地區蛇紋岩土壤之生態系統服務線上國際會議

李達源副院長 ( 右三 ) 進行會議總評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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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20 年 11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辦「APEC 智慧

農業研發與推廣國際研討會」，本次會議係我國獲

得 APEC 基金補助辦理，目的係與 APEC 各經濟體

分享我國執行智慧農業成果與運用情形，以及相關成

功企業範例，同時邀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紐西蘭

等國外講者進行分享與經驗交流。由於 COVID-19

疫情的影響，研討會採行線上與實體混合方式辦

理，全程以英文進行。生傳系陳玉華副教授受邀請

參與 “How Women Groups Will Benefit  from 

Smart Agriculture”場次，以“Trickle-Down and 

Bottom-Up Effects of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Adoption and Diffusion of Smart Agricultural 

Application”為題進行報告，說明臺灣近年發展智慧

農業對於女性農業專家、女性農企業負責人以及由女

性帶領之農民團體的正向發展與影響。同場次另外兩

位報告人分別為馬來西亞農業部農業推廣與農產業處

副處長 Florence C. Ginibun 博士、紐西蘭初級產業

部資深顧問 Claudia Lyons 女士，兩位報告人都具體

說明如何擬定政策與推廣計畫，提供社區層級的女性

農業工作者獲取智慧農業相關教育與技術培訓。

生傳系陳玉華副教授參加「APEC 智慧農業研發與推廣國際研討會」

陳玉華副教授於線上會議進行報告

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為海峽兩岸水利界

的定期交流管道，自 1995 年以來已先後在大陸和臺

灣輪流舉辦了 24 屆。2020 年 9 月 7 日中國水科院

和本校共同主辦、美華水利協會協辦『第 24 屆海峽

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該研討會以線上線下結

合的方式成功召開。此次活動計有兩岸產官學以及美

華水利協會近 80 名專家分別在北京和臺北線下會場

參與論文發表與研討，500 餘名專家通過線上觀看參

加研討會。會議由主辦單位和各協辦單位代表，中國

水科院副院長彭靜、本校水工試驗所特約研究員張倉

榮教授及美華水利協會會長段國紅教授等人，致開幕

詞。本屆研討會設置了“多重危機下的水管理挑戰”、

“水文水資源和水生態環境”和“水利工程建設與管

理”等三個議題，共三場主題報告和 17 場分議題特

邀報告。此外，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

伸賢，做“極端氣候下臺灣防洪理念與作為分享”的

主題報告。

全體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水工所舉辦「第 24 屆海峽兩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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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東京大學每年定期舉辦兩校聯合會議，

受 COVID-19 疫情影響，無法依原定計畫於東京舉

行，但為維持雙方合作關係並增進學術交流，兩校

獸醫系於 2020 年 12 月 9 日在東大策略聯盟與本校

國際處重點姐妹校和獸醫專業學院的經費支持下，

以線上方式舉行。因應新冠疫情爆發，會議主題聚

焦在「傳染病（原）」。由本校張晏禎助理教授與

東大横山央明副教授分別對貓傳染性腹膜炎（Feline 

Infectious Peritonitis）與牛海綿狀腦病變（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給予keynote演講。

此外，兩校共有 8位老師及 10 位研究生針對研究主

題進行報告，分享成果。本次會議參加踴躍，雖僅兩

校獸醫系師生報名，但總計與會者共達 141 位。會中

也首度嘗試讓研究生擔任student session的引言人，

學習主持。會後，大家不僅對彼此目前研究主題有更

深的認識，也強化了雙方目前 5個研究群組：＃ 1）

神經生理組：臺大張芳嘉教授、蕭逸澤助理教授、東

大松脇貴志副教授；＃ 2) 藥物免疫組：臺大詹東榮教

授、東大堀正敏教授；＃ 3) 繁殖生理組：臺大蔡沛學

副教授、東大松田二子副教授、真方文繪研究員；＃4)

病毒與疫苗組：臺大張惠雯副教授、張晏禎助理教授、

東大芳賀猛教授；＃5)傳染病組：臺大陳慧文副教授、

東大堀本泰介教授。盼明年疫情趨緩，讓雙方能進行

實質交流。

獸醫專業學院舉辦 2020 NTU-UT 獸醫雙邊會議

本校獸醫專業學院端之實體會場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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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FP 的使命是為全球食品安全專業人員提供一

個論壇，以交流食品安全相關資訊。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於 2021 年 1 月 27-28 日以在線會議方式

進行第五屆亞太食品安全國際會議（APFSIC）。會議

的重點包括食品安全創新、亞太地區食品安全能力建

設、公共衛生考慮、資訊科技在食品安全上的應用、

食品安全政策和標準的協調、食品安全文化、風險管

理、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最佳實踐等當前的議題。

該會議中，沈主任以”Microbial Risk Assessment 

for Risk Management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 Ready-to-eat (RTE) Cooked Rice with Pork Floss 

(CRPF) in Taiwan”為題進行演講，並與亞太地區來

自各界關注食品安全的專業人士，討論影響食品供應

鏈安全性的問題和相關最新的創新科技，並提供寶貴

的見解和解決方案給參與會議的一般會員。

食安中心沈立言主任受邀參加第五屆亞太食品安全國際會議

第五屆亞太食品安全國際會議主頁

智農中心積極擴展智慧農業服務推廣事宜，於

2020 年 12 月 29 日，由顏炳郎主任與林台有限公司

賴宏南總經理洽談番茄、甜椒、辣椒種苗雜交在智慧

農業技術開發之產學合作事宜。會談中針對茄科產業

在機器手臂運用進行討論，並從中了解產業之需求，

進而給予技術上之輔導，協助產業解決技術及人力成

本問題。

智農中心與越南林台有限公司賴宏南總經理洽談智慧農業相關合作、服務事
宜

智農中心顏炳郎主任 ( 左 ) 與林台有限公司賴宏南總
經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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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 2020 年 11 月 27 日在臺大農業綜合館舉

辦「2020 氣候變遷與生態之媒體傳播策略論壇」，

邀請傳播學者及氣候變遷與環境生態專家，以各自的

專業和經驗，研討媒體報導氣候危機的傳播策略。

聯合報願景工程執行長羅國俊以貴賓身分應邀出

席，致詞時他除了期許媒體發揮擺渡人角色，把專業

難懂的氣候議題讓民眾有感，喚起民眾憂患意識外，

也提出建議主流媒體設置氣候變遷組，增加採訪記者

的專業深度和知識廣度。生農學院院長盧虎生期盼大

學生培養跨域能力，聚焦氣候變遷議題，成為地球降

溫的實踐者與傳播者。

論壇邀請政大傳播學院徐美苓教授談「氣候變遷

的傳播 -從國際到台灣」、中央研究院氣候變遷研究

中心副主任許晃雄演講「全球暖化的理與盲 -媒體播

的挑戰」、氣象達人彭啟明以「氣候無國界—氣候變

遷傳播的發展與應用」為題分享國際氣候科學傳播、

聯合報新聞部深度內容中心組長鄭朝陽分享「環境暨

生態深度報導規劃與傳播策略」、TVBS 信望愛永續

基金會執行長阮淑祥以「生態文明與建設性新聞」為

題探討生態傳播與氣候變遷議題。

「氣候變遷與生態之媒體傳播策略論壇」由臺大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動植物農業產業創新教學推動中

心、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農業經濟學系主辦。

本院舉辦「氣候變遷與生態之媒體傳播策略論壇」

論壇參與專家學者合影，由左至右分別為：主辦人暨主持人林如森博士、計畫主持人蔡明哲副院長、氣象達人
彭啟明博士、政大教授徐美苓、本院院長盧虎生、TVBS 信望愛永續基金會執行長阮淑祥、中研院環境變遷研
究中心副主任許晃雄、聯合報深度內容中心組長鄭朝陽

學術研討



  13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院訊  第 32 期  ｜  春季  2021

本院於 2020 年 11 月 9 至 10 日主辦東南亞大

學農業與自然資源研究生教育聯合會（簡稱大學聯合

會）第二屆教師論壇，本次的教師論壇主題為農業與

超越，並分成四個次主題，成果豐碩。

本院邀請大學聯合會成員包括菲律賓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印尼布勞爪哇大

學（University of Brawijaya）、印尼波各農業大學

（Bogor Agricultural University）、印尼加察瑪達

大學（Gadjah Mada University）、泰國農業大學

（Kasetsart University）及馬來西亞的博特拉大學

（University of Putra Malaysia）、日本東京農業

大學、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本校以及東南亞地區農

業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共同於線上參與。整個大會的講

者共計 32 名；所有參與人員計本校 54 名及國外 56

名，共超過百人以上參與。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

採取線上視訊會議並搭配台大與會人於現場實際參與

的混合形式舉辦。此次論壇由本院特別邀請世界蔬菜

中心（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WorldVeg）

Marco Wopereis 主任和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食品和

肥料技術中心（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FFTC）張

淑賢主任。Marco Wopereis 主任針對 COVID-19 疫

情後的食品系統之重新思考，強調了自下而上建立健

康食品系統的重要性，並需要社會各階層的所有利益

相關者積極參與。 COVID-19 雖擾亂了全球糧食系

統，但同時也將現有系統轉變為更加多樣化和健康的

飲食。張淑賢主任分享了生物環境研發對亞太地區永

續農業發展的挑戰與機遇。並談到台灣的研發成果和

亞太糧肥在永續農業的土壤管理、生物肥料和生物農

藥的開發、植物健康管理系統，以及病蟲害綜合治理

的生態工程（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活動等。

透過本教師論壇，藉此串連本院教師群與大學聯

合會成員間的教師進行面對面的專業研討，同時強化

各校夥伴關係，提供教師們在 COVID-19 疫情期間無

法出差交流訪問的情況下，多了一個跨國間的交流平

台。也同時強化本院在東南亞地區各校間的知名度及

曝光率。

盧虎生院長及院級主管共同與視訊的各大學主管代表合影

本院主辦大學聯合會第二屆教師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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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本院為東南亞大學農業與自然資源研究生教育

聯合會（簡稱大學聯合會）成員學校，並於 2020

年 12 月 10-11 日推選三名本院生參加由大學聯合

會成員 - 加察瑪達大學所主辦之「第六屆線上研究

生論壇（UC Graduate Forum）」。

研究生論壇為大學聯合會年度活動，旨在為大

學聯合會成員的研究生提供一個能分享新知、創意

和研究經驗的交流平台。同時鼓勵學生們進行跨學

科的研究討論。

今年論壇主題為「Res i l i en t   Food   and 

Agricultural System for Accelerating Economic 

Recovery: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本

院三名學生為農經系安愷棣同學（指導教授為雷

立芬教授），參與次主題「Logistics and value 

chain」、生機系尤子澔同學（指導教授為黃振康教

授）參與次主題「Agro-industry 4.0」以及生傳系

邵恪玄同學（指導教授為彭立沛副教授）參與次主

題「Institutions and society」。

論壇第一天由學生報告其專業領域研究成果，

包括從智能農業解決方案與其價值鏈挑戰、從物

聯網到農業的應用、創新農業之綜合企業模型、消

費者購買農產品之行為、各國遺產旅遊開發以及參

與農村農業及永續研究的機構等。第二天則邀請

各校講者分享相關演講，包含永續生產系統、處理

物流和價值鏈問題、永續農業綜合企業以及 Agro-

industry 4.0 資訊。

第六屆研究生論壇同時針對學生的最佳影片及

文化宣傳競賽給予頒獎。除了讓參與研究生出席論

壇外，也有其他獎項和活動來刺激學生參與競賽，

同時也讓大學聯合會的所有學生了解各個大學及各

國的文化。本院作為大學聯合會的一員，將於 2021

年舉辦第七屆研究生論壇，預期能為本院在高等農

業教育和研究上增加曝光度外，也能讓本院學生獲

得更多海外交流之經驗。

研究中論壇中由不同大學之教師帶領各議題進行討論

本院參與大學聯合會舉辦之第六屆研究生論壇

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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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主辦 109 年度臺灣農藝學會年會

農藝系 2020 年 9 月 3日於臺大集思會議中心主

辦 109 年度作物科學講座暨研究成果發表會，國內大

專院校農藝相關科系師生、政府農業相關研究部門、

中央研究單位及農業相關企業，共計超過 250 人參

與，為臺灣農業界重要年度盛事。近代全球農業致力

朝消滅貧窮飢餓及確保環境永續目標前進，本研討會

從作物生理與栽培管理、作物育種、作物生長模式之

最新發展與趨勢，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共襄盛舉。

本次主題為「邁向零飢餓的永續農業發展」，由

好時好事基金會歐陽思菊執行長及臺大農藝系蔡育彰

老師擔任研討會的大會主講者，歐陽思菊執行長分享

如何協助臺灣食農新創團隊以創新的商業思維，運用

新的商業模式與科技改變當前食農現況，打造食農永

續新未來。另一主講者蔡育彰教授，透過演講主題闡

述近年來各種感應器設備技術快速發展，應用於表型

觀測與紀錄，藉此加速品種育成，亦可提升田間管理

效率。當天更包含各研究領域之講者及海報展示者，

為研討會增添色彩。本次學生論文海報競賽，內容多

元成果豐碩，研討會最後由臺灣農藝學會盧虎生理事

長及林彥蓉秘書長親自頒發壁報論文和論文宣讀優選

獎予獲獎人，勉勵新力軍為臺灣農業注入新的活力。

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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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系與臺灣昆蟲學於 2020 年 10 月 16 至 18

日於科教館舉辦第 41 屆「仿生科學－向昆蟲學習」

國際研討會，因疫情關係，兩位大會主題演講採線上

進行，英國劍橋大學的 Silvia Vignolini 博士，分享昆

蟲在材料科學上的應用，並探討昆蟲鱗片結構上的特

殊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 Ali Gilles Tchenguise 

Miserez 博士，介紹以不同生物材料結合生物化學特

性等相關研究；會議亦邀請清華大學陳柏宇博士分享

網蚊幼蟲的吸盤相關研究；中興大學紀凱容博士講題

圍繞在生物物理至仿生，並分享實驗室的研究議題；

本次會議亦邀請國家同步輻射中心的莊偉綜博士分享

同步輻射應用於生物相關研究；研討會並將廣邀來自

國內外以昆蟲為研究材料的團隊與會發表研究成果，

包含分子生物學、生理學、行為學、演化生物學、分

類學、農學、病媒與蟲害管理、生物多樣性與群聚生

物學等主要生命科學與昆蟲學研究領域。本次國際研

討會共計發表 160 篇研究論文：其中專題演講 5篇，

口頭報告 87 篇，壁報論文 68 篇，註冊總人數共計

517 人。本次研討會促成了許多跨領域間的合作與交

流，國內外研究團隊間的合作，更重要的是激發許多

跨領域的的學術議題。

昆蟲系與臺灣昆蟲學會舉辦「仿生科學－向昆蟲學習」國際研討會

劍橋大學 Silvia Vignolini 博士，分享昆蟲在材料科
學上的應用，並探討昆蟲鱗片結構上的特殊性

農藝系青年教師專業多元，為使桃園區農業改良

場對本系教師專長有更進一步的瞭解，系主任劉力瑜

教授帶領本系青年教師共 7人，於 2020 年 9 月 11

日安排參訪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該場負責北臺灣的農

業發展與推廣，許多研究主題如抗蟲育種、作物模式

的建立等，都可透過本系教師們的合作而加速進展，

透過雙方交流，探尋本系與該場未來合作空間。

活動開始由楊志維副研究員簡介該場特色以及研

究方向，接著由農藝系教師及植科所陳賢明助理教授

介紹研究專長，緊接著進行場區參觀，包括設施蔬菜

驗證場域、香莢蘭設施栽培、大豆育種圃和有機水稻

田等，該場提出幾項未來可能合作的計畫，例如有機

水稻育種程序之建立、利用無人機建立水稻病蟲害預

警系統、建立水稻香味性狀檢定與選拔方法、大豆耐

寒性指標建立等，彼此相互激盪未來合作之方向。

目前農藝系主任劉力瑜教授已與該場合作，建立

水稻、大豆及設施葉菜的作物模式，以因應氣候變遷

對栽培期的影響；莊汶博老師與該場合作繁殖抗褐飛

蝨水稻品種；林雅芬老師與該場合作施用微量元素以

降低水稻瘤野螟的危害，相信未來將持續交流合作，

相互提升研究能量。

農藝系青年教師參訪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劉力瑜教授 (右二 ) 與黃永芬助理教授 (右一 ) 參訪桃
園區農業改良場香莢蘭設施栽培

學術研討



 17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院訊  第 32 期  ｜  春季  2021

農經系與臺灣農村經濟學會合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臺灣農村經濟學會設立於 1953 年，為非營利之

人民社會團體且為臺灣農業經濟領域規模最大的學

會。為增進農經領域專家學者及研究生間的學術交

流，農經系與臺灣農村經濟學會於 2020 年 12 月 12

日，合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將農經分為四個

領域：農業政策與發展領域、農產運銷與消費經濟領

域、農業資源與生產經濟領域及農企業管理領域，活

動當天共有 130 多人參加與會，並邀請農經領域資

深學者擔任主持人與評論人，讓農經系研究生獲益良

多。

農經系與臺灣農村經濟學會合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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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8 日農經系與臺灣產業關聯學會

共同舉辦「2020 年臺灣產業關聯學會會員大會曁學

術研討會」，主題為後新冠疫情的機會與挑戰 -產業

關聯分析之應用。主辦單位非常榮幸邀請到環太平洋

產業關聯學會 (PAPAIOS) 理事長八木尚志教授給予

致詞，也邀請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前臺灣經

濟研究院院長林建甫教授提供專題演講，演講主題為

「疫情的經濟挑戰與產業機會」，以分享新冠疫情之

下將帶動工業 4.0 相關產業、智慧醫療、生化科技產

業帶來新契機。此外，會中亦邀請產、官、學界代表

進行圓桌論壇，共同商討「後新冠疫情的機會與挑戰-

產業關聯分析之應用」。其中，產業界代表包含三圓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王光祥董事長、大三元禽畜產業有

限公司林錦藤董事長；學界代表含臺北醫學大學生物

科技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朱雲鵬講座教授、臺灣綜

合研究院吳再益院長、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

黃耀輝教授，以及本校農業經濟學系張宏浩教授；而

政府官員代表則是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蔡鈺泰

處長。同時，會中亦含自本校農業經濟學系、中興

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日本地球創新技術研究所 (RITE)

等，發表新冠肺炎下對產業之影響相關論文。本次會

議也採用視訊方式進行，以期望透過產、官、學界代

表，共同研討新冠疫情對產業之影響，以及提出相對

因應之措施。

農經系與臺灣產業關聯學會共同舉辦「2020 年臺灣產業關聯學會會員大會曁學術研討會」

農經系與臺灣產業關聯學會共同舉辦「2020 年臺灣產業關聯學會會員大會
曁學術研討會」

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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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與台灣園藝學會於 2020 年 12 月 11 日舉

辦台灣園藝學會年會，邀請園藝界相關人員參與，活

動包含論文發表、專題演講、論壇討論等，以促進產、

官、學交流。園藝系張育森教授擔任台灣園藝學會第

54 屆理事長，於年會論壇中演講 「新冠肺炎疫情下

的園藝因應之道」，2020 年新冠病毒 COVID-19 肆

虐全球，在此疫情下，園藝產業也承受相當程度的衝

擊，花卉產業因外銷訂單銳減，導致外銷花卉銷回國

內市場，而水果和蔬菜為維持民生之必需，影響雖不

若花卉明顯，惟受疫情影響，餐廳宴會需求大幅減少

等因素，因此仍有不同種類和程度的產銷失衡問題，

如何因應為值得探討的課題。年會亦邀請中興大學吳

振發教授與 2022 IHC 主席 Dr. François Laurens 演

講，吳振發教授演講題目為「從鄉村景觀生態走向里

山倡議之實踐」，探討鄉村景觀生態系統之評估機制

建立，並以里山倡議的論點，提出生態 -經濟 - 社會

平衡之評估機制。Dr. François Laurens ( 線上演講 )

演講題目為「The next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e 

Congress, IHC2022, in Angers (France)」， 介 紹

2022 年即將在法國舉辦的國際園藝大會 (IHC)，期許

增加園藝研究的國際交流。

園藝系與台灣園藝學會共同舉辦 2020 台灣園藝學會年會學術活動

2020 園藝年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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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園藝系張育森教授受邀至「農村社區綠色照顧政策與試辦推動共識營」專題
演講

園藝系張育森教授於 2020 年 10 月 16 日受邀於

農委會水保局「農村社區綠色照顧政策與試辦推動共

識營」專題演講，綠色照顧為配合行政院推動長期照

顧 2.0 的政策，結合農業、農漁村環境與自然元素，

發展出綠色照顧的健康概念，協助在地長者健康老

化，也吸引其他高齡者進入農漁村，透過人與自然事

物互動療癒身心。綠色照顧包含綠療育、綠飲食及綠

照顧，張育森老師演講主題為「綠療育」，內容主要

介紹台灣農村問題與健康照護需求、綠色照顧與農業

療育的關係、綠色照顧療育活動類型包括：1. 文化記

憶與傳承、2. 導覽解說、3. 栽培技術、4. 食農養生、

5.花草藝術、6.樂活手作 )以及綠色照顧活動的效益，

例如：各種類型的園藝活動均使學員活動後呈現心率、

LF/HF、唾液澱粉酶測值下降的趨勢，顯示具有紓壓

療癒的效果，並指出良好的園藝活動設計，需考量對

象與活動目的，依照當地特色取材，融入綠色元素，

為高齡者設計園藝體驗活動，以增進療育效果，提升

大眾福祉。

農經系與臺灣農村經濟學會合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園藝系葉德銘教授受邀參加 2020 臺灣花卉產業研發前瞻與國際布局研討會

園藝系葉德銘教授受邀參加 2020 年 10 月 14 日

「2020臺灣花卉產業研發前瞻與國際布局研討會」，

主講「大專院校研發成果及前瞻規劃」，彙整近年來

國內大專院校花卉教師之相關關鍵研究成果與內外銷

之前瞻布局，進行簡報與討論，並撰寫論文收於研討

會特刊中。本次活動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指導，臺中

區農業改良場主辦，農糧署、臺灣園藝學會、臺灣區

花卉發展協會及中華盆花發展協會協辦。會中邀請國

內外產官學各界進行研討與技術交流，聚焦國內產

業現況與發展趨勢、國內研發成果與前瞻規劃、產業

前瞻與布局國際、國際市場與產業營運新趨勢四大主

軸，透過產官學的研究成果及產業鏈各環節之分享討

論，提出產業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案，期擘劃未來臺灣

花卉發展的方向，並將研討會之成果論文及海報內容

集結成冊發行特刊。

葉德銘教授於研習會現場植物展示區留影

學術研討



  21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院訊  第 32 期  ｜  春季  2021

園藝系於 2020 年 10 月 29 日協辦「台灣火鶴

花國際研討會暨第一屆火鶴花產業講習會」。本次活

動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農業試驗所、台南改

良場及高雄改良場指導，台灣火鶴花產業發展協會主

辦，台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台灣區花

卉發展協會、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台灣蘭花育種者協會、台灣蘭花產

銷發展協會及中華盆花發展協會協辦。葉德銘教授受

邀擔任講座「火鶴花採收後勤技術」主講及與談人，

講題為「火鶴花之栽培與貯運」，並於全場各講座後

與產官學界進行座談及提問。會中結合產官學各界進

行研討，與國內外火鶴花產業領域專家交流產業發展

現況，提出產業面臨問題及尋求解決方案，開創未來

臺灣火鶴花發展方向。

園藝系協辦「台灣火鶴花國際研討會暨第一屆火鶴花產業講習會」

園藝系葉德銘教授演講實況

園藝系張育森教授受邀參與 ｢ 因應氣候變遷下韌性環境治理研討會暨工作坊
｣ 專題演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和國立臺灣大學於 2020 年 11

月 10 日舉辦「因應氣候變遷下韌性環境治理國際研

討會」，並於 11月 11 日舉辦「因應氣候變遷下韌性

環境治理工作坊」及「福德坑環保復育公園韌性設施

參訪活動」。園藝系張育森教授受邀參與本學術活動，

並進行「糧食作物之雨水花園系統」的專題演講，內

容包含雨水花園的緣起、設計結構、效益與植栽選擇，

並強調雨水花園如何與可食地景相結合，以因應氣候

變遷下的韌性環境治理。雨水花園為低衝擊開發中重

要的一環，藉由雨水花園於城市中的設立，除維持城

市的綠化，亦兼顧生態、環保效益，有助於水資源的

永續性，進而增加經濟效益，打造一個更富有生命力

的韌性城市。演講後，張育森教授及合作團隊並帶領

與會人員到福德坑環保復育公園韌性設施現場進行導

覽解說，讓與會人員對韌性設施和雨水花園有更深入

的認識與了解。

雨水花園於福德坑生態花園的施作現場解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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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有機農業推動中心於 2020 年 8 月

19 日舉辦「2020 有機農業促進論壇—有機行銷的另

類思維」，邀請生傳系陳玉華副教授擔任「綠色消費

正夯—有機行銷不可不搭上的順風車」場次的引言

人。因應綠色消費的發展趨勢，當代產業、企業、產

品的行銷，除了需要滿足消費者需求以及創造利潤，

更需要顧及生態環境的保護，求得均衡共生，確保人

類的永續生存和發展。有機產品符合狹義的綠色產品

定義，可採取綠色行銷策略，改變消費者溝通方式，

並且應進一步使產品全生命週期的每個階段都能循環

永續。此外，綠色消費行為存在世代差異，例如：嬰

兒潮世代是第一代綠色消費者，較具社會運動意識且

關心人權及環保議題；到了 X世代，已能透過新聞媒

體關注發展不均、過度開發以及永續發展議題；而千

禧世代因接受較為完整的教育，對物質與生活品質要

求較多，能透過數位媒介獲取訊息，易質疑、挑戰不

實行銷；至於相對年輕的 Z世代，綠色概念已經內化

為生活內涵的一部份，對於減量、重複使用、回收再

生等環保議題已相當孰悉。因此，欲促成不同世代都

能接觸進而接受有機產品，宜針對目標對象的需求與

消費特性，擬定對應且合宜的行銷策略。

生傳系陳玉華副教授參加「2020 有機農業促進論壇」擔任引言人

陳玉華副教授

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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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所開設「前瞻科學論壇」課程，目的在給予

學生更開闊的求學視野以及培養科學跨領域的素養與

合作機會。本次非常榮幸邀請李遠哲院士以「科學與

永續」為主題，總結李院士在科學研究生涯的啟發，

以及目前全球所面臨關於永續議題之看法。

李遠哲院士提到工業革命後石化燃料需求大增，

加上人口急遽增加及生活模式的改變，人類消耗更多

能源，造成大量汙染物及溫室氣體排放也不斷耗損地

球抵抗太陽輻射的防禦機制 - 臭氧層，全球氣溫因此

持續升高。在科學家發現氟氯碳化物在紫外光的催化

下會與臭氧反應並加速臭氧消耗後，各國政府進行

教育宣導與執行各項配套措施使臭氧層從 2000 年到

2015 年有顯著的恢復。可見科學知識及預測可成為

我們保護地球環境的關鍵。李院士關心並想要將永續

的想法推動到世界各國，期望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要以

保護地球的生態資源為前提，並在此前提下與人類的

需求達到平衡，留給人類下一代宜居的地球。

李院士呼籲全球暖化所導致的極端氣候頻繁發

生已對生態系產生不可逆的結果，且也是全球性的問

題。科學家們與各國政府在這近二十年內積極溝通，

達成共識，並在巴黎氣候大會 (COP21) 決議要各國政

府減少碳排放，目標在 21世紀下半葉達到淨零排放。

台灣必需積極參與全球永續計畫，包括節能減碳、積

極開發綠能等。

演講後李遠哲院士與本校副校長、研發長、生

農院院長及副院長、理學院院長、生科院副院長、

生技中心與產學總中心主任、生技所所長、植物病理

與微生物學系系主任及校內外相關領域教師、校友與

學生代表等嘉賓進行午餐會議，就臺灣農業現況與永

續發展進行討論與交流。李院士特別強調，地球已難

負荷現今人類的高度索求，而距離全面崩盤已迫在眉

睫。我們只剩下約莫 10 年的時間進行大幅的改革。

COVID-19 為近年對人類社經影響最大的事件，連帶

減少人類活動範圍及降低接觸頻率，意外地提供大自

然喘息的一刻，如何善用此代價甚高的機會，是考驗

你我智慧的一刻！

前瞻科學系列講座—科學與永續

盧虎生院長 ( 右 ) 贈送本校USR農產加工品予李遠哲院士 (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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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佔地不到全國土地面積的 5%，卻是臺灣農

特產品的重要糧倉，從短期葉菜到多年生果樹，從鮮

食品種到加工原物料，蘊藏著包羅萬象的作物種類。

因此，植醫學程蕭旭峰主任、植物教學醫院洪挺軒院

長、昆蟲系黃榮南教授，以及農化系林乃君副教授

於 2020 年 12 月 11 及 12 日帶領植醫學程同學赴雲

林舉辦農作物病蟲害田間綜合管理研習會，並進行現

地實習。除了參訪太陽生鮮農產股份有限公司、谷泉

咖啡莊園、斗六果園、活力東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土庫驛可可莊園等農企業了解不同產業的實際運作情

形，如專業契作、自主農藥檢驗、自動化包裝、儲運

冷鏈、咖啡豆的採摘、烘曬、製作、胡蘿蔔的產期調

節技術、加工外銷等技術外，也到各個農企業的農田

進行診斷實習，並利用所學的知識與園主交流，共同

討論出最佳的防治策略。本次兩天一夜的研習會，實

地走訪田間及農企業，讓同學更了解該如何實際運用

平時所學的農業知識、幫助企業行銷，以及農企業真

正需要的專業是什麼，加深對臺灣農業的認識。 

植醫學程舉辦農作物病蟲害田間綜合管理研習會

植醫學程與會師生於土庫驛可可莊園合影

學術研討



  25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院訊  第 32 期  ｜  春季  2021

水工所與氣象局共同舉辦「傾斗雨量計之使用、維護及校準需求說明座談」

雨量資料是政府在水資源利用、防災應變等重要

決策最主要依據。傾斗式雨量計（TBRG）則係降雨

觀測最主要的設備；但市面上 TBRG 廠牌、型號繁多，

品質良莠不齊。TBRG 係精密設計及製造的儀器，除

需常清潔維護外，另需定期（依校驗週期）校準才能

確保觀測資料品質。但觀測單位的不瞭解、或不重視，

不僅 TBRG未定期清潔維護、校準，甚至未曾校驗、

或採購了不合規格 TBRG，常造成困擾。

為協助提昇國內降雨觀測資料品質，水工所爰邀

請中央氣象局，針對國內降雨觀測業務相關包括：主

管機關，觀測單位同仁、學者專家（資料使用者）、

雨量計供應（製造或代理）、維護（承包）廠商…等

單位需求，舉辦「傾斗雨量計之使用、維護及校準需

求說明座談」。本次活動特別加強疫情管控措施，除

採固定座位、全程戴口罩外，膳食提供採單獨包裝以

減少接觸機會。當天實際出席參與活動人數共 97 位

（含特邀貴賓及講師：12位，包括：氣象局程家平副

局長、氣象局儀校中心林淑卿主任、本校大氣系林博

雄主任…幾乎皆全程參與），本次研討會成果十分豐

碩，除對降雨觀測主管機關及國內相關從業人員提供

實質幫助並作出貢獻外，備受好評，順利圓滿。與會

者依身份類別包括：A.主管機關、降雨觀測單位同仁：

43位；B. 雨量計供應（製造、代理）、儀器維護（業

務承包）廠商：30位；C.學者專家（雨量資料使用者）：

19位。

本活動係水工所規劃「降雨觀測技術及雨量資料

品質提昇系列研討活動」之一；此次活動由本校（大

氣科學系、水工試驗所）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

儀器檢校中心）共同舉辦。第一場已於 2020 年 9 月

9 日，假水工所會議室舉辨。第二場「雨量計維護、

校準及資料品質管理研討會」規劃於今（2021）年 3

月續針對國內雨量資料QA及QC課題作宣導，盼能

持續提昇外站（氣象局以外觀測單位所轄屬測站）雨

量資料品質，滿足國內氣象水文、水利防災…等業務

需求。

座談會實況 ( 中央氣象局程家平副局長致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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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獸醫學會暨台灣省畜牧獸醫學會秋季學

術論文發表大會於 2020 年 10 月 24 日在國立嘉義大

學獸醫學系盛大舉辦。繼春季發表會因疫情取消後，

本次與會人數也比以往更為踴躍。

大會由 3位老師精彩的演講揭開序幕，臺大黃

威翔助理教授演講「從獸醫到動物法醫 -提升動物福

祉之理論與實踐」，接著是屏科大蔡明安助理教授演

講「圈養白鯨健康監測及對提升動物福祉的應用」，

此外，嘉義大學王昭閔助理教授演講「Microbial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in  Soil, Animal  and 

Plant」，皆是現今亟需重視的議題。

獸醫專業學院有多位研究生參與口頭論文與海

報論文發表。陳慧文副教授指導的吳孟錡研究生口

頭 發 表 論 文「Sodium Butyrate-Mediated Virus-

Cell  Interaction Enhances Parrot Bornavirus’ 

Permissiveness」、楊瑋誠副教授指導的黃頌睎

研究生口頭報告「Cortisol Measurement of Skin 

and Blubber Samples  in Three Toothed Whale 

Species」、葉光勝教授指導的李得亨研究生口頭

報 告「The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s-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  from Food Animals  in Taiwan 

in 2020」、張惠雯副教授指導的吳柔霏研究生海

報 發 表「Generation of Feline Cell Line-derived 

Feline Coronavirus Trimeric Spike Glycoprotein 

on Investigations of Viral-host Interaction」、 鄭

謙仁教授指導的汪思宇研究生海報發表「Effects of 

Microplastics (MPs) and Nanoplastics (NPs)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in Bottlenose Dolphins  (Tursiops 

truncates)」，5位均受評審青睞而獲獎。

此外，也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讓大家在疫情下

能安全的齊聚一堂，互相學習切磋。

2020 年中華民國獸醫學會年會秋季研討會

葉光勝教授（右二）、李得亨研究生（中）與實驗
室成員合影

汪思宇研究生（左）與指導老師鄭謙仁教授（右）合
影

林中天教授演講吳芝菁獸醫師演講

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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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傳統暨互補醫學協會（IATCM）及食科所舉

辦的「2020藥食同源第三次論壇」，討論主題為「個

人體質進行養生保健」的重要性。

食生中心沈立言主任致力於推廣食療相關的研

究，希望藉此活動讓民眾體會到運用食療方促進健康

的重要，提高身體的免疫力，以落實從農場到人群健

康（from farm to human beings）。沈主任在專題

演講中提出「中醫藥食療存在於中華飲食文化已有數

千年歷史，然而一般民眾可能認為中醫藥食療方離我

們很遙遠，殊不知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吃的食材與飲食

觀念均是來自於《黃帝內經》中所強調的上工治未病

的概念。」演講中亦提出吃飽、吃出美味、吃出健康

為食品的三大機能，強調依據體質搭配正確屬性的食

物，才能達到吃出健康的最大效果。

食生中心主任沈立言特聘教授參與「2020 藥食同源第三次論壇」

盧虎生院長 ( 右四 ) 與食生中心主任沈立言特聘教授 ( 右三 ) 食科所潘敏雄所長 ( 右五 ) 參與 2020 藥食同源第
三次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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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碩士生陳昱權、姚箴及林采萱與園藝系洪

正瑜，參加由科技部主辦之「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以智慧農業作為參賽主題，期望透過大數據、人工智

慧技術提升農業的產能與產值。

生農學院與悠由數據公司、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攜

手合作，將作物生理演算法和時下最熱門的邊緣運算

法做結合，亞洲首創的「農業邊緣運算」因而誕生，

讓未來的智慧農業不再受限於網路環境條件，在高度

保密的網路安全下進行更高速的即時演算。高度成熟

的技術、劃時代的發明與具前瞻性的發展讓團隊於眾

多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奪得最大獎「創業傑出獎」，

為五組創業傑出獎中唯一的農業團隊。除此之外，團

隊中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合作、農業與資通訊的結合更

是發揮智慧農業人才培育的精神，讓智慧農業得以在

產學合作和跨領域學習的交互作用下落地生根。

農藝系名譽教授高景輝教授榮獲臺灣植物學會

「2020 年度終身成就獎」。2020 年 8 月 29 日由盧

虎生院長代表出席領獎。高景輝教授自 1969 年起在

臺灣大學農藝系服務 40 多年，在植物生理領域以水

稻為模式研究材料，對於植物荷爾蒙、老化、氧化

逆境以及重金屬逆境之研究成果豐碩，國內外獲獎無

數，不僅曾榮獲三次國科會傑出獎，亦曾獲得農委會

優秀人員獎、臺大教學傑出獎，獲聘為國科會特聘研

究員及教育部科技顧問，超過 250 篇之研究成果發表

於國內外重要期刊，為臺灣水稻生理研究奠定重要基

礎；為輔助教學曾出版植物生長與分化、作物學實習

手冊、植物荷爾蒙、植物荷爾蒙生理、植物生理學詞

彙、植物生理學分析技術等八本教科書。高教授於臺

灣大學服務期間還曾以專家身分至沙烏地阿拉伯農業

技術團協助。

高教授春風化雨作育英才四十餘載，淡泊謙沖，

自以著作等身、教澤廣被而成其大，嚴謹治學，並十

分關心學生，培養出許多國內公家單位或私人企業植

物相關領域之研究人才。獲頒臺灣植物學會終身成就

獎，實至榮歸。

高景輝教授

農藝系名譽教授高景輝教授榮獲臺灣植物學會 2020 年終身成就獎

農藝系碩士生攜手悠由數據參加「2020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榮獲創業傑出
獎

農藝系陳昱權(左一)、林釆萱(左二)、姚箴(左三)、
園藝系洪正瑜 ( 右二 )、悠由數據吳君孝 ( 右一 ) 等
五位隊員

獲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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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系童慶斌教授指導學生蔡采佳同學完成大專生計畫，榮獲科技部 108 年
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研究獎

蔡同學大專生計畫題目是「社區水資源模式整

合與使用者介面發展」，有關氣候變遷對人類生活安

全帶來的高度不確定性，相關研究工具蓬勃發展，然

目前仍缺乏將眾多工具統整的系統，因此設定研究目

標，發展整合型社區水資源模式，包含結合前端產生

的未來氣象資料、社區內外部的供水系統以及末端的

缺水風險評估分析。

蔡同學之整合型模式提供一個更簡易與方便的工

具讓使用者得以評估社區面對氣候變遷的缺水風險，

模式內包含不同種類社區的組成，增加多樣化的可能

性，並有互動性介面增加了整體系統的易用性，協助

決策者更方便與多樣化的決策，預期降低該社區面對

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

童慶斌教授指導學生蔡采佳同學

森林系林增毅副教授榮獲 109 年度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森林系林增毅副教授榮獲 109 年度科技部吳大猷

先生紀念獎，科技部於 2020 年 9 月 7 號，由吳政忠

部長主持頒獎典禮。林增毅副教授之學術研究主要為

三大領域：林木測量 (tree measurement)、森林取

樣 (forest sampling) 以及數量育林學 (quantitative 

silviculture)。林木測量領域研究以成本考量，開發新

型演算法結合現有儀器快速測量林木屬性如樹幹形狀

及空間分佈等建立永續森林經營。其中所開發的演算

法結合幾何學、向量代數、針孔相機成相模型和立體

成像法，以球面全景圖 (spherical panorama) 中攝取

林木屬性。森林取樣研究主要為促進傳統森林經營指

標之取樣效率，亦深入探討如何更有效地進行森林生

態系統服務取樣，尤其是生物多樣性和林分結構。此

項研究注重於如何直接將在地植物物種知識與專業判

斷融入於變動機率取樣法，建立快速評估植物物種多

樣性機制。數量育林學研究主要運用各項進階統計理

論解決傳統生長模式的限制，以達到更好育林策略。

例如應用混合非線性模式建立 842 個熱帶雨林樹種

的直徑樹高模式，進而較能全面規劃熱帶雨林育林措

施，以達到永續經營森林資源。

109 年度科技部學術研究獎項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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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傳系王驥懋助理教授榮獲 109 年度科技部吳大

猷先生紀念獎，科技部於 2020 年 9 月 7 號，由吳政

忠部長主持頒獎典禮。王驥懋的研究主要關注臺灣鄉

村在全球化下的轉型。研究大致上可以分為二大部份 : 

第一、臺灣鄉村社會如何回應全球化所引發的人口空

洞化及產業外移危機。第二、探索臺灣鄉村經濟在全

球化下的轉型。

針對第一部份，王驥懋透過臺灣中部一鄉村社區

長期的田野調查，發現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邏輯，大

部份不假思索移植西方社區發展經驗，缺乏對在地社

區深入理解。如要解決鄉村社會發展的問題，必需對

在地社區的歷史、社會總體進行深入理解，也需避免

短線式、計畫式的資源投注方式。針對第二部分，在

科技部優秀青年學者研究計畫的支持下，王驥懋的研

究發現：臺灣如要拓展農產品外銷市場，政府並非單

純遵循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政策，專注於創造良好的

市場投資環境。外銷市場是個波動極大的社會 /技術

複合體，並帶有極大的外在風險，隨時需要國家、社

會以及技術持續投資及干預。

生傳系系王驥懋助理教授獲科技部 109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109 年度科技部學術研究獎項頒獎典禮

雙桂土壤科學獎為全國性獎項，旨在表彰國內教

育及試驗研究機關從事土壤與肥料科學試驗研究成績

優良者，經中華土壤肥料學會審查通過後表揚。實驗

林江副研究員博能長期從事森林土壤化學、土壤溫室

氣體、重金屬與放射性核種汙染土壤復育研究、黏土

礦物表面金屬吸附機制，109 年度榮獲中華土壤肥料

學會理監事提名推薦，並審查通過核頒「雙桂土壤科

學奬」，2020 年 12 月 10 日於中華土壤肥料學會年

會假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環境科學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

廳舉辦頒奬。

實驗林江副研究員博能榮獲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109 年度雙桂土壤科學奬

江博能副研究員 ( 左 ) 接受表揚

獲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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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缺乏表達能力，生病的時候更需加倍投入

關照」，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教學醫院秉持著這樣的初

衷成立，透過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作為專業人才培

育的搖籃，集結植病、昆蟲及農化等學術領域，以更

全面性的視野，建構完善的植物醫療體系。

藉由駐地植物醫師系統之建立，踏出學術下鄉的

第一步，從學校教室內的基礎課程，延伸到室外田間

的實戰場所，將學術研究成果推廣至一線生產田區，

傳達正確的農業觀念與新知，並將產業現況及面臨之

困境反饋回學校研究團隊，促進新穎技術或解決策略

之發展。藉此環環相扣的循環模式，持續推動農事生

產的精準用藥，逐步達到永續農業的目標。今年9月，

植物醫學團隊的努力獲得肯定，由吳文哲教授、孫岩

章教授、蕭旭峰教授、洪挺軒教授、林乃君副教授，

以及簡立雯、黃明珠和鄭淮嶸等三位植物醫師，代表

植物醫學團隊獲頒國立臺灣大學 109 年教師服務優

良獎—社會服務傑出獎。而今年在既有的植物醫學團

隊，加上植物醫師新血陳慧儀和李宗翰等人的持續耕

耘下，11 月時更拿下大學USR 永續方案金獎。感謝

評審的肯定，更感謝一路走來一直為植物醫學付出的

師長與同學們！

( 左起 ) 實習植物醫師立雯、前實習植物醫師黃明珠、植微系孫岩章教授、生農學院盧虎生院長、植物教學
醫院洪挺軒院長、農化系林乃君副教授、植微系張雅君教授、前實習植物醫師鄭淮嶸

植物醫學團隊於 2020 年 11 月榮獲社會服務傑出獎及大學 USR 永續方案金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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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林產事業協會為對林產研究或林產事業有

卓越貢獻人士給予褒獎，設立「林產學術獎」分為木

材物理加工類及木材化學加工類。孫海文化基金會暨

陳天信文教基金會「林產事業獎」分為林業經營類、

組合板類、木材加工類、家具類及木構建築類。實

驗林許耀㠦先生榮獲第三十九屆孫海文化基金會暨第

二十四屆陳天信文教基金會「林產事業獎－木材加工

類」，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假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

系舉辦頒奬。

實驗林許耀㠦先生榮獲第三十九屆孫海文化基金會暨第二十四屆陳天信文教
基金會林產事業獎－木材加工類

中興大學森林系主任吳志鴻 ( 左 ) 頒發奬牌給實驗
林管理處許耀㠦先生 ( 右 )

中華林學會為支持政府推行「加強林業建設、保

育生態環境、促進農業發展」之政策，特選拔對國家、

社會有貢獻之優良林業基層人員，經中華林學會審查

通過後給予表揚及獎勵。實驗林陳潔音助理研究員榮

獲中華林學會 109 年度「優良林業基層人員奬」，於

2020 年 12 月 11 日假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

學系舉辦頒奬。

實驗林陳潔音助理研究員榮獲中華林學會 109 年度優良林業基層人員奬

陳潔音助理研究員與奬牌合影

獲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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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農場長期戮力於環境教育推廣，融合場域與

在地資源，活動內容多元，有以探訪原始林、採有機

花卉或蔬菜的農事體驗、挑戰攀登合歡山區、體驗賽

德克原民文化等為主題，活動中也有賞鳥與夜觀活動

穿插，能認識本場經營初心與生態環境，並引導如何

愛護環境。山地農場於 109 年接受第二次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評鑑，獲得評鑑委員肯定農場歷年環境教育成

果，獲選為「績優」單位。並在 109 年 11 月 17 日

「綠遊接地氣，環教齊接力活動」環境教育評鑑表揚

分享會接受表揚。未來山地農場將持續精進環境教育

推廣，課程將融入十二年國教課綱，並積極與在地互

動，讓環境教育在地深耕。

臺大山地實驗農場於 109 年度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評鑑榮獲「績優」獎

分享會接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評鑑「績優」表揚

黃國文技正任職水工試驗所 15 餘年，除對負責

之行政業務嫻熟外，也能在工作上提出改善效率與績

效之作法。尤其協助本所主任協調所內部份同仁工作

分工，督導進度，能發揮良好之溝通協調能力，圓滿

達成任務。黃技正並積極參與研發工作，執行專業研

究推廣計畫，且績效優異。其優異事蹟如下：

（1）規劃籌辦並順利完成「107 年度水利規劃

試驗成果研討會」，由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及本所同仁參與進行技術交

流。

（2）執行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臺北

市河溪濕地長期監測模式之規劃建置（1/3）」，108

年榮獲內政部營建署「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評鑑特優等。

（3）108 年申請且獲得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國

立臺灣大學雨水貯留系統建設工程」319 萬餘元，並

協助同仁辦理後續工程發包事宜。

（4）108 年辦理完成本所中英文摺頁更新作業。

（5）109 年編撰出版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局「水起，引水思源─石門水庫建設時期檔案故事」

專書，協助該局榮獲「金檔獎」。

水工所黃國文技正榮獲國立臺灣大學 110 年度績優職員選拔服務優良人員

黃國文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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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文博士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編撰出

版「水起，引水思源─石門水庫建設時期檔案故事」

專書，作為檔案應用出版品之一，協助該局參加 109

年「第 18 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在 219 個參賽

機關中脫穎而出，6項評審項目中，奪得 4項特優及

2項優等的佳績，堪稱全國第一！

黃國文博士與柯思妤、李方中、曾淑貞、李協展、

洪秀旻、顧雅文、簡佑丞、俞維昇等編輯團隊，在江

明郎局長 ( 本校土木工程學系友 ) 提綱挈領地引導及

鉅細靡遺地溝通下，由石門水庫建設時期 3萬多件公

文、近500箱的書圖文件，其中有2萬多張工程原圖、

1萬多張施工照相底片中，精選具代表性之公文、工

程圖說、照片及報告，以檔案為核心，配合文字闡述

編撰成書，展現石門水庫自籌劃伊始、規劃建設至完

工移管各時期之重要歷程。

石門水庫為戰後國內第一座大型多功能水庫，石

門水庫建設在台灣水利史上極具特色，是唯一由行政

院成立建設委員會推動者，並由美國援助貸款一半以

上資金，更藉由美籍顧問的指導引入美國建壩技術及

培養了大批水利人才，建設期間並經歷世界罕見的壩

型變更及超級颱風葛樂禮的侵襲等事件。

黃博士身為水利人，閱覽石門水庫建設時期數量

龐大的檔案文獻資料之際，深為感佩前人建設水庫之

辛勞付出，以及面對困難群策群力、努力不懈的工程

師精神。石門水庫在峽谷中興築大壩，涵蓄充沛水源，

進而引水豐潤桃園台地，終能成就社會經濟的起飛動

力、推動國家繁榮；因而，本書名為「水起，引水思

源」，除了具現水庫建成蓄水後，水位抬高湧起、形

成高水位的「水起」壯闊景象，更期盼後人在領受水

庫供水之利時，能夠「引水思源」，感恩活水之源頭。

石門水庫此一規模宏大之水利建設，誠如本書首

頁監察院前院長于右任所題，為國家與人民帶來的是

「千年之利、億萬之福」。希望本書之編撰出版，能

讓社會大眾感知前人興建水庫之心血，並深體水利建

設對國家之貢獻。

水工所黃國文技正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編撰出版「水起，引水思源
─石門水庫建設時期檔案故事」專書榮獲「金檔獎」

「水起，引水思源─石門水庫建設時期檔案故事」檔案應用專書

于右任所題「石門水庫興建
紀念，千年之利、億萬之福」

獲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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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肆虐於人與動物族群已長達數十年，雖

然部分動物冠狀病毒已有商品化疫苗，但使用效果往

往差強人意，而在人的冠狀病毒感染症更從未有疫苗

可用。冠狀病毒的突變相當快速，在自然界中日新月

異，相對地，我們也應用更創新的思維來進行疫苗的

設計。在 COVID-19 疫情爆發前，陳慧文副教授研究

團隊即以冠狀病毒為目標之一，建立創新防疫概念，

自疫情爆發後，更是全力投入、加緊腳步在冠狀病毒

疫苗上的研究與驗證。到目前為止，該團隊已能產出

大量、穩定、安全、有效的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

（MERS-CoV）、家禽冠狀病毒（IBV）、新型冠狀

病毒（SARS-CoV-2）的疫苗與佐劑，其疫苗平台專

利已於臺灣與歐盟領證，在未來可能繼續出現的新興

感染症中，發揮即時戰力。

感謝評審團的肯定，陳副教授在 2020 年 12 月 1

日的綿密細雨當中踏進南港展覽館，代表研究團隊以

「應用於預防冠狀病毒之新穎奈米疫苗」獲得第十七

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組。此獎得來實屬不易，自

2019 年設下目標、2020 年提出申請、準備大量的備

審資料（感謝研究專員兼寫手陳宥廷的妙筆生花），

再到通知進入複審階段、短時間內準備好簡報，強而

有力的向多達8位評審傳達團隊的創新與優勢。當然，

團隊當中最重要的是「人」，陳副教授感謝團隊中的

神隊友們，包括具有強大奈米生醫背景的中研院生醫

所胡哲銘博士、巧手製作奈米顆粒的姚秉瑜、精通免

疫的林建緯博士、專長病毒生化的黃柄翰博士與蔡曉

涵博士生，及擅長禽類病毒免疫的林舒怡博士，其中

林舒怡博士稍早已取得學位返回中國大陸，而無法一

同領獎、相當可惜。另外，也感謝科技部、國衛院、

中研院、臺灣大學等多方的經費挹注。

在這特殊的一年當中，陳副教授作為一位獸醫師

科學家，能將心血投入於創新與研發，精準地為人與

動物的健康把關，感到相當開心。

獸醫專業學院陳慧文副教授研究團隊以「應用於預防冠狀病毒之新穎奈米疫
苗」獲得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

陳慧文副教授（左）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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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 70 年畢業系友張素貞博士於 109 年 8 月

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暨所屬機關模範公務人員」，

此獎項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表揚現職公務人員執行

公務、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所設立的獎項。

張素貞博士現任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員兼課

長，從品種育種及栽培改良到稻田彩繪創意開發，均

有獨到的表現。在水稻專業研發方面，前後參與育成

品種達 10 個以上，不僅早期曾參與台稉 9號良質米

育成及推廣，更於 2008 年及 2011 年分別育成水稻

新品種苗栗 1號及苗栗 2號，增加農民收益達數千萬

元。因應我國於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稻米生

產的壓力，引入稻田彩繪技術，首創臺灣稻田新意。

服務任內，更積極參與友善農耕、循環農業及稻作智

慧農業等重要政策推動，拓展有機生產及友善資材應

用。服務農民更以誠懇的心及科學技術專業來面對，

頗受地方農政單位及農民的肯定。此外，為傳承專業

永續稻業，不辭辛勞培育新生代，並於農藝系擔任不

支薪兼任教師，並於服務單位輔導大專院校學生實

習。張博士為臺灣稻米產業之卓越貢獻，研究成果豐

碩，推動重要政策無數，獲獎實至榮歸。

農藝系張素貞系友榮獲「109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暨所屬機關模範公務人
員」

張素貞博士

傑出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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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吳東鴻、簡靖華及簡秀芳系友榮獲「109 年中華民國農學團體優秀農
業基層人員」

農藝系畢業校友吳東鴻先生、簡靖華女士及簡秀

芳女士於 2020 年 12 月榮獲「109 年優秀農業基層

人員」，此獎項為中華民國農學團體為表揚對於農業

有優異貢獻之會員所設立的獎項。

吳東鴻先生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副研

究員，積極建構雜草型紅米自生苗管理技術，減少混

雜紅米傳入，並導入防除措拖，阻斷紅米繁殖週期與

機械傳播之途徑，並厚植稻作遺傳育種資源基盤，剖

析基因體遺傳資源，導入分子選育加速選拔；簡靖華

女士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製茶技

術股助理研究員，積極協助農糧署製茶廠 ( 所 ) 環境

衛生安全評鑑作業，輔導茶農改善製茶環境以符合衛

生安全規定，並協助公所辦理日月潭紅茶風味輪之介

紹及推廣課程，促進茶農及消費者對於紅茶風味及品

質之認知。簡秀芳女士現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植物防疫組技正，積極推廣化學農藥減量

使用，杜絕非法農藥流竄，提升農藥精準使用技術，

推動高風險農藥退場風險溝通及相關配套措施，並推

動建置農藥管制安全評估體系。三位校友皆為臺灣農

業展現專業貢獻卓越，研究成果豐碩，推動重要政策

無數，獲獎實至榮歸。

周家蓓副校長 ( 左 ) 頒發獎項予吳東
鴻先生 ( 右 )

簡靖華女士 ( 右 ) 獲獎 盧虎生院長 ( 左 ) 頒發獎項予簡秀
芳女士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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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獲得教務處、生農學院及農藝系友會經

費補助，斥資 180 餘萬元，整建農藝系館 112 演講

廳，經過五個多月才竣工。本次整建新增階梯式座

椅、整合式投影智慧講桌、互動式教學影音屏幕及

環繞音響等。農藝系於 2020 年 10 月 5 日舉行農藝

館 112 演講廳整建感恩茶會，當日由系友會第四屆

理事長蔡憲宗先生、第五屆理事長林怡君女士、丁

詩同教務長、劉力瑜系主任共同揭牌，數十位農藝

系師生及系友一同到場觀禮，並分享演講廳之珍貴

回憶。回顧民國 66 年自農藝舊館遷入農藝館時即啟

用該演講廳，迄今培育出無數農業頂尖人才，並接

待國內外重要農業相關專家學者，更舉行多場學術

活動及研討會，激發科學思辨能力及培育多元價值

觀，為臺灣農業奠定深刻基礎。本次演講廳全面翻

修，系友會大力支持部分工程配合款，讓學弟妹們

擁有良好的學習環境，當日揭牌儀式更有承先啟後

鑑往知來之意義，象徵農藝系多次蛻變與成長。

農藝系於 2020 年 9 月 25 日邀請 108 年度玉

山青年學者張皓巽博士進行專題演講。張博士目前

服務於植微系，於美國依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攻讀博

士與密西根州立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時期，致力於

大豆疾病與抗性基因之研究，此次專題演講即為「大

豆猝死病 （Sudden Death Syndrome, SDS）」。

大豆猝死病為造成美國大豆產量降低的主要疾

病之一，由於大豆猝死病為一種土傳性病害且不容

易根治，在美國中西部和中北部高濕地區形成嚴重

危害。張晧巽助理教授對大豆猝死病進行通盤的研

究，從大豆抗病篩選與全基因體關聯定位、病原真

菌基因體學與致病機制，在短短的 2 小時內呈現所

有研究精華，讓同學們很完整的瞭解大豆猝死病的

研究過程。張皓巽助理教授也提到自己第一次走出

實驗室接觸到農田與實作，才發現自己所學與實際

的差距，鼓勵同學不僅僅是專注在實驗室的研究，

更要放眼未來。

農藝系邀請玉山青年學者張皓巽博士蒞臨演講

張皓巽助理教授演講後回應現場提問

農藝系舉辦農藝館 112 演講廳整建感恩茶會

茶會參與人員合影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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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於 2020 年 10 月 5 日邀請現任系友會理

事長林怡君學姐分享自身求學過程及職涯經驗，以

及如何走上環境保護領域的心路歷程。林怡君學姐

1988 年自本系大學部畢業，並於 1991 年取得農藝

碩士學位，現為行政院環保署空保處高級環境技術

師。

林怡君學姐先簡述自己在農藝系的時光，接著

進入提升自我競爭力的部分。學姐認為面對任何事

物要勇於嘗試，未接觸前別輕易斷定其有趣與否。

除此之外培養專業知識也很重要，不需擔心現在所

學對出社會後一點幫助都沒有，亦不用害怕踏入自

己不熟悉的領域，畢業後並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

開始，學姐打趣地說當初選擇不用看物理成績的農

藝系，豈知進入環保局後需要物理知能，還是得重

新開始學習物理。找到自己的天賦、盡量精進所學，

當自己做好準備，面對挑戰不要害怕，積極展現自

信及膽識，勇敢地表現自我，機會自然會是你的。

最後，學姊向同學分享人生四個「受」的意義：忍受、

承受、接受、享受，祝福同學都能勇於嘗試、充實

自我、把握機會，努力活出一段不後悔的人生。

農藝系學會於 2020 年 11 月 18 日邀請大誠土

壤作物醫生館的陳興宗館長分享自身行醫多年的經

歷和見聞。陳興宗館長畢業於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

學研究所，現在擔任中華肥料協會的理事、農委會

TGAP ( 農產品產銷履歷 ) 的輔導員，也是多個國內

外農場生產團體的技術顧問。

陳館長為改善農民施用農藥及肥料的問題，先

後在台灣的南北兩地開設肥料館和農藥館，並積極

經營自己的部落格和臉書社團，在網頁上分享自身

的經驗與傳遞知識，長久不斷的努力和持續不斷的

宣傳，成果逐漸的被許多專業人士看見，並吸引政

府機關的關注。陳館長不僅提出正確農藥及肥料知

識，更帶領同學以不一樣的觀點看待作物及土壤，

以豐富經歷指出許多慣行農法並非作物最適農法，

如清除果園雜草易導致土壤遭陽光曝曬升溫並影響

果樹生長。由於耕作會因地點的不同、栽種作物的

不同而有不同考量，這是農業專家需要特別注意的

事。

最後陳館長勉勵同學應重視並發揮自己的獨特

才能，「世界上永遠有麻煩，能解決麻煩和問題的

人永遠都不嫌多。」因此發揮自己的獨特性和價值

是很重要的事情，且自己的獨特性和價值該由自己

決定。

農藝系學會邀請大誠土壤作物醫生館陳興宗館長蒞系演講

林怡君理事長（站立者）進行演講

農藝系邀請系友會林怡君理事長蒞臨分享職涯發展

農藝系學會致贈陳興宗館長（前排中）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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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於 2020 年 12 月 18 日邀請臺灣雙健

維康公司的胡瑞坤總經理分享在 CRO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之職涯經驗。胡總經理自

本所獲得農藝碩士學位，目前擔任臺灣雙健維康生

技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公司業務主要接受藥廠或

生技公司委託進行研究服務，包含醫學文件撰寫，

各國主管機關或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送件，提供新

藥開發時所需之非臨床與臨床試驗、數據分析、法

規諮詢等專業服務。

胡總經理先說明 CRO 產業概況，一種新藥從開

發、臨床試驗到上市推需花費之成本，攸關公司的

專利保障與獲利，執行臨床實驗十分嚴謹，業務執

行的方面被主要劃分為：臨床執行 (CO)、醫學寫作

(MW) 和統計及資料處理 (DM & BS)，而臨床實驗

依照執行順序也被分為藥理探索 ( 藥物的安定性 )、

療效探索、療效確認和藥物的施用，過程繁瑣且需

反覆驗證，因此各單位的分工與配合在 CRO 公司內

是重中之重。

胡總經理勉勵同學關注 CRO 這個新興崛起的產

業，公司主要以進軍國際為目標，英文能力是必要

的能力，有統計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更好，沒有統計

基礎的同學也不用灰心，公司普遍歡迎樂意學習的

員工。本次演講不僅讓同學對臨床試驗有更深入的

了解，也分享許多個人經歷並提供許多有用知識及

自主學習統計的資源，讓農藝系同學受益良多。

農藝系邀請胡瑞坤系友蒞臨分享職涯發展

劉力瑜系主任 ( 右一 )、陳凱儀老師 ( 左一 ) 及系友
會林怡君理事長 ( 左二 ) 致贈感謝狀予胡瑞坤總經理
( 右二 )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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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微系於 2021 年 1 月 7 日邀請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系張正教授蒞臨演講。張教授致力於花卉種源保

存、育種、繁殖等研究，主要鑽研的花卉有蘭花、石

蒜、百合等。本次講座著重介紹台灣原生百合，原生

百合共有五個物種，分別為花卉用途的「細葉卷丹」、

「艷紅鹿子百合」、「台灣百合」、「鐵炮百合」及

可作為食用或藥用的「野百合」。張教授首先介紹在

民國 100 年於苗栗通霄發現 5棵細葉卷丹，是繼近

百年前採集紀錄後再次發現的植株。細葉卷丹是廣布

型的花卉，但現今各地在野外都極少看見，台灣細葉

卷丹是世界紀錄分布的最南端，有其重要性；並利用

ISSR 分子標誌分析其遺傳相似性，以鱗片繁殖及應用

胚拯救技術。其次，張教授分享親自走訪北台灣找尋

艷紅鹿子百合野生族群，主要分布在北台灣的裸岩峭

壁上，以 RAPD分析其族群遺傳特性，發現具有四種

基因型。接著介紹台灣百合是台灣特有物種，棲地遍

佈全台灣，從海平面到 3,500 公尺高山，台灣百合種

植 1年可形成 15片鱗片葉，具有早熟性、強簇生性。

另一與台灣百合極為相似的「鐵炮百合」，葉片較寬，

屬於晚熟早生的性質，其天然分布廣及世界各地，常

用於切花或是盆花，台灣主要分布在北海岸、東海岸

與蘭嶼；張教授分享目前在南雅海蝕平台發現早生植

株，當地最高溫瞬間溫度可達攝氏 62度，在海風強、

土層薄等逆境環境下演化出特殊的植株特性，具有早

熟、矮生等特質，其中最矮紀錄之單株約 10 公分高

度就會開花，十分特別。最後也簡單分享金門原生「野

百合」的育苗工作，花了兩年的時間，才從一萬株中

選拔出一種黃花的植株。張教授對於臺灣原生百合深

入研究，熟悉不同百合生長特性，突破育種的困境，

讓我們深刻了解台灣各種原生百合的特殊性。

植微系師生與張正教授（中）合影

植微講座 - 中興園藝系張正教授：臺灣原生百合生生物資源整合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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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微系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邀請中央研究院南

部生物技術中心林哲揚博士蒞臨演講。林博士於美國

普渡大學取得遺傳學博士，在博士期間以比較基因體

學的方法研究植物全基因組複製（Whole genome 

duplication）的演化機制。爾後，林博士來到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著名的 Robert B. Goldberg 實驗室

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利用功能基因體學的角度研究種

子的發育機制。 大豆種子發展階段分為形成胚軸與

子葉的細胞分化期、基因組複製與營養物質生產的

成熟期和脫水乾燥的休眠期。在種子發展期間，眾

多的機制參與調控，其中包括DNA的甲基化，常作

用於分佈在基因體中的 CG、CHG 和 CHH等序列。

林博士以亞硫酸鹽定序法（Bi-sulfite sequencing）

進行不同種子發展期的全基因組DNA甲基化分析，

發現 CG和 CHG甲基化在不同種子發展期並無太大

的區別，而 CHH甲基化自受精後便不斷增加，至成

熟期達到高點，並延伸至休眠期。利用雷射微細胞

擷取技術（Laser capture microdissection）分離

不同組織細胞，發現儘管整個種子皆有甲基化，但

是 CHH甲基化在胚軸、子葉與種皮又隨著種子成熟

而不斷增加，且種皮的甲基化量為最少。另外，這些

CHH甲基化位點多聚集於染色體的中心粒的跳耀子

（Transposable elements; TE）上，因此推論這些

甲基化可能和抑制跳躍子的靜默與跳動有關係，而且

這個現象在阿拉伯芥上也同樣發生。為了驗證這個假

說，林博士利用不能產生非 CG甲基化的 ddcc 突變

株，發現種子的外型、發育與重要基因皆沒有影響，

但是有 96 個原本不表現的 TEs 在突變中開始表現，

但是在該世代中仍未跳動到其他位置，另外也有一些

逆境反應相關基因表現發生改變。此發表在國際頂尖

期刊 PNAS 上的重大發現讓我們了解到DNA甲基化

可作為抑制跳躍子表現的一個保險栓，未來，林博士

仍會繼續利用新穎的研究方法解析種子發育過程中的

全基因組調控機制和全基因表觀遺傳學機制。

植微講座 - 中研院南部生物技術中心林哲揚博士：Seed Epigenome

植微系教師與林哲揚博士（中）合影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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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微系於 2020 年 12 月 24 日邀請農化系盧毅助

理教授 (Dr. Louis Grillet) 蒞臨演講。盧助理教授來自

法國，於法國高等國立蒙彼利埃農業學院取得綜合植

物生物學博士，在法國期間跟許多重要的研究單位都

有合作經驗。來到台灣後，先於中央研究院任職，研

究植物吸收鐵及鐵移動的相關機制。早期研究認為鐵

在植物木質部內主要是以 Fe(III)-citrate 形式輸送，

但盧老師研究卻發現 Fe(III)-malate-citrate 才是主

要的運輸形式。鐵進入植物細胞中被植物利用，需要

從 Fe(III) 還原成 Fe(II)，盧助理教授利用豌豆種子作

為材料的研究也發現，豌豆種子的胚是透過釋放大量

的維生素 C來還原鐵，而非藉由細胞膜上的鐵還原酵

素。 盧助理教授另一個研究是發現了一種名為 IRON 

MAN（IMA）的小胜肽家族，可幫助植物根部吸收外

在環境中的鐵，這類胜肽在 C端有一個保守性區域，

在阿拉伯芥上，只要此區域保留就能維持植物吸收鐵

的能力。然而，阿拉伯芥有 8個 IMA 基因，早期只

能做 1-3 個基因的突變株，都沒辦法完全關掉阿拉伯

芥吸收鐵的功能，無法完全證實 IMA基因的重要性。

直到 CRISPR 技術的發明，盧助理教授得以一次剔除

8個基因，結果這個突變株無法吸收任何的鐵，證實

了 IMA基因的重要性。進一步利用野生型及 IMA基

因突變株相互嫁接，發現 IMA胜肽可以由地上部傳導

到根部，促進根部吸收鐵的功能。這個重大的發現刊

登在頂尖科學期刊Natrue Plants。IMA 胜肽的發現

未來可應用於開發富含鐵質的農作物，改善人類缺鐵

造成的營養問題，但對於 IMA 胜上有許多不了解之

處，例如此基因的數量在不同植物中差異很大，在阿

拉伯芥有 8個、番茄 10 個，稻米卻只有 2個，有待

更多研究闡明 IMA詳細的作用機制。盧助理教授演講

中也提到，許多研究的突破得力於新技術的進展（例

如次世代定序、CRISPR），能夠與時俱進，才不會與

重要的發現擦身而過。

植微系教師與盧毅助理教授（左三）合影

植 微 講 座 - 農 化 系 盧 毅 助 理 教 授：Iron Transport Localization and 
Systemic Signaling in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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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微系於 2020 年 12 月 10 日邀請生工系蕭友

晉助理教授蒞臨演講。蕭老師於生工系取得學士及碩

士學位後，赴美於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攻讀博士，修

業期間以計算濕地碳儲存量的計畫開啟了跨足微生

物領域的研究旅程。取得博士學位後，蕭老師回台於

中研院擔任博士後研究員，2019 年起於生工系擔任

助理教授迄今。蕭老師主要的研究領域為生態系中溫

室氣體排放、碳吸存及營養鹽移除的生物化學及物理

現象。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甲烷，能夠吸收輻射轉

換成熱能，導致地表溫度上升，造成溫室效應，其中

甲烷的熱吸存效率是二氧化碳的 25 倍，因此被認為

是重要的溫室氣體之一。甲烷通常是在厭氧環境下產

生，因此水稻田就被認為是甲烷的主要排放源之一。

然水田土壤表層中，存在另一群能將甲烷氧化的微生

物－嗜甲烷菌，若能應用這些微生物的轉化機制，或

能降低甲烷的排放量。因此蕭老師就對此深入研究，

發現嗜甲烷菌在土壤中的含量非常低，若直接將土壤

DNA進行 16S rDNA 的高通量定序分析微生物群，

可能會無法偵測嗜甲烷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蕭老

師團隊利用穩定同位素探針技術，以同位素 C13 標

定甲烷，再餵養給水田土壤中的嗜甲烷菌，接著利

用「穩定同位素垂直梯度離心法」萃取具有 C13 的

DNA，以進一步分析微生物群的組成。此方法成功

將樣本中嗜甲烷菌比例提升至 30-40%，且以定序分

析族群組成後發現，台灣水田的嗜甲烷菌可能是以

Methylocystis 為主，另外也在高氧化力的水田發現

具有高效能的 Type I 嗜甲烷菌，可能是前人研究尚未

發現的新物種。而高效能的 Type I 型嗜甲烷菌，偏好

於 pH較為酸性且好氧的土壤。反之，較為中性或厭

氧環境的土壤則較適合低效能的Type II型嗜甲烷菌。

研究結果描繪出台灣水田嗜甲烷菌的族群樣貌，未來

應用可透過棲地營造，營造出適合嗜甲烷菌生存的環

境以利其生長，進而達到減少甲烷排放的目的。

植微系教師與蕭友晉助理教授（左四）合影

植微講座 - 生工系蕭友晉助理教授：台灣水田土壤甲烷氧化微生物族群結構
與活性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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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微系於 2020 年 11 月 26 日邀請海洋大學海

洋生物研究所何攖寧助理教授蒞臨演講。何老師於中

興大學生科系取得博士學位後，曾在中正大學、中研

院農生中心及日本東北大學從事農業及環境微生物相

關研究，目前主要探討海洋塑膠微粒上的微生物多樣

性。 何老師本次演講的主題是拮抗細菌與樹木褐根

病菌Phellinus noxius 之間的交互作用機制，本篇研

究報告剛被高影響力期刊 The ISME Journal 接受。

褐根病菌是少數對活體樹木具有病原性的木材腐朽

菌，目前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為害嚴重，何老師以能

抑制香蕉黃葉病的內生細菌Burkholderia  sp. 869t2

進行測試，發現Burkholderia  sp. 869t2 在對峙培

養下對褐根病菌也具有抑制效果，但到了對峙後期此

一現象逐漸消失，推測可能是細菌的抗生物質失效，

或褐根病菌分泌了能抑制細菌的物質。透過影像質譜

技術，分析褐根病菌及拮抗菌於單獨培養及對峙培養

時，在菌落上及菌落邊緣不同代謝物之分布，發現

Burkholderia  sp. 869t2產生的螯鐵蛋白Pyochelin，

在褐根病菌存在下會被轉換為另一個結構相似的化

合物 ( 並非所有褐根病菌菌株皆具有轉換能力 )。

Pyochelin 的螯鐵功能，可以協助Burkholderia  sp. 

869t2 在環境中與其他微生物競爭鐵離子，也能誘發

植物的防禦機制。進一步測試發現，Pyochelin 在高

濃度下可以抑制褐根病菌生長，但被轉換後則失去抑

菌能力及螯鐵活性。至於褐根病菌是以何種機制將

螯鐵蛋白 Pyochelin 做轉換，降低Burkholderia  sp. 

869t2的拮抗及競爭能力，則有待未來更深入的探討。 

本次演講除了讓我們瞭解自然界中微生物彼此之間的

交互作用，同學們對於何老師現階段的海洋微生物研

究主題也充滿興趣，亦有同學請教微生物群相實驗及

如何申請赴日本研究等相關經驗。 

植微系教師與何攖寧助理教授（左四）合影

植微講座 - 海洋大學何攖寧助理教授：細菌與真菌大戰 --Phelinus Noxius
的妙招



46 

植微系於 2020 年 11 月 5 日邀請嘉義大學植物

醫學系蔡文錫副教授蒞臨演講。蔡老師在亞蔬—世界

蔬菜中心的植物病毒組任職十餘年，續於嘉義大學植

物醫學系擔任教職至今。本次講座中分享番茄捲葉病

毒在台灣發生與進展的情形，番茄捲葉病毒 (Tomato 

leaf curl virus, TLCV) 主要經由粉蝨傳播，感染茄科

作物，包含番茄、番椒、茄子等。在番茄上引起的病

徵如葉片黃化、捲葉、節間縮短等，受害番茄果實產

量大幅降低。蔡老師針對番茄黃化捲葉病毒進行田

間採樣與鑑定，發現最初台灣是以 ToLCTV (Tomato 

leaf curl Taiwan virus) 為主，直到 TYLCTHV (Tomato 

yellow leaf curl Thailand virus) 入侵台灣後，迅速

擴展演變成在田間由 ToLCTV 與 TYLCTHV 複合感染

為主。由於 TYLCTHV 日益嚴重，但過往的番茄抗病

品種中並沒有抗 TYLCTHV 者，所以蔡教授進一步

對 TYLCTHV 進行番茄抗性研究，發現 Ty 抗病基因

共有六種類型。當番茄同時帶有 Ty-2 和 Ty-1、Ty-2

和 Ty-3 以及三者同時攜帶時，可以有效增加番茄對 

TYLCTHV 的抗性，此有助於番茄抗病品種的培育。目

前研究發現 TLCV 在持續演變中，甚至又出現新的病

毒，如 ToLCHsV (Tomato leaf curl Hsinchu virus)。

另外，蔡教授也投入於瓜類捲葉病毒 (Cucurbit leaf 

curl virus, CuLCV)  的研究，針對 Squash leaf curl 

Philippines virus (SqLCPV) 進行抗病篩選。蔡老師對

於捲葉病毒深入研究，熟悉抗病育種和田間所遇到問

題，他強調除了專業知識，也要多方面學習，這樣才

能將所學實際運用在田間。

植微系教師與蔡文錫副教授（左四）合影

植 微 講 座 - 嘉 義 大 學 植 物 醫 學 系 蔡 文 錫 副 教 授：Leaf Curl Disease in 
Taiwan

系所短波



 47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院訊  第 32 期  ｜  春季  2021

植微講座 - 中研院分生所薛雁冰副研究員：Genetic Analyses of Predator-
prey Interactions between Carnivorous Fungi and the Awesome 
Nematode C. Elegans

植微系於 2020 年 10 月 29 日邀請系友—中央

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薛雁冰副研究員蒞臨本系演

講。薛博士於本系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後赴美，在

2008 年於 Duke University 取得博士學位。爾後至

Caltech 從事博士後研究，開啟線蟲捕捉菌及線蟲交

互作用的研究，並於 2015 年返國至中研院分生所服

務至今。自然界獵食者和獵物間的共同演化，為一有

趣的研究課題，薛博士團隊利用線蟲C. elegans 和線

蟲捕捉菌A. oligospora 為模式系統，研究二者間交

互作用的分子機制，本次演講薛博士與我們分享近年

的研究成果。A. oligospora 可以透過辨識線蟲費洛蒙

ascarosides 來感知獵物的存在，進而誘導特殊捕捉

構造的形成。透過由臺灣自然環境的分離，得到快速

且大量產生捕捉構造的A. oligospora 菌株，並以其

作為材料進行分析。經由建立基因體及轉錄體資訊，

透過遺傳學及細胞生物學，正逐漸揭示A. oligospora

感知獵物及捕捉構造形成的機制。此外，由「火鍋」

的啟發，薛博士亦開啟了「食用菇」麻痺毒殺線蟲的

研究。當食用菇如秀珍菇生長於營養缺乏的環境，會

癱瘓線蟲，造成死亡。薛博士團隊利用遺傳學隨機突

變模式線蟲 C. elegans，證明真菌毒素藉由線蟲的感

覺神經纖毛進入線蟲體內，造成線蟲食咽集體壁肌肉

細胞鈣離子濃度快速上升，過度收縮及死亡。此一機

制和目前已知的抗寄生蟲藥物麻痺線蟲的機制完全不

相同，將來有機會發展出對抗寄生性線蟲的新方法。

目前薛博士團隊透過基因體分析，系統性突變篩選及

化學分析，嘗試找出毒殺物質，以進一步了解食用菇

類毒殺線蟲的分子機制。薛博士演講時，提及於大學

時期上「曾顯雄老師真菌學」首次接觸線蟲捕捉菌並

受到啟發，在多年後投入此自然界物種間奧妙的互

動，藉此分享及鼓勵同學投入科學研究。

植微系教師與薛雁冰博士（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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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微系於 2020 年 10 月 22 日邀請園藝系官彥

州助理教授蒞臨演講。官老師於園藝系完成碩士學位

後，逕讀東京大學應用生命化學博士，研究脂質代謝

調控途徑。本次講座官老師分享 SREBP 與 SCAP 間

的交互作用，SREBP-SCAP complex 為調控膽固醇

內穩態的重要因子，當細胞內充滿膽固醇與氧固醇，

SERBP-SCAP complex 會穩定待在內質網，相反地

若其含量低下時，SCAP 會扮演護送蛋白，使 SREBP

能進入內質網的運輸囊泡至高基氏體進行蛋白裂解

並活化，調控下游脂肪相關基因代謝，而官老師透

過 AP-MS 技術發現 Hsp90 具有調控 SERBP-SCAP 

complex 與脂質代謝的功能，也發現 E3 ligase 與

Hsp90 具協力作用，然而 E3 ligase 於脂質代謝調控

路徑尚未解明，官老師研究指出 RNF5 E3 ligase 調

控 SCAP K305 多泛素化，進而加速 SREBP 激活化。

進年來研究指出病毒能調控 RNF5 於細胞內移動性，

影響 IFNB 的抗病毒訊號途徑，但也有研究指出膽固

醇的含量減低能啟動 IFNB 的訊號途徑，因此當病毒

干擾 RNF5 的移動性，減低 SCAP 與 RNF5 的交互

作用時，是否能誘導寄主防禦的反應呢？此為官老師

欲研究的方向之一。目前官老師以其脂脂代謝的研究

基礎，探討後熟蔬果保存特性與抗病反應，透過非破

壞性的處理方式，提高後熟蔬果保鮮能力與品質。官

老師於講座問答時，分享關於日本研究環境與相處之

道，也勉勵同學不要妄自菲薄，只要追尋目標努力不

懈，都可以於研究領域佔有一席之地。

植微系教師與官彥州助理教授（右四）合影

植 微 講 座 - 園 藝 系 官 彥 州 助 理 教 授：Ubiquitin Codes Linking 
Cholesterol Biosynthesis and Antiviral Immunity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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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系廖治榮博士代表柯俊成老師研究團隊，

將2020 年10 月出版的  Phytoseiidae  of  Taiwan  

(Acari: Mesostigmata )（《臺灣植綏蟎誌》）致贈

母系典藏以嘉惠後學。本書為柯俊成老師研究團隊

多年心血結晶，將臺灣產的生物防治天敵植綏蟎科

以專論的形式出版，囊括共計 14 屬 64 種，提供所

有物種之完整形態描述與測量值及各級檢索表。期

望本書的出版除可作為分類學者的研究工具書外，

亦可成為病蟲害防治、生物防治及自然保育生物多

樣性相關領域的重要參考資料。

昆蟲系新系館「學新館」獲得教務處及本院經

費補助，自 2020 年 10 月開始進行設備內裝。截至

2020 年年底，已完成公共空間之冷氣裝設、教室黑

板、投影機、布幕與電子講桌裝設、添購教室課桌

椅及完成學生實習實驗教室之建置。在蕭旭峰主任、

老師及系所成員的奔走下，「學新館」逐漸孵化，

部分課程也將於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在新系館

授課教學。

廖治榮博士（左）與蕭旭峰系主任（右）合影

廖治榮博士致贈「臺灣植綏蟎誌」一書予昆蟲系

整建完成的中型教室（左）以及學生實習實驗教室（右）

昆蟲系新系館「學新館」教室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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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短波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師生於 2020 年 10 月 15

日至森林系參訪，由系主任曲芳華教授及柯淳涵教授

接待。本次活動促進森林系和高中端的交流，使高中

師生能夠更了解各個升學管道該如何準備。在簡介的

過程中，也請森林系同學分享學習心得與活動，以及

準備考大學時的辛苦歷程。臺下同學們反應熱烈，紛

紛向主任及森林系師生提出詢問。

森林系主要是研究森林、森林與生物之間的關

係以及森林與人之間的關係，例如系上就有在做森林

療育、木材、環境及水土資源、育林技術和資源保育

及經營等等的研究，因此森林系師生鼓勵高中生能多

加強森林、資源環境及人文相關知識之學習。森林系

除了考生的成績之外，最重視的特質就是考生對森林

的熱愛，如果錄取一個高分卻對森林毫無興趣的人，

未來學生在大學的學習過程將會不甚順利，但對森林

抱有極大熱忱的人，縱使入學時成績未必頂尖，但可

以經由學習，將原先所擁有之潛力在大學階段獲得發

揮。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參訪森林系

曲芳華主任 ( 前左二 )、柯淳涵教授 ( 前左一 ) 與來
訪師生合影

胡家福系友是森林系第 42 屆森林工業組畢業的

系友，在家具業深耕多年，創立 Packcraft 公司，經

營有成且事業版圖遍及東南亞。森林系於 2020 年 11

月 16 日邀請胡家福系友進行經驗分享。在分享的過

程中，胡先生以生動有趣的方式闡述自身過去於家具

業奮鬥的歷程，並點出家具業所需要與森林系本職學

能相關的專業需求。胡先生也勉勵同學把握在校期間

努力充實，尤其加強語言能力與獨立自主負責的態

度，並鼓勵大家能跨領域學習，在本科系專業之外也

要具有商管素養，對於未來有志於創業或投入業界等

有所裨益。

張豐丞副教授（左）致贈紀念品予胡家福系友（右）

胡家福系友至森林系分享創業經驗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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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六所高級中學社團聯合營隊參訪森林系

為促進臺北市高中學生瞭解臺灣森林環境及資

源，以及森林生物多樣性保育對於永續生存之重要

性，臺北市建國中學、北一女中、師大附中、中山女

中、成功高中、景美女中等六所高中社團 137 位師

生，於 2020 年 8 月 16 日至森林系參訪，活動由系

主任曲芳華教授介紹系所學群及相關資源，並邀請丁

宗蘇教授主講「大學教育與生涯出路」，分享學習經

驗，協助同學如何了解自己的興趣，並將夢想與實際

接軌。

為了加深參訪同學的印象，實驗林為參訪同學安

排了林木精油手工皂的實作課程及森林火災的模擬課

程，由實驗林鄭森松研究員、劉素玲助研究員、賴彥

任副研究員及張振生博士擔任解說及操作，讓參訪同

學更加瞭解林木、樹冠層、殘材、地形、氣候、遙測

及空間資訊等森林相關議題。

森林系授課教師與來訪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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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經系邀請本校經濟系朱建達助理教授於

2020 年 12 月 4 日蒞臨演講，演講題目為「Market 

Response to Typhoon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Expectation」。主要在討論颱風對蔬菜市場中

供需雙方的行為影響，透過觀察均衡價量的變動來推

斷消費者與生產者的行為在颱風到來前、中、後會有

什麼變化，並且進行福利分析，研究主要在驗證經濟

學中天氣狀況對農產品市場的影響。

農經系邀請本校經濟系朱建達助理教授蒞臨演講

朱建達助理教授演講海報

農經系於 2020 年 11 月 20 日邀請逢甲大學經濟

學系林雅淇助理教授蒞臨演講，講題為「Revisiting 

Economic  Forces  and  the  Stock Market  by 

Machine Learning」。機器學習在目前的文獻中多半

用在金融領域之中，可作為金融機構的檢測和預警機

制，以在問題發生之前，提早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

本篇研究發現，餵給模型越多的資料，也就越能夠精

準的訓練模型，以預測道瓊⼯業指數。此研究與農經

系研究領域相關度高，農經系同學於演講結束後與講

者討論熱絡。

農經系邀請逢甲大學經濟學系林雅淇助理教授蒞臨演講

林雅淇助理教授演講海報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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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於 2020 年 11 月 14 至 15 日臺大校慶期

間，展出色彩繽紛的競賽冠軍草花。為鼓勵草花業者

生產優質草花以符合工程建設以及消費者需求，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和業者們共同組成

之桃園市草花協會，於 2020 年 11 月 3 日假桃園區

農業改良場臺北分場共同舉辦「109 年高品質花壇草

花評鑑」。選用農友種苗公司提供之非洲鳳仙花、一

串紅、孔雀草、石竹、矮牽牛以及粉萼鼠尾草，交由

三十家業者分別種植一個月後進行評比。由學術單

位、景觀公會、業界人士及縣市政府擔任評審團隊，

選出品質最佳之前三名與兩名佳作。為推廣都市農業

與居家園藝的概念，桃園市草花協會、桃園區農改場

與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及臺大農學院附設農業試

驗場合作，將參賽的六種草花於臺大校慶期間展示於

園藝系四號館、花卉館、臺大農場及園藝分場四個地

點，供民眾欣賞草花之美並拍照留念。四號館的草花

佈景由李哖名譽教授、葉德銘系主任以及張伯茹助理

教授率領園藝系學生一同設計施作，學生從中學習植

物的移植技術並累積景觀設計實作經驗，而民眾也能

近距離欣賞到市面上少見之優質草花。

「109 年高品質花壇」冠軍草花點亮園藝系

園藝系創立以來持續投入「採後處理領域」，

包含園藝作物採收後的生理變化及包裝貯藏、冷鏈

保鮮等處理技術之教學與研究，協助國家培育具園

產品採後處理專業之人才、裨益產業提升與拓展市

場。園藝系開設「園產品處理學及實習」、「園產

品處理技術」、「園產品採收後生理學及實驗」、

「園產品採收後生化學」等課程，配合講課與實習、

邀請產官學專家演講與產業參訪等多元內容培養學

生基礎知識、研究技術與產業認知。園藝系於 2020

年 11 月 19 日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採

後處理研究室主持人徐敏記研究員蒞臨園產品採收

後生理學課堂進行專題演講。徐敏記研究員擁有十

年以上園產品採後處理研究與實務經驗，協助我國

開發多項作物之保鮮與外銷技術，演講當日以「減

少食物耗損與賺錢的關鍵 : 採後處理技術之應用」為

題與學生分享其於產業最前線多年的實務經驗，以

及其走訪美國、日本等採後技術先進國家與東南亞、

南亞等競爭國家及潛在市場之心得。最後分析我國

園產品採後處理領域面臨之機會與挑戰，並透過與

同學問答交流、使學生進一步了解產業應用實務面，

並勉勵同學思考、應用所學投入相關領域協助產業

發展。

園藝系「採後處理領域」特色課程邀請農試所徐敏記研究員蒞臨演講

徐敏記研究員 ( 前排左五 ) 與官彥州助理教授 ( 前排
左四 ) 與學生合照

大量冠軍草花種植於園藝系花卉館入口走道兩旁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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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創立以來致力於「採後處理領域」之教

學與研究，範圍包含採收後園產品的生理變化及貯

藏保鮮等處理技術，旨在維持採收後園產品之品質、

減少食物耗損與浪費，達到終止飢餓、確保永續消

費和生產模式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因應國家發展冷鏈

物流與智慧農業政策方向，園藝系於採後處理特色

課程中逐步加入冷鏈及電商物流相關概念之應用，

並於 2020 年 11 月 26 日參訪永聯物流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台北瑞芳物流園區。永聯物流開發公司於

國內設立多個據點並建立多元客製化專倉，更於台

北園區內設置生鮮食品之冷鏈物流專倉。本次參訪

由沈泰霖協理與吳雅雯總監及其他人員向同學介紹

該公司之發展、業務及願景。並參觀紅酒專倉及電

商專倉，觀摩恆溫恆濕環境監控、Unit-Load 與

Mini-Load AS/RS 自動化倉儲管理系統及無人搬運

車 AGV 智動化「貨就人」揀貨系統。藉此次參訪機

會讓學生實際體驗冷鏈自動化倉儲系統及智動精準

物流揀貨系統之運作，思考如何應用所學之園產品

採後處理知識面對生鮮農產品物流邁向自動化與智

慧化轉型升級可能面臨之機會與挑戰，並藉由與業

者交流了解物流業之工作樣態。於交流期間更高興

的發現已有本系系友在永聯物流公司服務且獲得好

評，為學弟妹將來就業提供新的方向與視野。

園藝系「採後處理領域」特色課程冷鏈與電商物流產業參訪

官彥州老師 ( 右三 ) 帶領學生參訪永聯物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瑞芳物流園區紅酒專
倉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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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傳系辦理臺大農推生傳六十週年慶

生傳系六十週年活動的主題定為「謝寮」，其

意涵為感謝天地，感謝老天在這一年保佑魚獲豐收，

在年底舉辦謝寮的儀式，就是豐年祭。生傳系創系

六十週年，這一路走來要感謝前輩耕耘，創立農業

推廣系，秉持「我們要了解社會，我們更要服務社

會」的精神，歷經時代變遷，慢慢轉型為今日的生

傳系。

生傳系於 2020 年 11 月 14 日在農業陳列館舉

行系六十週年活動，特別製作出一支紀念影片，透

過與退休老師交談的過程，流露出生傳系六十年來

的心路歷程。活動在首映會中展開序幕，回顧生傳

系創系過程，在前輩奠定的基石上，緬懷楊懋春老

師創系精神，擘劃生傳系未來發展願景。接著，頒

發第一屆系友獎牌，宣揚「生生不息、胸懷廣傳」

的農推精神，並進行系友會理監事改選，完成系友

傳承的使命。最後，邀請退休及現任老師一起切蛋

糕，象徵生傳代代相傳的意象，同時分享系過去的

點滴，為活動寫下溫情且源源不絕的一頁。

盧虎生院長 ( 左四 )、生傳系彭立沛主任 ( 右一 ) 及退休師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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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短波

生機系新電子電機實驗室揭牌典禮

生機系設置於知武館的電子電機實驗室為生物

機電工程領域最為核心的教學實習場域，電子電機

實驗室教學使用率高，近來因設備及空間老舊，生

機系規畫予以重新整修。生機系系友安口食品總經

理歐陽志成先生，有感於電電實驗室對生機系的教

學重要性，於 2020 年度生機系規劃整修時，歐陽

志成總經理提供捐贈金額數拾萬元，以補足電電實

驗室整修所需經費，該整修案於 109 年度暑假期間

施工完成，並於 2020 年 10 月 12 日舉辦新電子電

機實驗室啟用典禮，當天邀請生農學院盧虎生院長、

劉嚞睿副院長、食科所潘敏雄所長蒞臨揭幕儀式，

一起為生機系的空間改善里程碑留下紀念，並頒發

獎狀及紀念品予安口食品總經理歐陽志成，感謝安

口食品機械公司的贊助，期望新環境能讓學弟妹們

享有更好的學習空間！

盧虎生院長 ( 右四 )、副院長劉嚞睿 ( 右 )、食科所潘敏雄所長 ( 右五 )、生機系系陳林祈主任 ( 左三 )、
安口食品總經理歐陽志成先生 ( 左五 ) 與生機系師生於生機系電電實驗室揚幕典禮合影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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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科所舉辦「張為憲教授食科所獎學金」成立暨頒獎典禮

食科所於 2020 年 9 月 15 日舉辦「張為憲教授

食科所獎學金」成立暨頒獎典禮，張為憲名譽教授

親自蒞臨頒獎，共有 4 位同學獲獎。張為憲教授於

臺大任教四十餘年，期間參與食科所之創立，並擔

任第一任及第二任所長，有感於對食科所之深厚感

情，並秉持回饋社會及鼓勵在校學生努力向學之精

神，特由張教授子女捐款貳佰萬元整，設置「張為

憲教授食科所獎學金」，該款項存入永續基金專戶，

每年提撥專戶之孳息作為獎學金，本金永不動用，

以永續嘉惠無數莘莘學子。

張為憲名譽教授 ( 中 )、潘敏雄所長 ( 右 3) 與獲獎同
學合影

食科所邀請鼎泰豐楊紀華董事長蒞臨演講

60 年前起源自台北市信義路上的小油行，轉型

賣小吃後，靠著小籠包紅遍全球。至今已在 12 個

國家開出 162 家分店，成為臺灣打進「世界盃」最

成功的餐廳品牌。食科所於 2020 年 9 月 23 日特

邀鼎泰豐楊紀華董事長蒞臨演講，楊董事長首先分

享以平實、嚴謹、率真之理念經營到如今，1996

年鼎泰豐在日本開第一間店，與講究細節、重視

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標準作業

程序的日商合作後，楊董事長開始建立 SOP，從材

料、餡料重量、作法等細節逐一標準化。楊董事長 :

「在那之前，我們的師傅做小籠包都是憑感覺，太

濕就多加兩瓢粉、太乾就多加兩瓢水。直到日本派

3 名師傅來台受訓，他們對餡料的精準度很在意，

多少水、多少粉都要固定下來，才發展出店裡現在

的 SOP。」雖然位處董事長高位，但卻每天巡店，

楊董事長深知第一線的工作量與壓力，於是給出高

於業界的薪資，占總成本 56% 的人事成本，「我一

直認為我們的工作量很大、也很辛苦，多給一些薪

水是應該的，不然對不起員工跟他們的家人。我覺

得這樣可以凝聚向心力，大家會更願意為了品牌去

奮鬥。」從食材到服務的堅持，鼎泰豐成為台灣美

食指標之一，楊董事長依舊要求自己和員工，「我

們的一舉一動大家都在看著，更要謙虛、細膩。」

在這美食王國內外，人聲鼎沸，楊董事長明白，唯

有不忘最初的同理心，才能帶著眾人，走得更遠。

鼎泰豐楊紀華董事長 ( 前中 ) 與參與教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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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1 日食科所邀請中華穀類食品

工業研究所施坤河所長蒞臨演講。施所長一開始分

享中華穀研所早期發展至今之演變，後續分享烘焙

行業之特性，過早期去烘焙食品業被視為傳統生產

製造業，產品生產多樣性、量少、變化性大且沒有

單一明確標準規格，故其勞力需求極高。小型烘焙

店中以單店經營、自製自銷之傳統烘焙店占比最高，

約近 8 成 (77%)，其次為分店行烘焙店 (11%)，連

鎖烘焙店經營方式位居第三 (6%)，而這些小型烘焙

店，大多強調現做現烤，新鮮販售。反之隨時代轉

變台灣烘焙產業產值超過 640 億台幣，台灣共超過

5500 家麵包店，賣麵包之便利商店超過 1 萬家及咖

啡店超過 2 千家。另外 1960 年代台灣主要糧食是

稻米，當時小麥生產約 4.5 萬公噸，但 2011 年開

始台灣小麥進口量已達 120 萬公噸。麵食方面台灣

從 1960-1970 年烘焙工業進入現代化時期，1980-

1990 年經營管理新理念及小型自動化生產，直到

1990-1999 年消費者需求提高，烘焙業轉型預拌

粉、冷凍麵團及產品代工業興起。由此可知烘焙產

業隨時代發展日益興盛，另外施所長進一步分享在

麵包製作過程，強調酵母的重要性，因酵母扮演膨

大劑、麵團改良和風味製造者。最後鼓勵學生，不

管各領域平時努力學習充實自我，只要肯下功夫，

終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食科所邀請中華穀類食品工業研究所施坤河所長蒞臨演講

穀研所施坤河所長 ( 前排左三 ) 與參與教師合影

在食科所鄭光成教授及丁俞文副教授帶領下，

師生們於 2020 年 10 月 23 日前往正瀚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參訪。於實驗區參觀過程中，讓同學瞭解公

司目前的研究方向—解決農業生產過程中，各種會

影響品質及產量的問題。鄭老師與丁老師並分別就

其在發酵及新式加工領域之成果與公司研發單位同

仁分享。正瀚生技利用人工氣候室模擬農作物在不

同環境下的生長，再藉由外觀、代謝體學、蛋白質

體學以及基因體學等層面，判斷植株發育過程的問

題所在，透過系統性的研究及數據統計，進而提出

各種解决方案。於中央實驗區參觀結束後，下至一

樓風味品評室對不同的咖啡沖泡方式進行講解以及

讓同學實際操作，其中包含聰明濾杯、虹吸、及手

沖等，接著學習咖啡品評的基本方法。最後，開放

問答及交流，讓大家更深入的瞭解生技業未來的走

向，而本次的企業參觀活動也在許多張團體合照下

圓滿落幕。藉由這次的機會讓學生對業界有更進一

步的認識，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有極大的幫助。

食科所師生參訪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合影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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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所開設的「前瞻科學論壇」目的在透過不

同領域的專家學者演講，讓師生有不同的知識刺激

及開闊眼界。在 109 學年度，生技所邀請多位各行

業專家蒞臨分享職涯歷程及未來社會趨勢，講者包

含：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碩士學位學程助理

教授劉彥良博士、國立陽明大學基因體學臨床及產

業應用發展中心服務經理／腫瘤惡化卓越研究中心

專案助研究員花嘉玲博士、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廖育德博士、達易特 (Gene Target) 集團董

事長陳怡芳博士及執行長熊思愷博士、交通大學機

械工程學系教授吳宗信博士、群帆總經理林殷如專

利師、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李揚漢博士、中

研院李遠哲前院長、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陳相因

副研究員、電影老鷹想飛導演梁皆得先生、中美製

藥公司董事長特助林命權先生、光拓彩通照明設計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孫啟能董事長等講者。

吳宗信教授在 2020 年 11 月 13 日蒞臨演講深

入淺出介紹太空火箭的發展，強調跨領域整合的重

要性。讓本所的學生受益匪淺。吳教授表示，臺灣

產業鏈具備成熟的火箭所需之工藝，因此很適合發

展小型載酬火箭，開發太空商機，研發自有火箭技

術刻不容緩，可配合臺灣商用衛星技術發展。

梁皆得導演在 2020 年 12 月 18 日蒞臨演講侃

侃講述他開始從事大自然攝影工作心路歷程，從一

個外行人靠著自學與熱忱，才有今天讓人動容的作

品。為了「老鷹想飛」他走訪多個國家，也踏遍臺

灣可發現老鷹的每個角落，花了 23 年的時間完成這

部作品，講述自己對理想的堅持與對臺灣土地的熱

愛。

中美製藥林命權博士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蒞

臨演講用深入淺出的方式，為同學講解植物新藥和

小分子藥跟生物製劑的不同，並分享一個植物新藥

要成功需要的條件包含：好的 target、穩定的原料

供應、好的原料來源、跟好的團隊。另外，成功的

專利佈局也是不可少的關鍵！

生技所舉辦「前瞻科學論壇」專題演講

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吳宗信
博士與海報合影

電影老鷹想飛梁皆得導演與邀請人
陳仁治副教授合影

中美製藥公司董事長特助林命權先
生與邀請人游舒涵助理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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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醫學程於 2020 年 10 月 5 日邀請行政院農委

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陳健忠退休研究員，以「果

實蠅的發生與防治」為主題進行演講，介紹果實蠅

的生活史、遷移行為、環境適應性及其防治策略等。

果實蠅屬於雙翅目、果實蠅科，目前全世界的果實

蠅約 4500 種，臺灣已紀錄有 159 種，其中最常見

的為東方果實蠅、瓜實蠅和南瓜實蠅等三種。果實

蠅為重要檢疫害蟲，可危害柑橘、芒果、蓮霧、番

石榴、楊桃、紅龍果、木瓜、梨、福木和欖仁等。

果實蠅為了取食、交尾和繁殖產卵，常會在不同棲

息地遷移。為了更瞭解田間果實蠅危害情況，除了

需要調查果實蠅族群或數目之外，還需要調查相關

因子，如果實蠅種類、性別、體型（腹部、顔色、

大小）、蟲齡、分佈、天敵、入侵和遷出方向等。

除此之外，陳研究員也提及可使用含甲基丁香油或

克蠅滅殺雄蟲，或是使用果實套袋和網室隔離等策

略來預防果實蠅的危害；然而，當果實蠅密度高時，

農民一般只能靠定期噴施推薦藥劑或採用全園噴灑

撲殺的防絕方式應對。最後，陳研究員也期許未來

會有更多研究人員投入相關研究，共同建立更有效

率的果實蠅綜合管理系統，以達到減少施用農藥的

目標。

植醫學程邀請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陳健忠退休研究員蒞臨演講

陳健忠退休研究員 ( 第一排右一 ) 及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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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醫學程邀請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的廖偉志研究員與杜亞潔研究員，於 2020 年 11

月 9 日以「田間殘留試驗之特色」與「作物分群

現行規範與修訂建議介紹」為主題進行經驗分享。

農藥殘留容許量與食品安全一直是國人所關心的議

題，目前台灣殘留試驗主要參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

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簡 稱

CAC）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

稱 OECD）的田間試驗、採樣、樣品前處理方式及

殘留試驗結果分析方法等。在農藥登記時，殘留量

試驗需按照良好農業操作方式（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簡稱 GAPs）施用農藥，方可得到該作

物上具代表性之農藥殘留量數據，進而評估與訂定

作物之安全採收期。

杜亞潔研究員介紹了現行的規範與修訂建議的

目的。在「農藥田間試驗準則第二條中，明訂單項

使用範圍係指登記使用在單一作物及有害生物種類

者；但若是延伸使用範圍的話，即是指登記使用在

群組化作物與有害生物種類者。杜研究員指出現行

農藥殘留量試驗作物缺乏精細分群，應依代表作物

試驗資料推估建議之容許量，但現行規範無法涵蓋

群組内作物之殘留量，例如乾豆類作物。最後，講

者們希望現行規範可與國際訂定的殘留容許量標準

一致化，方可與國際分群接軌。

植醫學程邀請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廖偉志研究員與杜亞潔研究員蒞臨演講

廖偉志研究員 ( 第一排左二 )、杜亞潔研究員 ( 第一排左三 ) 及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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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臺大生農學院之資源挹注於雲林，並協助

其農業的推動與發展，經與雲林青農代表討論當地

農友急迫所需之知識，由農推會規劃與安排，分別

邀請昆蟲系、園藝系 3 位老師開設 3 堂農推課程，

於雲林分部鋤禾館免費開放給雲林農民。第一堂於

2020 年 11 月 23 日由昆蟲系的許如君教授「農藥

的有效使用 ｣，第二堂於 12 月 3 日由園藝系林淑怡

教授「蔬菜寒害徵狀與防治對策－以葉菜與果菜為

例 ｣，第三堂是 12 月 7 日由園藝系陳右人教授「果

樹的寒害與預防 ｣，三位教授皆搭配大量圖片與實例

說明，讓學員清楚瞭解相關知識，面對極端氣候下

能有更多的因應之道。

農推會於我校雲林分部辦理 3 堂農推課程

許如君教授授課

為建構吸引青年從農的環境，「新農系統化培

訓農夫黑皮膚創生工作坊」在 2021 年 1 月 26 日於

農陳館舉行，是次活動由宜糧行、農夫黑皮膚團隊

主辦，由，農推會協辦。工作坊首先由主講者龔哲

敬執行長介紹他在宜蘭從農所面臨的大小事，集結

相同理念的農民或半 x 半農的伙伴組成宜糧行團隊，

期待建構一個新農系統化的培訓，吸引更多新血的

加入，希望能拿回農民的主導權，來翻轉農業形象。

工作坊下半場是將活動者進行分組，用主題式的形

式進行討論，每組並分派一位神秘嘉賓（ex. 農友、

業師、創業家等）進行經驗分享和討論引導，也讓

在座所有活動者，能有更深的互動與資訊交流。此

工作坊辦理目的，是提供一個培訓的指引與陪伴，

讓想加入農業的有志者，有所依循；而對已在農業

領域耕耘許久的築夢者，亦可透過工作坊的交流，

檢視自身從生產到銷售中還有什麼環節可以改變和

創新。

農推會協辦「新農系統化培訓 x 農夫黑皮膚創生工作坊」

活動大合照

林淑怡教授授課 陳右人教授授課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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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專業學院於 2020 年 10 月 6 日邀請成功大

學醫學院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王應然特

聘教授蒞臨演講，講題為「自體吞噬作用在奈米毒

理的新進展及其在安全評估相關的替代測試應用」。

王教授目前擔任台灣毒物學學會的理事及臺灣保健

食品學會兩岸學術交流委員會副召集人，學術專長

為化學致癌及癌症化學預防研究，近十年王教授的

研究團隊致力探討細胞自體吞噬作用於奈米毒性的

角色。多年來探討化學汙染物質如何調控細胞自體

吞噬作用，並延伸至探討奈米對細胞自體吞噬作用

的毒性作用，一系列的研究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

建立細胞自噬作用如何作為奈米物質進入細胞後重

要的毒性評估指標。

王教授在斑馬魚胚胎模型評估奈米毒性物質的

經驗提供國際相關研究的重要參考，並為我國管理

單位建立重要的評估模式。王教授非常熱情地分享

如何勇於挑戰新領域、積極累積相關的研究成果投

稿國際期刊豎立標竿、如何引導具有研究潛能的研

究生投入研究工作及如何統整重要的研究方向規畫

整合計畫的萌芽及執行等，演講後由張芳嘉院長致

贈感謝狀與紀念品，期待王教授日後與獸醫專業學

院能有更多的交流。

王應然特聘教授蒞臨獸醫專業學院演講

張芳嘉院長（右）致贈王應然教授（左）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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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儒博士蒞臨獸醫專業學院演講

獸醫專業學院在 2020 年 11 月 10 日邀請曾

在美國聯邦疾病管制預防中心 (CDC) 傳染病病理

部任職的謝文儒博士到院，發表專題演講：「One 

Health:  Impact of Emerging Zoonoses and The 

Roles of Pathology」。One Health 傳達整合動

物、人類與環境之健康的概念，強調動物、人類與

環境三者之間互相依存，都是 One World 的一部

分，三者之間息息相關，互不分離。許多疾病的發

生都與這三者相關，環境改變造成病原暴露，病原

暴露造成動物發病，動物發病後又傳染給人類，不

論是瘧疾、禽流感、SARS，或是最近造成全球恐慌

的 COVID-19，對人類健康的影響都不容小覷。

謝博士以自身在美國 CDC 工作的經驗為我們講

述疾病的發展。拜現代運輸科技發達所賜，讓人在

短時間內跨國移動，也加速了疾病傳播，讓許多病

原突破地理限制。如 COVID-19，在疾病爆發後的

2 個月內便造成全球確診病例數破萬。臺灣也無法

倖免，從 2020 年 1 月 21 日確診第一例境外移入個

案後，陸陸續續一直有病例出現。此次疫情在全球

造成莫大的生命財產損失，何時才能恢復秩序，是

個無解的問題。

謝博士最後強調，人類健康與動物健康非常緊

密相關，目前已知有 75% 的流行病為人畜共通傳染

病。One Health 的概念就像在教導我們看待自然及

看待萬物的方式，並不能以人類為重，而應平等以

視之，是一個重要且需受重視的議題。 

    
張芳嘉院長（右）致贈王應然教授（左）紀念品

系所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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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異動情形

單位 姓名 職務 人事異動狀態
(退休 /新任 /借調 ..)

農藝系 陳文亭 技士 新任
生工系 侯文祥 教授 退休
生工系 黃宏斌 教授 借調
農化系 李佳音 教授 退休
動科系 吳兩新 教授 退休
昆蟲系 李後晶 教授 退休
農經系 陳暐 助理教授 新任
生機系 陳林祈 教授兼任學務處副學務長 新任
生傳系 郭蕙如 助理教授 新任
臺大農場 鄒麗雲 人事管理員 新任
實驗林 王俊豪 生傳系教授兼功能性副處長 新任
實驗林 余家斌 森林系副教授兼功能性副處長 新任
實驗林 鍾立展 技正兼和社營林區主任 新任
實驗林 陳和田 技士兼秘書 新任
實驗林 莊閔傑 副研究員兼木工廠主任 新任
實驗林 周宏祈 研究助理兼水里營林區主任 新任
實驗林 劉威廷 研究助理 新任
實驗林 莊傑安 技士 調任
實驗林 張羽涵 技士 考試分發 新任
實驗林  宋英平 技士 考試分發 新任
實驗林 戴紫苑 技佐 考試分發 新任
實驗林 周良虹 技佐 考試分發 新任
實驗林 楊曜丞 技佐 考試分發 新任
實驗林 林筠梵 約僱票務員 新任
山地農場 廖啟智 管理組組長兼任翠峰分場主任 新任
山地農場 林書平 管理組組員兼任春陽分場主任 新任
山地農場 廖啟智 管理組組長代理秘書 新任
山地農場 吳忠憲 組員 退休
動物醫院 蘇璧伶 兼院長 新任
動物醫院 蔡函儒 兼主任 新任
動物醫院 余品奐 兼主任 新任
動物醫院 王尚麟 兼主任 新任
動物醫院 李雅珍 兼主任 新任
動物醫院 王家琪 兼主任 新任
植醫中心 許如君 教授兼主任 新任
植醫中心 鍾嘉綾 副教授兼執行秘書 新任
植醫中心 吳岳隆 副教授兼服務及行政組組長 新任
植醫中心 林雅芬 助理教授兼研究組組長 新任
植醫中心 楊爵因 助理教授兼國際交流組組長 新任
植醫中心 曾惠芸 助理教授兼教學組組長 新任

人事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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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後晶教授於 1974 年 (B63) 進入臺大昆蟲系就

讀，乃是系上的大學長。赴美深造後即回母系服務貢

獻所學，長期在「昆蟲行為學」與「時間生物學」中

耕耘，為臺灣奠定昆蟲生理時鐘研究之基礎，培育人

才無數。

2021 年 1 月在臺大生農學院院長盧虎生教授、

昆蟲系徐爾烈名譽教授、吳文哲名譽教授、蕭旭峰主

任以及植微系洪挺軒主任等諸位師長與好友之祝褔

下，望李後晶老師 退休生活愉快。

李佳音教授自 1989 年於農化系任教 32 年，

2001 年擔任本系第 9任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並兼

任實驗農場農業化學組組長。李佳音教授自任職以

來，治學嚴謹，熱忱坦率，深獲學生愛戴，擔任系主

任期間，全心投入系務，展示出慈祥又堅毅的巾幗不

讓鬚眉的風彩。

李佳音教授主授普通微生物學及實驗、微生物生

理學、分子生物學、核酸探針導論、環境微生物學、

環境生物技術及食品生物技術等課程。研究專長領域

為腸炎弧菌多種蛋白酶的生化特性及調控、磷脂質生

合成途徑關鍵酵素的基因及生化特性、高溫酵母菌的

篩選及利用、微生物多源基因體的開發及應用、微生

物聚羥基烷酸酯的生產及調控、以分生及蛋白質工程

技術研發新型微生物酵素，以利工業及醫藥用途；利

用分生方法配合生化方法，研發快速檢測食品及環境

中的微生物。

農化系為感念李佳音教授 32 年來的奉獻，特於

2021 年 1月 27 日舉辦李佳音教授榮退歡送會，盧虎

生院長親臨致詞，全系師生感謝她在農化系 32 年無

私的奉獻與對教育這塊園地的貢獻，預祝老師退休後

悠遊人生，心想事成。

農化系李佳音教授榮退 - 春風化雨三十二載

盧虎生院長 ( 左二 )、李佳音教授 ( 右二 )、生技系楊
健志主任 ( 右一 ) 與農化系王尚禮主任 ( 左一 ) 合影

昆蟲系李後晶教授退休歡送茶會

張俊哲教授 (左一 )、徐爾烈名譽教授(左四 ) 、李後晶教授 (左五 ) 、 盧虎生院長 (左六 )  、 主任蕭旭峰教授 (左
七 ) 、 吳文哲名譽教授 ( 左八 )  、植微系主任洪挺軒教授 (左九 ) 合影

人事異動



 67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院訊  第 32 期  ｜  春季  2021

〜兩袖春風躬勤儉  新裁化雨孜不倦〜

吳兩新教授和本系結緣於 1976 年大學入學，分

別於 1982、1989 年取得本系碩士及博士學位，先後

曾擔任本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於 1999 年升任為

教授，2006 年 2月 6日至 2009 年 7月 31 日兼任本

系系主任，2021 年 2 月 1 日退休，並獲聘為本校名

譽教授。前後有長達 45年的緣份！

吳兩新教授主持本系生理學研究室，專長領域為

動物解剖生理學、動物內分泌學、動物生殖生理學、

動物氣候生理學等。教授自任職以來，熱心負責，協

助歷任系主任行政業務，熟稔系務運作，參與本系教

學研究之轉型及發展不遺餘力。本系於 2005 年更名

為動物科學技術學系，2006 年在吳教授時任系主任

的帶領下，爭取資源改善教學研究環境，新建及改

善實驗動物舍，將教學研究發展著墨於生物技術於動

物科學之應用，做為生物科技教學研究與生技產業之

平台，對於本系培育生物科技研發與技術人才，厚植

生技產業實力，功不可沒。此外，教授於任內亦積極

推動國際交流與合作，包括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國

外知名專家學者蒞系訪問、薦送學生出國海外暑期實

習，並籌設獎學金補助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對於

凝聚學系向心力，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培植學術研究

人才，有實質成效。

吳教授為人勤樸，是一位專注於教學服務、做事

認真負責、樂於提攜後進，任職 40 年，負責教授大

一必修課程「動物解剖生理學及實習」，帶領學生進

入動物專業領域的殿堂，桃李滿天下，本系多位後進

教授均為吳教授的學生。此外，吳教授更是一位DIY

巧手職人，靠著吳教授自行設計或改造簡單實驗器

材，常達到意想不到的功效，每每學系有日常修繕小

問題，大家都知道，找吳教授就會有辦法 !!

本系於 110 年 1 月 29 日舉辦「吳兩新教授榮退

感恩歡送會」，丁詩同教務長全程與會，劉嚞睿副院

長代表致贈吳教授琉璃雕飾一座，本系吳信志主任代

表動科系全體同仁致贈「九如呈祥」金箔畫一幅，題

字：「兩袖春風躬勤儉  新裁化雨孜不倦」。吳教授

於 2月 1日正式退休，大家均感依依不捨，在此深深

感謝教授這麼多年來為母系的努力付出，誠摯祝福教

授萬事如意、健康快樂！如魚得水般的悠遊自在 !

動科系吳兩新教授於 110 年 2 月 1 日榮退

劉嚞睿副院長 ( 右 ) 代表學院致贈琉璃
雕飾一座給吳兩新教授 ( 左 )

吳信志系主任 ( 右 ) 致贈金箔畫一幅感謝吳兩新教授 (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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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暐博士為農經系 2021 年 2 月新聘助理教授。

陳暐博士是 b93 以及 r97 的經濟系校友，並於 2017 

年在美國 Ohio State University 取得經濟學博士學

位，同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市場學系擔任博士後研

究員，之後在中國大陸深圳大學心理學院擔任副研究

員，本校社科院行為與資料科學中心擔任助理研究

員，臺灣中央大學企管系擔任助理教授。陳暐博士

的研究領域包括神經經濟學、行為經濟學以及資料科

學，主要的研究主題聚焦在個人的學習與決策行為與

賽局中的決策行為，過去論文發表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以及 

Theory and Decision 等國際期刊。2019 年，陳暐

博士以 “深入研究頓悟學習：計算模型與神經機制之

應用” 為主題獲得了科技部愛因斯坦培植計畫 5年的

補助，未來幾年也會以此主題為主要研究方向。期許

未來能將實驗與資料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農經系，並

增強學生們對於經濟學理論與實證的認知。

郭蕙如助理教授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取得社會

學博士，曾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

究員，先後參與「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及「臺

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等大型社會調查計畫，並於

2020 年 8 月加入生傳系。郭博士的研究重心多運用

社會科學計量方法與空間分析，依據農業生態系統之

架構，分析中介層面的社區資本以及永續農業發展的

社會、經濟、文化等因子，評估不同社會單位與農業

生態系統的交互方式，探討農業永續性和環境發展的

人為因素。研究主題包括：美國有機農業發展的社會

經濟脈絡與空間特性、農業永續性的實證測量方法、

環境議題的跨國比較分析、以及臺灣的農業結構與農

鄉變遷。其中，有感於臺灣農業發展的特殊性，如受

到國際政治經濟結構以及國內農業政策的影響而面臨

的各種挑戰，郭博士近期積極嘗試串聯公務統計資料

以及社會調查資料，希冀以農業發展的古典命題為起

點，透過實證研究探索當代臺灣農業發展的社會經濟

地理圖像，除了有助於理解臺灣農業實況與變化，期

許能深入呈現農業、農民、與農村在社會經濟文化層

面所交織的整體圖像。

農經系新聘陳暐專任助理教授

陳暐專任助理教授

生傳系新聘郭蕙如專任助理教授

郭蕙如助理教授

人事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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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醫院院長季昭華教授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

奉核派兼動物醫院院長，至 109 學年度任期屆滿。院

長乙職經校長核定，由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蘇璧伶教

授自 109 年 8月 1日起兼任。

於 109 年 7 月 31 日下午，於本醫院三樓會議室

辦理新卸任院長交接典禮及迎新送舊茶會，由生農學

院盧院長擔任監交人，臺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宋念潔

處長、臺北市議會楊靜宇議員、臺北市獸醫師公會張

振東理事長等貴賓均應邀出席觀禮，場面十分溫馨隆

重。

盧院長及各方貴賓致詞時，對季院長於任內積極

推動動物長照工作、發展動物整合醫療、整建改善醫

療環境、購置最新檢測儀器等工作，並提供獸醫教學

完整實習及現場教學的各項需求，表達肯定與嘉勉之

意。並期許新接任蘇院長在現有基礎上，能就動物專

科醫療、教學研究等工作不斷革新，更加精進，為促

進動物醫療照護，善盡最大之努力。

新任蘇院長係德國慕尼黑大學獸醫學系博士，自

88 年 2月 1日即至本校獸醫系任教 , 並於 96 年 8 月

1日調至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任教迄今，教學及臨床

經驗豐富，且對動物臨床醫療及獸醫專業人力培育充

滿熱情與抱負。相信動物醫院在她的帶領下，必能持

續提供高品質的動物醫療服務，開創獸醫教學研究新

局。

新舊院長交接典禮與會貴賓大合影

動物醫院新舊院長交接典禮暨迎新送舊茶會



70 

植物醫學研究中心籌組新團隊
植物醫學研究中心為院內為促進植物醫學之研究

與服務，並整合全院相關領域而設立。中心目標為加

強植物健康管理科技、綜合診斷、整合性防治、經濟

效益管理等之研究、教學與服務，並積極與業界跨域

合作，促進有機及永續經營之農業發展。目前中心服

務項目除了提供植醫相關諮詢外，也提供荔枝椿象防

治之生物防治服務。未來植物醫學研究中心將積極促

成產官學三方的合作，推動全面且整合性的植物健康

管理策略。許如君教授接任植物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許如君教授為昆蟲系教授，專長領域為昆蟲抗藥性研

究，參與台灣多種重要害蟲的防治工作，包括發展利

用天敵平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等，為政府與民間農業

相關部門的重要諮詢專家之一。中心其他組織成員由

多位生農學院不同專長的老師所組成，執行秘書鍾嘉

綾副教授（植物病理暨微生物學系）、服務及行政組

組長吳岳隆副教授（昆蟲學系）、研究組組長林雅芬

助理教授（農藝學系）、國際交流組組長楊爵因助理

教授（植物病理暨微生物學系）、教學組組長曾惠芸

助理教授（昆蟲學系）。

植物醫學研究中心成員，分別為主任許如君教授（上排左一）、鍾嘉綾副教授（上
排中）、吳岳隆副教授（上排右一）、楊爵因助理教授（下排左一）、林雅芬助
理教授（下排中）、曾惠芸助理教授（下排右一）

人事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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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系舉辦系友大會

活動報導

農藝系系友會往年固定於 3月校園杜鵑花開時節

舉行「系友大會」，這次由於疫情肆虐延至 2020 年

7 月 11 日於臺大農場洋菇館及曬穀場舉辦。本次系

友活動由蔡憲宗理事長主持、林彥蓉教授擔任司儀，

在進行會務報告及議案投票後，特別為系友們舉辦了

一場「開心農場」趣味活動，包含碾米體驗、手作餅

乾DIY、夏日午後品茗、磯小屋稻米文化洗禮及田園

蔬菜採收樂等互動式活動，現場更有城南有機蔬菜及

特製農產品的義賣，會後也安排了師生餐敘交流，讓

眾人回憶學生時代與師長相處的舊時光，期望系友精

神傳承不斷，為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蔡憲宗理事長 ( 左 ) 與劉力瑜教授 ( 右 ) 合影 系友大會摸彩得獎系友合影

植微系舉辦「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研究計畫發表會」

植微系於 2020 年 10 月 24 日舉辦「109 學年

度第 1學期研究生研究計畫發表會」，在場教師對於

研究生所提出的研究計畫，適時的提出問題及建議，

並協助同學們釐清研究重點，探討研究可行的發展方

向，讓研究生獲益良多。本活動特別感謝張雅君教授

實驗室的用心規劃及所有師生的熱情參與，讓本次的

研究生發表會劃下圓滿的句點！

植微系研究生研究計畫發表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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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昆蟲系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合作策劃「蝴蝶與福蝶：

藝術與科學的共鳴」特展，從科學、文化及藝術的角

度切入，詮釋蝴蝶多樣繽紛的樣貌。展覽結合了臺博

館的藏品、昆蟲系的蝴蝶標本以及楊平世名譽教授收

藏的蝴蝶文物等，共展出 342 件展品，自 2020 年

11 月 3 日至 2021 年 4 月 25 日於臺博館一樓西展間

展出。

此展由藝術和科學的視角切入，展場分為「人文

藝術區」、「秘密花園生態區」及「保育主題區」三

個展區，從蝴蝶的故事、詩詞和歌謠開始，談蝴蝶的

藝術創作，再從科學的面向談蝴蝶的起源、分類、形

態、生活史、食性、偽裝與擬態、保護色和警戒色、

飛行與遷移，以及蝴蝶的保育行動，期望以蝴蝶為主

題的藝術與科學展覽引起民眾的呼應和共鳴。

楊平世教授是著名的昆蟲學者，長年專注於生態

保育和科普教育相關工作。先前因教學需求開始蒐集

昆蟲相關的文物，從此步入了昆蟲文物的收藏世界。

楊教授表示，參觀民眾可以在展場看到珍貴的蝴蝶標

本，還有代表性蝴蝶文物，包含蝴蝶畫作（蝴蝶繪畫、

生物繪畫及蝶翅畫等）、各類造型的蝴蝶玉佩、古玉

新鑲蝴蝶佩飾，以及蝴蝶首飾和鼻煙壺、紙鎮、瓷枕、

繪扇等珍貴歷史文物，也希望可以進一步與民眾分享

背後的昆蟲學問。此展非常適合家庭及親子觀眾參

觀，也希望透過展覽及推廣活動，呼籲大家共同關注

蝴蝶保育議題。

昆蟲系協辦國立臺灣博物館「蝴蝶與福蝶」特展

活動報導

「蝴蝶與福蝶特展人文藝術區 - 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前排右五)為策展人楊平世教授(右四)為臺博館洪世佑館長(右三)為蔡志偉副教授出席開幕典禮的貴賓合影-
臺灣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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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標本館受新北市坪林茶業博物館廣召，與臺

灣歷史博物館、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大動物博物館、

郵政博物館、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林試所

植物園等專業博物學館所攜手合作，展出各單位所珍

藏的精采典藏品。

「茶山學」特展自 2020 年 7月 13日至 2021 年

6 月 20 日於新北市坪林茶業博物館展出。展場分為

「紙張上的史地學」、「山林間的博物學」、「巷弄

間的人類學」三大展區，透過史地學家、博物學家及

人類學家的探索眼光，以飽含詩意及哲思的視野，帶

領大家認識坪林的茶業文化、人文情感與自然生態等

在地特色。此次特展，本館提供約一百種昆蟲標本參

與展出，包含獨角仙、金龜子、天牛、蝗蟲、蝴蝶、

蛾類等昆蟲標本，讓參觀民眾都可以近距離觀察昆

蟲，讚嘆大自然的神奇！

昆蟲標本館辦理昆蟲科普講座
昆蟲標本館於 2020 年 11 月 14 日及 15 日分別

辦理三場的昆蟲科普講座，活動主題分別為「奇妙的

甲蟲世界」、「水生昆蟲的世界」與「森林中的隱身

小精靈：竹節蟲」吸引近 90 名國小學童與家長一同

參與。近年來，昆蟲飼養的風潮盛行，特別是甲蟲與

竹節蟲，然而社會大眾對於昆蟲的基本知識與生態保

育的概念卻相對不足，因此本次課程別邀請三位臺北

市立動物園保育員與昆蟲系學生，向學員們分享昆蟲

的飼養、昆蟲的基本結構與生理特徵，並強調保育觀

念之重要性，讓學員們學習到有關昆蟲的知識、如何

適當地照護飼養昆蟲與不棄養的生態保育概念。

學員學習標本製作與保存

昆蟲標本館協辦新北市坪林茶業博物館「茶山學」特展

創意手法展出玻璃罩裡的蛾類標本 -坪林茶業博物館
提供

「茶山學」特展展出各種昆蟲標本 -坪林茶業博物館
提供

參與課程活動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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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林業界於 2020 年 12 月 11 日舉行「109 年

年會暨會員大會」，吸引森林相關產、官、學界人士

超過 70人參與盛會。本次活動由王升陽理事長揭序，

並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致詞，會

中頒發森林學術獎、森林事業獎、優良基層人員獎、

大專院校獎學金 ( 包含劉慎孝教授獎學金、王子定教

授獎學金、黃國豐先生獎學金、中華林學會獎學金 )、

高農獎學金、森林學術獎等獎項，並邀請本次獲得森

林學術獎的郭耀綸教授及吳孟玲研究員進行專題講

座。

郭教授是森林系畢業系友，目前任職於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專長為育林學，其演講主題為「林木生態

生理研究拾穗」，郭教授回顧多年來林木生態生理學

的研究演變，提供最新的林木生理生態研究方向，讓

後進能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穩健前進。而吳研究員目

前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副所長，專長為

都市林管理及樹木健康管理，其演講主題為「樹木病

害的診斷技術開發之研究」，樹木健康管理與樹木醫

學之研究是國際趨勢，未來樹木病害的診斷技術開發

為林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

活動報導

109 年度森林系系友會舉辦歲末祝福會

吳成良理事長 ( 前排右三 )、黃建榮系友 ( 前排右二 )、曲芳華主任 ( 前排右一 ) 與系友及師生合影

為促進系友及在校生互動與連結，森林系於

2020 年 11 月 14 日舉辦第 2屆全國系友會第 1次會

員大會。適逢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且養生保健相關

議題受到國人關注，因此會中特別邀請 B72 的系友黃

建榮醫師進行專題講座，講題為「從新冠病毒談起－

瘟疫蔓延下的中醫養生」，黃醫師為現任臺北市中醫

師公會理事長，他以自身經歷與大家分享中醫的養生

之道，演講內容從中國歷史中對抗瘟疫的過程談起，

到符合現代人的養生藥膳，給予與會人員正確的知識

與觀念，內容精彩萬分，使人獲益良多。

中華林學會於森林系召開「109 年年會暨會員大會」

郭耀綸教授 ( 左二 ) 及吳孟玲研究員 ( 右二 ) 獲頒森林
學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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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承接環保署委辦計畫辦理室內植物淨化空

氣「種子教師」研習會，辦理時間為 2020 年 7月 28

與 29 日在高雄場，8 月 13 與 14 日在新北場，8 月

25 與 26 日在臺中場，9月 1 至 2 日在臺南場，9月

17 日與 24 日在臺北場。研習會由葉德銘教授及李哖

名譽教授主講，課程內容以多年研究成果為基礎，包

括室內植物淨化空氣原理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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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員

有社區管委會人員、環保公務單位、社區住戶、綠化

志工、社區大學學員與公司團體等，課後即進行測驗，

及格者名單送環保署空保處發放種子教師課程結業證

明書。本計畫於 2012 至 2020 年已完成辦理 106 場

次，計有 7,405 人取得證書。

園藝系辦理室內植物淨化空氣種子教師研習會

2020 年室內植物淨化空氣「種子教師」研習會由園
藝系葉德銘教授主持

園藝系與園藝福祉協會合作辦理「一期一會：賞花品茗茶會」
園藝系與台灣園藝福祉推廣協會於 2020 年 8 月

15 日合作辦理「一期一會：賞花品茗茶會」，活動由

張育森教授擔任指導與說明，首先進行茶的簡介，包

含茶的分類、來源、機能性成分、對身心的療效及台

灣茶種類與其歷史文化等，帶領學員現場體驗並認識

茶席元素，在茶席示範教學中也特別介紹五種具代表

性的臺灣特色茶，包括：碧螺春、文山包種茶、凍頂

烏龍茶、東方美人、日月潭紅茶，並且依序進行品茗

體驗，品茗同時搭配各茶項的特色、製法與典故說明，

並結合花藝的展示，提升品茗的品質與心靈的享受。

藉由品茗與講解茶文化並進的活動方式，使與會者更

加了解認識茶並且專注於茶的原始風味，期望透過本

活動，可讓普羅大眾更加喜愛並融入品茶的氛圍中，

以達推廣臺灣特色茶飲之目的。

「一期一會：賞花品茗茶會」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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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張育森教授團隊於 2020 年 10 月 24 日應

邀協助「109年度國立臺中科技大學USR實踐計畫：

鹿谷鄉導入特色休閒創新元素工作坊」，活動地點在

小半天休閒農業區遊客服務中心，主題包含：「茶文

化保健與品茗體驗」、「吉祥植物開運技能&五行豆

福字畫」、「樹木的人生哲理&創意苔球製作」等

專題講座及工作坊。活動中，張教授也安排了臺中科

大師生與在地業者進行座談交流，討論地方產業的創

生、精品茶葉、特色休閒、城鄉體驗與友善農產包裝

設計等議題，期待能在小半天休閒農業區導入綠色旅

遊和農業療育等新元素，透過「地方智慧產業創生中

心」、「精品茶葉科技躍升」、「友善農業形象包裝」、

「創新休閒特色遊轉」、「城鄉體驗鄉村商機」等共

學共伴的工作坊，研發休閒創新活動，結合在地特色

產業的利基與特色，帶動在地產業的經濟發展。

園藝系張育森教授團隊應邀協助「109 年度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USR 實踐計
畫」

參與工作坊人員專注於苔球製作並投入研發休閒創新
活動

園藝系張育森教授團隊應國民健康署邀請，於

2020 年 9 月 22 日和 10 月 29 日辦理 ｢2020 健康園

藝紓壓工作坊 ｣，活動主題包含香草植物香氛體驗和

滾石葉拓，並由張育森教授講解常見香草的故事和特

性，配合香草鮮品及乾品的聞香和品評體驗，最後帶

領學員進行滾石葉拓DIY，將香草植物的花朵和葉片

以滾石拓印在胚布上，成為獨具一格的藝術作品，同

時也幫助學員達到紓壓效果，獲得國民健康署參與人

員高度滿意。

園藝系張育森教授團隊辦理 ｢2020 健康園藝紓壓工作坊 ｣

｢2020 健康園藝紓壓工作坊 ｣滾石葉拓學員成品展示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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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醫學程「植醫實務研析」課程進行模擬農民講堂

植醫學程「植醫實務研析」課程於 2020 年 12

月 28 日舉行「柑橘整合性健康管理技術諮詢」模擬

農民講堂。本次模擬農民講堂共分為三大主題：金柑

土壤栽培與肥培管理技術、柑橘常見病害之整合管理

及柑橘主要蟲害綜合防治，分別由黃昱銘、梁維容、

劉沛軒、任修毅、李京樺及邵柔涵六位碩士生主講，

介紹柑橘相關的栽培管理技術、常見病蟲害種類及防

治等，現場更準備金柑供大家品嘗，而台下參與師生

們紛紛扮演農民角色，以農友關切的實務角度進行提

問。

這是植醫實務研析課程第二次舉辦模擬農民講

堂，現場也特別邀請到真正的農民一同參與，希望同

學們可以更加瞭解農民實際的疑問及需求。最後，林

乃君副教授也勉勵同學，藉此機會可以慢慢學習實際

授課與專討報告的差異，要把握每次農民講堂模擬的

機會，學習前輩們是如何將專業知識轉化為農民朋友

可以接受、理解的語言。

模擬農民講堂與會師生合影

臺大農場農藝分場為推廣「食農教育」，將試驗

教學空間結合農藝作物及友善農耕體驗，規畫設計 8

堂「食農教育－有機 LOHAS 栽培」課程，期望透過

實習方式深化農事體驗，原訂於 109 年度辦理第一季

與第二季各一梯次體驗課程，因廣受好評於第二季加

開一梯次課程，吸引廣大社區民眾的熱情迴響。

臺大農場農藝分場辦理 109 年度「有機 LOHAS 栽培」體驗課程

李建輝技士為學員示範農機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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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芳蘭路上的臺大農場園藝分場，背倚芳蘭

山，面向臺大校總區，20多年來，以友善農耕的精神，

經營管理 3.4 公頃園區，打造健康田園，維護生態及

生物多樣性，並持續推動「蔬果生態體驗園」等各項

校內外教育推廣課程活動，歷年參訪人數累計達 15

餘萬人。

為配合我國環境教育法的實施，分場同仁在 102

年及 103 年即陸續通過環境教育人員資格，並著手規

劃相關環境設施、人員訓練、資源盤點、教案設計、

經營管理等各項評鑑要求，終於在 109 年 11 月 3 日

獲得「行政院環保署認證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此一認證除了代表對分場同仁近十年來所付出努力的

肯定，也賦予同仁及志工繼續推動環境業務，提昇本

校社會及國際形象，並達成環境教育使命的力量。

臺大農場園藝分場通過「環保署國家級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臺大農場園藝分場獲頒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場域認證

( 左起 ) 白鈞尹技士、主計薛芝蕙主任、人事鄒麗雲管理員、沈志誠技正、同仁時園棣先生、前前場長張育森
教授、前場長葉德銘教授、場長潘敏雄教授、副場長洪傳揚教授、林士江秘書、園藝組主任李國譚副教授、鐘
秀媚技士、志工們與認證指示牌合影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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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農場畜牧組雨、廢水分離工程竣工
臺大農場畜牧組之廢水處理，主要是以三段式

廢水處理方式，處理後之廢水直接排放雨水溝，為達

成排放廢水之標準及符合環保局經常不定期查驗排放

廢水及水質要求，常導致處理廢水之機器設備耗費甚

鉅，甚至稍有不甚就有被開罰或關場之可能。

四年前，為配合環保局積極提倡廢水零排放及農

場畜牧組之永續經營，開始著手建置雨、廢水分離之

相關設備，並將初步處理廢水直接納管集中至衛工處

廢水場處理。雨、廢水工程，歷經丁詩同教授及同仁

多年的努力，從提案書面報告、籌備整個工程款項經

費、執行過程中面林工程法規及施工難度，全程歷經

約莫四年之工程期，最終於 2020 年 6 月順利完工，

該工程經臺北市衛工處嚴格審查後，同意廢水直接納

管集中至衛工處廢水廠處理，同時北市環保局亦對臺

大農場解除排放水之列管。感謝在此工程啟動及施工

期間共同努力之長官及同仁們，因為大家不辭辛勞與

無私奉獻，方能完成此一艱鉅之任務。

畜牧組乳牛

臺大農場園藝分場引進電動智能割草機器人進行草坪維護

臺大農場園藝分場擁有廣大的綠地空間，其中

「益康教學園區」擁有校園中少有的廣大草坪，以往

養護工作需以專人操作駕駛式或背負式割草機定時進

行割草，除了人力與時間成本高，易受天候限制外，

割草時引擎產生的廢氣及噪音，亦造成空氣汙染，嚴

重干擾園區內的教學活動。為了改善這些問題，園藝

分場於 2020 年年底，引進國內首款，由本校校友自

行開發的「電動智能割草機器人」，經過定位設定後，

機器人即可在無人操作與監控下，隨時自行完成割草

作業，不受天候與時間影響，亦不產生噪音與污染，

園區草坪品質與維管效率大幅提昇，「割草機器人」

更成為報名參加食農教育的學齡兒童們一個探索智慧

農業的有趣教材。 電動智能割草機器人進行草坪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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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農場六棟溫室自 1982 年興建使用至今，設

備老舊，結構也多有破損，影響院內師生相關教學及

研究進行。有感近年來作物科學研究日新月異，對於

溫室環控設施的需求更顯重要。為改善試驗研究溫室

環境，盧虎生院長極力向農委會爭取溫室改善經費，

並獲農委會「智能溫室及數位專家栽培系統之研究」

計畫同意補助，分兩年度（109 年至 110 年）執行。

此溫室修繕案，將在原溫室設計架構下導入新式溫室

設計和設備，每間溫室將新增鷗翼式電動天窗系統、

降溫風扇水牆系統，同時建構自動化控制系統。109

年度已完成第一期三棟溫室之規劃設計與工程招標，

相關修繕工程並於 2020 年 12 月開工，合約工期 6

個月，預計於 2021 年 5月初完工。

為增進民眾對生活中植物的認識，實驗林特別規

劃「經緯之間 -纖維植物」特展，於 2020 年 9月 12

日至 12 月 14 日在竹山鎮下坪熱帶植物園中展出。本

次特展邀請到國內知名纖維植物專家孫業琪老師協助

籌劃，透過孫老師的巧手及收藏，讓民眾一窺纖維植

物的美妙世界，從不同的植物部位來看纖維利用，包

括根部纖維、鞘狀柄纖維、禾桿纖維、藺草纖維、蔓

藤纖維、樹皮纖維、韌皮纖維、木質纖維、籜鞘纖維、

葉肉纖維等，有系統性的整理出經緯之間的脈絡，植

物種類介紹更是多樣且豐富，從一般人熟悉的棉花、

稻草、藺草、玉米籜、編織，原住民使用的黃藤、月

桃、山棕、葛藤皮、苧麻、芒萁等植物。

孫老師為國內纖維植物的研究、傳承與編織教導

的著名專家，常受邀舉辦個展和傳統編織技藝教學，

並多次代表臺灣與國際纖維專家進行交流，此次實驗

林管理處特別邀請到孫老師前往下坪自然教育園區合

作辦理纖維植物特展，會場並有杯墊編織DIY 活動，

期望可讓民眾一窺纖維植物的技藝極致。

臺大農場六棟溫室進行修繕

臺大農場溫室現況

實驗林於下坪熱帶植物園舉辦「經緯之間 - 纖維植物」特展

下坪熱帶植物園「經緯之間 - 纖維植物」特展手作
DIY 活動與會者合影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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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林啟動清朝八通關古道及日治八通關越道路資源調查盤點
清朝八通關古道自 1987 年起由內政部指定為國

定古蹟。為研究古道與歷史變遷及評估其文化景觀

（資產）之價值，描繪出古道之脈絡，並作為未來提

報登錄為文化景觀（資產）之依據。實驗林於 2020

年 10 月 12 日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經費下，進行

實驗林轄區之清朝八通關古道及日治八通關越道路資

源之系統性調查盤點，期望在八通關古道登錄為文化

景觀後可提升周邊景點 30%-60%觀光旅遊人次，促

進地方產業再次繁榮。

為推動實驗林八通關調查計畫，管理處丁宗蘇副

處長與賴彥任組長配合花蓮縣政府委辦之「2020 年

拉庫拉庫溪流域歷史文化資源解說及登山嚮導技能培

訓計畫」，組織八通關日治古道全段實習隊伍，並於

2020 年 9月 5日至 13日進行全線遺跡初勘。
丁宗蘇副處長與賴彥任組長進行八通關日治古道全線
遺跡初勘

實驗林與林務局共同規劃「第 32 屆臺北國際建築建材暨產品展－國產材臺
灣館展場」

2020 年 12 月 10 至 13 日「第 32 屆臺北國際建

築建材暨產品展」，其中國產材臺灣館係由實驗林管

理處與林務局合作規劃，展示現場邀請超過 28 家國

產木竹材及文創業者合力打造「里山木屋」，期望可

以推廣現有國產材在建築、加工、家具及各項相關產

品之應用及發展，進而將國產材與生態環境、循環經

濟、里山精神及永續發展目標（SDGs）結合並加以

宣導傳遞。

本次展示內容包含實驗林木材利用實習工廠、

國產材木材商、竹材商、木竹創作廠商及設計徵選得

獎廠商等的研發產品，並由設計師加以統合規劃，營

造出以國產材建構一個家的概念。為因應新冠肺炎疫

情及加強推廣面向，同時也規劃線上展覽，期展自

2020 年 11 月底起到 2021 年 11 月底，展出內容包

含實體展的內容延伸、精神傳遞及互動式體驗。

此外，國產材臺灣館於 2020 年 12 月 13 日亦邀

請 8位重量級專家到現場進行「國產材論壇」對話，

結合產官學研跨界思維，從「國產材談綠色建築的發

展性」到「國產材的產學業界對話」等面向深入探討，

吸引產學業界熱烈迴響。本次國產材臺灣館，經大會

建材委員會評選建築師依「產品實用創新」、「裝潢

及整體感受」、「專業解說」各方面實際評比後，連

續第 4年榮獲「優良參展企業形象獎」。

「國產材臺灣館」開幕式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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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林於2020年11月15日配合校慶辦理「109

年度共榮計畫成果展」，展示內容包含：實驗林輔導

友善契作之臺南 16 號米（鹿光米）、臺南 16 號米

釀製而成之森の藏清酒、實驗林與雲林科技大學及虎

尾科技大學合作辦理特色木作伴手禮及原民新風格服

飾及配件設計工坊之成品展示、臺大實驗林社區林業

夥伴「有限責任南投縣永隆林業生產合作社」成果展

售及 DIY 活動、以及臺大 USR 計畫微電影（片名：

Makaskas）推廣及展示，獲得參與民眾之高度肯定。

實驗林於 2020 年 9 月 9日辦理「溪頭自然教育

園區住宿、餐飲及會議設施委託民間經營 (OT) 案」

甄審會議，最終由「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得標廠商按照合約內容於 2020 年 10 月 29 日成立專

案公司－福杉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12 月

28 日雙方於臺北福華飯店召開「投資契約及產學合

作簽約儀式記者會」，並於當日完成公證事宜。本案

於 2020 年 1 月 1日正式交由溪頭福華渡假飯店進行

營運。

實驗林辦理 109 年度共榮計畫成果展

肖楠木餐具組DIY 活動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住宿、餐飲及會議設施委託福華大飯店進行營運

實驗林與福華大飯店投資契約及產學合作簽約儀式記者會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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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農場舉辦「2020 在地蔬食」活動
位於山林間的秘境 -臺大梅峰，擁有寬敞的戶外

環境，既可遠離人潮又避暑氣，於該處可呼吸新鮮芬

多精，提升免疫力，飽覽絕美秋海棠、繡球花、薰衣

草等溫帶花卉景緻，也可認識友善環境的農業耕作，

還有機會體驗親手採摘蔬果的樂趣，是防疫旅遊最佳

選擇！於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山地農場

舉辦「2020 在地蔬食」活動，遊客免事先預約，於

門口付費即可入場，兩個月來場總人數將近一萬五千

人，平均每日有兩三百人湧入。來場不但可聆聽導覽

遊園，還能欣賞中高海拔原生植物們精妙的姿態；漫

步白楊步道、遊走神秘的綠籬迷宮等景觀布置，還有

精彩可期的夏日特展 –食飽未？以及夏日主題活動，

如「2020 愛上梅峰攝影比賽」、中區環盟「環境教

育推廣」擺攤等。

遊客於活動中了解農場栽培方式並親手採摘蔬菜

2020 國際戶外教育學會於山地農場舉辦親樹戶外教育認知活動

2020 年 8 月 16 日至 18 日，荒野保護協會邀

請國際戶外教育學會的攀樹師們，首次在臺大山地實

驗農場原始森林進行親樹體驗，活動多為親子共同參

與，共計 80 人。第一晚抵達本場，於漫漫星河下探

索夜間，第二日早晨追隨鳥兒的腳步，認識鳥類的習

性與生活，隨後在解說員的引領下，進入蓊鬱的原始

林，攀樹師們選了幾棵較粗壯的年長大樹，將學員按

年級分為三組，給予不同等級的攀樹體驗，靠著器具

輔助，讓學員們自行爬上大約三層樓高的巨木，於不

同高度能欣賞到不一樣的森林景緻，還可近距離觀察

樹幹與樹冠上的植物，藉此親近大自然，使在都市生

活的學員們身心得以舒展。第三日則前往位在春陽部

落海拔1200公尺的春陽分場，ㄧ次飽覽特殊的觀葉、

蕨類與水生植物，於原民傳統家屋內聆聽部落故事與

文化，想像以前的部落景象與生活。

參與活動之高年級學生與家長體驗橫向攀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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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山地農場於 2020 年執行農委會「農遊體驗

及伴手產品開發輔導計畫」，除了改善蘋果脆片的加

工製程和包裝設計，也規劃新型態的一日遊程。首先，

在 9月 23 日與 24日，邀請農場同仁及志工，ㄧ同操

作與體驗新型態活動。接著，於 10月至 12 月期間，

共舉辦五場次試行活動，參與對象以鄰近部落、協會

等單位為主，包括能高生態旅遊發展協會、發祥、力

行、紅葉、南豐等南投縣仁愛鄉小學。學員們在解說

員的介紹引領下，於森林尋覓野菜，適量採摘後，以

川燙方式品嚐最初原味，再至農場菜田區認識友善環

境的栽種方式，思考哪些野菜和蔬菜是親戚？透過大

地遊戲 -農田保衛戰，感受農夫的辛勤，最後製作蔬

菜球苔，說明野菜經育種栽培成現在常吃的蔬菜，在

家也可自己種。本活動也入選農委會「農遊體驗及伴

手產品開發輔導計畫」優異獎，在學員認識野菜與蔬

菜的過程中，也希望鼓勵消費者以實際行動支持友善

環境相關產品，讓更多農民投入環境永續生產。

山地農場邀請王梅霞教授介紹賽德克文化

山地農場副場長李美玲 ( 左 ) 贈農場出版品感謝王梅
霞教授

2020 年 8 月 16 日至 18 日，荒野保護協會邀

請國際戶外教育學會的攀樹師們，首次在臺大山地實

驗農場原始森林進行親樹體驗，活動多為親子共同參

與，共計 80 人。第一晚抵達本場，於漫漫星河下探

索夜間，第二日早晨追隨鳥兒的腳步，認識鳥類的習

性與生活，隨後在解說員的引領下，進入蓊鬱的原始

林，攀樹師們選了幾棵較粗壯的年長大樹，將學員按

年級分為三組，給予不同等級的攀樹體驗，靠著器具

輔助，讓學員們自行爬上大約三層樓高的巨木，於不

同高度能欣賞到不一樣的森林景緻，還可近距離觀察

樹幹與樹冠上的植物，藉此親近大自然，使在都市生

活的學員們身心得以舒展。第三日則前往位在春陽部

落海拔1200公尺的春陽分場，ㄧ次飽覽特殊的觀葉、

蕨類與水生植物，於原民傳統家屋內聆聽部落故事與

文化，想像以前的部落景象與生活。

山地農場舉辦農遊體驗「路克米野菜 Look Me~~」活動

參與活動學員開心合影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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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因暖冬影響，果樹累積的低溫時數不足，

導致產量銳減，但果樹持續累積的能量，在今年帶來

豐收的果實。山地農場2020年的「蘋芬秋色」活動，

於 10月 24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間舉行，且 12月 5日

至 6日加開梯次，讓更多民眾有機會體驗，總共累計

有 6000 多人參與。為了讓活動順利進行，事前進行

解說員培訓，複習活動流程、實際操作、熟悉果園狀

況，並給予活動內容的改善與建議。於活動期間，來

場學員可跟隨專業解說員，細聽蘋果的故事，瞭解「食

物里程」概念與農場的栽種管理方式。學員在簡易溫

室內採摘的蘋果，少了雨水的沖刷，果皮光滑而薄且

安全健康，可連同最營養的果皮一起食用；此季節因

早晚溫差大，蘋果也容易產生蜜腺，口感香脆而甜。

透過此活動，讓學員吃到最新鮮的蘋果，也期望大家

多支持當季、在地的作物，讓永續耕作的方式能遍佈

更多田地，進而改變整個大環境。

臺大山地農場舉辦「蘋芬秋色」活動

活動中學員豐收的果實

獸醫專業學院教師小聚紀實

獸醫專業學院教師群於 2020 年 9 月 7日舉行一

場心靈成長饗宴，期望可以強化教師間的研究合作、

資訊共享及生活互助。會中張芳嘉院長首先說明科技

部「整合型研究計畫」的申請流程，張院長提到一份

整合型研究計畫必須在不同學院間，有效率地跨領域

整合彼此的專長，進而取得科技部的計畫經費支持。

張院長無私分享其申請成功的經驗，從開始的創意發

想、多方聯繫、初步成果鋪陳、至一份成功計畫書之

書寫技巧等，令在場教師十分受用。

另外，比病所張惠雯副教授也帶領教師們進行實

地網頁操作，提醒大家如何上網查得計畫徵求的第一

手資訊，接著分享她於 2019 年與農化系教師合作申

請「臺大核心研究群計畫」之成功經驗，從開始的選

題、子計畫佈局、跨領域整合新進助理教授與資深教

授的研究方向、取得最大公約數，進而申請通過核心

群計畫，成為獸醫專業學院申請成功的第一人，希望

能將此經驗傳承，鼓勵其他教師組成研究群、共同挑

戰。

本次聚會吸引近 20 位教師的參與，過程輕鬆互

動、暢快交換研究心得，包括如何讓年輕新進教師更

有效率取得各項實用資訊，舉凡課務、研究及生活相

關的小撇步分享，讓各實驗室間的互動更加密切，有

助院務推展。

獸醫專業學院教師小聚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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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推會辦理「葡萄遇上葡萄酒」專題講座

農推會於 2020 年 11 月 24 日邀請本校農藝系

董致韡教授和雅育休閒農場賴偉志場長，從葡萄歷

史、產業、品種、氣候，及其釀酒的特色，做一次深

入淺出的介紹。葡萄為擁有富有歷史的農作物，其風

味會受到降雨、日照、緯度影響。因此，不同栽植地

區會選擇合適的品種栽種，產生自己獨特的風味。按

照品嚐方式，亦可將葡萄分為「鮮食葡萄」及「釀酒

葡萄」，釀酒後的成品依照產區、糖分的多寡、酵母

作用程度、二氧化碳含量分類，成為三大種類的酒供

大眾品嚐（Still Wine、Sparkling Wine、Fortified 

Wine）。品評練習也讓演講增添許多互動，從光澤、

顏色深度、酸甜度、氣味，每個人可以選擇喜歡的酒

類練習，發現各種葡萄產品的獨特味道！未來農推會

於2021年也將舉辦更多不同主題的演講，邀請民眾、

臺大職員、臺大學生報名參加。

農藝系董致韡教授（左）與雅育休閒農場賴偉志場長
合影

農推會帶領學生參加農業職涯探索成果發表會
農推會在 2020 年共媒合本校 36 位學生參加農

業職涯探索活動，學生利用暑假期間到全臺農場進行

10 天到 40 天不等的農場見習，參加學生科系橫跨哲

學系、地理系、數學系、醫技系、獸醫系、動科系、

昆蟲系、農化系、農藝系、農經系、生傳系等，藉由

實際到農場進行農事操作，從中學習農業技能與瞭解

農業職場環境。

農業職涯探索活動有 9所大學共同舉辦，並於

2020 年 11 月 21 日於朝陽科技大學辦理成果發表暨

學生職涯探索競賽。各校派 1-3 組同學參加活動影片

拍攝與簡報比賽，當天共有 21 組同學分享在農場見

習的點點滴滴，會場外亦有 9所大學的農推會或農推

中心所設置之攤位，展示活動的成果，以動、靜態不

同方式呈現，亦讓參與的學生有機會互相交流。活動

當天臺大共有 11 位同學出席，其中，郭珈妤同學的

「文化與自然之發現山板樵」作品獲得佳作。

本校團隊參加成果發表會之活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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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陳館於 2020 年 8 月 22 日舉辦「植與泥」工

作坊，活動邀請本校農場農藝分場梁群健技士擔任活

動講師。此次活動以生活中常見的水泥作為素材搭配

多肉植物，創造獨一無二的療癒盆栽。「水泥」是一

種常用的建材，平常看上去平凡無奇，但透過講師的

創意設計，搖身一變成了生動活潑的盆器，為忙碌人

們帶來生活上的小確幸。活動選擇多肉植為主角的原

因，係因其討喜的外型、澆水次數少及易維護的特性，

相當符合現代人對植物栽種的需求，亦可透過照護過

程獲得滿滿的療癒感。本次活動除講師生動活潑的解

說外，與學員的互動更為課堂增加不少趣味性。於動

手實作時，學員依照講師的解說製作水泥花器，再種

下可愛的多肉植物，便親手完成富有溫潤手感的療癒

盆栽。

農陳館舉辦「植與泥」工作坊

「植與泥」工作坊學員與講師合影

農陳館與博物館群於共同舉辦「2020 臺大博物館群兒童學習體驗營」
本校博物館群兒童學習體驗營於 2020 年 8月 17

日造訪農業陳列館，農陳館準備了「稻米」相關課程

及有趣的「搗麻糬」體驗活動，讓營隊學員從做中學，

認識與我們息息相關的食農知識及台灣傳統飲食文

化。

在課程當中，農陳館服務同仁介紹了稻米的種植

過程、收割後的加工方式，產自台灣各式稻米及台灣

稻米自日治時期起的發展歷史，輔以有趣的動畫影片

講解課程。而其中，營隊學員又特別對各式米種辨別

的課程展現高度興趣，於課程中的討論與問答相當踴

躍。此外，農陳館在活動的下半場以台灣米食文化的

起源及發展作為開頭，講述了「麻糬」在鄭氏時期、

清領時期即民國初年在台灣逐漸普及的歷史故事，現

場也備妥了搗麻糬的工具—杵臼，及食材糯米、在來

米，讓學生動手體驗搗麻糬，也藉著搗麻糬的體驗活

動，詳細說明了糯米與一般白米間黏性的差異及料理

方式的不同。 於活動的尾聲，農陳館準備了試管及試

管絨布帶，讓學員可以恣意的發揮創意，在試管內裝

入不同種類、顏色的稻米，作為活動結束後可以帶回

家的小禮，也希望透過這個小禮，學員可以時常記起

試管中各式稻米的種植方式、加工過程及食品特性，

成為生活中的食農小達人！

2020 兒童博物館體驗營參與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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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產業在台灣農業歷史與發展中佔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對於農業就業人口、耕作面積與產值都有不

小的影響。然而，近年國人飲食越趨西化，國內稻米

產量雖豐，每人平均消費的稻米量卻越來越少。不同

品種的稻米在民眾日常飲食中的主食地位逐漸被其他

麵食類取代，米的身影也在一日三餐中漸漸淡去，對

生長在都市地區的孩子而言更是陌生。因此，農陳館

於 2020 年 11 月規劃了「食米小學堂」展覽，希望

能讓來農陳館參觀的小朋友瞭解稻米的種植與生長過

程，並且學會分辨不同品種、不同型態的稻米，拉近

孩童與稻米的距離，達到食農教育的目的。

食米小學堂的展區首先藉由輪播的投影片向觀

展民眾介紹稻米相關知識，由稻米的基本資料說明開

始，進一步解釋台灣氣候和稻米生長條件的關係，接

著介紹兩期稻的種植流程，最後也教大家分辨秈米、

稉米、秈糯和稉糯之間的差別。投影片旁另外設置了

米的觀察區及兒童互動遊戲區：觀察區擺放了白米、

紫米、糙米及胚芽米四種不同的米種，鼓勵小朋友透

過實際觀察，對稻米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互動遊戲區

則是展示出稻米的生長流程，讓小朋友可以動手配對

各項農事順序，從玩中學。農陳館盼能藉由食米小學

堂，寓教於樂，帶孩子們由食物了解農業，重新建立

人、食物、土地的關係。

農陳館辦理「食米小學堂」展覽

食米小學堂米種觀察區之陳設

農陳館辦理「臺大藝術季《在道晚安之後》攝影展」館內志工訓練講習
   第 26 屆臺大藝術季於 2020 年 9月 25日至 10

月 15 日在農業陳列館光影長廊辦理《在道晚安之後》

攝影展。農陳館於 2020 年 9 月 28 日針對館內志工

辦理《在道晚安之後》攝影展之志工訓練講習，邀請

展覽策劃人之一王韻涵同學擔任主講人，帶領志工瞭

解策展理念，及展覽的呈現方式。王同學以導覽方式

帶領志工認識展中四個虛構的角色，描述發生於彼此

之間的故事。展中以黑布呈現夜晚並搭配輕音樂，再

透過影像及文字的呈現，邀請觀者潛入暗夜的水泥叢

林，蟄伏於一個人的空間、清醒與眠寐的邊界，四條

相異的故事線偶然交會、平行、重疊、分離，引起觀

者的好奇，同時也讓觀者發想自己在道晚安之後，腦

海中浮現的又是什麼。經由王同學的解說後，志工對

展中的四個角色的故事有了更多不同的解讀，期望能

藉由此次講習讓志工正確理解展覽所要傳達想法，於

服務期間能更加順利，提升志工專業形象，以提供更

好的服務品質給參觀民眾。

志工訓練講習導覽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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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為花蓮縣的重要政策，主要在強調蔬

菜、水果或米等，在種植過程不使用農藥，避免有毒

害的日常用品與飲食，回歸天然健康。為增進有機農

業相關知識，花蓮縣縣政府有機農業促進專案辦公室

辦理「有機農業月旦講堂」系列課程，並邀請食安中

心沈立言主任為大家介紹有機農業如何應用於食療保

健，在飲食中簡單找到正確的方針，並運用於日常生

活裡，縣長徐榛蔚也特別親臨現場與農友及鄉親們一

同聽講、學習，除要喚醒大眾對於食品安全的重視，

更希望民眾能夠深入瞭解平時「吃得健康」的食療保

健重要性。講座結束後現場也開放提問，徐縣長以及

參與講座的農友、鄉親都踴躍發問，沈主任也針對每

個問題一一提出詳細的建言，徐縣長與在座的農友、

鄉親也都認真地記錄下來，可見大家對於食療保健相

當重視！

食安中心沈立言主任受邀至花蓮縣政府「有機農業月旦講堂」授課

「有機農業月旦講堂」授課後合影

智農中心辦理 2021 智慧農業數位分身創新應用競賽

智農中心辦理「2021 智慧農業數位分身創新應

用競賽」，活動已於 2020 年 12 月 5 日開跑。此競

賽協助鏈結產、官、學、研單位，包含農企業、農委

會、科技部等的新創能量，進而探訪產業界需求，進

行指標性人物訪談、學生新創組成等活動，透過產業

出題、專家指引、新創發想，架構出智慧農業創新生

態圈平台。期待運用數位分身技術，加速農業領域的

發展，培育更多智慧農業跨領域人才投入。

競賽主題是透過對達人行為的觀察與萃取，複製

達人管理經驗與行為，提供設施溫室中的管理操控建

議，建置「達人行為預測模型」。透過對溫室中之物

聯網數據，如感測器與作動器， 配合其他參考數據，

如智慧農業共通資訊平台，室外氣象站量測數據，中

央氣象局數據，作物生長期紀錄等，進行達人行為預

測。
活動競賽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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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經系系學會在 2020 年 12 月 3 日 舉辦 AGEC 

Talk 活動，邀請了農經系畢業學長系友會理事長蔡國

平先⼯、秘書長鍾啟宏先⼯，以演講模式進⼯兩⼯時

的經驗分享，內容包含⼯作經歷、⼯⼯際遇或⼯活中

⼯⼯趣事，將寶貴的實務經驗、⼯⼯道理傳授予對於

未來迷惘感到不知所措的同學們，讓學弟妹們獲取更

多的能量，在兩⼯時的經驗分享後，半⼯時的問答時

間，讓有想法的同學在⼯問⼯答當中，找出大家更明

確的⼯向，活動的內容扎實，也能夠確⼯⼯向性，⼯

⼯⼯的同學們在⼯個進入校園摸索未來的階段更了解

農經系的獨⼯無⼯與無限可能，⼯三⼯四的學⼯們在

⼯臨畢之際⼯⼯的抉擇路途上，聽到了更多不同的答

案，讓每個⼯在這場論壇得到收穫，提升⼯我，也使

整體系內的團結凝聚⼯上升，在系外，農經系也能夠

獲得更多的宣傳，提昇⼯家⼯中的嚮往與印象，若有

機會，希望能夠再次舉辦！

農經系系學會舉辦 AGEC Talk 活動照片

農經系系學會舉辦 AGEC Talk 活動

為慶祝 2020 年聖誕節，以增進農經系外籍學生

間情誼，深化生農學院農經系國際化化並豐富在臺國

際生之學校生活，農經系於 2020 年 12 月 25 日假農

經二教室舉辦「國際生 2020 年聖誕節晚會」，參與

學生以生農學院農經系為主，另有生傳系、獸醫系、

公衛學院等總共四十多名來自四大洲、十二個國家學

生參與。

此活動是以共享食物 Potluck 的形式進行，不

同國家的所有與會學生皆帶來自已國家的代表食物與

會，有美式炸雞、玉米餅、東南亞料理、越南甜點、

台式紅豆餅等，讓所有人都品嘗到許多不同風味的異

國美食。活動中學生還以 Kahoot 網路進行以農經系

為主題的益智問答遊戲，冠軍由農經系碩二瓜地馬拉

籍的Oscar Garcia 獲得。

活動最後重頭戲為交換禮物，許多參與的學生皆

抽到來自不同國家的小禮物，雖然價值不高，但都各

有特色，有同學甚至抽到一支交通錐。這次交換禮物

不同於以往，新增加了”偷禮物”規則，為這次活動

增色不少，也為農經系國際生聖誕節晚會畫下完美的

句點。

農經系舉辦「國際生 2020 年聖誕節晚會」

農經系「國際生 2020 年聖誕節晚會」合影

學生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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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學生會學術部邀請高年級學生於 2020 年

12 月 21 日晚間為大一新生介紹各學群課程，透過

分群座談介紹本系分群分組課程規劃及各群所適應

的特質，使園藝系新生對各學群的課程有更深入的了

解，以確定未來的學習方向及課程規劃。本次講座分

別邀請作物、利用及景觀學群學長姐，先為新生介紹

必修課程及必選課程，再分享各群相關可學習課程及

相關學程所需課程規劃，以期學弟妹能儘早做好分群

規劃。此次更加入轉組分享，讓正在摸索志趣的同學

們，能夠順利找到志向。經由本次分群課程講座，讓

新生進一步瞭解本系各群組課程，認識本系課程的多

元性，及早進行課程安排；此外更清楚的知道如何從

本系及他系獲取更多的園藝相關學習途徑，進而擴大

課程選擇性豐富在學歷程。

園藝系學生會於 2020 年 11 月 23 日晚間舉辦

實習座談會，本活動邀請近期參與校外實習的學生分

享自身的實習經驗，讓有意修習校外實習的同學了解

實習相關作業方式與流程；本活動同時邀請開授「專

業實習」課程林書妍助理教授為學生講解實習相關注

意事項。透過此次實習座談會，使學生們能夠提早在

寒暑假或是學期中，尋找合適的實習機會並及早準備

實習申請計畫。林書妍助理教授指導同學們如何取得

實習機會，以及介紹各單位的實習型態或類型。本次

邀請景觀學群與作物學群的同學分享實習心得，兩位

同學分別於景觀公司及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實習，

共同分享實習前應具備的基礎能力、如何選擇實習單

位、如何申請、專業實習課程學習到的知識，以及實

習課程之安排與計分方式，做為同學們實習規劃之參

考。

園藝系學生會舉辦實習座談會

大學部四年級卓仁豊同學
( 左 ) 接受系學會學術部
長謝瑾安 ( 右 ) 致贈獎狀

大學部三年級同學劉育楹
( 左 ) 分享實習經驗

園藝系學生會舉辦分群座談會

景觀組趙旻誼 ( 左一 )、羅詠絮 ( 左二 ) 與學術部長
謝瑾安 ( 右一 )

作物組陳品睿同
學 ( 左 一 ) 分 享
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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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殊榮

2020 年 10 月 21 日，生傳系系學會學術部舉辦

BICD DAY 邀請兩位畢業學長姊回系上演講，分別為

Dcard 前端工程師陳昱安以及知名網紅鄭衡。陳昱安

學姊自大二便開始探索設計領域，透過自學與接案累

積不少經驗。陳昱安利用自己實習、創業、接案等經

驗，分享教室以外的所見所聞。她給學弟妹的建議「實

戰是最有效的進步方式。」，鼓勵學弟妹多方探索，

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和未來出路。 

鄭衡學長分享身為網紅的酸甜苦辣，以及在學期

間他參與的大大小小比賽與活動，同時也講述自己如

何踏入自媒體的世界。他曾修習系上的選修課程「數

位敘事」，透過課堂作品成名，並從此踏上網紅之路。

儘管一路上遇到各式各樣的挑戰，仍不後悔自己當初

的決定。 BICD DAY 活動一直以來都是系學會的重點

活動，已累積不少學生與學長姊共襄盛舉。這次透過

兩位學長姊寶貴的經驗分享，相信學弟妹除了更加認

識產業外，也能獲得職涯與人生的啟發。

生傳系系學會舉辦 BICD DAY —畢業學長姐經驗分享

生技所師生共同參加路跑活動
熱愛路跑的生技所林劭品教授帶領實驗室成員參

加「2020 國家地理頻道主辦的世界地球日路跑Nat 

Geo Run」活動。該活動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由

2020 年 4月 26 延期至 2020 年 8月 9日。時值夏日

也不減大家的熱忱，活動當天早上五點四十分左右，

實驗室成員陸續從總統府前起跑點出發，經歷了一番

意志力的考驗後，實驗室成員一個個通過了位於大佳

河濱公園的終點線，完成了此次挑戰。

左起：蔡億蒼博士、呂佳蓁碩士生、楊如婷碩士生、
林劭品教授、松島由佳碩士生、張人允碩士生及許
溥昇研究助理

講座宣傳海報

學生園地

封面 ( 底 ) 說明 : 農藝系師生於校園杜鵑花、白流蘇綻放的三月天 , 邀請校長、院長及各院院長至臺大農場試驗田插

秧。                                                                                                                                                                  封面 ( 底 ) 設計繪圖 : 潘佳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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