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重要業務及興革情形
生物㈾源暨農㈻院
(㆒)九十㆔年六月經由本院專任教師投票，以㆒㆓八票選出食品科技研究所蔣㆛煌教授為
本院院長，並於九十㆔年八月㆒日起就職。並請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張尊國教授擔
任副院長。
(㆓)本院森林學系自八月㆒日起更名為「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㆔)本院九十㆓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及教學優良教師
教學傑出教師－生工系王如意教授、植微系謝煥儒副教授、農經系陳郁蕙教授。
教學優良教師－農藝系常玉強助理教授、農化系王㆒雄教授、昆蟲系洪淑彬教授、森
林系張㆖鎮教授、畜產系徐濟泰教授、獸醫系徐久忠副教授、園藝系葉德銘副教授、
農推系王俊豪助理教授、生機系江昭皚助理教授、食科所呂廷璋助理教授、園藝系林
宗賢教授、食科所蔣㆛煌教授。
(㆕)本院九十㆓學年學生學術論文獎獎狀及獎章
生工系－博㆔王琪芳、碩畢譚仲哲、碩畢吳毓庭
農化系－博畢許德賢、大畢陳圭芃
昆蟲系－博㆓黃偉峰、碩㆒陳易呈
森林系－博六吳志鴻、博㆕鄭森松、碩畢林麗英、碩㆒黃志煜
畜產系－碩㆒柯雅慧
獸醫系－博畢李佳霖
園藝系－博五張哲嘉、碩畢徐步雲、碩畢廖思婷
農推系－碩㆓林維真
生機系－碩㆓林煥彰
食科所－博畢楊登傑
(五)本院年輕學者學術研究獎
農業化學系顏瑞泓教授、獸醫系林㆗㆝副教授。

㆒、農藝㈻系
(㆒) 九十㆔學年度續聘余淑美教授、鄔宏潘教授、鍾美珠副教授、盧美光副教授、陳國任
副教授、楊棋明副教授為兼任教師。
(㆓) 九十㆔學年度提名沈明來教授為本系名譽教授。
(㆔) 聘劉仁沛教授為本系專任教授。
(㆕) 續聘趙雲揚、江志民、蔡依真為本系助教。

㆓、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
(㆒) 本系本年度休假教師：王如意、廖㆗明、劉佳明、張斐章。
(㆓) 通過續聘施嘉昌、徐玉標、易任、曹以松、吳銘塘、甘俊㆓、徐享崑、黃光政及李源
泉為本系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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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 本系於台大杜鵑花節期間辦理系館開放參觀及『生物環境監測與分析展覽』。
(㆕) 本系黃宏斌教授九十㆔學年度起擔任本校學務長㆒職。
(五) 本系張尊國教授九十㆔學年度起擔任生農學院副院長㆒職。
(六) 本系范正成教授九十㆔學年度起擔任農場副場長㆒職。
(七) 本系張斐章教授擔任農工㆗心主任。
(八) 每學期辦理全系師生座談。
(九) 完成本系英文網頁之建置。
(十) 完成本系公文電子化作業，以電子郵件傳遞公文。
(十㆒)推動本系部分課程之英文教學。
(十㆓)完成本系新分配空間(舊原委會五至七樓)之修繕工程，供做教學及研究之空間。
(十㆔)本系王如意教授獲得 2004 年水田與水環境工程學會之國際學術獎。
(十㆕)本系與農業工程學會於漢城之國際會議㆗爭取得『國際水田與水環境工程學會』2005
年年會之主辦權，並將於台北辦理水田與水環境國際研討會。
(十五)本系吳明裕技士榮獲本校九十㆔年「服務優良㆟員」獎勵。
(十六)辦理各項入學招生作業，包括：
1. 九十㆔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
2. 九十㆔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招生。
3. 九十㆔學年度研究所博士班入學招生。
4. 九十㆕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㆔、農業化㈻系
(㆒) 本系李佳音教授兼系主任暨所長任期屆滿，於 8 月起由陳尊賢教授擔任系主任暨所長。
(㆓) 本系於 6 月 30 日於本系㆔號系館系第五教室及㆗庭庭園舉行林鴻淇教授榮退演講暨音
樂會。
(㆔) 本系吳蕙芬助理教授升等為副教授。
(㆕) 本系於 8 月起聘許德賢為兼任助理教授。
(五) 本系原訂於 9 月 11 日舉行的「新生懇親座談茶會」，因 911 超級豪雨的關係延期至 10
月 23 日同㆒㆞點舉行( 本校凝態科學㆗心㆒樓演講廳)，主題為農業化學系之特色、資
源與發展。共有新生和家長及本系師生共 80 ㆟參加。
(六) 本系於 12 月 23 日辦理「生涯輔導講座暨系友座談會」，1974 畢業系友，於今年已畢業
滿 30 年。他們在 93 年 12 月 24 日由全球各㆞，返回母校重聚。並為在校學弟妹們舉
辦㆒場座談會，與本系所，微生物及生化學研究所，生技系學生座談各自談談自身畢
業後之發展歷程，並鼓舞學弟妹。當㆝共有 155 位學生參加，非常熱烈。1974 畢業系
友表現極為傑出，足跡遍及國內外之產官學界。例如：主導本座談會之魏耀輝教授，
目前任職為國科會生物處長。魏教授連絡該屆系友美國㆞區代表：蔡亞麟、范增瑩、
楊明德、吳佩芬、何濱洛，台灣㆞區代表：吳先琪、華傑、蔡英傑、魏耀揮、金傳春
參加本座談會。
(七) 陳尊賢等 10 位教授榮獲行政院國科會 93 年度研究計畫主持㆟獎勵。
(八) 王㆒雄教授榮獲台大 92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九) 顏瑞泓教授榮獲 92 學年度「台大生物資源及農學院年輕學者學術研究獎」。
(十) 本系余佳汾小姐榮獲本校 93 年度績優技工、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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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㆒)本系九十㆔年度畢業學生 59 ㆟，其㆗學士 37 ㆟，碩士 18 ㆟，博士 4 ㆟。
(十㆓)本系九十㆔學年度現有學生 264 ㆟，其㆗大學部 187 ㆟，碩士生 45 ㆟，博士生 32
㆟。
(十㆔)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許德賢、大學部陳圭芃同學，榮獲本院 92 學年度學生學術論文獎
獲獎者。
(十㆕)本系研究生賴允傑擔任普化實驗助理助教表現優異，獲選為化學系優良助理助教。

㆕、植物病理與微生物㈻系
(㆒) 本系於 93 年 8 月 1 日起由孫岩章教授兼任主任㆒職。
(㆓) 本系於 93 年 8 月 1 日起聘任沈湯龍博士為助理教授。
(㆔) 本系於 93 年 8 月 1 日起聘任賴爾珉博士為兼任助理教授。

㈤、昆蟲㈻系
(㆒) 規劃成立電腦教室㆚間，使本系學生有更佳之學習環境。
(㆓) 成立遺傳暨發育生物學實驗室。
(㆔) 李後晶教授接授教育部委託成立「防治入侵紅火蟻北部輔導團」。
(㆕) 楊平世教授擔任「國家級防治紅火蟻㆗心」主任㆒職。

㈥、森林環境暨㈾源㈻系
(㆒) ㆟員異動：
1. 九十㆔年㆓月㆒日陳教授昭明、蘇教授鴻傑榮退。
2. 九十㆔年八月㆒日林副教授文亮榮退。
3. 九十㆔年八月㆒日起聘張豐丞、周巧盈為助教。
(㆓) 休假教師：九十㆓年度第㆓學期本系郭幸榮教授休假研究。

㈦、畜產㈻系
(㆒) 於八月新聘吳信志、林恩仲博士為助理教授。
(㆓) 林慶文教授辦理延長服務，聘期自九十㆔年八月至九十㆕年七月。
(㆔) 王翰聰、楊正彬助教辭職。
(㆕) 十月㆓十㆔日辦理本系新生家長會。
(五) 辦理各項入學招生及考試業務，包括：
1. 九十㆓學年度研究所碩、博士研究生學位考試。
2. 九十㆔學年度研究所博士班入學招生。
3. 九十㆓、九十㆔學年度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資格考試。
4. 九十㆕學年度碩士班研究生甄試入學招生。
(六) 辦理九十㆓學年度研究生論文學位考試，共有博士班㆔位、碩士班十㆕位通過學位考
試，茲將相關資料臚列如㆘：
林慶文教授指 導碩士班 研究生余 佳恆( 牛 乳鐵蛋白 素基因於 嗜㆙醇酵 母菌(P ichia
pastoris)之建構與表現)、邱欣怡( 藉最適化方法探討添加益菌質於囊壁材質對微膠囊化
原生菌之影響)、陳彥伯(克弗爾抑制血管緊縮素轉化酶之能力及血管緊縮素轉化酶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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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於大腸桿菌㆗之表現)；沈添富教授指導博士班研究生黃振芳(高、低蛋殼強度菜鴨之
血液、子宮液及殼腺黏膜細胞性狀的比較)、碩士班研究生陳文偉(鋅與色胺酸於童子雞
之交互作用)；曾弘智教授指導博士班研究生謝佳慧(休閒牧場經營方式與遊客滿意度之
研究--以金雞蛋休閒農場為例)；鄭登貴教授指導碩士班研究生蔡佩均(小鼠鋅指蛋白基
因-1 在生精作用㆗所扮演的角色) 、林育聖(攜帶豬胰澱粉酶啟動子/ 纖維素分解酶、植
酸分解酶轉基因小鼠及轉基因豬之產製與分析)；蘇和平教授指導碩士班研究生陳妍伃
(生薑蛋白酶活性之影響因子及其應用於牛乳凝膠製品之試製)；徐濟泰教授指導博士班
研究生王翰聰(瘤胃細菌纖維及蛋白質分解酵素之生產與利用)；林美峰副教授指導碩士
班研究生陳拓寰(台灣黑豬生長之線㆖模擬模式)、張啟彥(台灣穿山㆙飼糧表面消化率
之研究)；㆜詩同副教授指導碩士班研究生劉秉勳( 多不飽和脂肪酸對豬隻脂質代謝基因
之影響) 、顏呈峰(菜鴨脂質代謝相關基因之選殖與表現) ；魏恆巍助理教授指導碩士班
研究生張益銘(飼糧㆗離胺酸缺乏對保育豬肌肉蛋白質更新之影響)；朱有田助理教授指
導碩士班研究生李㆒泓(Caveolin-1 在大鼠腦垂腺瘤細胞株的功能性研究)、王志偉(小鼠
全腦組織與神經母細胞瘤細胞株之 Proliferin 表現分析)。

㈧、獸㊩㈻系
(㆒) 本系新聘林仁壽教授為兼任教授。
(㆓) 農委會聘請朱瑞民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擔任農委會農業科技審議委員。
(㆔) 為提昇本系所之臨床教學水準及建立嚴謹獸醫專科教育訓練制度之基礎，小動物臨床
老師合擬「小動物臨床教學專長分科訓練計畫」，並已開始陸續實施。
(㆕) 本系聘任林卉宜擔任助教，聘期至 94 年 7 月。
(五) 本系課程委員會決議大學部㆕年級學生必須修畢大㆕(含)前之所有必修課程方能修習
大五診療實習、屍體解剖及臨床討論。
(六) 校教評會通過並報奉教育部核定本系季昭華助理教授升等為副教授，自九十㆔年八月
㆒日起生效。

㈨、農業經濟㈻系
(㆒) 本系江榮吉教授於 8 月 1 日榮退。
(㆓) 九十㆓學年度第㆓學期休假教師：林國慶教授；九十㆔學年度第㆒學期休假教師：徐
世勳教授等㆓位教授。
(㆔) 本系退休教授研究室，於 1 月 9 日正式啟用。
(㆕) 於 12 月 7 日至 12 月 17 假本系農經㆒大講堂舉辦「農經週系列演講」。

㈩、園藝㈻系
(㆒) 1 月 9 日，九十㆓學年度第㆒學期第㆕次系務會議通過 93 學年度本系大學申請與推薦
入學招生委員為徐源泰、張喜寧、劉富文、王自存、陳右㆟及許輔等六位教師。
(㆓) 3 月 5 日，九十㆓學年度第㆓學期第㆒次系務會議通過同意修正 1.博士班招生簡章之
「報考資格附加規定」為：( 1)獲有農、理、生命科學、醫、工、公衛、電資相關領域
碩士學位者；(2 )獲有㆟文社會科學領域之碩士學位經系主任諮商有關教授核可者。2.
輔系課程：
「普通植物學及實驗或普通生物學及實驗至少 4 學分」為「普通植物學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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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或普通生物學及實驗至少 4 學分，在原主系已修畢及格者得任選園藝系教師所開非
通識課程至少 4 學分替代」。3.修訂「園藝學系各學群必修科目表」。
(㆔) 4 月 23 日，九十㆓學年度第㆓學期第㆔次系務會議通過同意 94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
學校推薦招生名額改為 5 名，個㆟申請招生名額仍為 7 名不變。
(㆕) 6 月 4 日，九十㆓學年度第㆓學期第㆕次系務會議通過 93 學年度本系推派參與院校會
議代表及本系各委員會成員：(1)校務會議互選代表—許明仁、黃鵬林；(2 )院務會議代
表—蔡厚男、陳右㆟(第㆒高票 )；(3 )院教評會代表—鄭正勇；候補代表—林晏州；(4)院
編輯委員會委員—張喜寧；(5)院課程委員會委員—林晏州；(6)本系課程委員會委員—徐
源泰、林晏州、黃鵬林、張育森、葉德銘、王自存及陳右㆟等七位教師；(7) 本系學生
事務委員會委員—王自存(召集㆟)、徐源泰、張龍生、楊雯如及蔡厚男等五位教師。
(五) 6 月 4 日，九十㆓學年度第㆓學期第㆕次系務會議通過同意提聘張耀乾博士為本系花
卉領域教師。
(六) 6 月 4 日，九十㆓學年度第㆓學期第㆕次系務會議通過：(1)自 94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
本系研究生之主要指導教授需為本系編制內專任教師；(2)合聘、兼任、與系外教師不
可單獨指導本所研究生，但可為本所研究生之共同指導教授。
(七) 6 月 4 日，九十㆓學年度第㆓學期第㆕次系務會議通過自 93 學年度起，本系㆒年級必
修課「園藝學原理」由林宗賢、林晏州、黃鵬林、徐源泰及張育森五位教師共同教授 ，
並開放給外系學生修習，取消「園藝學㆚」課程。
(八) 11 月 5 日，九十㆔學年度第㆒學期第㆓次系務會議通過同意修訂「園藝學研究所碩、
博士班必修、必選科目表」。
(九) 12 月 31 日，九十㆔學年度第㆒學期第㆔次系務會議通過同意續聘廖思婷、曾玉霞、
曾柏瑋及陳品光等㆕位助教，聘期至 94 年 7 月 31 日止。
(十) 12 月 31 日，九十㆔學年度第㆒學期第㆔次系務會議通過自 95 學年度起，碩士班甄試
招生簡章㆗，作物㆚組報考資格附加規定新增「報考者如係雙修園藝學系學位，不得
報考園藝作物㆚組」。另外，作物㆙、㆚、㆛㆔組之甄試項目配分比重修改為：審查成
績佔總成績比例由 60%降為 50%，口試成績佔總成績比例由 40%增加為 50%。
(十㆒) 12 月 31 日，九十㆔學年度第㆒學期第㆔次系務會議通過自 93 學年度第㆓學期起，
碩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時，須檢附經指導教授或輔導委員會認可，可供發表送
審用之完整學術論文稿，並註明擬投之學術期刊名稱與稿約格式。

㈩㆒、農業推廣㈻系
(㆒) 蔡宏進教授獲聘為台大名譽教授(本校 93 年 2 月 3 日第 2327 次行政會議通過)。
(㆓) 高淑貴教授自 91 年 8 月 1 日至 92 年 1 月 31 日，92 年 8 月 1 日至 93 年 1 月 31 日期間
休假研究。
(㆔) 陳昭郎教授於本年 8 月榮退，並改聘為不佔缺兼任教授，
(㆕) 岳修平副教授自本 9 月至 12 月赴日本京都大學研究㆔個月。

㈩㆓、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
(㆒) 王康男教授於 2 月份榮退，為感謝王教授多年來對本系之貢獻於 1 月 5 日，舉辦「歡
送王康男教授榮退暨廿㆒世紀農業機械之展望研討會」。
(㆓) 林達德教授任聘為本校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籌備處綜合業務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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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 陳力騏助理教授及江昭皚助理教授通過升等審查，正式升等為副教授。
(㆕) 本系積極籌建之特色實驗室「生物微奈米實驗室」，已於 5 月 31 日舉行開幕茶會，正
式完工啟用，並訂定使用辦法開放本校及校外申請使用。
(五) 第 54 屆校運會圓滿結束。得獎名單如㆘：
教職員組
男子㆕㆟接力
冠軍
(陳世銘、陳力騏、江昭皚、鄭宗記)
女子㆕㆟接力
冠軍
(鄭貴鶯、王淑芬、張涵、蔡欣彥)
男子 100 公尺
季軍(周楚洋)
男子鉛球
亞軍(蔡錦銘)
季軍(陳力騏)
學生組：
女子 1600 公尺接力
亞軍
(曹宇欣、廖珮妤、邵瑋婷、毛成㆒)
女子 400 公尺接力
第六名
(曹宇欣、廖珮妤、邵瑋婷、毛成㆒)
男子拔河
季軍
女子拔河

殿軍

(六)由林達德教授領軍參加「趨勢百萬程式競賽」，晉級前十強，且為十隊㆗唯㆒非資工電
機系所。
(七)由林達德教授、江昭皚副教授領軍參加美國 National Instruments (NI)公司舉辦第㆔屆虛
擬儀控應用徵文比賽，獲得全國第㆔名之殊榮。
(八)周楚洋副教授自 8 月 1 日起接任生農學院「農業自動化教學及研究㆗心」主任，李允
㆗副教授接任該㆗心教學及研究組組長。
(九)12 月 16 日舉辦「㆗華農業機械學會九十㆔年年會暨第八屆第㆒次會員大會」。
(十)方煒教授於 12 月 16 日獲得九十㆔年度㆗華農業機械學會之論文獎，論文題目為「超高亮
度紅藍光 LED 應用於蝴蝶蘭組培苗栽培之研究」。

㈩㆔、食品科技研究所
(㆒) 「高附加價值食品研發大樓」於 93 年 5 月 31 日舉行落成典禮。
(㆓) 通過初選為全校十㆒個頂尖系所之㆒，且為其㆗唯㆒的獨立所。
(㆔) 蔣㆛煌教授、呂廷璋助理教授榮獲今年校教學優良教師之殊榮。
(㆕) 孫璐西教 授榮獲 美國食 品科技 學會(Inst itute of Food Technologists) 2004 年院士
(Fellow)。
(五) 吳瑞碧教授榮獲 美國普渡大 學食品科學 系傑出系友獎 (Distinguished A lumni Food
Science Award)。
(六) 周正俊教授獲邀擔任 Food Microbiology 學術期刊編輯委員。
(七) 續聘張為憲教授、李錦楓教授為兼任教授。
(八) 今年「食品科技學程」共有 16 名學生選修。
(九) 碩士班學生最後㆒次專題討論，與博士班學生㆓年級最後㆒次專題討論及畢業論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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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採用英語進行。
(十) 主辦「台灣食品科技學會」年會。

㈩㆕、附設動物㊩院
(㆒) 本醫院為服務畜主，於九十㆔年五月㆔日起特別加開 2 4 小時全㆝候的「夜間急診加
護」，讓急需醫治之寵物得以妥善之照護，並且獲得畜主熱烈的肯定與迴響。
(㆓) 本醫院九十㆔年度六月份與台北市動物衛生檢驗所簽訂「認養愛心犬貓絕育手術」之
合約計劃，多元化的教學，學生不僅可獲得實體的實習經驗，也讓動物醫院開闢另㆒
項業務來源。
(㆔) 外科新闢㆒間第㆔門診室，擴展門診服務業務。
(㆕) 外科手術室安裝並啟用影像教學系統，將手術過程( 包括㆒般外科、眼科及顯微手術)
之數位影像均可由 DVD 輸出，供教學與過程記錄存檔使用。
(五) 小動物外科開創國內獸醫外科專科住院醫師訓練制度，將獸醫臨床教學專科化，在此
外科專科訓練制度㆘，建立外科臨床教師—總住院醫師-資深住院醫師—資淺住院醫師—
大五實習醫師之傳承臨床教學系統，並全力投入支援醫院之臨床門診手術麻醉業務，
使本院外科醫療體系更趨精緻化，提高外科服務之醫療品質。

㈩㈤、農業試驗場
(㆒)支援教學研究
1. 實習課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組
園藝組
畜產學系
畜產學系
畜產學系
畜產學系
畜產學系
獸醫學系
畜牧組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陳右㆟
張祖亮
張龍生
鄭正勇
沈志誠
張俊德
徐濟泰、魏恆巍
陳明汝
姜延年、朱有田
魏恆巍
蘇和平
季昭華
鄭位明
黃文達 講師
張新軒 教授
黃文達 講師
謝兆樞 教授
王裕文 助理教授
王裕文 助理教授
黃文達 講師

園藝技術〈㆒〉〈㆓〉常綠果樹
園藝技術〈㆔〉
蔬菜育種實習
有機園藝學實習
現代農業體驗－花卉組
現代農業體驗－蔬菜組
乳牛學實習
乳品加工學實習
豬學實習
家禽學實習
肉品加工學實習
大動物外科手術及實習
現代農業體驗-禽畜飼養組
作物學實習(㆓)
飼料作物學實習
現代農業體驗(㆓)--- 作物繁殖組
現代農業體驗(㆓)--- 糧食作物組
現代農業體驗(㆓)--- 作物標本園組
遺傳學實習
作物學實習(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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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農藝學系
植微系
昆蟲學系
森林系
農化學系
生機學系

王裕文 助理教授
蔡碧雲 副教授
張俊哲 助理教授
賴喜美教授
陳世銘教授

草坪學實習
線蟲學實驗
昆蟲功能形態學實習
造林學實習
現代農業體驗---食品加工組
現代農業體驗---農用設施組

2. 研究計畫
1

園藝學系

張喜寧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

張喜寧
張喜寧
張喜寧
鄭正勇
鄭正勇
鄭正勇
張育森
張育森
張育森
張育森
葉德銘
葉德銘
葉德銘

15
16
17
18
19
20

園藝學系
畜產學系
畜產學系
畜產學系
畜產學系
畜產學系

葉德銘
姜延年
徐濟泰
徐濟泰
㆜詩同
㆜詩同

21
22

畜產學系
畜產學系

林慶文
鄭登貴

23

台大醫學院
骨科
台北醫學大
學生物醫學
材料研究所
獸醫學系

劉華昌

24

25

國家型科技計畫〈產學合作〉－蘭菌的量產與應用
〈Ⅱ〉
蝴蝶蘭植株產銷過程所遭遇部分問題之解決〈1/3〉
降低㆕季豆水份逆境及稜角絲瓜抗寒逆境傷害之策略
蘭菌與植物生長素對藥用石斛蘭生育之實用性評估
降低園藝作物硝酸離子含量試驗
高接梨垣籬栽培模式
桑樹栽培及其抗氧化能力
草坪抗旱性研究
isoprene 排放量試驗
聖誕紅氮肥與葉綠素讀值之關係研究
薰衣草光週試驗
觀賞鳳梨遮光與施肥試驗
矮牽牛的光週及根溫試驗
盆菊的插穗發根與施肥試驗
美㆟蕉的遮光及肥料試驗
小耳種李宋系種原庫之建立與利用
纖維分解酵素於青貯製作應用方法之改善
延長光照處理對泌乳山羊之影響
飼糧㆗高㆓十㆓碳六烯酸生物製品對肉雞之影響
飼糧㆗㆓十㆓碳六烯酸對豬隻脂質代謝基因表現之影
響
發酵乳克弗爾機能物質之研究
生物技術之產品開發：Ⅱ-11 ㆟類凝血第八因子基因
轉殖乳山羊之培育與分析
利用生物活性基質進行骨軟骨及韌帶之組織工程

戴浩志
鄧文炳

生長因子濃縮血漿在傷口癒合之基礎研究與臨床應用

龐 飛

豬第㆓型環狀病毒單獨感染及混合豬生殖與呼吸綜合
症病毒感染對豬隻免疫細胞之影響及其可能之作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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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植物所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
材料所
植微系

鄭石通
張新軒
張新軒
張新軒
楊棋明
黃文達
盧虎生
王裕文
王裕文
李源宏
孫岩章

制
文心蘭切花老化相關基因之研究
覆蓋作物及氮肥管理對不整㆞栽培青刈米之影響
光譜遙測與灰系統理論於水稻生產管理模式之研究
遙測技術在甘藷生育間監控之應用
不同氮肥處理青刈玉米反射光譜之比較
水稻品種繁殖調查及反射光譜之比較
水稻不同礦物元素含量分析
培㆞茅育種
臺灣海濱牧草種源收集
㆝然奈米農藥
農作物污染防治技術研究

(㆓)本場園藝組技士王聞淨已於 93 年 1 月 6 日商調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服務，所遺職缺已
由管理組技佐梁文泰於 93 年 3 月 22 日調升。
(㆔)本場畜牧組技士游文鈞已於 93 年 3 月 31 日商調至臺北市動物衛生檢驗所，所遺職缺
已由陳志維先生遞補。
(㆕)本場畜牧組徐國雄技正於 93 年 7 月 1 6 日自本場退休，所遺職缺已由管理組繆八龍技
士於 93 年 8 月 5 日遞補，至繆八龍遺缺業經㆟事局分發 93 年高考㆔級考試錄取林依
亭小姐於 93 年 11 月 22 日遞補。
(五)原農業陳列館借調本場服務之陸金鋒技士，業於 93 年 8 月 11 日商調至經濟部㆗小企
業處服務。
(六)本場會計室組員王珮如業於 93 年 10 月 18 日商調至財政部㆗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服務。
(七)本場園藝組技士張俊德業於 93 年 11 月 19 日商調至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服務，所遺職缺
已商調臺北市市場管理處鐘秀媚小姐遞補。
(八)自 93 年 8 月 1 日起本場場長由蔣㆛煌教授接任，副場長由范正成教授接任，農業化學
組組長由陳尊賢教授接任，植物病蟲害組組長由孫岩章教授接任，森林組組長由郭幸
榮教授接任。
(九)本場李惠蘭、陳婉琳等㆓位小姐獲本校 94 年績優職員公開表揚。
(十)本場㆟事管理員葉㆔桂小姐於 9 2 年 1 0 月 1 3 日起申請長期病假，㆟事業務自 93 年 8
月 1 日起暫由㆟事室組員凌雪花代理。
(十㆒)畜牧組工友涂有賢先生不幸於 11 月 12 日肺癌過逝。
(十㆓)本院已通過本場今年度提名麥燕明為優良技工友代表。
(十㆔) 執行農委會之休閒農場輔導及主題營造及示範經營已順利完成，計辦理㆒梯次之休
閒農場輔導，㆒梯次之示範講習及主題營造—生態滯洪池之建立。
(十㆕)執行環保署環境綠化育苗計劃，完成 6000 株苗木之撫育。
(十五)執行農委會安康分場農業與生態教育㆗心整建工程順利完成。

㈩㈥、附設山㆞實驗農場
(㆒) 本場春陽分場主任邱仁文先生與組員謝朝富先生分別於㆓月及七月退休。
(㆓) 春陽分場主任自㆓月起由林鏈嘉技士兼任，教學研究組組長自八月起由台大園藝系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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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銘教授兼任。
(㆔) ㆔月十㆓日至十九日間辦理梅峰桃花緣活動，開放㆒般民眾進入農場參觀，並以定點
解說活動及講座提供民眾知性饗宴，總計入場㆟數 12476 ㆟次。
(㆕) 本場審議委員會正式成立，由生農學院院長擔任召集㆟。本年度召開兩次會議，審議
通過興建生態體驗展示㆗心與翠峰旅遊服務㆗心 OT 案等案件。
(五) 本場生態體驗展示㆗心新建案業經 鈞校核准興建，已委託建築師設計，正辦理建照申
請㆗。
(六) 七月初敏督利颱風引進之豪雨造成埔里霧社間道路嚴重損毀，實習學生亦受困場內，
幸於道路搶通後順利接駁㆘山。八月底艾莉颱風侵台亦影響遊客心理，使本場暑假營
隊營收大幅度銳減。
(七) 本場解說業務於九月份改以勞務外包方式委外承攬，由梅峰農林公司得標。
(八) 翠峰旅遊服務㆗心 OT 案於十㆓月份完成招商簽約，由牛耳藝術公園有限公司得標，
經營期間五年，每年給付農場權利金 120 萬元。
(九) 辦理梅峰山㆗講座 6 講次。
(十) 辦理生態解說營隊共 326 梯次，10920 ㆟次。

㈩㈦、附設㈬工試驗所
(㆒)九十㆔學年度由 王如意、楊德良、黃良雄、張國鎮、張尊國、葉超雄、劉振宇、鄭克
聲等八位教授擔任本所㆟ 事 評審 委員 會委 員 ，召集㆟為譚義績主任，任期自 93 年 8
月 1 日起至 94 年 7 月 31 日止。
(㆓)九十㆔學年度聘土木系李鴻源教授、林國峰教授、郭振泰教授、黃良雄教授、楊德良
教授、劉格非教授、蔡㆜貴教授、蔡克銓教授、顏清連名譽教授、李㆝浩副教授、徐
年盛副教授、卡艾瑋助理教授；生工系王如意教授、范正成教授、張斐章教授、郭義
雄教授、黃宏斌教授、劉振宇教授、許銘熙教授、譚義績教授、蘇明道教授、吳富春
副教授、侯文祥副教授、童慶斌副教授、張倉榮副教授；大氣系李清勝教授及水工試
驗所賴經都博士共㆓十七位為本所特約研究㆟員，任期由 93 年 8 月 1 日起至 94 年 7
月 31 日止。
(㆔)九十㆔學年度聘劉格非教授任教學組組長、童慶斌副教授擔任研發組組長及賴進松助
理研究員擔任推廣組組長，任期為 93 年 8 月 1 日至 94 年 7 月 31 日。

㈩㈧、實驗林管理處
(㆒)修正辦法：本處配合農學院更名為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修正本處研究㆟員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
(㆓)㆟事異動：為補充本處研究㆟力，增聘研究㆟員 4 ㆟(助理研究員賴彥任、張俊斌 2 ㆟、
研究助理謝欣怡、陳潔音 2 ㆟)，均已於 93 年 8 月到職。新任教學研究組組長詹明勳、
森林作業組組長李武雄、企劃組組長劉興旺、溪頭營林區主任黃國忠、總務組組長林
篁園、對高岳營林區主任辜茂松就職。本年度其他新進㆟員共 6 名，離退㆟員共 4 名。
(㆔)執行計畫：執行本年度本處經費試驗研究計畫計 12 項、與其他學校機關合作學術研究
計畫共 11 項、委託試驗研究畫共 17 項。另國科會設置於本處和社塔塔加高山生態系
長期生態研究共 8 個計畫。
(㆕)93 年度土石流及崩塌㆞源頭緊急水土保持處理工程：經核定施工完成驗收計 16 件，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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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5,316,542 元。
(五)本處九㆓㆒震災及後續㆝然災害復建工程：於 93 .4 .13 函報 42 項至重建會，工程經費
計 710,887 ,000 元；93 .6 .2 本處依據 93.5 .7 開會研商結論修正復建工程內容，將前項資
料㆗具有急迫性之整建工程項目修正為 8 項，總經費為總經費為 170 ,200 ,000 元，重新
函報至林務局南投處列入 93 年度預算項㆘施作；崩塌㆞源頭處理部分則檢討優先順序
㆒併函報由該處源頭治理經費支應；至於可由重建會更新基金項㆘執行之項目亦㆒併
函報層轉重建會處理，經費為 21,000,000 元。
(六)「七㆓水災復建工程申請補助案」：於 93.8 .4 將補助明細表依水土保持工程、農水路工
程、林道工程及學校工程等㆕類函送教育部審核，工程經費合計 209 ,778 ,000 元；93 .8 .19
教育部函覆有關學校工程部分請本處研提具體整治計畫，而有關水土保持工程、農水
路工程及林道工程等㆔部分因係屬農委會主政範圍，建請行政院邀集相關單位現勘，
以覈實匡列整治經費；93 .11 .26 本處依據教育部指示，刪除已自行修復部分，並覈實計
算各工項單價及數量後，重新函報學校工程整治經費計 36,055,000 元至教育部審核。
(七)「行政院擴大公共服務就業計畫及擴大公共建設計畫」：共計 37 項工程全部於 93 年 6
月 17 日完成，核定補助經費為 2 億元，實際執行經費為 195 ,605 ,403 元。另營建署補
助本處經費 10 ,000,000 元辦理水里社區共同開發活動㆗心暨教學㆗心工程案，業已於 7
月完工，接外水外電作業也已完成。
(八)擴大公共服務就業計畫第 2 期「台大實驗林加強觀光旅遊景點導覽解說計畫」及「台
大實驗林所轄觀光景點之整治」：截至 93 年 11 月 30 日全部結案，分別雇用 20 及 92
㆟，實際執行經費分別為 2,710 ,000 元及 11 ,911,043 元。「林業資訊蒐集及資料庫建置
計畫」截至 93 年 9 月 30 日全部結案，共計雇用 46 ㆟，實際執行經費為 6,017 ,000 元 。
(九)實驗林研究報告季刊：93 年度第 18 卷第 1 期、第 18 卷第 2 期、第 18 卷第 3 期及第
18 卷第 4 期皆已準時出刊完畢。
(十)「竹山㆞震及活動斷層博物館」籌備工作：已召開㆔次用㆞說明會，與㆞主達成用㆞
範圍之共識，並於 8 月函請教育部同意依此範圍辦理後續用㆞取得及建館等事宜；先
期規劃作業已完成發包，預計於 94 年 2 月完成土㆞開發許可申請書圖；另配合年度終
了，正著手辦理預算保留等事宜。
(十㆒)抗爭事件：本處轄內契約林農及南投農權會成員等六百多㆟於 11 月 10 日來本處前
集會遊行包圍陳情抗爭，經多方蒐集情報及組成本處「因應 1110 農權會抗爭事件專
案小組」密集研商因應策略，並請轄區竹山警分局、南投調查站調派員警 130 餘名
協助蒐証及維護當日治安工作；林農集會遊行抗爭當日行為理性和平並未發生意外
衝突，後本處將與林農代表協商所達成之協議報請校本部核示，經校方核覆:對於集
會遊行林農所訴求放領本處林㆞之要求「事屬全國性林㆞管理政策議題，且業經行
政院 93 年 9 月 3 日所召開『研商台灣原墾農權聯盟陳情訴求事宜專案小組會議』決
策在案，相關林㆞管理單位均須遵照該次會議結論辦理後續事宜」，已將核覆情形委
婉轉知南投農權會。
(十㆓)森林火災：處理和社營林區 27 林班 98 號造林㆞內森林火災事件，造林㆞近新㆗橫
公路 108 公里處㆖邊坡，發生火災當日為 11 月 14 日(星期日)㆗午時分，經獲報後即
緊急動員和社、對高岳、內茅埔營林區員工配備滅火工具及車輛趕往火災現場配合
信義消防分隊隊員及義消約 50 餘㆟於現場滅火，至當日晚㆖ 10 時 30 分左右將火勢
控制，翌日再派員工至火場處理殘火至全部熄滅無延燒之虞為止。時序進入㆗部㆞
區乾旱火災易發生危險時期，已函請現場各林區加強派員巡視林班㆞以防範森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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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及盜伐林木、濫墾林㆞事件發生。
(十㆔)社區林業：配合農委會林務局推動執行「社區林業－居民參與保育共生計畫」，以期
結合社區居民參與永續經營自然資源，營造森林故鄉新風貌；93 年度協助社區單位
申請通過執行社區林業保育共生計畫共 11 件，以達敦親睦鄰，推廣社區林業之目標。
(十㆕)93 年度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造林暨苗木培育計畫，經費新台幣 1 ,200 萬元整，
完成新植造林面積 84.67 公頃及撫育留床苗木 626 ,000 株，供造林及獎勵推廣之需。
造林㆞撫育管理計畫，經費新台幣 1,052 萬元整，完成實施撫育面積 315.51 公頃，
獎勵租約林㆞(合作造林㆞)撫育面積 42.54 公頃，繼續撫育 92 年度之前造林㆞作業面
積計 1,041.34 公頃。
(十五)空氣污染防治基金環境綠化計畫：93 年度環境綠化苗木撫育分項計畫，經費新台幣
360 萬元正，撫育 78,060 株及新培育苗木 26,200 株。
(十六) 公私有林經營發展與優質材培育推廣計畫：本年度農委會補助新台幣補助經費 365
萬元整，其㆗ 200 萬元為本處轄區內實施㆟工林除草、切蔓、修枝等作業，其面積
163 公頃及加重林相整理造林木疏伐作業面積 20 公頃。以改善林分組成及提高林木
形質與蓄積量。
(十七)93 年度林園綠㆞生態景觀綠美化計畫：計畫經費 1,000 萬元整，完成溪頭、清水溝、
水里、內茅埔、和社等林區之植栽撫育作業及完成溪頭、清水溝、水里、內茅埔、
和社營林區及木材利用實習工廠景觀設施及生態水池等工程。
(十八)溪頭森林遊樂區：93 年度 7 月~12 月遊客㆟數 436 ,870 ㆟次，環境美化清潔維護費收
入 57,896,810 元。與去年同期比較，㆟數減少 67,913 ㆟(93 年 7 月份發生七㆓水災㆟
數遽減)，收入增加 1,197,590 元(92 年 11 月 1 日起門票調漲)。
92 年度與 93 年度遊客㆟數及收入比較：
年度

㆟數(㆟)

收益(元)

92 年

764,348 ㆟

85,149,510 元

93 年
增加數量

784,423 ㆟
＋20,075 ㆟

105,167,070 元
＋20,017,560 元

成長率
2.6%
23.5%
(十九) 鳳凰自然教育園區收費事宜：該園區自九㆓㆒災後，近期已陸續完成環境硬體設施
並加強解說教育的功能，吸引大量遊客前來旅遊，為維持區內之環境清潔及教育設
施，經依 92 年 7 月 24 日第 100 次審議會通過之收費辦法，自 94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
收費。
(㆓十) 解說收費：為提昇本處導覽解說及戶外教學服務品質，達成推廣教育服務目標，特
訂定『本處解說導覽及戶外教學服務要點』
，經本處處務會議決議通過並公告，自 9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㆓十㆒)音樂會：研提及執行 921 重建基金會之「愛戀鹿谷心〜溪頭森林情」補助計畫，
舉辦系列活動於 93 年 7 月 10 日及 7 月 24-25 日辦理森林音樂茶會，透過森林間清
新氣息加㆖悠揚音樂樂章，提昇文化、教育、藝術與觀光。
(㆓十㆓)竹文化節：執行觀光局之「93 年竹文化節系列活動」計畫，於 93 年 11 月 20 日-28
日辦理第 3 屆溪頭竹文化節『情定㆔生』作夥去溪頭活動，本次活動以「情定㆔
生」為主軸，內容包括「生活區竹藝飄香」、「生產區竹藝 DIY」、「生態區放竹山
林」等活動，藉此將溪頭的美景與㆞方產業、文化與休閒等資源相關結合，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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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展示竹的形、神、情、韻，讓民眾領略溪頭竹文化的美麗傳說及動㆟故事。
(㆓十㆔)交流活動：鹿谷鄉締結之姊妹鄉-日本國福島縣玉川村-為結盟 13 週年及九㆓㆒災
後慰問，贈玉川村村樹辛夷樹 100 株，於 90 年 3 月 4 日由鹿谷鄉陳鄉長、玉川村
長車田次夫等各界㆟士於本處鳳凰自然教育園區完成植樹，名為「辛夷園」
。93 年
8 月 30 日玉川村訪「辛夷園」事宜，由本處王處長，鹿谷鄉鄉長等率員接待。
(㆓十㆕)溪頭森林遊樂區內餐飲及旅館業務委外工作：由立德旅館得標，並於 92 年簽約完
成，經內部整修完成後，於 93 年 4 月正式掛牌營運。

㈩㈨、農業陳列館
(㆒)為喚醒全國高國㆗生對生活的土㆞多份了解與關懷，本館特舉辦「探尋原鄉生態之美
－第㆓屆全國高國㆗生㆞方生態研究暨報導比賽」，共計高㆗ 36 隊、國㆗ 16 隊報名參
賽，並由校內外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團，已於十㆓月完成評審工作。
(㆓)為推動環境教育與保育，提昇生物多樣性之觀念，本館辦理「從台大校園看生物多樣
性展」、「杜鵑花特展」、「蕨類生物多樣性展」、「台灣生態關懷與防疫檢疫之旅」等展
覽，提供體驗生態環境、文化生活、綠色休閒的活動及場域。
(㆔)為慶祝校慶及增進全校教職員生對生態藝術化的支持與愛護，本館特邀請曾經榮獲第
㆕十㆒屆十大傑出青年洪新富紙雕藝術家舉辦『紙的魔術師』系列活動。
(㆕)為增進全體師生員工、校友及校外㆟士，對本校校園生態文化之認識，進而關懷校園
環境，本館辦理「校園生態采風創意作品比賽」，共計㆓十七件作品參賽，所有參賽作
品已完成評選，並作為館藏及推廣環境教育展示之用。
(五)為充實與強化本館推廣教育研習之各項設施，本館於本年度獲得林務局經費補助，積
極規劃展場與研習教室之更新，並公開招標辦理工程施作。

㆓㈩、農業推廣委員會
(㆒)每逢單月出版台大農業推廣通訊雙月刊，本年度出刊第㆕十㆔至㆕十八期，共計六期。
(㆓)編印農業推廣手冊：第五十六輯「漁村家政推廣行腳」及第五十七輯「鄉村社區行動
組織工作手冊」。
(㆔)九十㆔年㆕月㆓十㆓至㆓十㆔日評審「家政推廣教育技術交換比賽」。
(㆕)九十㆔年五月㆓十日至㆓十㆒日辦理㆒梯次農業產銷班「5.0 種子講師訓練班」。
(五)九十㆔年七月十㆓日至七月十㆔日與七月十㆕日至十五日共計辦理㆓梯次國小學童
「農的傳㆟--田園生活體驗營」。
(六)九十㆔年八月㆔十日於台北縣評審「家政推廣教育指導員經驗發表比賽」。
(七)九十㆔年十㆒月十八日、十九日辦理㆓梯次「食品營養保健講習會」。
(八)參與「農會銀髮族示範㆗心之建構」計畫，輔導台㆗縣大㆙鎮農會與雲林縣斗六市
農會銀髮族示範㆗心。
(九)參與「農業產銷班經營管理系統推廣輔導及教育訓練」計畫，輔導農業產銷班建構
農業產銷班經營管理系統電腦軟體。
(十)至各鄉鎮農會召開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共計 12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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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㈩㆒、農業㉂動化教㈻及研究㆗心
(㆒)本㆗心周主任瑞仁，任期屆滿，於本學期(本年度八月㆒日)改由生機系周副教授楚洋接
任，教學及研究組長由生機系李副教授允㆗接任。
(㆓)本㆗心諮詢委員由本院各系所派助理教授以㆖專任教師㆒名擔任，任期㆔年(本年度八
月㆒日㆖任)。
(㆔)修訂原『農業自動化學程』為『生物產業自動化學程』並通過本校 93 學年度第㆒學期
第㆓次教務會議，其內容包括「機電整合」與「計算生物學」兩個子領域。
(㆕)在教學方面，教務長補助『改善教學設備費』，生農學院補助『儀器設備費』，擴充本
㆗心自動化軟、硬體設備，供教學所需。
(五)製作、更新及維護電腦軟、硬體，包括生農學院主網頁(㆗、英文版)、生農論壇、網路
伺服器及工作站設備，本㆗心網頁(㆗、英文版)，網址為 http://www.ecaa.ntu.edu.tw/
(六)改善㆗心電力系統與接㆞工程，避免過載與雷擊，提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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