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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成立於民國 44 年，為本校歷史最悠久的系所之一。本系設

立「宗旨」在培育生命科學方面的專業人才。「目標」為培育學生具有基本的科學

研究能力，並提供多方面教學資源，鼓勵學生朝向學術研究、生物產業及多元化發

展。目前生命科學系依專業領域分為「生物醫學」及「生態暨生物多樣性」兩組，

辦學特色在培育學生具有全方位的生命科學視野及健全人格發展。開設之課程涵蓋

從分子、細胞、組織、器官、系統、個體、個體間、生態系及演化學的完整生命科

學教育，透過核心課程及學群選修課程，使學生具有一定整合及專業分工的能力。

本系教學特色強調專業知識傳授和研究能力的養成，透過多元化學習的資源，提供

學生全方位的優質學習環境，鼓勵學生朝向學術研究或生物產業發展。 

本系大學部專業課程之設計包括「基礎科學教育」、「核心課程」、「進階課

程」等，理論及應用並重，使學生具有一定整合及專業分工的能力。為突顯專業特

色，本系在課程安排上特別規劃學群選修課程生物醫學組及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學

生選修。透過學群選修我們希望強化各組學生在專業領域的能力，進而提升學生未

來的競爭力。此外，課程規劃上特別強調學生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培養、溝通及表達、

團隊合作及獨立思考的能力。 

研究所碩士班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學術研究人才。課程規劃是以厚植生物醫

學或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的基本知識為基礎，以提升學生專門領域的知識，表達與溝

通之能力及強化研究技術與相關工作能力為目標。而博士班成立的目的則是為了培

養專業學術研究人才。課程規劃特別強調獨立研究能力，輔以專業課程之學習，使

學生在研習過程中能夠提升其專門領域的知識深度。並強調研究計畫之草擬及研究

論文之書寫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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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特色 

生物醫學組特色 

疾病是人類面臨的一項重要挑戰，如何解決人類的疾病，一直是醫學界及生物

學界努力的目標。本系生物醫學組成立的目的在於培養生物醫學研究與從業人才；

建構基礎醫學及生物學專業理論與知識，並整合實驗課程。為達此目的，本組除了

要求學生學習分子、細胞及人體生物學知識外，並強調人類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人

類的生命現象亦為億萬年演化而來，一些疾病也是由於人類與自然環境脫序而導

致。因此，本組學生除了修習基礎生物醫學

課程及技術之外，也必須瞭解演化學及生態

學之內涵，以建立宏觀的生物醫學概念。同

時我們也提供紮實的實驗課程，使學生具備

在研究室工作的能力。教師的研究重點及特

色包括：發育生物學、癌症生物學、心血管

疾病、神經生理學、神經退化性疾病等。 

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特色 

當今生命科學的重要使命之一乃為解決生態環境因我們人類破壞干擾所面臨的

問題，本系自創系以來，即著重台灣本土生物與生態保育之教學與研究，致力於基

礎生物與生態環境之資料調查與分析。教師的研究對象如哺乳類、鳥類、兩棲爬蟲

類、魚類、昆蟲類、維管束植物及苔蘚研究等，近年來更從 DNA 分子延伸至生態系

的整合教學與研究，為國內生命科學領域最完整的學習環境。本組與國內研究機構

如中研院、林試所及科博館等單位積極合作，亦將教學與研究範疇擴展至中國及東

南亞地區，並結合本校校級研究中心「熱帶

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資源擴大

本組研究能量。本組研究重點包括各類群生

物之分子生態、行為生態、生理生態、保育

生態、族群生態、生態系生態、熱帶生態及

親緣系統、生物多樣性等，為國內生命科學

領域最完整的學習環境。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2018 年度報告 3 

 

系主任的話 

本學年，我們迎接第 62 屆生命科學系的 80 位新生踏入校門，加入東海生科大家族，

他們對大學的學習與生活充滿期待，我們引領他們、鼓勵他們認真求知，努力充實、涵養

自己。 

今後的十年，高教環境受嚴峻的考驗，受少子化衝擊，招生成為系上很大的挑戰。由

於國內各校系排行穩定而學生人數降低，使本系新生素質略降，即便如是，教師群不改初

衷，我們投入更多心力，為教學與輔導付出努力，鞏固教學品質，提升畢業生素質。系上

有五位特聘教授，佔全校四分之一，表現優異。陳仁祥老師獲本校優良教師，教學上的努

力與傑出表現備受肯定。為研究方面，全體教師去年獲得 42 件研究計畫和 6,400 萬研究經

費，我們 17 位教師積極熱情投入研究，向外爭取計畫與經費，為全校各系所之冠，研究

能量與資源惠及學生，帶領學生團隊快速成長，讓碩士班與博士班研究生有充沛的資源，

也讓大學部的專題生受到良好的教學與訓練，有利就業與深造，今年度畢業生有 26 位進

入全國 12 個相關研究所深造。強化本系生態學的研究發展，在學校所獲教育部高教深根

計畫的支持下，這學期，新聘五位研究型的專案教師，研究新血的加入，將使本系成為台

灣生態學研究重鎮。  

今年系上與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與毒物試驗所簽訂合作協議書，由費紋綺所長(第

17 屆系友)代表簽署；和特生中心簽署合作協議書，由特生中心主任楊嘉棟博士(2014 博士

班系友)代表簽署。將提昇學術及教學等多元合作，激發生物多樣性與生態保育的研究發展

與教學活力；強化與東大附中的教學合作，與東大附中鍾興能校長簽屬合作備忘錄。 

系上生物醫學組向來重視遺傳學、胚胎學及發育生物學，擁有果蠅、斑馬魚及小鼠的

豐富研究經驗及設備，並且長期與國衛院分基所結盟，進行多項在研究、教學及人才訓練

上的合作，其中包括『亞太生醫矽谷精準醫療旗艦計畫---精準醫療人才培育』實習計畫以

及由國衛院老師群主授的『分子基因與醫學專論』等課程，讓生科系的同學得以接受最先

進的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訓練。本系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在 12 月 1

日於東海聯合主辦「2018 臺灣斑馬魚研討會」，有來自各研究所及大學的研究人員共 158

人與會，讓生醫組師生貢獻國內斑馬魚研究社群的發展。 

今年，感懷孫克勤教授對母系的貢獻，系上成立 「孫克勤教授紀念獎助學金」，母

系感謝孫老師子女捐款五萬美金，成立獎學金，捐款之利息將用於補助弱勢入學、急難救

助與獎助優秀學生。我們同時發起系友募款，只要您捐款，另有無名氏捐一比一相對款，

我們希望能再募得五萬美金，使獎助學金基金可達十五萬美金。愛母系之情與對孫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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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懷，都將以實際行動，嘉惠亟需協助的學弟妹，讓他們能安心完成學業，得以脫貧脫困，

鼓勵他們追求卓越，貢獻社會，本獎學金將於 2020 年開始實施。 

系上教師在教學研究上，競競業業；在學校行政服務上，林良恭特聘教授繼續擔任教

務長，林惠真特聘教授擔任研發長，卓逸民特聘教授擔任勞教長兼通識中心主任，江智民

教授擔任熱帶生態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該校及研究中心本年度更名為生態與環境

中心，謝明麗特聘教授擔任貴重儀器中心主任，范聖興教授擔任博雅書院副書院長，感謝

他們對東海校務發展貢獻良多。 

   

                      

 

                                                            107 年歲末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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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關永才特聘教授 

Kam, Yeong-Choy 

最高學歷：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兩棲爬行動物學、脊椎動物生理及行為生態學 

 

謝明麗特聘教授兼貴儀中心主任 

Hsieh, Ming-Li 

最高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 

研究專長：分子醫學、遺傳工程、分子生物學 

 

林惠真特聘教授兼研發長 

Lin, Hui-Chen 

最高學歷：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生理生態學、濕地生態學 

 

黃光裕教授 

Hwang, Guang-Yuh 

最高學歷：美國猶他州州立大學生物學博士 

研究專長：病毒學、免疫學、分子生物學 

 

汪碧涵教授兼主任 

Wang, Pi-Han 

最高學歷：英國伯明罕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真菌學、微生物生態與多樣性 

 

林良恭特聘教授兼教務長 

Lin, Liang-Kong 

最高學歷：日本九州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野生動物生態學、保育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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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逸民特聘教授兼勞教長暨通識中心主任 

Tso, I-Min 

最高學歷：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行為生態學、城市生態學、仿生學 

 

范聖興教授兼副書院長 

Fan, Seng-Sheen 

最高學歷：美國普渡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型態發育的分子機轉、癌細胞之轉移 

 

劉薏雯教授 

Liu, Yi-Wen 

最高學歷：清華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斑馬魚遺傳學與發育生物學、分子細胞生物學 

 

江智民教授兼熱帶生態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 

Chiang, Jyh-Min 

最高學歷：美國俄亥俄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生態系生態學、植物生理生態學 

 

林宜靜教授 

Lin, Yi-Ching 

最高學歷：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植物生態學、生物統計學 

 

蔡玉真副教授 

Tsai, Yu-Chen 

最高學歷：陽明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發育生物學、遺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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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偉廷副教授 

Chao, Wei-Ting  

最高學歷：東海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細胞生物學、癌症生物學 

 

劉少倫副教授 

Liu, Shao-Lun 

最高學歷：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植物分子生態學、基因體學 

 

陳仁祥助理教授 

Chen,Ren-Shiang 

最高學歷：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博士 

研究專長：動物生理學、電生理學 

 

林玉雯助理教授 

Lin, Yu-Wen  

最高學歷：美國奧勒岡醫科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轉譯醫學、分子細胞生物學、分子藥理學 

 
溫國彰助理教授 

Wen, Kuo-Chang 

最高學歷：澳洲詹姆士庫克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珊瑚礁魚類生態學、珊瑚礁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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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專案助理研究員) 

 

張仲德博士 

Chang, Chung-Te  

最高學歷：彰化師範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地景生態學 

 

張家豪博士 

CHANG, CHIA-HAO 

最高學歷：交通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魚類演化生物學 

 

楊姍樺博士 

Yang, Shan-Hua  

最高學歷：中興大學(中央研究院國際研究生學位學程)博士 

研究專長：環境微生物學 

 

林千翔博士 

Lin, Chien-Hsiang  

最高學歷：義大利巴里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保育古生物學 

 

李錦城博士 

Lee, Ching Chen 

最高學歷：馬來西亞理科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社會昆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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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活動 

本系現有學生數 

  本系設有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大學部分為生物醫學組及生態暨生物多樣

性組，每班人數約在 45-50 人左右。招生方式則分成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考試分

發等方式。研究所碩士班亦分為生物醫學組及生態暨生物多樣性組兩組招生，每

組招收 8 名，招生分成甄試及考試入學兩種方式。研究所博士不分組，每年招生 3

名學生。本系現有學生人數如下表。 

學年度 

104 105 106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大學部生醫組人數 197 190 192 183 190 181 

大學部生態組人數 176 169 183 174 166 157 

碩士班生醫組人數 10 6 8 7 5 4 

碩士班生態組人數 11 11 13 9 11 12 

博士班人數 16 16 16 13 15 15 

總學生人數 410 392 412 386 387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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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畢業生考取研究所榜單 

國內各研究所榜單，共計 27 人 

姓名 學校 科系 

張育維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陳予芙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邱相齡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施景皓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林誠惟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吳婉瑜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戴逸萱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許耀仁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李珮慈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陳威佑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張庭瑋 

國立成功大學 藥理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臨床醫學所 

張育銜 
國立成功大學 臨床醫學所 

郭亭秀 

國立交通大學 族群與文化所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政治經濟所 

洪渝淵 

國立台灣大學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所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檢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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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翰 國立陽明大學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甲組 

余采樺 國立陽明大學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甲組 

韓天恒 

國立台灣大學 生命科學所 

國立台灣大學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所 

國立成功大學 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系暨研究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專業學院 

林郁馨 

國立成功大學 臨床醫學所 

國立成功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林秉叡 

國立陽明大學 分子細胞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化學研究所 

曹恩綺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藥理學科學暨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口腔生物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所 

林偉強 
國立台灣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學研究所 

台灣國際研究生學程 TIGP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program 

沈宏智 

國立台灣大學 分子細胞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乙組 

古嘉翔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乙組 

柳亞霖 國立中興大學 土壤環境科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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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苡 

 

國立中興大學 植物病理學系甲組 

國立成功大學 微生物免疫所 

 

 

柳智升 

國立台灣大學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生態組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研究所 海洋生物組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生物多樣性組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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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賢芳教授獎學金 

  陳賢芳教授獎學金，係由楊金山系友捐款成立，以鼓勵生科系同學努力向學及發

展創新之研究，過去兩年獲獎之同學如下表： 

106 學年度：總計共頒發新台幣 290,000 元 

部別 級別 學生姓名 獎學金金額 

大學部 生醫組一年級 李柏瑋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一年級 羅大昱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二年級 吳敏瑜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二年級 陳  希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三年級 徐語謙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三年級 黃冠榕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四年級 林偉強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四年級 吳婉瑜 10,000 

碩士班 生醫組 廖振群 20,000 

碩士班 生醫組 林冠宇 20,000 

碩士班 生醫組 葉松翰 20,000 

碩士班 生態組 傅念澤 20,000 

碩士班 生態組 劉人丞 20,000 

碩士班 生態組 黃子晏 20,000 

博士班  黃騰禾 30,000 

博士班  李坤璋 30,000 

博士班  高綾憶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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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賢芳教授獎學金獲奬感言 

生科系生醫組大一   李柏瑋 

首先，我想感謝系上教授和助教們。 

我原以為，到了大學就要靠自己學習，老師們上課教完，下課就不會理會我。

但我錯了，老師們他們每一個都盡心盡力希望我們能學會新知識，從來不吝嗇花費

時間來教導我們，所以我非常感謝所有系上的教授和助教們。 

我呢，是指考進來的，錄取成績跟當年本系最低錄取成績一樣，也就是名符其

實的吊車尾。但是，爸爸媽媽都告訴我不要灰心，錄取了與沒錄取才是天淵，既然

我錄取了，那開學以後，我們都是從頭開始，起跑點是一樣的。 

為此，上了大學我非常在乎成績，無論是本科的課還是選修的課，甚至是國防、

體育這種零學分的課，我全都是盡力去做到最好，不會有考過就好、沒被當就好這

種想法，因為我的目標是來學習，學懂才是重點。 

我很感謝當初鼓勵我的爸爸和媽媽，我經常沒信心，但他們始終一直相信我很

棒，我能有努力的目標，很大一部份也是為了令他們驕傲。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同學，許多人，會互相討論、交換筆記，甚至互相教學，常

常我不懂的，他們都會教我，而他們若有問題，我也都是毫無保留地教他們。 

大學是個小型社會，沒有人能獨行，就像分組報告自己不可能永遠獨攬所有工

作，要會團隊合作。大學同學們對我的影響很多很多，最後，我想感謝你們。 

 

生科系生態組大一   羅大昱 

我是生態組一年級的羅大昱。這次能夠獲得獎學金，我感到十分榮幸。我想，

這份獎學金既是對我過去一學期努力成果的肯定，同時也是我對於老師們辛勤付出

的回饋。 

 在高中時代我並不特別喜歡生科，或許是受高中生物課應試教育的「磨煉」，

讓我覺得生物不怎麼有趣。但是經過在生科係這一學期的學習，老師們生動的教學

以及豐富多彩的戶外課程（比如去高美，集集，生物學習方法）讓我真正開始對生

科產生興趣。同時我非常佩服老師們認真踏實的教學和研究精神，他們對於生科的

熱情也深深感染著我。我不會忘記在汪老師嚴格要求的背後是對我們的殷切期望，

我不會忘記江老師手拿著巨大植物熱情洋溢地為我們上課的情景，我不會忘記英俊

帥氣的劉老師教我們浮游網的使用、林老師教我們認識各種種子，我也不會忘記東

海蜘蛛人卓老師充滿味覺刺激風趣幽默有聲有色的課堂。當然還有一群熱心的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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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他們盡心盡責，輔導我們順利完成課業任務。對於這一切的一切，我非常地珍

惜和感謝。 

我今年大一，對我來說，未來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我希望自己能一直秉持

認真嚴謹的態度和對於生科的熱愛，堅定地向前邁進。同時，我也在此呼籲大家共

同努力，讓生科系在未來因我們而更加美好。 

 

生科系生醫組大二   吳敏瑜 

很高興能榮獲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也很感謝同學、老師及朋友在課業上的指

導，讓我學習到更多知識，並在學業上有良好的表現。與此同時也特別感謝父母給

予我的一切，使我得以專心學習，今後也會認真學習更多知識，充實自我並努力找

到與自己興趣相投的工作。 

 

生科系生態組大二   陳  希 

首先非常榮幸能夠得到這份獎學金，得知自己獲得獎學金時感覺很驚喜，這份

榮譽對於我來說是一種鼓舞與激勵，之後我會也好好運用這份獎學金，並繼續努力

學習，希望未來可以成為不愧對於這份獎、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 

同時也很感謝東海生科系的學長姐們關心生科系的發展，慷慨的捐款鼓勵，提

供系上學弟妹許多獲得獎學金的機會，相信對獲獎的新生來說會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與幫助，也會成為大學裡難忘的美好回憶。 

生命科學系是在東海大學創校以來就設立的系所，歷屆以來在此受滋養成長的

學長姐們，或在科學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或有許多各自在不同領域打拼的，這些

傑出的校友不僅在自己的專業上面努力精進，還願意回來以前的學校關心鼓勵學弟

妹，把這份熱情傳承給未來下一代生物領域中的研究者，這樣的精神真的非常值得

效法！ 

在生科系上學習的過程中，我感受到教授們對於科學的熱忱與為了學生能更好

的心，不只是教導課本上的知識，也訓練我們口語表達、文字撰寫、與人合作討論

的能力，還有讓我們學習到許多待人處事的道理。或許學生不是很明白，但是未來

不管是在本科系的領域或是選擇其他的路，這些能力都會成為很大的幫助。 

感謝主，讓我在大學裡遇到很多好朋友、同學、好老師的幫助，不管學業、人

際、生活中都充滿著許多上帝的美意，讓什麼都沒有的我，但是靠著主可以有這麼

多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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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系生醫組大三   徐語謙 

來到東海生科第三年了，想都沒想過自己也能有拿獎學金的一天。這次很榮幸

也很開心可以獲得『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進了生科系之後忙忙碌碌的生活著，加上大學跟高中真的很不一樣，除了課業

之外還要兼顧其他大大小小的事情，非常考驗自己時間管理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直以來都覺得自己很平庸，從完全沒有方向的在這個系上摸索，到現在慢慢地對

一些科目找到自己的熱忱和興趣，也漸漸在系上及實驗室的專題中找到成就感，真

的很感謝身邊所有支持我的人，以及生科系每一位認真的老師們。我們系上的專業

相對於其他的科系其實來的更重也更需要投入自己大量的課外時間，邏輯的思考、

操作實驗的技巧、數據分析、及口頭報告等等，所受到的訓練可以說是非常的紮實，

其實很慶幸自己能有這樣的求學經歷，在這當中成長了很多。 

最後再次感謝系上的獎學金，也期許自己能夠找到自己的目標及理想，不斷努

力下去。 

 

生科系生態組大三   黃冠榕 

十分感謝系上給予我這個機會，對我來說，這是對我三年來在大學中學習的一

種肯定，也是我不斷進步的證明。這筆獎學金除了能夠讓我減輕許多就讀大學負擔，

更對我生活及學習上的支出有諸多的助益，因而更能心無旁鶩，專心向學。因為這

份鼓勵，讓我更添自信心，往後我必定能夠力爭上游，更加努力爭取佳績。三十多

年前，父親曾是陳賢芳教授的學生，今天我能榮獲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雖然父

親已不在世上，但是我相信他一定非常欣慰，並以我為榮。 

這份獎學金來自多位學長姐的奉獻，他們除了為緬懷陳教授的師恩，相信他們

更期待學弟妹能夠努力向學，在專業上有所成就，能榮耀母校。我也期待自己，以

不負系上師長的期望為目標，再接再厲。希望以後我也能為他人助一份心力，在此

十分感謝系上提供這筆獎學金。 

 

生科系生醫組大四  林偉強   

首先，本人林偉強非常感謝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在眾多優秀學生中選擇我。

這獎學金不但減緩我的財務壓力，肯定我在學校內的表現與努力，也鼓勵我追求自

己在生物領域發展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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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生命科學系都不是輕鬆的科系。除了龐大的學業壓力以外，實驗室

的訓練更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我相信兼顧課業，實驗，社團甚至於打工時非常

有挑戰性的事情。如果沒有經濟上的限制和考慮，我能夠更專心的集中在自己有興

趣的事情上，進而提高學習的品質與成效。然而，財務問題時常導致我需要找其他

工讀的機會而分散了原本可以用來學習的時間。因此，對於獲得陳賢芳教授紀念獎

學金的我感到非常的喜悅及感激。 

我也相信設立如此獎學金更能鼓勵其他和我情況類似的學生更積極的學習。最

後，我希望以此勉勵同學更認真的學習，為自己未來奮鬥。最後，我再一次感謝東

海生命科學系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給予我的肯定，謝謝。 

 

生科系生態組大四  吳婉瑜 

感謝系友們的捐款，使我能有這個機會和資格申請獎學金。以往由於不具備低

收入戶的資格，曾與許多獎學金擦肩而過。這次我有幸獲得陳賢芳獎學金，減少了

一部分出國參加研討會的金錢壓力，陳賢芳獎學金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補助金使我能

順利參加研討會，不需要為了湊出足夠的金錢而擔心，或者需要放棄這個難得的機

會。感謝各位系友們對作為後輩的我們所付出的關心、金錢及心力，這樣的獎學金

能夠幫助那些成績並非頂尖且家境雖然不貧困，但不願太過依靠家中經濟支持的學

生，這能使我們不會因為金錢壓力而放棄各種機會，或是為此多打幾份工作而無法

兼顧到學業。再次感謝系友們的捐款使我能無後顧之憂的把握難得的機會去參加國

外研討會，謝謝。 

 

生科系生醫組碩一   廖振群   

真的非常開心能夠在研究所期間獲得這一次的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 得到這

筆獎學金對我而言是一份榮譽也是肯定。這筆獎學金不僅能大大減輕我在生活開銷

上的壓力， 也是告訴我不斷地持續從事著自己喜愛的事務最終也有可以獲得肯定的

一天， 在研究生涯當中不管是在修課上或是從事實驗上， 我在東海生科系上都受

益良多，並且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同學夥伴， 並互相勉勵彼此向著自己所期望的

目標邁進。日後， 不管是在課業與研究方面我也會繼續督促自己必須更加努力， 而

在期勉自己在未來有能力之餘， 可以延續並落實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的目標與精

神回饋給未來的學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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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系生醫組碩二   林冠宇 

很高興當初選擇了這個科系，使得我可以成為生命科學系這個大家庭裡的一份

子，待在這個科系的幾年裡，讓我能夠認識到許多各式各樣的人、面對很多不論是

快樂或艱困的事、也受到了相當扎實的訓練，相信對於以後不管是在相關領域的工

作抑或是待人處事上都會有莫大的幫助。也感謝這些年來這個科系提供了我一個良

好的學習環境以及一路走來協助、支持我的家人、老師與同學們，在這樣的氛圍裡，

我將持續的努力，期望著總有一天能夠將我的所學回饋給這個社會。 

 

生科系生醫組碩三   葉松翰    

能通過審查並獲得『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我感到十分高興，而這必須感

謝許多人給予我的幫助。 

首先是，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陳仁祥老師，教導我在實驗以及學術上的知識，供

給資源幫助我進行碩士論文的研究。也提供機會，讓我到中研院觀摩或是參與研討

會，擴增我的眼界，增廣見聞。此外，也要感謝系上所有教授們平時給予我的幫忙

和指導，尤其是林玉雯老師和蔡玉真老師，平常遇到老師們時，她們都會關心我的

研究狀況。若是我有不懂的事情，向她們詢問時，老師們也會不厭其煩地再三解釋，

直到我清楚明白。再者，要感謝實驗室裡已畢業的賴彥明學長，他時常幫助我釐清

實驗研究上的盲點，以及該注意的細節等等，使得我的實驗研究得以順利進行。還

有謝謝實驗室的楊仁龍等學弟妹們，日常時的相處和團隊合作，使實驗室能夠順利

運作。 

由於許多人給予我幫助，使得我成長茁壯。最後，勉勵系上學弟妹們，東海生

科有著充沛的資源，還有陣容堅強的師資，鼓勵學弟妹們能夠把握機會，在求學階

段好好地充實自己。 

 

生科系生態組碩一   劉人丞 

得知自己獲得陳賢芳獎學金後，當下感到驚喜，同時也感到非常榮幸，此獎對

我是莫大的鼓勵，因為這是就讀五年一貫以來，頭一次在系上獲獎，這也肯定了我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的努力。回想這兩年來自己的學習歷程，在大四時就進入碩一的

學程，其實路途走得挺艱辛，但習慣這個步調後，做事效率與耐受挫折的能力是比

其他人更好一些。在這兩年中，我了解到時間的調配是很重要的，什麼時間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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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別在學習時想著玩樂，而在玩樂時又惦記著書沒讀完。全心投入去完成一件事，

想必成功就在不遠處。 

 

生科系生態組碩一   黃子晏 

很榮幸這次能夠申請到陳賢芳獎學金，曾經，礙於經濟方面的因素，我對於是

否要唸碩士而徬徨猶豫，但是所幸有拿到系上入學的獎學金，讓我在求學的道路上

更能夠沒有後顧之憂。而在這學期順利申請到了陳賢芳獎學金，也讓我在經濟上的

壓力更為減輕，能夠更專心投注於研究與實驗當中。在碩士班的這一年學習生涯中，

我發現到碩士班的課程時間雖然不長，但是課程很重，而且需要安排在做實驗的時

間更長，因此，幾乎不可能有任何可以去打工的時間。在生活費較為不足的情況下，

經濟方面的壓力變成另一個除了學業以外的壓力來源，所幸在系上獎學金的幫助

下，我能更致力於研究與課程的學習，在有限的時間中學習到更多的東西，而在學

校以外的時間，更能夠用來研讀更多的文獻，增加自身研究背景資料，對於論文的

撰寫上能夠更加流暢與通順。很慶幸在東海研讀碩士，讓我可以不必在龐大的學業

壓力以外還要負擔經濟上的重擔，能夠更專注於研究及享受其所帶給我樂趣。 

 

生科系生態組碩二   傅念澤 

感謝系上有此獎學金，能在學習的同時有此獎勵，是對我們的肯定。很榮幸能

得到此獎學金的頒發，不論是對我、或是系上所有的同學都是努力和激勵自己的目

標。系上一直以眾多的獎學金獎項推廣，我也認為這成為很好的努力動力，同時我

也希望能有更多關於參與研討會、研究獲獎的鼓勵獎金等等，系上致力於生物研究

的探討，所有的研討會或是研究發表都是對學生很大的挑戰，若是在這樣的情況有

發表甚至是有獲獎，系上能夠有獎學金的鼓勵，絕對是系上學生努力、且更加積極

投入的動力。近期在新生入學時，對所有新生都有獎學金的發放，我自己感覺這並

沒有達到獎勵付出的目的，希望能夠有更多獎勵系上優秀表現的獎賞。即便如此，

還是非常感謝這次的獎學金頒發，能夠讓我對自己、父母親都有很好的回報，再次

感謝。 

 

生科系博士班      李坤璋 

謝謝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很高興可以獲得這份獎學金！我目前是林惠真老師

的博士班學生，做的是桃園藻礁生態系相關研究。這份獎學金對我很重要，可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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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生活的花費，讓我不用太過於擔心沒有錢可以生活，因而可以更專注於研究，產

出更多的文章。 

 

生科系博士班      黃騰禾 

研究所生涯期間，一直都知道系上有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提供優沃的獎學

金來幫助系上的學生，讓大家能夠有更多的心力著重在學習或研究上。但一直以來

都覺得自己的研究工作還不夠資格申請此項獎學金，所以多年下來從未送過申請

書。今年在系上老師和系辦公室的鼓勵下，抱著忐忑的心情遞交了申請書。對於能

夠榮獲此獎學金，對於我是莫大的鼓勵與肯定。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的教學品質與

研究熱忱，一直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系上與老師們的互動與學習，都可以很容

易的感受到老師們對學生的深深期許；在研究上則是看到老師們的專注與專業，以

及彼此之間的密切合作。這樣的教學研究精神，讓身為學生的我，不僅從老師們學

習到了研究的態度，也學習到了寶貴的處世原則。獲得獎學金讓我更有信心在生命

科學領域繼續進行研究，也期勉自己在未來有能力之時，能夠將系上老師們對於研

究學習精神，傳承給未來的學弟妹。 

 

生科系博士班      高綾憶 

很開心也很榮幸能夠獲得這次陳賢芳獎學金，在求學以及做實驗的過程中，難

免會遇到挫折和迷惘，但是非常感謝系上老師的耐心教導和實驗室學長姐弟妹們的

幫助，讓我一步步走到現在。獲得此獎學金對我的幫助很大，讓我可以出國參加研

討會，增廣見聞及吸收新的學術知識，在國外與其他學生討論交流實驗是一件很棒

的經驗。期望在未來也能繼續提升自我的能力，畢業後也可以回饋給系上及學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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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名振教授獎學金 

主為嘉勉並協助本系家境清寒或品學兼優之學士生，特設立本獎學金。 

106 學年度：總計共頒發新台幣 30,000 元 

部別 級別 學生姓名 獎學金金額 

大學部 生醫組二年級 王翊豪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三年級 梁珮欣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四年級 王嫣慈 10,000 

 

于名振教授獎學金獲奬感言 

生科系生醫組大二   王翊豪 

這次很開心能夠得到于名振教授紀念獎學金，很謝謝系上的老師們給了我這

個機會，讓我有這個榮幸能夠好好的利用這筆獎學金。這也是對我在學習及努力上

的一個極大的鼓舞，也是在經濟上的一大支持，讓我在學習的過程中可以專注於學

習及實驗室的研究上。在獲得獎學金的背後，這也督促了我應該要繼續的學習與努

力，繼續往更高的成就及成果而努力。謝謝系上提供多種的獎學金，以及提供學生

非常多的活動，例如研討會或是野外調查，鼓勵學生繼續努力以及不斷的進步。謝

謝一路上一同陪伴我學習的同學及學長姐們，也非常謝謝系上老師不厭其煩的一遍

又一遍教導我許多的知識，以及糾正我不論在思考或是知識上的錯誤，同時也給了

我許多的機會去不斷的嘗試、學習與進步。在未來的日子中，我期許自己能夠更加

的努力，並能不斷學習而成為更優秀的人。 

 

生科系生醫組大三   梁珮欣 

這次是我第一次領取到系上的獎學金，內心感到非常開心與感謝，系友們用

提供獎學金的方式鼓勵我們每一屆的學弟妹，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感動，我想這就是

一種對系上的凝聚力吧！就算畢業了也還是能夠與系上產生連結，而且這對學弟妹

來說是一股正向的能量，讓我們能夠努力向上，並會永遠記得系友們的鼓勵，在將

來，如果事業有成，也會不吝嗇的回饋系上！系友們給予我們的不只是獎學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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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了我們溫暖，讓我們感受到自己身為生科系的一份子，與被期待更上一層樓的

冀望，無形中也讓我與系友的關係雖然不熟識，卻有一種微妙的連結。獲得獎學金

後，我會好好運用它，也會繼續努力學習，不負系友們的期望與鼓勵。最後，期許

自己在未來也能夠持續更上一層樓，為自己的將來做好準備！ 

 

生科系生醫組大四   王嫣慈  

這次可以申請到于名振獎學金我覺得很開心，在這次獎學金的消息出來之

前，只知道系上對於一些部分有提供獎學金，但一直沒有去深入了解，而這次在公

布消息之後仔細去了解，才發現系上提供很多獎學金給大家申請，或許有些有資格

上的限制，但也正是因為如此大家才會在課業上更加努力，真的很謝謝系上在大學

畢業前給予我這次的殊榮，讓我受到了不小的鼓勵，希望自己在將來能夠秉持著想

獲得獎學金的毅力在各方面上繼續努力，而在大學四年也獲得了很多，在每次的實

驗課中也都能學到很多東西，也謝謝系上老師們的指導，希望在未來能夠將老師交

給我的東西學以致用，也希望之後的學弟妹可以有效地去運用系上所提供的資源以

及獎學金，讓自己可以更加成長，最後還是要在一次感謝系上給予我這份獎學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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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保羅教授獎學金 

  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於 12 月 6 日校長核定通過，適用於 103 學年度入學新

生。主為獎勵優秀學生，特設立本獎學金。 

申請資格與獎金金額如下： 

一、為鼓勵優秀新生就讀生命科學系大學部，經繁星推薦或個人申請入學之大一新

生，學測成績優秀，且未獲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者,依學測成績為評比標

準，兩組同學每種入學方式各頒發一名，共四名。每名獎助學雜費 2 萬元及補助

一次海外研習往返機票費最高 2 萬元。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http://www.thu.edu.tw/upload/sitemap/tw_law01363311924.pdf 

二、為鼓勵優秀學生就讀生命科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凡經本校碩士班入學甄試及考

試錄取正取第一名並註冊就讀，且未獲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東海大學優

秀新生入學獎勵辦法)者，獎助第一學年獎學金 5 萬元，每年以獎勵兩位同學為

原則。若甄試或考試第一名從缺，可經系務會議同意後，依序遞補。 

三、為鼓勵優秀學生就讀生命科學系研究所博士班，第二學年註冊入學就讀之一般

生，每名獎助 5 萬元獎學金。 

 

106 學年度：總計共頒發新台幣 190,000 元 

部別 級別 學生姓名 獎學金金額 入學管道 

大學部 生態組一年級 江芊妤 20,000 繁星推薦 

大學部 生態組一年級 趙樹豐 20,000 個人申請 

碩士班 生態組 蒼  萱 50,000 甄試 

博士班  邱顯富 
10,000 考試 

博士班  黃騰禾 
10,000 考試 

博士班  李坤璋 10,000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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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保羅教授獎學金獲奬感言 

生科系生態組大一  江芊妤 

很榮幸能拿到這次的獎學金，這份獎學金除了減輕了我生活上的壓力，還讓我可以追

求我的目標、將心思放上課業上，更是給我了一個大大的肯定。也要感謝系上有這麼多的資

源可以給我們利用，我也會更加努力不枉費系上老師對我們的支持與期望。 

 

生科系生態組大一  趙樹豐 

身為一名對於生物有極大興趣的生科人，除了自身對自然的興趣，還有努力的將學科

理解，至少身為學生做到如此程度是應該的。我的腦中想的就是搞懂上課的內容而已，從來

無意和他人有競爭，同為生科人，在科技的道路上，我們是夥伴，是盟友，是一起努力的同

僚。然而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得到了這個獎學金，我只能說大家都有機會，在此勉勵各位同

學和學弟妹們，不要忘記自己進生科的初衷，並且持續為了自己和科學努力，努力一定有成

果，不要鬆懈，成功必然出現，讓我們共勉之。 

 

生科系博士班      邱顯富 

本人邱顯富目前就讀東海大學生命科學所博士班，同時也是台中榮總腎臟科醫師。指

導老師是劉薏雯老師，研究興趣是以斑馬魚模式，進行多囊性腎病變相關之研究。感謝能給

我領取該筆獎學金，得以精進研究。 

 

生科系博士班      李坤璋 

謝謝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很高興可以獲得這份獎學金！我目前是林惠真老師的博士

班學生，做的是桃園藻礁生態系相關研究。有了這份獎學金我可以專注在作研究上，花更多

時間在文獻閱讀，產出更多科學文獻。 

 

生科系博士班      黃騰禾 

在東海生命科學系，曾有一位遠渡重洋來到這裡傳道授業的生物學博士¬¬—歐保羅教

授。雖然求學過程中不曾與其相遇，但時常從別人口中得知他對於學生無私的教導與付出。

本次獲得「歐保羅教授獎學金」的殊榮，讓我有機會與歐保羅教授在人生的旅途中有所交集。

獲得獎學金提供我在求學路上更優渥的條件繼續進行研究，也期勉自己在未來有能力之時，

能夠和歐保羅教授一樣，將其在研究上的精神及對學生的教導與付出，繼序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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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優秀新生奬學金 

凡經繁星推薦或個人申請入學之大一新生，學測成績為 60 分(含)以上者，就具有申

請資格；補助名額由系務會議決議公布辦理。 

106 學年度：總計共頒發新台幣 111,640 元 

部  別 級  別 學生姓名 獎學金金額 

大學部 生態組二年級 陳  希 第二學年之學雜費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優秀新生奬學金獲奬感言 

 

生科系生態組大二  陳  希 

首先非常榮幸能再次獲得這份獎學金，這份榮譽對於我來說是一種鼓舞與激

勵，之後我會也好好運用這份獎學金，並繼續努力學習，希望未來可以成為不愧對

於這份獎、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 

同時也很感謝東海生科系的學長姐們關心生科系的發展，慷慨的捐款鼓勵，提

供系上學弟妹許多獲得獎學金的機會，相信這樣的鼓勵與幫助可以讓獲獎學生更加

肯定自我的價值。 

生命科學系是在東海大學創校以來就設立的系所，歷屆以來在此受滋養成長的

學長姐們，或在科學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或有許多各自在不同領域打拼的，這些

傑出的校友不僅在自己的專業上面努力精進，還願意回來以前的學校關心鼓勵學弟

妹，把這份熱情傳承給未來下一代生物領域中的研究者，這樣的精神真的非常值得

效法！ 

在生科系上學習的過程中，我感受到教授們對於科學的熱忱與為了學生能更好

的心，不只是教導課本上的知識，也訓練我們口語表達、與人合作討論、判斷思考

的能力，還有讓我們學習到許多待人處事的道理。或許學生不是很明白，但是未來

不管是在本科系的領域或是選擇其他的路，這些能力都會成為很大的幫助。 

大學的這兩年中，我感受到和高中明顯的不同。在高中時好像只要把課業和本

分做好就行，但是到了大學，不只是變得更深、更廣的專業知識，更多的小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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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討論，在生活上也多了許多的自由空間，時間安排與自我管理成了另一個必修的

學分。身為一個大學生，什麼才是重要的呢？我想，成績的高低不是唯一，待人的

態度、處事的方法、學習新知的心，還有許多無法被評量的事物值得我們去思想。 

感謝主，讓我在大學裡遇到很多好朋友、好同學、好老師的幫助，不管學業、

人際、生活中都充滿著許多上帝的美意，讓什麼都沒有的我，但是靠著主可以有這

麼多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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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生命科學創新奬學金 

為加強本校生命科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師生在研究、教學及創新創業方面有傑出

表現，並鼓勵學生於學業研究和就業力水準之提昇，特設立本奬學金。 

大一普通生物學學業優良奬學金(每學期前 30 名)，每名 1,000 元整。 

1061 生醫組獲奬名單 

學  號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S06231006 余玟茹 Yu, Wen-Ju 

S06231010 李柏瑋 Lee, Po-Wel 

S06231016 楊閔媛 Yang, Min-Yuan 

S06231017 劉吉峻 Liu, Chi-Chun 

S06231018 邱潔薇 Qiou, Jie-Wei 

S06231020 方聿綸 Fang, Yu-Lun 

S06231023 陳沛純 Chen, Pei-Chun 

S06231025 梁芷瑄 Liang, Hsu-Hsuan 

S06231026 李尚謙 Lee, Shang-Chein 

S06231027 陳思彤 Chen, Sih-Tung 

S06231031 陳俞璇 Chen, Yu-Xuan 

S06231032 黃楷馨 Huang, Kai-Hsing 

S06231037 王煒瑄 Wang, Wei-Hs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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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生態組獲奬名單 

學  號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S06232002 林俞秀 Lin, Yu-Hsiu 

S06232005 何旻璇 Ho, Min-Hsang  

S06232021 許昕渝 Hsu, Shin-Yu 

S06232022 江芊妤 Chiang, Chien-Yu 

S06232025 周賢燁 Chou, Hisen-Ye 

S06232026 王祖暐 Wang, Tsu-Wei 

S06232027 蕭勤翰 Hsiao, Chin-Han 

S06232028 李翊齊 Li, Yi-Chi 

S06232031 許碩軒 Hsu, Shuo-Hsuan 

S06232032 曾沛瑄 Zeng, Pei-Hsuan 

S06232033 邱翊綾 Chiu, Yi-Ling 

S06232034 趙樹豐 Chao, Shu-Fung 

S06232036 陳宇萱 Chen, Yu-Shuan 

S06232038 張書敏 Chang, Su-Min 

S06232041 莊可謙 Chuang, Ko-Chian 

S06232042 蒙彥蓁 Meng, Yen-Zheng 

S06232044 羅大昱 Luo, Dayu 

S06232002 林俞秀 Lin, Yu-H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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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生醫組獲奬名單 

學  號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S06210056 郭力中 Kuo, Li-Chung 

S06231001 郭千瑀 Kuo,Chien-Yu 

S06231004 羅姝雯 Luo, Shu-Wen 

S06231006 余玟茹 Yu, Wen-Ju 

S06231016 楊閔媛 Yang, Min-Yuan 

S06231017 劉吉峻 Liu, Chi-Chun 

S06231018 邱潔薇 Qiou, Jie-Wei 

S06231020 方聿綸 Fang, Yu-Lun 

S06231026 李尚謙 Lee, Shang-Chein 

S06231031 陳俞璇 Chen, Yu-Xuan 

S06231032 黃楷馨 Huang, Kai-Hsing 

S06231037 王煒瑄 Wang, Wei-Hsuan 

S06231041 莊艾霖 Chuang, Ai-Lin 

S06231047 丁雪晴 DING, XUEQING 

S05420106 林采諭 Lin, Tsai-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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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生態組獲奬名單 

學  號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S06232002 林俞秀 Lin, Yu-Hsiu 

S06232009 洪郁婷 Hung, Yu-Ting 

S06232011 孫宷芳 Sun, Tsai-Fang 

S06232021 許昕渝 Hsu, Shin-Yu 

S06232022 江芊妤 Chiang, Chien-Yu 

S06232023 吳靜怡 Wu, Jing-Yi 

S06232027 蕭勤翰 Hsiao, Chin-Han 

S06232028 李翊齊 Li, Yi-Chi 

S06232031 許碩軒 Hsu, Shuo-Hsuan 

S06232033 邱翊綾 Chiu, Yi-Ling 

S06232034 趙樹豐 Chao, Shu-Fung 

S06232036 陳宇萱 Chen, Yu-Shuan 

S06232038 張書敏 Chang, Su-Min 

S06232040 黃慧竹 Huang, Hui-Chu 

S06232042 蒙彥蓁 Meng, Yen-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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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檢定 

  為鼓勵學生學習英文及增進英語能力，理學院特訂定鼓勵辦法，以獎勵通過英

語檢定之同學，本系共有多位同學獲獎，其名單如下： 

106 學年度：總計共頒發新台幣 9,000 元 

姓名 系級 英檢名稱 獎勵級數 獎學金金額 

楊仁龍 生科四 TOEIC 第二級 1,500 

林柏諺 生科四 TOEIC 第二級 1,500 

沈宏智 生科四 TOEIC 第三級 1,000 

張庭瑋 生科四 TOEIC 第三級 1,000 

李惠君 生科四 TOEIC 第三級 1,000 

羅大昱 生科一 TOEIC 第二級 1,500 

陳柏翰 生科一 TOEIC 第二級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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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獎 

  每學期成績排名全班前二名之大學部學生可獲得「書卷獎」獎學金，106 學年度

獲獎學生名單如下： 

106 學年度：總計共頒發新台幣 70,000 元 

部別 級別 學生姓名 獎學金金額 

大學部 生醫組一年級 郭千瑀 5,000 

大學部 生醫組二年級 吳敏瑜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二年級 楊惟凱 5,000 

大學部 生醫組三年級 吳虹儀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三年級 徐語謙 5,000 

大學部 生態組一年級 羅大昱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一年級 張書敏 5,000 

大學部 生態組二年級 陳 希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二年級 周芸楨 5,000 

大學部 生態組三年級 黃冠榕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三年級 黃詩蘋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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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榮譽學生 

  依據本校學則第三十四條規定：學士班學生在本校修業一年以上，其上一學年

成績達下列各款標準者，列為榮譽生。 

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達八十五分以上者。 

二、學期科目各科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 

三、學年科目平均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 

四、名列本班前百分之五以內者。 

 

部別 級別 學生姓名 

大學部 生醫組一年級 郭千瑀 

大學部 生醫組一年級 李柏瑋 

大學部 生醫組二年級 吳敏瑜 

大學部 生醫組二年級 楊惟凱 

大學部 生醫組三年級 吳虹儀 

大學部 生醫組三年級 徐語謙 

大學部 生醫組四年級 林偉強 

大學部 生醫組四年級 王嫣慈 

大學部 生態組一年級 羅大昱 

大學部 生態組二年級 陳 希 

大學部 生態組三年級 黃冠榕 

大學部 生態組四年級 鄧羽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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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賀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與北帕克大學合作雙聯學位首位學生順利畢業 

本校與芝加哥北帕克大學(North Park University)，於 2016 年 1 月 7 日簽署 2+2

雙聯學位合約，就讀本系大學部之一、二年級學生，經系上輔導後可申請至美國北

帕克大學生物系或分子生物學與細胞技術學系完成三、四年級之課程，畢業後可同

時取得東海大學與美國北帕克大學大學部學位證書，學生四年級時可由北帕克大學

輔導於美國業界或研究機構實習，對於畢業想在美國發展的學生有很大助益。 

 本系謝佳蓉同學於 2016 年 8 月申請，2017 年 12 月 15 日順利完成雙聯學位，

北帕克大學的老師對謝同學的表現讚譽有加，也期待更多優秀的東海生科系學生申

請雙聯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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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帕克大學，位於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北帕克區，是一所教學型的私立大學，

提供本系所推薦雙聯學位的學生減免 1/3 學雜費的獎學金。關於學分抵免、系所推薦

資格、申請時程等細節，請洽生科系辦公室，系上將給予詳細說明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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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國際女性科學日圓滿落幕 

為響應聯合國的「國際女性科學日」，提高公眾認識女性在科學領域的職業發

展與科學成就，東海大學號召台中女中和東大附中，共同參加全國各縣市大學協同

在地高中在各地逾 30 個火車站串聯舉辦 「211 國際女性科學日」系列科學活動。 

 

  2 月 11 日台中舉辦「台灣女生愛科學」活動，由台中女中/東海大學在台中火

車站舉行，本校汪碧涵教授和台中女中陳元泰主任、王裕德主任和邱伯勤組長主辦；

東大附中/東海大學在台中新烏日火車站及高鐵台中站舉行，由本校汪碧涵教授和東

大附中李炎儒主任與莊欽淇組長主辦。現場有藻礁、石虎、金門水獺與森林保育學

者專家劉靜榆博士、潘忠政理事長、石虎保育學會陳美汀會長、特生中心林郁秀副

研究員、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汪碧涵教授、林宜靜教授、蔡玉真教授、林宛柔博士、

研究生戴逸萱，以及化學系主任龍鳳娣教授和物理系王昌仁教授分享他們的研究成

果，並宣揚女性科學家的價值。為提高女性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台中女中的同學

分享她們為 211 活動所準備的三個有趣的科學小活動：無字天書、燃燒吧!物理魂、

和轉吧轉吧迴紋針郎；東大附中的同學分享她們建築科學與溫室科學的專題。現場

發送科學福袋和女中學生自製的國際女性科學日鑰匙圈，吸引許多各年齡層民眾，

享受愉快的科學知性時光，同時鼓勵更多女性參與科技，促進女性在科學領域的職

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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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高中生在東海遇見賽恩思! 

 

  

 在東海遇見賽恩斯(science)! 本校理學院在 3/3 周末舉辦 Open campus 校園參觀

活動，邀請高中生前來與本校物理、化學，生科及數學等科系做深入的介紹以及互

動，本次活動有許多高中前來參與包括東大附中、台南二中、台中女中、清水高中、

弘文高中、精誠高中、北港高中、華盛頓中學等校。  

  理學院各科系著重實驗操作來驗證重要理論，這次 open campus 非常難得的機

會邀請理院各科系精心設計展示攤位，並派出各科系大學生現場介紹及展示，讓高

中生能夠對每個科系的專業有更深入的體驗。 

    除了展示攤位外，本次活動同時也安排實驗室參觀導覽，平常不對外開放的各

科系實驗室，也在 open campus 對外展示，讓高中生一窺實驗室的神秘面紗，實際了

解實驗室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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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各科系現場攤位展示，為高中生做解說以及現場實際操作 

  

    現場各系系主任也親臨現場講解各系特色: 

物理系讓高中生明瞭，當你進了東海大學應用物理系，畢業時將會成為怎樣的

人呢？三種可能：一為高科技產業所需的人才，二是科學社會之間的跨領域溝通人

才，三是拓展人類知識疆域的科學研究人才。東海應物系提供最好的師資、設備與

課程，讓你這三個方向邁進。 

 化學系的活動是提供動手實作的攤位以及參觀系所，導覽地點包括: 1.化學系館:

簡介「化學系精密儀器中心」、「化學系貴重儀器中心」和「化學系生化科技實驗

室」新穎的教學研究儀器及設備。同時導覽新建置的多功能會議室； 2. 基礎科學實

驗大樓之教學實驗室；3.教授個人實驗室。 

  生命科學系分為生物醫學組和生態組，有豐富的實驗課程和理論課程，有系統

的學習課程安排讓學生能獨立在專業實驗室進行學士論文，非常嚴苛的訓練讓學生

不管在生物醫學或是生態永續上從基礎研究到產業發展都有傑出的表現，同學可依

照興趣自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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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是解決問題的工具，也是訓練抽象分析、邏輯推論、符號運用等能力的學

問。人工智慧奠基於有創造力的心智。歡迎來東海應數系，探索心智的無盡疆域，

奠立跨域學習的基礎。 

  

 

安排高中生進入各科系以及專業實驗室參觀 

 本校 open campus 校園參觀活動進入第三年，目的是希望高中生有機會實地走

訪有興趣的科系，並且與大學老師和學生對談，有確實的資訊選填志願才會讓未來

大學四年念的踏實也有熱情。理學院強調科學實驗，及理論驗證，在世界各國推動

科技發展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科學人才更是科技發展的重要元素也不容易被

人工智慧取代，理學院從基礎理論到產業應用有完善的規劃，歡迎對科學有熱情有

興趣的高中同學如果錯過這次 open campus，也可以聯繫理院各系所前來參觀。 

  

東海遇見賽恩斯精采片段 https://youtu.be/DMG9znQHEDs 

  

 

 

 

https://youtu.be/DMG9znQH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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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趙偉廷老師榮獲財團法人乳癌防治基金會暨台灣乳房醫學會論文

優良獎 

趙偉廷老師研究乳癌新一代標靶藥物 T-DM1 的抗藥性機制，在 2017 年底榮獲

財團法人乳癌防治基金會頒發論文優良獎。T-DM1 是新一代的乳癌抗體標靶藥物，

但其抗藥性機轉仍有待研究。在趙老師的研究中發現細胞中負責內吞作用的蛋白質

caveolin-1 對於 T-DM1 藥物的吸收扮演重要角色，此研究發現對於未來該藥物的使

用提供更精確的藥效機制，此研究成果已陸續發表在 Plos one 及 Scientific Reports 國

際期刊上。 

 

 趙偉廷老師(右)，接受台灣乳癌防治基金會董事長張金堅教授(左)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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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野鳥社 4 月 17 日邀請劉克襄分享自然觀察經驗 

   東海大學野鳥社於 1972 年由生物系翟鵬所創立，為台灣第一個學生型的野鳥

社團，由於人事時地物的環境變化，社團曾經停擺。如今在學校師生的努力下，社

團已於今年恢復，並將於 2018 年 4 月 17 日晚上六時三十分在東海大學銘賢堂邀請

劉克襄進行自然觀察演講，歡迎大家前往聆聽。 

  

 

   東海大學野鳥社的創立由於人事時地物的相益彰顯，自此也開啟了日後的賞

鳥風氣與台灣鳥類學的蘊生之地，其間所培育人才無數，同時也將自然觀察與保育

的觀念自東海散布出去，只是學生型社團的經營不易，結合其它諸多因素，野鳥社

的運作一度停擺。然而今年由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林惠真教授及其博士生李坤璋先

生帶領下，邀及有興趣的學生共同參與連署後，決定再次復甦東海野鳥社。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2018 年度報告 43 

 

 

校園鳥類調查 

   野鳥社重新成立後，除了每月固定的社課外，也進行校園鳥類調查。同時與

野望影展合作播放影片及相關講座。而復社前的籌備會議中與參與的學生討論日後

的運作時，學生談及是否可邀請對於自然觀察等已有相當經驗的前輩至校與學生會

談，乃至舉辦演講，在場學生當時心中首選即為劉克襄先生。 

   劉克襄，曾任報社編輯，目前為中央社董事長，然而其最為人所知的為其鳥

人的身份，其自然書寫與觀察著作等身，如以東方環頸鴴為主角的「風鳥皮諾查」，

或以家中孩子為對象的「山黃麻家書」、以自然觀察為主的「小綠山」系列，同時

包括如自然史的探究，如「台灣鳥類研究開拓史」、「台灣舊路踏查記」等等，近

年則以在地探索的旅行文學見世。 

   劉克襄先生將以「我最近的自然觀察和想像」為主題分享，同時與在場學生

進行意見交流。此次為東海大學野鳥社復社後所舉辦的首場專題演講，除為了滿足

學生渴望外，亦希望藉由劉克襄先生對於環境的敏銳嗅覺，提供其經驗分享，提高

學生的環境敏感度，同時藉此重新定位東海野鳥社的發展方向，期待鼓勵學生走出

戶外進行自然觀察的同時，並希望學生能放開心胸前往未知的環境探索，與重新發

現與挖掘自身生活的環境乃至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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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鳥類外出調查合影 

參考連結：http://www.thu.edu.tw/web/news/news_detail.php?cid=8&id=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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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產業課程結合無人空拍機與生態知識，實踐產學合作 

 在本週二（4/3）的生物產業課程當中，邀請到了民享環境生態調查公司的謝宗宇

老師及蘇國強老師，來與學生們分享他們如何利用最新的無人空拍機遙測技術，解

決以往難以解決的生態議題。 

  

  

          在本學期的生物產業課程中，林宜靜老師及趙偉廷老師設計了一道艱難的課

題：如何利用無人空拍機來更進一步地提昇生態調查的水準。學生們組織了工作團

隊，結合生態學中所學的知識，探討無人空拍機進行野外調查的可能性。 

 在激盪無數的討論後，學生們確立了一些應用方向，例如河川污染物的監測，

以及以環拍方式估算以往難以以非侵入式方法測量的白蟻巢面積。巧妙結合無人空

拍機的影像遙測技術及生態學的概念。 

         對民享環境生態調查公司的調查員來說，無人空拍機早已是調查活動中不可或

缺的要角。謝宗宇老師先是講述著無人空拍機當今的應用，並且分析無人空拍機是

以哪些優點及特性能在各個產業當中取得優勢。之後便特別著墨於如何利用無人空

拍機遙測生態調查所需的各種數據資料。 

       無人空拍機不僅提高了生態資料在空間及時間的解析度，也讓生物學家能以另

一種角度檢視生態環境。謝宗宇老師以實際野外調查的案例，說明善用無人空拍機

不僅能夠節省了傳統生態調查方法所需的人力及資源，還能夠取得更加精準的數

據。在配合不同光譜的相機鏡頭後，無人空拍機更搖身一變，能在看似無異的野外

當中，收集特定光譜的生態資訊，讓生態學家可以直接利用影像來分析植物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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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棲地範圍或是碳固定量等。 

 

 

利用接收特定光譜的鏡頭，來遙測高美濕地當中外來種植物互花米草的範圍，是民享與東海

大學演化生理學實驗室林惠真老師合作的計畫。（圖片來源：民享環境生態調查公司） 

  

        在這堂課當中，學生與老師們的互動熱烈，謝宗宇老師與蘇國強老師以自身在

生態調查工作中的務實觀點，提供學生們利用無人空拍機進行生態資料收集時所需

注意的眉角，實踐產學互動。在課堂結束時，民享更釋出了讓學生們實習的機會，

讓更多學生能夠更加接觸這項未來必定能夠大放異彩的新興遙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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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美國癌症研究協會(AACR)年會 論文發表心得 

本篇文章由大學部生醫組四年級邱相齡同學撰寫，邱相齡目前同時為五年一貫研究

生，此次參與美國癌症年會論文發表同時入選全美百大學生海報競賽，實屬難得。 

 

美國癌症研究協會（以下簡稱 AACR）是全世界最大且歷史最悠久的癌症協會，

創辦 111 年來已累積超過 4 萬個會員；每年 AACR 都會舉辦一次盛大的年會，邀請

世界各地對癌症領域有興趣的研究人員、醫生、生技產業等人員齊聚一堂討論最新

的癌症研究發展。參與 AACR 年會是細胞實驗室每年固有的習慣，今年在芝加哥盛

大舉行，也是我第二年跟著趙老師及實驗室學長姐們來到美國一起參與癌症研究人

員的盛會。 

 

AACR18 會場 McCormick Place, Chicago, IL. 

 

與第一年來年會開開眼界不同的是，今年是我第一次帶著自己所研究的成果來

與會，也是第一次報名參加大學生海報競賽(USCPC)。AACR 每年會從各地報名的大

學生癌症研究中，遴選出約 100 名大學生的研究在會議第一天參與競賽，這次能入

選非常的開心，而且當天才知道我是唯一來自台灣的學生。活動當天不僅聚集了世

界各地的優秀大學生，讓大家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並與同儕、PI (Principal Investigator)

們討論；當天也有很多場教育演講，讓我們聽聽 mentors 介紹癌症及走在癌症研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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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路上的經驗。第一次到國外貼海報其實心情是非常緊張的，更何況是比賽，不過

一站到海報前，焦慮感竟都煙消雲散了，剩下的只有想跟評審們介紹自己的研究的

衝勁！ 

在海報競賽中，每位參賽者會面對到 4~7 位評審，我也很幸運地全都遇到了非

常和藹且不斷跟我討論的 PI，每一位也都對我的研究感到驚艷，不停說著”Very 

impressed!”，這些肯定對我無疑是非常大的鼓勵！討論的過程我也學到很多，每個

評審都給了我很棒的建議，在提問的過程中也讓我找到很多在未來改進的部分。最

有趣的是，最後一位評審在聽完我的解說後，告訴我他本身也是在做跟我類似的題

目，推廣的也是同一種藥物策略，甚至有已經進展很久的臨床試驗在進行，但與我

針對的癌症不同。直到後來他的演講，我才發現他是佛羅里達的外科醫生，平常除

了行醫之外，也有在做許多研究，是個相當厲害的 PI。 

 

（左） 在海報前與證書合影、（上）全美各地大學生們齊聚一堂用餐及聆聽 mentors

的演講、（下）學生們在海報前解說及等待評審。 

 

大學生海報競賽後來雖然沒有得獎，但競賽過程中被給予的肯定是無價的；且

有了這次的經驗，我才發現自己是可以很自在的跟外國人介紹自己的研究的，活動

中為我們設計的演講、跟我們對談的 PI，也讓我學到很多，也更加堅定自己未來要

繼續走這條路的志向。研討會第三天我繼續在年會中進行公開的海報發表，有了大

學生海報競賽的經驗後，我也更有自信的跟所有特別來看我海報的人介紹我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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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並且能自在得跟其他研究人員討論我的實驗結果！最後甚至連默克（Merck）公

司負責 Cetuximab 抗體藥的大主管也來看我們的海報了，這是老師一開始為我們這

趟行程設下的其中一個目標，要讓 Merck 的人看到我們，果然實現了！ 

這一次到美國癌症年會的兩次海報論文發表經驗對我來說意義非凡，除了備受

肯定讓我感到很榮幸之外，過程中的討論及對談，也讓我成長不少。我想透過這一

次的活動，我對癌症研究燃起了更大的熱情，期望在未來，我也能繼續在這塊領域

有所貢獻！ 

 

（左）與藥廠主管討論我們的研究、（上）跟其他與會的研究人員介紹我的研究、（下）

於會場照下值得紀念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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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性生物學家典範講座 

為認識女性科技人才的專業發展與表現，於 9 月 12 日至 10 月 22 日分別於北、

中、南三區舉辦五場與典範學者們座談。 

場

次 

講座 

日期/時間 
主講者 主持人 活動地點 

北 

 

區 

107/9/12(三) 

15:15-17:00 

趙淑妙 特聘研究員兼主任 

中央研究院生多中心 

汪碧涵 教授 

東海大學生科系 

國立 

清華大學 

107/9/26(三) 

15:30-17:00 

袁國芳 研究員兼主任 

食工所生資中心 

汪碧涵 教授 

東海大學生科系 

國立 

清華大學 

中 

 

區 

107/10/22(一) 

18:30 - 21:00 

劉小如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林惠真 特聘教授兼研發長 

東海大學生科系 

周文豪 副館長 

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 

汪碧涵 教授 

東海大學生科系 

東海大學 

語文館演講廳

(Lan007) 

南 

 

區 

10/17(三) 

13:20-16:20 

葉 瑩 董事長 

台灣動物植物防疫檢疫暨 

檢驗發展協會 

袁國芳 研究員兼主任 

食工所生資中心 

汪碧涵 教授 

東海大學生科系 

國立 

嘉義大學 

10/8(一) 

15:30-17:30 

黃雪莉 教授兼所長 

陽明大學微免所 

劉秀美 名譽教授 

臺灣海洋大學 海生所 

汪碧涵 教授 

東海大學生科系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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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女性典範生物學家座談，劉小如研究員與林惠真特聘教授 

女性典範生物學家座談，二位師生檔的東海大學校友，中研院劉小如研究員和

東海大學林惠真特聘教授，10 月 22 日在東海大學共同分享她們從學術研究走向生態

保育工作，展現學者履行社會責任的實踐和勇氣，主持人是生命科學系汪碧涵主任

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周文豪副館長。 

劉小如參與台灣自然保護區與國家公園之推動與設立，促生我國野生動物保育

法，帶領團隊編纂台灣鳥類誌，當選國際鳥類學家聯盟主席，為自然生態的和諧共

生發揮專業，讓國際看見台灣的成就。 

林惠真特聘教授從一隻螃蟹開始研究，在生態生理學和濕地生態保育有卓越的

研究表現，組織推動找藍天聯盟，投身桃園藻礁生態調查研究與保護運動。 

她們分享在東海的學生生活、對學術的熱情、對自然的熱愛、對國家社會的關

切之情與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本座談活動為科技部指導，汪碧涵教授主持的四校系

列活動，由東海大學野鳥社和博雅書院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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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講座：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勁初博士蒞臨演講 

10 月 5 日本系敬邀葡萄王副總經理陳勁初博士蒞校演講，陳博士領導公司的研

發工作、負責人才招募與培訓，他是本校就業即戰力課程的生技業講師。葡萄王是

台灣發酵類食品的領導品牌之一，產品以保健食品為主，如乳酸菌、酵母菌、菇蕈

類的靈芝、樟芝、蟲草、姬松茸、桑黃、香杉芝等，除此之外，發酵科技也應用在

生產生物農藥、生物肥料或內生菌等，藉以投入安全農業領域。 

 

 

 

 

 

 

 

     

 

演 

葡萄王生物工程中心正在發展的潛力項目蟬花屬於蟲草類的一種，入中藥的記載

比冬蟲夏草早。由於天然蟬花量少，發展液態菌絲體發酵培養技術，讓稀有的菇菌

類大量繁殖，研究蟬花對腎臟的保健功能。他並以公司以八年時間成功開發的猴頭

菇新成分為例，從建立發酵培養技術是葡萄王的強項，經過超過 25,000 次以上 HPLC

分析，提取出抑制癌症與老年癡呆症的有效成分，經過細胞實驗到動物實驗的研發

過程，同學看見實驗老鼠服用萃取成分後，在平衡轉輪上大幅改善失衡墜落的病徵，

都印象深刻，生技研發帶給人類大幅改善生活品質的機會。科學生理的驗證，不在

公司內部建立自有技術，而是以產學合作進行保健功能研究，透過動物或人體驗證

對生理活性功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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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研發人員的管理，公司採取尊重其自主性、培養責任感，給予相當大的空間

讓其可在職位上有所發揮。此外，對於現正在學的大學生們，葡萄王提供暑期實習

的機會，2 個月的暑假近有 30 位實習生跟著研發人員學習，瞭解企業研發過程的實

際運作的狀況，不論是專題研討或學習實驗技術，對同學們都是很好的學習機會，

也可為產業多培養些研究人員。尖端產業需要研發能量與績效，人是關鍵資源，擔

任研發人員需具備的專業能力，本次就業與職涯專題演講，他介紹生技產業在研究

發展的人才，需要具備生物學、真菌學、遺傳學、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分析化

學、細胞學、動物行為學等背景的年輕人加入，這些課程在本系均具備；至於發展

基因選殖、菌體融合等生物技術改良菌種生產特定代謝產物，及其發酵萃取回收技

術，都在研發之列，控制產品安定性及功能性評估，以確保產品之品質及功效，也

是研發生產的要務。陳勁初副總經理鼓勵同學，只要同學善加規畫學習路徑，便可

積極累積專業知識與技能，順利銜接職業生涯。 

  

 

 

 

 

 

 

學生聆聽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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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 107 學年度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 

『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設置與管理辦法成立宗旨：為鼓勵本校生命科學系（以

下簡稱本系）師生在學術研究及教學等方面有更傑出之表現，並改善學生學習環境，

努 力於學業和研究水準之提昇。 

為鼓勵優秀新生就讀本系，經獎學金管理委員會開會通過，107學年度大學部個

人申請入學正取且報到者，奬學金每人 20,000元，並於 10月 18日舉行頒奬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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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職涯專題演講：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費雯綺所長蒞臨演講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費雯綺所長是本系第十七屆系友，與本校生命科學研究中心

及生命科學系方簽署合作協議書，促進雙方合作。費所長在講座中講述其就學到職

涯的經歷與抉擇，介紹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的服務與研究項目，讓研究所師生認識

這個農業的重要試驗所的功能與機制，有助於教師與所的合作研究發展，亦為學生

就業發展之所。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是台灣農產品安全品質與農藥管理機構，其使命為輔導農民

安全生產農產品、維護消費者飲食安全與維護農業環境安全，服務範圍包括農藥與

農產品安全風險評估、檢測技術的提供、農藥殘留評估與規範制定、資材研發、病

蟲害防治與環境保護。 

1.專業的「醫、藥、檢跨領域團隊」，會定期輔導訪視農民、確認關鍵害物；協助規

劃輪用「不同作用機制」之藥劑，維持藥效，降低抗藥性風險；依據國家標準對作

物進行害物與農藥殘留檢驗。 

2.對於外來種昆蟲與植物分布調查和防治作業，例如嘉義地區的紅火蟻疫情，研發出

本土藥劑減少紅火蟻族群，節省防治成本；調查小花蔓澤蘭、大花咸豐草與布袋蓮

分布地，進行移除作業。 

 

講者：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費雯綺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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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農藥與安全新型農藥研發，開發出的本土蘇力菌製成的生物農藥，可以防治菜

豆病害，每公頃減少病蟲害防治成本約 15,000 元，降低化學農藥衍伸的殘留問題，

目前已取得 3 項技轉，產品榮獲行政院「豐登獎」。 

4.配合「農藥減量」和「高風險農藥退場」研發出的除草劑 NA-ycil 製劑能造成乾

燥及落葉的現象，效果極似巴拉刈，但其製劑毒性低、對非目標生物安全性高、在

土壤與水域環境可迅速分解，無累積現象。 

5.無人機施藥研究及效果評估、農藥對陸生及水生動物毒性安全評估、農民作業環境

農藥暴露量安全評估與多重農藥殘留之安全風險評估等作業。 

6.研發出一分鐘快速萃取農藥技術套組，FaPEx (Fast Pesticide Extraction kit)，提供給

合作的農企業使用，能大幅縮短農藥萃取時間 85% 以上，在一般蔬果、穀類、茶

與乾燥類都能使用。將檢驗技術優化，與農企業合作，提供具有台灣專利的拉曼光

譜儀，能快速檢驗農作物表面的農藥殘留情形，大幅縮短檢驗時間。 

費所長說，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已和東海大學簽約，提供暑假與寒假實習的機

會，瞭解所內的實際運作狀況，不論是專題研討或學習實驗技術，對同學們都是很

好的學習機會。需要生物、化學或環境科學背景的研究人才，也需要進行基本作業

的技工，不一定要通過高普考才能就職。 

費雯綺所長鼓勵同學，要保持終身學習的理念，不要怕多做事，試著離開舒適圈，

勇於多方嘗試，找到自己喜歡也適合自己的工作。 

 

 

演講場景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58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2018 年度報告  

 

高教深耕計畫-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企業參訪 

生命科學系修習微生物學之學生共 40 人至新竹市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參訪，行

程包含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影片介紹、參觀生物資源保存庫、發酵中間工廠、微生

物鑑定及應用等。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成立於 1965 年，由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設立，之後

逐步擴展研發領域，建立食品與生技產業之相關技術發展，並建立亞洲最完整之生

物資源中心。主要的工作包括產品與產程的研發、生物資源的保存以及生物檢驗技

術，是台灣主要的細胞與基因資源的存放地點。透過影片介紹，使學生對於食品工

業發展研究所和食品加工業有初步的認識，了解其歷史、研究目的與計畫。 

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Bioresourc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BCRC) 

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的重要研發單位，其成立雖較晚，目前卻已是國際上相當具

規模的生物資源保存中心，以「探索生物資源，創造產業價值」為願景，為兼具微

生物資源、細胞資源與基因資源的保存與開發應用的全功能生物資源中心。研究員

介紹了研究中心內所保存的資源種類，如何保存細胞株或微生物等資源，及 BCRC

所提供之菌種販售、菌種驗證委託生物資源提供與寄存等服務，並參觀其保存庫。

每一層樓及每一區域皆有該區域負責之解說員進行說明，內容包含多樣性生物及遺

傳資源與資訊之收集、生物及遺傳資源鑑定、微生物之產業創造價值與相關培養知

識介紹、創立 BCRC 的核心價值與目標等。 

接著前往產品及製程研發中心，由研究員介紹一項產品的開發所需流程，並介紹

相關技術層面，帶領同學參觀製程研發工廠，介紹發酵槽等設備，讓學生了解若想

走相關領域需要在大學的學習規劃中加入哪些相關知識及技術。研究員也告知學生

 

生物資源保存中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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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每年都有開實習的名額，歡迎學生利用寒暑假的時間來體驗，

提升自身的生物素養與興趣。 

在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當中，介紹中心負責包含微生物、植物、動物產品的

檢驗，例如可檢驗市售品牌的稻米中是否參雜不同來源之稻米，或是檢驗各大食品

廠之產品，而產品外銷至國外也須先取得檢驗中心的合格認證，以保障消費者的安

全與使用品質。 

透過本次的參訪行程，讓學生對微生物保存及應用開發有深入的認識，實際看見

產業的運作模式，了解投入產業中所需補充的專業知識類型及技術，並對於產學之

間的關聯性有更多的掌握度，提升個人未來的就業力與競爭力。 

 

 

 

 

 

 

 

實驗室參觀

 

學生聆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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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屆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ASIA BOUND 短期研究正式展開！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與本校理、工學院共同承辦第 7 屆 Asia Bound 短期研究計

畫，於 2018 年 11 月 27 日正式展開！ 

     Asia Bound 為澳洲政府「新可倫坡計畫」(New Colombo Plan Mobility 

Scheme)的子計畫之一，由澳洲政府提供經費補助，支持澳洲當地學生前往海外進行

短期學期與交流活動。自 2012 年起，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每年均派出 5 至 10 位同

學至東海大學理、工學院進行為期 3 個月的短期研究。今年共有 5 位該校大學部的

同學參加此計畫，分別由化材系顧野松教授與生命科學系趙偉廷教授指導。實習計

畫結束前，5 位同學將發表 3 個月的研究，並與指導教授與系上同學進行討論。 

  

 

     除了研究計畫之外，Asia Bound 的學生也受邀參加國際處主辦的外籍生系列活

動，包括聖誕餐會、外籍生春節聯歡晚會等，在學術交流之外，體驗台灣文化與節

慶。未來國際處也將持續與新南威爾斯大學推動此計畫，提升東海大學各院系所國

際化的深度！ 

 去年來台參加 Asia Bound 的同學共同製作了一段影片，紀錄他們在台灣的生活

與經驗，歡迎大家一同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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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mbgWeM6yY&fbclid=IwAR2dB8e6YHCUc-x4G

Z_m1Hmfoh0p6dOh1iwdhsltabxiW1RSalnD6VgtAzw 

 

參考連結：https://www.thu.edu.tw/web/news/news_detail.php?id=244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mbgWeM6yY&fbclid=IwAR2dB8e6YHCUc-x4GZ_m1Hmfoh0p6dOh1iwdhsltabxiW1RSalnD6VgtAz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mbgWeM6yY&fbclid=IwAR2dB8e6YHCUc-x4GZ_m1Hmfoh0p6dOh1iwdhsltabxiW1RSalnD6VgtA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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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魚的異想世界---本系與國衛院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合辦 2018

台灣斑馬魚研討會 

本系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國衛院分基所)在12月1日聯合

主辦「2018 臺灣斑馬魚研討會」，於本校基礎科學館求真廳及生科系館舉行，有來

自各研究所及大學的研究人員共 158 人報名參加，已於當天圓滿舉行。斑馬魚原產

於印度南方小河流，本來用於熱帶水族觀賞，卻在 20世紀末被美德兩國的遺傳學家

及醫學專家選中，開發為研究胚胎發育及遺傳學的重要模式生物，並已廣被運用於

生物醫學及轉譯醫學研究；臺灣擁有位於中研院及國衛院的兩個斑馬魚核心設施分

支，且有越來越多的學術及研發單位使用斑馬魚模式，形成交流頻繁的研究社群。 

東海生科系的生物醫學組向來重視遺傳學、胚胎學及發育生物學，擁有果蠅、

斑馬魚及小鼠的豐富研究經驗及設備，並且長期與國衛院分基所結盟，進行多項在

研究、教學及人才訓練上的合作，其中包括『亞太生醫矽谷精準醫療旗艦計畫---精

準醫療人才培育』實習計畫以及由國衛院老師群主授的『分子基因與醫學專論』等

課程，讓生科系的同學得以接受最先進的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訓練。本次台灣斑馬

魚會議由東海與國衛院相關研究人員、助理與同學共同籌備，更讓本系生醫組有機

會參與國內斑馬魚研究社群的發展。 

 

魚躍路思義---2018斑馬魚研討會議程封面 (生科系陳育萱同學美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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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馬魚模式是個跨領域的生物醫學研究平台，本次會議參加者的報告中集結了

眾多元素：發育遺傳學、疾病模式、再生醫學、醫學工程及物理化學方法、臨床前

試驗、基因編輯、基因轉殖等等；會議中有兩個主題式口頭報告單元，分別由任職

國衛院分基所並主持科技部「斑馬魚醫藥健康產學技術平台」的江運金老師、及臺

大生物化學研究所的管永恕老師主持；值得一提的是管永恕老師為本系的傑出系

友。此次會議的特色為有三十五位年輕學者及同學，同時以三分鐘演講(Flash Talk)

以及之後的海報展覽來呈現研究結果；會議中特別邀請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鍾邦

柱院士、以及清大生命科學院的莊永仁教授來主持精彩刺激的三分鐘演講單元，並

提示同學們如何用簡潔有力的方式來吸引聽眾了解關鍵的研究問題與成果精華。海

報及廠商展覽在典雅寧靜的生科系館進行，與會者在週末的暖陽和微風中討論新知

並交換研究心得，對於生科系館充滿歷史與自然美的學院風格，都留下深刻印象。 

 

 

(左)鍾邦柱院士提示同學們三分鐘演講秘訣 (右)環繞生科系館廊道的海報討論 (攝影：王

健銘) 

本系劉薏雯老師實驗室的博班生張偉俊醫師和邱顯富醫師，以及專任助理陳

薇稜、碩士生陳予芙、大學部專題生陳育萱、陳玫甄、邵瑋如、張嘉育、曾佳旎、

林冠岑、張家菱、程寶榕、黎聲樺和蔡燦伃，都認真參與及支援本次會議; 尤其對

大學部專題生而言，此次會議是他們生平首次參加正式的學術研討會，是相當寶貴

的經驗。會議當天一大早，國衛院江運金老師團隊的同仁趕來支援會場的報到與後

勤工作，其中有兩位國衛院的專任助理林潔怡和田羽萱，也是本系的年輕系友，目

前分別參與斑馬魚模式相關的分子遺傳學研究計畫及醫藥健康產學技術平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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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斑馬魚模式研究者在生科系館熱烈討論 (右)求真廳門口會議圓滿結束賦歸時刻 (攝

影：王健銘) 

 會議的最後一個單元中，江運金老師帶領與會者回顧台灣斑馬魚研討會的沿

革，並由中研院斑馬魚中心的負責人黃聲蘋老師報告臺灣斑馬魚核心設施的業務現

況；臺大生命科學系教授兼臺灣發育學會理事長李士傑老師也向大家預告未來將舉

行的國際性斑馬魚研討會。會議於研究報告優勝的頒獎儀式後圓滿結束，大家在熱

鬧溫馨的氣氛中完成在東海一整天的充實議程。本研討會可說是臺灣斑馬魚研究社

群重要的溝通平台之一，藉由每年一次的開會，見證且記錄著各實驗室年輕研究人

員的成長軌跡，從國內的研究分享訓練開始，預備走向更大的國際舞台。和其他生

物醫學的領域一樣，斑馬魚模式的研究需要長期耐心的耕耘及團隊合作，以及夥伴

實驗室之間於關鍵技術、觀念及實驗材料上的交流，在彼此激勵中不斷成長，以培

育新一代的科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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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與東海大學附屬中等學校簽屬合作備忘錄 

東海大學生科系與同樣位於校內的東海大學附屬中學(東大附中)在過去幾年來

便積極互動，不管在專題介紹或是高中生小論文指導，均有所成果。為了讓雙方的

合作更為多元且因應未來新課綱在高中和大學更多課程的銜接，今天生科系和東大

附中在理學院院長的見證下正式簽屬合作備忘錄。 

生科系由系主任汪碧涵系教授代表與東大附中鍾興能校長一同簽屬合作備忘

錄，理學院楊定亞院長致詞時表示生科系在校內表現優秀有很好的研究教學能量，

這次能夠更進一步跟東大附中做更深入的合作，相信能帶給高中更多的資源。 

此次備忘錄簽署重點包括 1.生科系與附中教學及研究資源共享。同為校內單

位，生科系將提供更豐富的生物相關教學及研究資源，除了促進高中生物領域的發

展外，也讓附中學生有更多機會深入認識生科系。2.招覽優秀高中學生至生科系進

行專題研究。挑選對生物有興趣的優秀高中生有機會在大學進行生物相關專題研

究，積極培養生物人才。3.開發大學先修(AP)課程。大學先修是未來趨勢，為了讓

學習成效有具體效益以及大學端的資源得以永續經營，東海大學有先天之利，生科

系與東大附中將更積極互動討論結合大學教師專業知識建立優質生物相關先修課

程。 

東大附中鍾興能校長表示東海生科系與東大附中從過去好幾年高瞻計畫執行以

來合作從未間斷，彼此有很好的合作默契，這次正式簽訂合作備忘錄，相信未來互

動會更頻繁，讓高中生有更多機會至大學端學習。生科系汪碧涵主任也非常肯定兩

邊的合作有正式的備忘錄簽訂，期望未來無論在生物人才培育，招生以及先修課程

規畫都能夠讓高中與大學的接軌更為務實。 

生科系與東大附中此次正式進行合作備忘錄簽屬，期望未來無論在招生以及人才

培育上都是互相加成，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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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系汪碧涵主任與東大附中校鍾興能校長簽屬備忘錄後合影 

 

 

簽約儀式代表合照，左到右為生科系趙偉廷老師，汪碧涵主任，理學院楊定亞院長，東大附

中鍾興能校長，莊欽淇主任，蔡惇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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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與學生獲獎 

教師獲獎紀錄 

編號 姓名 獲獎名稱 審核單位 

1 關永才 105~106 學年特聘教授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2 卓逸民 105~106 學年特聘教授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3 林惠真 106~107 學年特聘教授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4 林良恭 106~107 學年特聘教授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5 謝明麗 106 學年特聘教授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6 卓逸民 106 學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科技部 

7 謝明麗 106 學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科技部 

8 林惠真 106 學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科技部 

9 關永才 106 學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科技部 

10 劉少倫 106 學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科技部 

11 趙偉廷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奬 學術審議委員會 

12 卓逸民 學術著作傑出獎 學術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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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獲獎紀錄 

編號 姓名 獲獎名稱 審核單位 

1 洪昆瑨 2018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 

族群與群聚生態學組海報論文優等 

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 

2 柳亞霖 2018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 

產業與教育組海報論文優等 

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 

3 洪昆瑨 2018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 

系統分類、族群遺傳與演化組論文宣

讀優等 

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 

4 鄭軒敏 2018台灣微生物生態學學會年會 

三分鐘演講第三名 

台灣微生物生態學學會 

5 劉人丞 2018台灣微生物生態學學會年會 

壁報論文展示第三名 

台灣微生物生態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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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究成果 

研究經費 

系上教師除致力教學之外亦積極向外爭取研究經費，本系自科技部爭取的研究

經費約有 25,589,000 元左右，其他自教育部、農委會或其他單位爭取之經費亦有    

17,946,950 元左右，下表為 105 學年度本系教師獲得計畫內容及補助金額。 

106 學年度科技部計畫（共計 19 件，總補助金額約 25,589,000 元） 

編號 姓名 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1 林惠真 106 東海大學自有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 951,000 

2 汪碧涵 女性科技人才培育活動與圖像專書出版 672,000 

3 謝明麗 新穎的葡萄糖代謝機制在大腸癌上的治療策略－新

穎的葡萄糖代謝機制在大腸癌上的治療策略(3/3) 

4,050,000 

4 陳仁祥 KcsA 鉀通道內側入口尺寸對其導電度之影響 900,000 

5 劉薏雯 利用斑馬魚模式研究 Lrp4 在腎臟發育、損傷及再生

過程中的角色(1/3) 

1,450,000 

6 汪碧涵 台灣針葉林生態系叢枝菌根菌多樣性與分佈模式 1,400,000 

7 謝明麗 碳酸酐酶第八型在神經退化性疾病的保護功能與葡

萄糖代謝機制作用：利用細胞和小鼠的研究(2/3) 

1,360,000 

8 溫國彰 氣候變遷下東沙環礁生態彈性的空間異質的形式與

機制研究－東沙內環礁藻食性魚類對於海藻及珊瑚

競爭的控制及棲地對入添仔稚魚的影響(3/3) 

1,100,000 

9 林宜靜 梅花鹿啃食的連鎖效應研究 – 從植物多樣性到生態

系功能 

1,400,000 

10 關永才 台灣蛙類熱點族群特徵與群聚結構多樣性之研究－

不同熱點蝌蚪暖化耐受、馴化能力的比較:探討環境

暖化對蛙類群聚組成之影響(3/3) 

1,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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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劉少倫 氣候變遷下東沙環礁生態彈性空間異質形式與形成

機制－東沙內環礁鈣化乳節藻及其他優勢底棲藻對

珊瑚礁生態彈性影響之研究(3/3) 

1,300,000 

12 關永才 樹棲繁殖艾氏樹蛙巢位與鳴叫特徵在性擇上之功能

探討(2/2) 

1,300,000 

13 江智民 亞熱帶森林之細根動態與群聚結構和生態系功能之

關係(1/3) 

1,476,000 

14 蔡玉真 在果蠅翅碟利用組織培養和活體影像技術研究誘導

產生的單細胞及集體 

表皮細胞移行 

1,320,000 

15 林惠真 短尾類螃蟹觸角腺結構與功能之變異 II - 離子調節

蛋白在觸角腺不同型態細胞上的分佈 

788,000 

16 林良恭 地理公民科學在社區發展與保育的應用－地理公民

科學在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應用：在地化自然資源調查

以及區域環境影響監測 II(2/2) 

669,000 

17 劉少倫 應用演化生態原理促進溫泉紅藻過量生產以降低生

質能源成本(2/3) 

1,600,000 

18 卓逸民 從行為生態及材料科學角度探討不同機能在多功能

的生物材料之整合及其相關機制 

1,850,000 

19 溫國彰 黑皮海綿爆發對於珊瑚礁魚類群聚之影響 (續） 9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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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其他單位計畫（共計 15 件，總補助金額約 17,946,950 元） 

編號 姓名 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1 林惠真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觀音新屋沿海社區生態環境與生活

產業與蟹類多樣性的關係 

1,760,000 

2 劉少倫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白玉至觀音新屋藻礁大型海藻和殼

狀珊瑚藻多樣性調查以建立過去社

區對藻礁海藻利用之科學資料 

2,040,000 

3 溫國彰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桃園藻礁水圈魚類資源保育與社區

再造 

790,000 

4 林良恭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臺灣獼猴危害防治與輔導系統之建

構(1/2) 

150,000 

5 林惠真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前瞻植物生態學：使用傳統與分子

技術詮釋物種與生態系的功能 

45,000 

6 林良恭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新竹林

區管理處 

106-107 年度火炎山生態教育館委

託營運專業服務 

3,160,000 

7 林惠真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臺中

市海岸資源漁業

發展所 

高美與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資

源監測計畫(107 年) 

1,565,000 

8 卓逸民 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 

石墨烯強化蜘蛛絲 300,000 

9 林良恭 內政部營建署雪

霸國家公園管理

處 

武陵四秀線中高海拔哺乳動物與鳥

類資源動態調查 

2,960,000 

10 林惠真  彰化縣政府 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底質生態

調查計畫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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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林惠真 臺中市海岸資源

漁業發展所 

106 年高美濕地生態保育及教育推

廣工作計畫 

1,250,000 

12 林惠真 曄恆能源有限公

司 

106-107 年度布袋鹽田濕地第九區

基礎調查規劃 

1,821,750 

13 汪碧涵 優克美有限公司 生產環境中黴菌生長條件之研究 100,000 

14 趙偉廷 台中榮總與東海

大學合作研究計

畫 

紅血球生成素的使用在誘發大腸癌

症幹細胞轉移時所扮演的角色 

100,000 

15 汪碧涵 優克美有限公司 黴菌傳播與多樣性研究及其調查技

術 

1,2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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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教師發表論文 

生醫組教師(順序依照姓名筆劃排列) 

趙偉廷老師 

Y-R Chen, H-C Chou, C-H Yang, H-Y Chen, Y-W Liu, T-Y Lin, C-L Yeh, W-T Chao, H-H 

Tsou, H-C Chuang,T-H Tan* (2017.11). Deficiency in VHR/DUSP3, a suppressor of focal 

adhesion kinase, reveals its role in regulating cell adhesion and migration.. Oncogene, 36, 

6509-6517. 

Satheeshkumar E, Karuppaiya P, Sivashanmugan K, Chao WT, Tsay HS, Yoshimura M*. 

(2017.06). Biocompatible 3D SERS substrate for trace detection of amino acids and melamine..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181, 91-97. 

蔡玉真老師 

Philip Houtz, Alessandro Bonfini, Xi Liu, Jonathan Revah, Aure Â lien Guillou, Mickae 

Poidevin, Korneel Hens, Hsin-Yi Huang, Bart Deplancke5, Yu-Chen Tsai, Nicolas Buchon* 

(2017.11). Hippo, TGF-β, and Src-MAPK pathways regulate transcription of the upd3 cytokine 

in Drosophila enterocytes upon bacterial infection. PLoS Genetics, 13(11), 1007091-1007091. 

Shiu-Ling Chen,*, Yu-Hui Chen,*, Chuan-Chan Wang, Yhu-Wei Yu, Yu-Chen Tsai, 

Hsiao-Wen Hsu, Chia-LinW u, Pei-YuWang6, Lien-Cheng Chen, Tsuo-Hung Lan & Tsai-Feng 

Fu (2017.03). Active and passive sexual roles that arise in Drosophila male male courtship are 

modulated by dopamine levels in PPL2ab neurons. Scientific Reports, 7, 44595-44595. 

謝明麗老師 

Wu YL, Chang JC, Lin WY, Li CC, Hsieh M, Chen HW, Wang TS, Liu CS, Liu KL. (2017.09). 

Treatment with Caffeic Acid and Resveratrol Alleviates Oxidative Stress Induced 

Neurotoxicity in Cell and Drosophila Models of Spinocerebellar Ataxia Type3.. Sci Rep., 7, 

11641-11641. 

Jui-Chih Chang, Cheng-Yi Yeh, Tse-Lin Chang, Ko-Hung Liu, Bing-Wen Soong, Ming-Li 

Hsieh,Tiffany Chang, Chin-San Liu (2017.10). In vivo and In vitro Studies of Mitochondrial 

Transplant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Spinocerebellar Ataxia Type 3. The Changhua Journal of 

Medicine, 15, 176-193. 

劉薏雯老師 

Chih-Wei Chou, Jamie Lin, Yun-Jin Jiang and Yi-Wen Liu* (2017.12). Aberrant global and 

Jagged-mediated Notch signaling disrupts segregation between wt1-expressing and 

steroidogenic tissues in zebrafish. Endocrinology, 158(1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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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組教師(順序依照姓名筆劃排列) 

江智民老師 

Joseph A. LaManna*, Scott A. Mangan, Alfonso Alonso, Norman A. Bourg, Warren Y. 

Brockelman, Sarayudh Bunyavejchewin, Li-Wan Chang, Jyh-Min Chiang, ... and Jonathan A. 

Myers (2017.06). Plant Diversity Increases with the Strength of Negative Density Dependence 

at the Global Scale. Science, 356(6345), 1389-1392. 

Teng-Chiu Lin, Lixin Wang, Chengyang Zheng, Ryan McEwan, Chung-Te Chang, Jyh-Min 

Chiang, Chung-Hao Chi (2017.09). Tropical cyclones disrup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e 

height and species diversity: Comment. Ecosphere, 8(9), e01938-e01938. 

卓逸民老師 

Blamires, SJ, Blackledge, TA. & Tso, IM. (2016.12). Physiochemical property variation in 

spider silk: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nthetic production. Annual Review of Entomology. 

Annual review of entomology, vol 62, 62, 443-460. 

Lai CW, Zhang SC, Piorkowski D, Liao C-P, Tso I-M (2017.08). A trap and a lure: dual 

function of a nocturnal animal construction. Animal Behaviour, 130, 159-164. 

Cheng R-C, Zhang SC, Chen Y-C, Lee C-Y, Chou Y-L, Ye H-Y, Piorkowski D, Liao C-P, Tso 

I-M (2017.01). Nutrient intake determines post-maturity molting in the golden orb-web spider 

Nephila pilipes (Araneae: Araneida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220, 2260-2264.  

林良恭老師 

Shalabi, MA; Abramov, AV; Kosintsev, PA; Lin, LK; Han, SH; Watanabe, S; Yamazaki, K; 

Kaneko, Y; Masuda, R. (2017.02). Comparative phylogeography of the endemic Japanese 

weasel (Mustela itatsi) and the continental Siberian weasel (Mustela sibirica) revealed by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sequences.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120(2), 338-343. 

Oshida, T; Lin, LK; Chang, SW; Dang, CN; Nguyen, ST; Nguyen, NX; Nguyen, DX; Endo, H; 

Kimura, J; Sasaki, M. (2017.06). Mitochondrial DNA evidence reveals genetic difference 

between Perny's long-nosed squirrels in Taiwan and Asian mainland. MAMMAL STUDY, 

42(2), 111-116. 

Volleth, M; Son, NT; Wu, Y; Li, YC; Yu, WH; Lin, LK; Arai, S; Trifonov, V; Liehr, T; Harada, 

M. (2017.06). Comparative chromosomal studies in Rhinolophus formosae and R-luctus from 

China and Vietnam: elevation of R-l. lanosus to species rank. ACTA CHIROPTEROLOGICA, 

19(1), 41-45. 

Chen, ZZ; He, K; Huang, C; Wan, T; Lin, LK; Liu, SY; Jiang, XL. (2017.07). Integrative 

systematic analyses of the genus Chodsigoa (Mammalia: Eulipotyphla: Soricidae), with 

descriptions of new species. ZO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180(3), 694-713. 

林宜靜老師 

Usinowicz, J., Chang-Yang C.-H., Chen, Y. Y., Clark, J. S, Fletcher, C., Garwood, N. C, Hao, 

Z, Johnstone,J, Lin, Y.-C., Metz, M. R., Masaki, T., Nakashizuka,T., Sun, I.-F, Valencia R., 

Wang, Y., Zimmerman, J. K, Ives, A. R., Wright, S. J. (2017.10). Temporal coexistence 

http://www2.thu.edu.tw/~cteb/staffs/staffs6.htm
http://www2.thu.edu.tw/~cteb/staffs/staffs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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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contribute to the latitudinal gradient in forest diversity. Nature, 550(7647), 

105-108. 

Yi-Ching Lin, Liza S. Comita, Daniel J. Johnson,Mei-Ru Chen & Shu-HuiWu (2017.01). 

Biotic vs abiotic drivers of seedling persistence in a tropical karst forest. Journal of Vegetation 

Science, 28(1), 206-217. 

溫國彰老師 

溫國彰、陳婷婷、謝友源、陳嘉軒（2016.12）。海洋保護區增加了藻食性魚類數量並增

強藻類的移除。國家公園學報，26（2），46-60。 

何旻杰、鄭念昀、陳彥嘉、郭兆揚、溫國彰、徐巧玲、陳昭倫*（2016.06）。以生物多樣

性分析探討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分區現況。國家公園學報，26（1），46-56。 

劉少倫老師 

Yichun Qiu, Shao-Lun Liu, and Keith L. Adams (2017.06). Concerted divergence after gene 

duplication in Polycomb Repressor complexes. Plant Physiology, 174, 1192-1204. 

陳品辰、劉少倫（2017.09）。神秘藻礁建築團隊－殼狀珊瑚藻的多樣性與生態。科學月

刊，48，700-705。 

關永才老師 

M-F Chuang, W-H Lee, J-S Sun, C-H You, Y-C Kam*, S Poo* (2017.07). Predation risk and 

breeding site value determine male behavior and indirectly affect survivorship of their offspring. 

Behavioral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 71(8), 122-122. 

M-F Chuang, Y-C Kam*, M A. Bee* (2017.01). Territorial olive frogs display lower 

aggression towards neighbours than strangers based on individual vocal signatures. Animal 

Behaviour, 123, 217-228. 
 

http://www2.thu.edu.tw/~cteb/staffs/staffs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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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捐款芳名錄 

(順序依照姓名筆劃排列) 

捐款者姓名 金額 

Yang Family Foundation $291,500 

于志方 $60,000 

吳仲義 $30,770 

林良恭 $9,360 

柯元弼 $10,000 

洪玲玲 $6,154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學術發展文教基金會 $43,680 

匿名捐款 $275,302 

匿名捐款 $4,362 

張 瑞 $10,000 

莊燕沼 $10,000 

曾姿萍 $5,000 

湯惟新 $2,000 

黃志賢 $7,200 

楊金山 $60,000 

楊朝棟 $2,500 

葉寶專 $10,000 

詹前柏 $6,000 

趙  寧 $58,666 

劉  媛 $2,000 

蔡玉真 $1,500 

鄭永齊/馬筱泉賢伉儷 $145,750 

蘇國強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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