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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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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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各位親愛的生物學系/生命科學系系友，您好： 

秋意漸濃，第 64 屆生命科學系的 80 位新生剛踏入校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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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系目前有 17 位專任教師，全心全意為教學與輔導付出努力；研究方面，全體教師

去年獲得 32 個研究計畫和 4,200 萬研究經費，為全校各系所之冠，研究能量與資源惠及學

生；同時，本系有 5 位特聘教授，佔全校四分之一，表現優異。為強化研究發展，在學校

所獲教育部高教深根計畫的支持下，這學期，本系新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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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年，本系大學畢業生考上國內計 30 個碩士班，台清交成師大陽明與中興各所為

主，我們的理學基礎訓練，足以讓學生邁向心所嚮往的領域。今年加強推動職涯輔導、鼓

勵與橋接同學在政府機關和民間企業的寒暑假實習，與特生中心和農藥所簽訂合作協議

書，並率先理學院開授三門 3 學分的「實務與職場實習」課程，讓學生認識並順利銜接職

場。 

系友的支持，一直是母系進步的原動力。近年經濟榮枯變化，讓許多學生因家境或變

故，其比例日增，他們貸款就學、疲於打工，難以安心學習。學生逢難時，母系教師們均

多方張羅與尋覓資源，以求幫助系上同學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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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捐款一千元，基金增加二

千元，您捐十萬元，可以發揮二十萬元的作用，您愛母系之情與對孫老師的感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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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成立鏗美獎學金，協助單親學生，得以專心求學。 

學弟妹們非常需要學長學姊溫暖的手，提攜他們，您的涓滴匯聚，母系均銘刻於心。

捐款 6,000 元以上系友，寄贈母系專書「生生不息」，捐款 6 萬以上系友，加贈母系專書

「夢谷」。   敬頌 

時祺                    

生命科學系系主任                        

  敬上 

108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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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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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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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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智民教授兼生態暨環境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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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國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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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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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怡君助理教授 

Yen, Yi-Chun 

最高學歷：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 

研究專長：神經科學、動物行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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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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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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106 107 

下 下 上 上 上 下 

大學部生醫組人數 183 181 192 190 191 178 

大學部生態組人數 174 157 183 166 148 144 

碩士班生醫組人數 7 4 8 5 6 5 

碩士班生態組人數 9 12 13 11 14 9 

博士班人數 13 15 16 15 15 16 

總學生人數 386 369 412 387 374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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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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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玫臻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許雅筑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馬崇勇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洪芸茜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貝佳妮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程崇德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游家豪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曾靖芳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孫成瑄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周祖豪 

國立成功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藥理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解剖學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五所聯招 

國立陽明大學 藥理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林庭瑜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所 

蔡佩瀅 

國立成功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國立中山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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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 

沈君輝 
國立清華大學 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 

李佩蓉 
國立成功大學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吳虹儀 

國立陽明大學 生理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生理學研究所 

國立台灣大學 生理學研究所 

徐琬瑜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藥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國立台灣大學 藥理學研究所 

尚奕辰 

國立陽明大學 神經科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莊翔俊 

國立陽明大學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徐語謙 

國立陽明大學 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國立台灣大學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五所聯招 

梁珮欣 

國立臺灣大學 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  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五所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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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育 
國立成功大學  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 

張孝瑜 

國立成功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藥理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梁  文 國立中興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黃韻芹 

國立成功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藥理學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藥理學研究所 

許富淳 

國立中興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邵瑋如 國立陽明大學 腦科學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  系統生物與生物資訊研究所 

林巧敏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所研究所 

黃詩蘋 

國立台灣大學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 

國立台灣大學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劉展宏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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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李昱佑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所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所 

林旻蓁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國立台灣大學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研究所 

黃冠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 

 國立台灣大學  生命科學系 

 國立台灣大學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莘陳鈺 

UCL 倫敦大學學院  MSc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環境建模  

UCL 倫敦大學學院  MRes Biodiversity, Evolution & 

Conservation生物多樣性，演化與保育 

ETH Zurich蘇黎世聯邦 

理工學院 

MSc Environment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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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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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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真榕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一年級 賴乙葳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二年級 郭力中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二年級 蒙彥蓁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三年級 楊惟凱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三年級 陳  希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四年級 徐婉瑜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四年級 黃冠榕 10,000 

碩士班 生醫組 邱相齡 20,000 

碩士班 生醫組 張育維 20,000 

碩士班 生醫組 施景皓 20,000 

碩士班 生態組 吳婉瑜 20,000 

碩士班 生態組 戴逸萱 20,000 

碩士班 生態組 黃子晏 20,000 

博士班  劉人丞 30,000 

博士班  羅珍塔 30,000 

博士班  杜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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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真榕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by writing this letter. Thanks very 

much for our senior and teacher that have donated for this scholarship program.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I would also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my families, 

Life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Office Teachers, and my friends for their supports and 

motivations. Because of them, I’m able to get this scholarship. It’s a great honor, and I’m 

really grateful and thankful to be awarded this scholarship.  

I’m currently studying in Life Science major of Tunghai University. I choose life 

science based on my interest, biology and chemistry. And this is my first year in my major, 

which means I will be graduated around 3 years later.  Upon graduation, I have a plan to 

continue pursuing my study in USA. I want to get a PhD degree and dedicate myself to 

work for humanity. I know it will be a long and rough way for me as there are obstacles 

on the way, especially the financial problem. But thanks to this scholarship, my financial 

expenses could be lightened, and I could focus more on studying to achieve my dream. I 

want to dedicate this scholarship for my parents and also my grandparents that had passed 

away. And I will use it properly, to pay the school fees.  

By achieving this scholarship, I’m one more step closer to my dream. And again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It’s really inspire me to learn and study 

more. I promise that I will do my best to be better. I will also keep pursuing my dream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prospect. And I hope one day, I’ll be able to help the other 

students too, like the one that you did. 

 

生科系生態組大一   賴乙葳 

很榮幸能夠獲得陳賢芳教授紀念奬學金，謝謝老師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在忙著

讀書時，藉著奬學金能補貼生活費，減輕家中經濟負擔，以後我也會好好努力。 

 

生科系生醫組大二   郭力中 

我是郭力中，就讀東海大學生科系生醫組二年級，很開心可以拿到這筆獎學金，

謝謝各位老師給我的肯定願意把這筆獎學金頒給我，我感到非常榮幸。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2019 年度報告 15 

 

 我是轉系生，我在大一時從應用物理系轉到生命科學系，因為我當時學測國文

沒有均標，所以沒辦法填東海生科系，我轉而填了物理系，想要進來了再來轉系，

所以我已經下定決心要轉系了，也不用多浪費一年的時間在修習物理系的課程，所

以我在大一時，就把所有物理系的課都退選，並且完全按照生科系大一課表選課，

避免大二轉系後還要重修大一的課程，所以我從大一就上了所有生科系大一的必修

課，到了大二後也很順利得轉系成功，雖然在校內轉系並不想轉學考這麼難，但是

我也沒有因此鬆懈，我常常提醒自己，因為我不是一開始就是生科系的學生，所以

我要比別人更努力。 

 到現在也已經讀了將近兩年的課程了，我認為我們系上的老師上課都很認真，

而且上課內容都準備的很清楚，就算有哪裡不懂的，下課或私下去找老師也都會不

厭其煩地再講一次，只能說我們系上的老師都對學生很有耐心，而且系上的資源也

很多，有很多不同領域的專業實驗室，例：分子醫學實驗室、細胞生物學實驗室、

發育生物學實驗室⋯⋯，實驗課時也有很好的設備，例：光學顯微鏡、解剖顯微鏡、

標本室⋯⋯，也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實驗教室，例：動物組織實驗教室、生態多樣性實

驗教室⋯⋯，甚至系學會也籌備很多學術演講以及一些團康活動，還有系上也會時不

時會舉辦研討會或是年會，也提供了很多獎學金，例：優秀新生獎學金、歐保羅教

授獎學金、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生科系真的提供學生很多資源，而且也鼓

勵我們盡情使用這些資源，我想這應該是別的科系或是學校做不到的，我很慶幸我

來到的是東海生科系。 

 

生科系生態組大二   蒙彥蓁 

這是我第一次申請到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 ，一個組一學期 只有一位所以很

開 心自己進步了，上學期是我經歷 過最可怕的學期， 由於學分不夠通識只選 到

一 個所以修了系上開的所有能選的選修， 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每天被考試追殺，幾 

乎每堂系上的課都是分成四次考試， 考完一次考完一科後下一次下一科馬上就 到

來， 加上 遺傳 實驗 課需要收果蠅時間 需要 更好的分配，從剛開學開始調適 自 

己每天讀書到一點，接著放寬到兩點， 到學期末時幾乎 每天都是三點才睡覺因 為

真的讀不完， 但我始終 認為應該對每一 個科目負責， 既然 修了就真的要好好 吸

收 了解， 畢竟 以後很難在自己回來學習 ，所以就這樣堅持 了一個學期把 所有

科目都準備好， 現在 回過頭看真的 很難想像那是什麼生活， 但我很自豪自 己堅

持 過去了， 能拿到獎學金也給我很大的肯定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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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系生醫組大三   楊惟凱 

很感謝各方給我的協助，也謝謝陳賢芳老師提供的獎學金，獎學金代表給我的

鼓勵，也代表給我的肯定，我會繼續用功來看待接下來的學科，也讓我更了解讀好

專業學科的重要性。 

其實本來沒想到會得到此獎學金，後來得知後，非常高興，也感到欣慰，因為

上學期真的很拚，才有機會得到，也勉勵對生物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盡量讀各科內

容，就會發現對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也會有不同的看法和新的頓悟喔! 

 

生科系生態組大三   陳  希 

感謝東海生科系的學長姐們因關心生科系的發展而慷慨地捐款鼓勵，提供了系

上學弟妹許多獲得獎學金的機會，相信這份榮譽對獲獎的新生來說會是一個很大的

鼓勵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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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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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感謝上帝，讓我在大學的生活裡處處充滿著意想不到的恩典。 

生科系生醫組大四   徐婉瑜 

在大學的最後一年裡，真的非常榮幸還有機會能夠獲得陳賢芳獎學金，對我而

言是一份得來不易的殊榮，也是更加肯定我在課業上所做的努力。從大一懵懵懂懂

靠著對生物的熱愛來到了東海生科系，經過四年來的洗禮，系上紮實的訓練以及豐

富的課程讓我成長也學習到了很多，每一學期滿滿的上台報告，一次一次磨練出我

們的邏輯思考以及上台的台風，加入實驗室也更訓練了我實驗的技巧還處理問題的

能力，到現在能夠獨立完成一項專題研究，這些訓練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想

這一切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最要感謝的就是系上的每個老師還有同學們，在上課

時都能真切的感受老師們對於相關領域的熱忱，也時常更新時事讓我們不局限於課

本中的文字，用心地給我們最正確的資訊和指導，從和同學們互相討論的過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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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獲得許多，這一路上也給我很多的支持，這次能獲得這樣的獎學金，也是多虧有

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一直以來的幫助，真的很開心能夠成為東海生科家庭的一份

子，感謝這裡所提供良好的資源以及環境，獲得這樣的鼓勵，我也期勉自己未來能

應用所學，在未來生物科學研究上走得出色，有能力能夠回饋於系上。 

 

生科系生態組大四   黃冠榕 

十分感謝系上給予我這個機會，得到這份獎學金是對我四年來在大學中學習的

一種肯定，在上次拿到獎學金後，我仍然不斷專心向學，維持了班上第一名的成績。

這筆獎學金資助我在學習上及生活上的所需，讓我能夠有資源向上持續學習，能夠

安心地專心向學、心無旁鶩。今日我受到這筆獎學金的資助而得以持續學習，期許

我往後也能夠幫助需要的人。三十多年前，父親曾是陳賢芳教授的學生，今天我能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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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科系生醫組碩一   邱相齡   

我是系上的五年一貫生，正在趙偉廷老師實驗室進行大腸癌抗藥性研究。首先，

我很榮幸且非常開心系上老師將陳賢芳獎學金頒發給我，陳賢芳獎學金是頒發給研

究工作表現突出或學業優異的學生，能獲得這份殊榮無異是對我最大的鼓勵。從大

一到碩一，東海生科對我來說的幫助及支持一直以來都很多，特別是在學術研究上，

我想能夠在研究所時期有好表現並申請獎學金，都是因為有系上師長的訓練。東海

生科是個很溫暖且充滿人情味的地方，留在系上繼續我的專題實驗，是我一直都不

後悔的決定，系上的獎學金資源相當豐富，在這幾年來也給予了我不少獎助，像是

國外研討會差旅補助（大學部時期）、優秀新生獎學金（碩士班時期）及陳賢芳獎

學金等，廣泛的獎學金資源也是讓我想留下來繼續攻讀碩班的原因之一。 

除了感謝系上老師頒發陳賢芳獎學金給我，我更要感謝的是趙老師對我的學術

訓練以及實驗室同儕的包容、互助，我能夠這麼開心的在系上做研究，絕對是因為

我有一個很棒且充滿想像力的實驗室可以學習，少了這間實驗室給我的訓練，就不

會有今天的我。未來我也會持續地走這條學術研究的路，並期望自己能繼續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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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的演進有所貢獻，也希望有招一日我也能回饋給獎學金基金會，讓這份系友的

愛持續傳承下去～ 

 

生科系生醫組碩一   張育維 

東海生科系是個傳承已久的科系，開設許多專業科目以充實學生基礎研究的基

本知識，另外，透過實驗課程的進行來學習實驗方法的原理和操作技巧，為學生們

提供了多元的學習環境，給予我們各種訓練，藉此奠定學生們的基礎並提升學生處

理問題和進行研究的能力。 

歷經了四年大學加上一年研究所的洗禮，最重要的是要感謝趙偉廷老師，給予

我在學業、研究與未來方向上的指導和建議，也讓我更瞭解基礎研究的重要性，透

過基礎研究，我們可以解決什麼樣的問題，也能探討有趣的現象。還有一直以來互

相打氣、加油的夥伴們，一起遇到撞牆期，也一起討論學業和研究上的問題，共同

走過這非常時期。最後要非常感謝由系友捐款所提供的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以

此獎學金將前人的精神傳承下來，並獎勵系上學生在學業與學術研究上的表現。能

夠獲得此獎是個莫大的殊榮，鼓勵支持並肯定自己在學術研究上的努力，有了這樣

的獎學金，減少了生活上的壓力，讓我更能專注於學習和研究上，期盼自己能夠達

到此獎項的目的，積極學習並參與在這領域當中，或許某天，我也有這樣的能力，

將這樣的精神傳承下去，回饋給學弟妹。 

 

生科系生醫組碩一   施景皓    

 非常感謝能夠獲得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能夠得到此等榮譽，不僅是系上對

於學習成果所給予的認可，也是對目前研究成果的肯定與鼓勵，更是實踐對自己的

期許。 

 東海大學為台中市歷史悠久的學校，其綠意盎然又廣闊無邊的校園更是許多國

內外觀光客慕名前來的景色，除了基本的學術授業之外，東海相較於其他大學更是

注重學生的個人特質及博雅品性，而生命科學系自創校的生物系至今，更是重視學

生的專業學術理論，致力於成為一名合格科學家的技術訓練、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 

設立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的初衷為鼓勵系上學習成果優異或是在研究成果上

具突出表現的學生，除了象徵過往許多教授及老師們的教學辛勞與研究成果，更是

鼓勵往後的年輕莘莘學子在日後的學習過程中，無論是在醫學領域的研究，或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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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生態的探討，都能夠持續保有對於生物科學研究的熱誠，以及追求無窮知識的

渴望，並繼續將這份熱忱永續傳承，也期許自己在學校這最後所剩不多的學生生涯

中，能堅持自己的研究理念，完成最後階段的學術論文發表，並能夠抱著這份熱忱，

將自身所學的學術知識與實驗經驗傳承給實驗室的學弟妹，並期望未來畢業之後，

在自己有能力之餘，能夠發揮自身所長回饋給社會大眾，造福他人。 

 

生科系生態組碩一   吳婉瑜 

這次能有榮幸再獲得陳賢芳獎學金，很感謝系友們的捐贈，使這樣的獎學金能

一直存在，並造福許多後輩學生們。 

由於我想學習一些額外的技術及考取一些證照來充實或加強自己的能力，例如

用於水下調查的潛水證照、語言或電腦程式語言課程等。但是這些課程大都需要付

出一些學費，而我並不想為了額外的花費再麻煩父母，並且對於現階段來說，要在

維持課內活動成績和本身原有的打工之下，我實在無法再負擔更多的工作。 

因此，獲得獎學金將使我的負擔減輕一些。在眾多獎學金之中，對於不具備低

收入戶證明的我來說，這筆獎金能幫助我在不增加父母額外負擔的情況下，學習更

多自己感興趣且將來能運用在工作或學習上的技術。 

最後再次感謝捐贈的系友們，使我能有獲的獎學金的機會。 

 

生科系生態組碩一   戴逸萱 

首先感謝陳賢芳教授以及每位曾經教導過我的老師、學長姐們，若沒有這幾年

在系上的淬鍊與學習，我不會有今天這樣的自己。一直不是一位聰明靈敏的好學生，

甚至一開始什麼都不懂，不懂得查文獻也不懂得做研究，硬要歸類的話就會分成最

不適合做科學研究的那類人吧，但在系上這幾年，從一個一開始什麼都不會什麼也

不懂得，甚至不會進行思考邏輯的愚笨學生，慢慢的，變成了一個似乎還可以的研

究生，也找到了能夠熱愛的事物。真的感謝這幾年系上訓練的理性思考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不只是學業上幫助更是整個人生思考觀點的改變，讓我能夠由更多不同的

觀點與思考來看待這個世界，感謝系上與各位老師的指導。 

 

生科系生態組碩二   黃子晏 

非常榮幸能夠獲得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這份獎學金對我而言不僅是在經濟

上的一個緩解，更是對我這一年來研究成果的鼓勵與肯定，讓我能夠更專注地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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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的研究領域，在艱澀辛苦的研究道路上，也能感受到系上對於研究所給予的

支持與鼓勵。今年是我待在東海的第六年，很慶幸在大學畢業後選擇繼續留下來讀

研究所，能夠對於過去大學的專題有更深入地挖掘與研究。雖然在這個過程中困難

重重，少不了許多無法預測的狀況與困境，但是也在這樣的過程中，更加的磨練了

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兩年裡，我也深刻體會到研究所與大學課程的不同，在研

究所的兩年裡，發現研究這條路是不停地與自己對話的過程，在這期間雖然孤獨，

卻也是更了解自己，更訓練抗壓性的一段歷程。所幸系上的老師都十分有熱誠，給

予了我非常多的指導與協助，系上的其他幫助，獎學金，以及參加海外研究的機會

等，也讓我的視野更加開闊，在研究上更心無旁騖。很榮幸能夠成為東海生科大家

庭的一份子，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我也能夠成長茁壯，有朝一日也能夠回饋給未

來加入東海生科系的學弟學妹們。 

 

生科系博士班      劉人丞 

非常開心能夠獲得陳賢芳教授紀念獎學金，這肯定獲獎學生的成績與研究表

現，對我是莫大的鼓勵。非常感謝此獎學金的捐助人 楊金山博士和系上老師。 

經歷大學四年、碩士一年半的歷練，直至現在博士班一年級。系上提供豐厚的

獎學金，鼓勵學生上進求學。確信未來的道路上，我的人生與經歷會更卓越與豐富。

能成為東海生物人，我懷著感恩的心、引以為傲。 

 

生科系博士班      羅珍塔 

I am honored to be the recipients of the Chen Xian Fang Scholarship. Thanks to your 

generous support I am the first in my family to attend Doctoral Studies. 

My dream of attending Tunghai University is moving forward, thanks to generous 

educational scholarships like yours. Thank you personally for your generosity: Without 

scholarship patrons willing to support, students such as myself would be unable to pursue 

advanced degrees.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the vote of confidence and the department scholarship.  I 

am committed to my education and to the field, and one step closer to achieve my dreams. 

Thanks to your continued generosity and the Chen Xian Fang Scholarship. 

 

生科系博士班      杜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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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raciously accept this scholarship, and am humbled and thankful to be selected for 

this award. I thank my advisor Dr. I-Min Tso and all the members of the Behavioural 

Ecology labora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department at Tunghai University. Their guidance, 

assistance, feedback and support have provided a pathway to success that I have followed. 

I would not be accepting this award without them and their overall efforts in facilitating 

my success. The funds from this award will help my continued efforts to surpass 

expectations and grow as an individual. I hope to continue to push myself and be the best 

version of myself that I can be while, hopefully, inspiring others along the way.。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22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2019 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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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總計共頒發新台幣 20,000 元 

部別 級別 學生姓名 獎學金金額 

大學部 生醫組三年級 許夢柔 10,000 

研究所 博班 羅珍塔 10,000 

 

于名振教授獎學金獲奬感言 

生科系博士班      羅珍塔 

I am honored to be the recipients of the Ming Jean Yu Scholarship. Thanks to your 

generous support I am the first in my family to attend Doctoral Studies. 

My dream of attending Tunghai University is moving forward, thanks to generous 

educational scholarships like yours. Thank you personally for your generosity: Without 

scholarship patrons willing to support, students such as myself would be unable to pursue 

advanced degrees.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the vote of confidence and the department scholarship.  

I am committed to my education and to the field, and one step closer to achieve my 

dreams. Thanks to your continued generosity and the Ming Jean Yu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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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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總計共頒發新台幣 330,000 元 

部別 級別 學生姓名 獎學金金額 入學管道 

大學部 生醫組一年級 蘇怡卉 20,000 繁星推薦 

大學部 生態組一年級 李烈堯 20,000 繁星推薦 

大學部 生態組一年級 柯思伃 20,000 個人申請 

大學部 生態組一年級 高悅慈 20,000 個人申請 

博士班  張偉俊 
50,000 考試 

博士班  邱顯富 50,000 考試 

博士班  黃騰禾 50,000 考試 

博士班  李坤璋 
50,000 考試 

博士班  林育秀 
50,000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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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保羅教授獎學金獲奬感言 

生科系生醫組大一  蘇怡卉 

很榮幸有機會能得到歐保羅教授獎學金，也很感謝歐教授各方面的付出，讓我之前的

努力能夠得到肯定。 

我從小就是個對生物有興趣的人，每次讀生物時，都會感到人體是個很奧妙的事物，

也不自覺得想要了解它更多。一路從國中到高中，從簡單的課程越上越深入，也更加深了我

對生物的好奇，因此我選擇了生科系就讀，就是希望能了解更多相關的知識。而在這不到一

年的時間裡我也學到了不少我渴望學習的知識，很謝謝老師的用心教導。 

我會努力鑽研學問，好好發揮自己的實力，不辜負大家的期待，在將來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

的人。 

 

生科系生態組大一  李烈堯 

可以拿到歐保羅教授獎學金我其實蠻驚訝的，因為我以為只有申請入學的正取生才可

以拿，原來用繁星的學生也可以。而且兩萬塊這個數目其實不小，等我拿到這個錢的時候我

一定會好好利用，而且拿到這個獎學金令我非常的開心，因為這是我從國小到大學第一次拿

到獎學金，我覺得我拿到我人生中的第一個獎學金對我來說有非常大的意義，這讓我發現其

實我也可以在讀書這方面有不錯的表現，也讓我在讀書方面有更大的信心，並且更努力的去

爭取其他的獎學金 

 

生科系生態組大一  高悅慈 

很榮幸能獲得這項獎學金。這不僅是對我學業成績上的肯定，更是維持自我要求的一

個鼓勵，使我能繼續努力不懈，更嚴以律己來符合受領這筆獎學金的資格，同時也希望在未

來能將這份風氣傳承給學弟妹，使生命科學系培養出更多優秀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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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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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學了一年在全世界頂尖的心臟血管基金會(Cardiovascular Research Foundation) 完成

了為期一年的 fellowship 訓練。也在美國排名第三的紐約長老教會醫院(又名哥倫比亞大學附

設醫院) 心臟內科的心導管室(IVUS corelab) 接受血管內影像學的訓練，沒有離開自己的臨

床專業，而是開拓了視野，看到的嶄新的醫學儀器設備及各種誇國際的臨床研究。回國已逾

半年，時間的腳步不等人地已進入了博班生的二年級下學期了。日前在東海大學生科所除了

修習卓逸民老師的動物行為生態學之外，更有機會進入社會科學院修習邱嘉慧老師的跨文化

溝通，進一步審視除了醫學專業之外的自己的多個面像。透過研究動物及人類的行為而內推

至生理機轉的層次；透過探討不同種族及性別文化的差異，更有助於了解自己的內心，是形

而上也是形而內的學習。有幸能再回到這個綠意盎然的東海校園學習，忙碌的醫院內工作使

我更珍惜單純的學生生涯。 

生科所的優良師資，劉老師的循循善誘，孜孜不倦的教導，讓我對現在或是未來遇到

的醫學或人生難題如何研究解決，都更加的滿懷希望及信心滿滿！ 

 

生科系博士班      李坤璋 

謝謝東海大學生命科系，很高興可以獲得這份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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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對於整個生態環境可以有貢獻。這個研究的野外

工作佔據了我大部分時間，回來實驗室需要更多的時間分析資料，使得我沒有太多時間可以

找其他工作。這份獎學金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筆金額，因為它可以讓我更專心於研究上，

減少兼差其他工作來養活自己。希望系上能繼續提供這筆獎學金，幫助專注學生可以心無旁

騖的在研究工作上，產出更有品質且對該領域及社會有貢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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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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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本人第二次獲得「歐保羅教授獎學金」的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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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傳承下去，另外在未來行有餘力之時，也期望能對

該獎學金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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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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 生醫組獲奬名單 

學  號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S07231004 林 祈 Lin, Ci 

S07231009 呂怡萱 Lu, Yi-Shiuan 

S07231012 郭毓雯 Kuo, Yu-Wen 

S07231018 楊祖郡 Yang, Zu-Jun 

S07231019 陳言忻 Chen, Yen-Hsin 

S07231020 張凱玟 Chang, Kevin 

S07231022 蘇怡卉 Su, Yi-Hui 

S07231024 李昱霖 Le, Yu-Lin 

S07231026 周高頡 Chou, Kao-Chieh 

S07231033 李 靜 Lee, Ching 

S07231035 劉亞恬 Liu, Ya-Tien 

S07231036 王柔敏 Wang, Jou-Min 

S07231037 翁郁誠 Weng, Yu-cheng 

S07231038 程妍絮 Chen, Yen-Hsu 

S07231045 辜慧敏 Koo, Hui-Min 

S07231047 黃真榕 Viriya Adhigvna Wina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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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生態組獲奬名單 

學  號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S07232002 莊尚霖 Juang, Shang-Lin 

S07232007 沈昱丞 Shen, Yu-Cheng 

S07232014 禹柏宏 Yu, Bo-Hong 

S07232017 陳依如 Chen, Yi-Ru 

S07232018 林峻良 Lin, Chun-Liang 

S07232021 許佩萱 Hsu, Pei-Hsuan 

S07232022 賴乙葳 Lai, I-Wei 

S07232026 吳彥澍 Wu, Yen-Shu  

S07232031 湯皓宸 Jang, Hao-Chen 

S07232032 卓展毅 Cho, Jian-Yi 

S07232033 梁駿玥 Liang, Chun-Yueh 

S07232034 巫濬承 Wu, Jiun-Cheng 

S07232036 卓尹齊 Juo, Yin-Chi 

S07232039 嚴巧雯 Yen, Chiao-Wen 

S07232041 高悅慈 Kao, Yueh-Tzu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28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2019 年度報告  

 

1072 生醫組獲奬名單 

學  號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S07231004 林 祈 Lin, Ci 

S07231012 郭毓雯 Kuo, Yu-Wen 

S07231018 楊祖郡 Yang, Zu-Jun 

S07231022 蘇怡卉 Su, Yi-Hui 

S07231024 李昱霖 Li, Yu-Lin 

S07231027 柯思伃 Ko, Szu-Yu 

S07231028 邱羽君 Qiu, Yu-Jun 

S07231031 呂紹涵 Leu, Shao-Han 

S07231032 林佩珊 Lin, Pei-Shan 

S07231036 王柔敏 Wang, Jou-Min 

S07231037 翁郁誠 Weng, Yu-Cheng 

S07231038 程妍絮 Cheng, Yen-Tsu 

S07231040 林沛怡 Lin, Pei-Yi 

S07231043 劉涁祮 Lau, Jun-Jie 

S07231045 辜慧敏 Koo, Hui-Min 

S07231047 黃真榕 Viriya Adhigvna Wina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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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生態組獲奬名單 

學  號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S07232004 王  瑀 Wang, Yu 

S07232007 沈昱丞 Shen, Yu-Cheng 

S07232008 李培瑜 Li, Pei-Yu 

S07232012 黃奕倫 Huang, Yi-Lun 

S07232014 禹柏宏 Yu, Bo-Hong 

S07232017 陳依如 Chen, Yi-Ru 

S07232018 林峻良 Lin, Chun-Liang 

S07232020 張詠童 Jang, Yong-Tong 

S07232021 許佩萱 Hsu, Pei-Hsuan 

S07232026 吳彥澍 Wu, Yen-Shu  

S07232031 湯皓宸 Jang, Hao-Chen 

S07232034 巫濬承 Wu, Jiun-Cheng 

S07232035 余知柔 Yu, Jr-Rou  

S07232040 池昀青 Chih, Yun-Cing 

S07232041 高悅慈 Kao, Yueh-Tzu 

S06232048 康嘉慈 Kang, Jia-C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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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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總計共頒發新台幣 6,500 元 

姓名 系級 英檢名稱 獎勵級數 獎學金金額 

莘陳鈺 生科四 IBT 第一級 2,000 

馬崇勇 生科四 TOEIC 第一級 2,000 

康嘉慈 生科二 TOEIC 第二級 1,500 

椋橋佳世 生科四 TOEIC 第三級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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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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

獲獎學生名單如下： 

107 學年度：總計共頒發新台幣 80,000 元 

部別 級別 學生姓名 獎學金金額 

大學部 生醫組一年級 黃真榕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一年級 翁郁誠 5,000 

大學部 生醫組二年級 郭力中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二年級 方聿綸 5,000 

大學部 生醫組三年級 楊惟凱 10,000 

大學部 生醫組三年級 吳敏瑜 5,000 

大學部 生態組一年級 湯皓宸 5,000 

大學部 生態組二年級 張書敏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二年級 蒙彥蓁 5,000 

大學部 生態組三年級 陳 希 10,000 

大學部 生態組三年級 詹映萱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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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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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真榕 

大學部 生醫組二年級 郭力中 

大學部 生醫組二年級 方聿綸 

大學部 生醫組三年級 楊惟凱 

大學部 生醫組三年級 吳敏瑜 

大學部 生醫組四年級 吳虹儀 

大學部 生醫組四年級 黎姿伶 

大學部 生態組二年級 張書敏 

大學部 生態組三年級 陳 希 

大學部 生態組四年級 黃冠榕 

大學部 生態組四年級 黃詩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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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公視 1 月 4 日播出《改變地球的真菌》由蔡詩萍主持，生科系主任汪

碧涵教授與談 

公視於 108 年 1 月 4 日晚間 10 點，在公視 13 頻道的公視主題之夜播出《改變

地球的真菌》，由蔡詩萍主持，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主任汪碧涵教授與談。真菌讓

我們有沁涼的啤酒、美味的麵包，甚至治癒疾病。真菌既不是動物，也不是植物，

自成一個截然不同的生物王國，為植物與森林的出現舖路，打開所有陸生植物演化

之路，讓陸地從荒漠變成綠地，串聯起生物網絡，如果演化沒有真菌，地球的樣貌

會截然不同，真菌對地球的生物演化和對人類的生活有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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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生命科學系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簽屬合作

協議書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多年來，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在研

究與教學上，均有合作成果，為了讓雙方的合作更為多元，提昇學術及教學品質，

生命科學系於 108 年 1 月 9 日和特生中心在本校研發長的見證下，正式簽屬合作協

議書。 

生科系由系主任汪碧涵教授代表與特生中心主任楊嘉棟博士一同簽署合作協

議，研發長林惠真特聘教授致詞時，表示生科系在校內表現優異，有極佳的研究教

學能量，與特生中心更深入的合作，相信將激發生物多樣性與生態保育的研究發展

與教學活力。 

協議書簽署重點包括 1. 相互支援授課、校外教學與學生實習。2. 共同舉辦各類

型學術活動，鼓勵雙方師生與研究人員參與，促進合作研究。3. 共同推動遠距教學

及網路教學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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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高中體驗東海生科系生醫領域一日實驗 

 台中市文華高中於今年初 1 月 21 日至東海生科系體驗與生物醫學相關的實驗，

並藉由此機會，一窺生醫未來的研究發展趨勢，點燃莘莘學子們對生醫的熱情與期

待。 

文華高中是台中市優秀高中之一，整場活動，先由汪碧涵主任向學生們簡介生

命科學系，而後由蕭逸柔助教、黃玫潔助教與兩位大學部小助教帶著學生們操作兩

個實驗，再由趙偉廷副教授介紹選擇生醫組的優點及生醫的研究與未來趨勢，活動

接近尾聲時，助教還分發神秘小禮物給同學們，活絡現場氛圍。 

第一個實驗，助教讓學生們體驗無菌操作，製作負染抹片，在顯微鏡的引領下，

進入微觀世界，觀察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和仙人掌桿菌的外型；第二個實驗

則是血液抹片，實際探究自己體內血液的血球樣貌和類型，從中，學生們可以體會

書本知識的應用樂趣，深刻烙印在腦海中。 

藉此次老師的介紹，學生們也能更加了解生物醫學這門領域，趙老師提及：「生

物學是沒有等號的科學，科學卻是講道理的。」生物學的應用性是很廣泛的，學生

物學最重要的是要學會思考，不單只是學好課本上的知識，應深入思考並與時事作

連接，創造更多有益的事物。選擇生醫，需要具備高度的熱忱，並學習深入思考，

期許有更多的同學們抱著這份熱情踏入生醫領域一探生命的奧秘。帶領文華學生的

方老師對東海表示感謝：「從早上主任的生科系介紹到下午的生醫介紹及兩個實驗

都很謝謝東海給同學們這個機會，有聽同學說高中很難得有機會可以做這樣的實

驗，因此這次的機會很難得，同學們也可以藉著這次的機會確認自己的興趣所在。」

同學們在活動結束後紛紛表示自己的感想：「看到很多白血球，覺得很驚奇，大概

是因為從早上就開始打噴嚏和流鼻水的緣故。血液抹片的部分很好玩，便當也很好

吃！」、「在扎針的時候很痛，染色沒有處理好，所以只看到白血球。兩個實驗都

很好玩，之前在高中都沒有做過，都只能從課本上學到理論。」、「對微生物的部

分特別有印象，竟然有人可以發現這麼多物種！」、「覺得標靶藥物的應用性真的

很廣」。「做細菌時，聽到細菌的名字跟真實看到的感覺很不一樣，原來大腸桿菌

長這樣啊！」、「第一次穿實驗衣感覺很新鮮！」期待未來還有這樣的機會讓同學

們來體驗一日研究，讓更多人看見生物的趣味。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36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2019 年度報告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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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在大學博覽會 

高中升到大學是一個重要的時期，這一階段有許多人會感到迷惘，不知道自己

有興趣的科系，不知道自己應該往哪裡發展，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入學博覽會是包

含海內外各大學、技職校院及軍事校院參展，提供學生及家長免費參觀，而今年 2019

大學博覽會於 2 月 23 日、24 日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大縣市同步舉行，使學生更方

便去認識各個學校、各科系及其就學的管道。 

 

東海大學在大學博覽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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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們東海生命科學系派出多位老師參與 2019 大學博覽會，在台北、台中、

高雄各區都有設攤，介紹生物醫學組及生態多樣性組的特色並提供各種系上的資訊

給予對這科系有興趣或是還在為未來升學感到迷惘的學生。 

 

生科系老師跟學生和家長介紹生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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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贈樹于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於民國 108 年 2 月 23 日上午 11 時，在本校的力行路與約

農路交界處舉行贈樹儀式，此次的活動緣起於原址的樹木因病移除後，呈現一塊裸

露空地，為維持校園景觀與綠化，故由生命科學系發起並舉行贈樹儀式。 

 儀式舉行當日由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退休教授劉國鈞老師、胡承波老師以及生

命科學系汪碧涵汪主任與系上的江智民老師、卓逸民老師，代表生科系贈與樹木給

學校，以作為校園造景與綠化之用途，現場邀請多名來賓與會，典禮由校長王茂駿

王校長與汪主任主持典禮，與會來賓們手持木鏟，為新種下的大樹覆土，期許新種

下的樹木能夠在此落地生根，並盎然生長，同時亦舉行揭牌儀式，在樹旁立下了一

大理石製的紀念牌，題有「種樹樂培佳子弟」之字樣，汪主任表示，此段題字具有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付出精神，由資深教授代表與會贈樹儀式同時亦具「十

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意涵，由於系上教授在校服務數十年，期間培育了無數優秀

學子，感念教授們對於莘莘學子所做的貢獻，此次儀式亦象徵將大學老師育作英才

的教育精神持續傳承給現任的老師們。 

  

左下圖:   (左至右) 劉國鈞老師、胡承波老師、汪碧涵老師、王茂駿校長、江智民老師、

卓逸民老師、彭康建總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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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校長表示東海大學素有最美麗的大學之稱，校園內種滿了大樹，故也被稱為

森林大學，每年的三月分皆會舉行植樹活動，而今年由生科系拔得頭籌，搶先於三

月前種了一棵樹，更引用聖經裡的話，來稱讚此樹位於絕佳位置。   

 

 

種樹地點位於約農路及力行路口 

贈樹儀式所選用的樹種為楓香，由校園美綠化委員會所決議，除替代先前因病

移除的尤加利樹做為造景外，亦可與本校銘賢堂後方的數棵楓香樹形成一縱向樹

列，且此次移植生長多年的楓香樹，枝葉茂密，對綠化校園與水土保持有極大的幫

助。 

最後贈樹儀式於眾賓客的掌聲中圓滿落幕，新種下的樹木映著藍天，顯得生意

盎然，為校園增添了一抹綠意，而這棵樹也將聳立於校園中顯眼的一隅，歡觀光客

的到來，同時也陪伴著東海師生，如同生科系教授們曾帶給學生的教誨將繼續流傳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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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樹儀式幕後特輯—移樹工程集錦 

回顧此次的贈樹儀式，工程浩大，所需經費不貲，實屬不易。於典禮開始前五

天便開始動工，工人使用小型挖土機在地面挖出能夠容納樹木的大洞，之後再從彰

化縣田尾利用卡車將樹運至台中東海大學，為避免樹木枯萎需先將多餘枝葉移除，

再吊掛至卡車運送，且運至校園內進行移植工程時，須全程封閉車道，實施交通管

制。在贈樹儀式前便預先將樹木種入地面，並確保能夠存活，每一個過程皆小心翼

翼，直至樹木順利植入土壤中。最後即是贈樹儀式當日的活動流程，結束後便任其

生長，未來將會在校園內開枝散葉，成為茂盛的一棵大樹。 

(上排圖) 贈樹預定地原貌及因病移除的尤加利樹留下的樹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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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東海生命科學系一日參觀體驗 (OPEN CAMPUS) 

 高中升大學是邁入專業領域一大里程碑，第一次寫自傳、第一次面試、第一次

選擇科系不免使人感到徬徨緊張，為此，二零一九年三月九日生命科學系在理學院

舉辦的 Open Campus 活動，徵招全台各個有興趣的同學前來報名參與，更加深入了

解生科系學習內容、未來出路等等。 

 生命科學系為學生們介紹具體完整的書審、面試要點及實驗室參訪。備審資料

中自傳、經歷的部分描述越具體越好，也必須與生命科學息息相關才行，除此之外，

寫書籍、影片的讀後想法、英檢成績、讀書計畫都能豐富同學的書面資料。「但千

萬不要照著網路上的範本寫！也不要寫因為誰生病、養過寵物所以想念生科之類的

八股文」。「自傳不要花太多篇幅在家庭組成和小時候的成長，要著重現在的你並

開始勾畫未來的理想」。生科系老師們跟高中生傳授寫作呈現要點。 

 東海生科以培育具備獨立思考、獨立解決問題、技術和儀器操作能力等專業人

才為目標，並加入戶外學習、工廠參訪等多元資源提升學生的能力。其中，良好儀

器設備及、強調實際實驗操作訓練的優勢將提高未來升學或職場競爭力。此次活動

中，一共有 6 個實驗室供學生參觀：汪碧涵主任的微生物實驗室、趙偉廷教授的癌

症實驗室、蔡玉真教授的遺傳實驗室、劉薏雯教授的內分泌及腎臟實驗室、劉少倫

教授的藻類實驗室以及林宜靜教授的森林動態實驗室。「看簡章說貴校 (東海大學)

有和巴拿馬合作，想請問需要具備什麼資格才能參加？」聽完實驗室解說後，同學

詢問林教授，「需要具備的資格的話，需要學會田野技術、生態學、很強的統計分

析能力、電腦程式，當然英文能力和熱情也很重要。」。「從細癌胞基因的改變到

分析抗藥性的接續研究至動物試驗都必須要很有興趣的投入，並且很細心和耐性地

在實驗室進行分子實驗」，趙老師提醒參觀學生對研究的興趣和熱誠以及專注力是

很重要的。「什麼時候可以參加實驗室？」「其實有興趣大一就可以加入了，跟著

學校課程的話是大三參加。」同學們似乎迫不及待的想要接觸實驗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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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生科未來的就業在哪裡？健康、醫療、環境問題只會越來越重要，生科系已

有 60 年歷史，是全國專業生物人才的培育搖籃，出路甚廣，除了中央地方各級研究

單位的工作，醫院、新藥及疫苗開發、生物科技產業、檢疫、法醫、生物專利師、

動物園、國家公園、科博館、生態檢核、各單位試驗所、國高中生物教師等等皆為

可以考慮的方向。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單位都需要極佳的專業知識和訓練，因此學

生在生科系四年也都必須接受紮實的課程和實驗技術訓練並且很專注用心學習，未

來自然能在各領域發揮所長。我們過去畢業的系友即使不是在生物領域發展，但憑

藉在生科系所受的訓練，做事有邏輯有層次，認真負責，都是在各行各業有傑出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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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生物智能與人工智慧一起打造未來！ 

5G 的時代來臨! 你還不清楚 5G 的衝擊嗎? 先去 google 一下吧！5G 勢必讓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技術更為突破，也將會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Artificial 是人

工也是人造的意思，但是智慧這件事誰說了算呢? 

AI 需要設備(不然華為最近就不會這麼紅了)，需要電力，需要更強的運算。但

地球上的生物很特別，經過很長時間，經歷了很多的氣候變遷，生存適應，在適者

生存的遊戲規則下透過演化的考驗活下來了，這是生物智能。 

一隻細菌、一隻病毒夠簡單了，也不需要大腦，也沒複雜的系統，但人類到目

前還在研究它們。稻米有 3 萬多個基因，但人類只有 2 萬個基因就可以發展人工智

慧，所以適者生存的不是比基因數目這麼簡單而已，節能減碳高效率的生物智能絕

對是未來生命在地球或在火星生存的關鍵。 

一顆癌細胞甚至連組織都算不上，也能在體內上演求生本能，啟動各種細胞機

制來生長跟轉移。席捲台灣和全球的火蟻們並沒有想太多，但卻有強大的生存本能，

在各種環境下擴大族群。這些問題都是目前的進行式，充滿智慧的人類還在努力研

究了解中。 

人類主宰地球嗎? 演化還沒結束，現在說還太早，我們的考驗還很多，你討厭

的細菌、蟑螂、螞蟻們都是我們的競爭對手，但我們要活下去可能也需要他們，人

類想要生存下去，除了善用我們的智慧所發展的科技，更要多跟生物學習，從 DNA

到個體到環境去探索生物生存的道理，知己知彼才是人類的生物智能展現。 

後語: 地球上的生物是很神奇東西，人類更神奇，明明知道一件事困難重重，但

還是會不怕失敗堅持下去，這就是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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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上圖為長腳捷蟻族群和產生蜜露的介殼蟲(半翅目)形成共生關係。 “外來種螞蟻適應環境能

力強、繁殖力強、同時能從環境中有效的利用食物資源，往往對於原生生物或生態造成嚴重

影響。李錦城老師提供，攝於臺中高美濕地。 

下圖為大腸癌惡性細胞，具基因突變，不但對藥物有抗藥性，還會因為藥物的處理產生新的

生存模式。趙偉廷老師實驗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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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將與台中市政府共同執行「前瞻水環境計畫」整治東大溪 

東海大學旁有一條東大溪曾經有過夢谷的美稱，但因為工業區的發展以及東海

別墅商圈民生廢水的注入，失去了河流原有的風貌，位於下游流至台中市的筏子溪

未來也不可免除的受到間接汙染。生命科學系系館緊鄰在東大溪旁，維護東大溪生

態原貌責無旁貸。 

 

 

 

 

 

 

 

東大溪位於東海大學和台中工業區邊界。左圖東海溪前方為東海別墅方向，右圖東海溪前方

為台中市方向。 

為了積極保護以及復原東大溪，東海大學將與台中市政府合作執行前瞻水環境

計畫，三月二十五日台中市政府副市長楊瓊瓔(亦為東海校友)與東海大學校長王茂

駿代表簽署「東大溪環境水境改善計畫」合作意向書。由台中市府籌措經費三億元，

希望能夠還原東大溪原貌轉變成讓台中市民遊憩的親水生態綠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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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王茂駿校長與台中市政府楊瓊瓔副市長簽訂合作意向書。水利局范世億局長及前內

政部長李鴻源亦以專家身分蒞臨現場指導 

 

生命科學系一直以來重視生態永續的研究，東大溪可以做為生科系以及校內相

關科系師生教學、研究與學生生態檢核實作方面一個很好的場地。除了積極進行河

川整治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作為全國在生態環境教育的實質貢獻。 

生科系館緊鄰東大溪，未來整治完成將成為東海大學遊憩休閒及生態教育的最佳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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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系新聘教師-顏怡君老師訪談 

顏怡君老師為生科系的新聘教師，曾在 2017 年獲唐獎教育基金會頒發「2017 格

羅‧布倫特蘭獎」，為全球五位年輕女科學家中唯一的台灣獲獎人，研究專長為神

經科學、生理心理學…等。本篇報導將進一步介紹顏老師的學經歷及研究興趣，歡

迎系上老師及同學透過這篇報導更加地認識顏老師。 

從心理學到神經科學 

顏老師：我大學的時候進入心理學系就讀，心理學是一門以科學的方式研究人的

心智與行為之學科，所包含的領域與研究的取向很廣。我在大二的時候進入認知心

理學的研究室，想要理解從刺激到反應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但後來我發現自己不

太適合推導過程很多的認知科學。因此我在大三的時候，加入了梁庚辰老師的學習

與記憶實驗室，開始學習以生物學的方法研究心理現象與行為，梁老師的實驗室是

利用大鼠進行實驗，以其暸解這些心理現象與行為的神經生物基礎，進入生物心理

學的領域之後，我發現自己對神經科學有極大的興趣，讓我更加確認自己傾向以生

物實證科學的方法去理解心智與行為。 

 

 

 

 

 

 

 

     

 

演 

雖然我並沒有一開始就知道什麼領域比較適合自己，也花了一段時間摸索，但我

認為要知道自己喜歡或適合什麼要嘗試過後才會知道，所以想要鼓勵同學們趁年輕

的時候，不要害怕多方嘗試，才能夠找到自己喜歡且願意努力耕耘的地方。 

 

 

顏怡君老師的研究方向以動物實驗模型為主探討腦功能以及其分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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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德國求學是人生最美麗的意外 

顏老師：在台灣，出國留學大家通常會選擇英語系國家，一開始我也是以到英美

深造為優先考量，但在因緣際會之下，讓我有機會到德國的研究機構攻讀博士學位。

在德國學習生活的那幾年，不僅拓展我的國際視野，也對我的思維影響很大，德國

人的個性理性務實，科學的訓練相當嚴謹扎實，使我在科學研究上有許多的學習與

成長，而在與德國人相處時，他們民族性裡的誠信與直接，雖然一開始有產生不少

文化衝擊，但最後卻讓我很欣賞他們表裡如一、對事不對人的態度。 

未來實驗室的研究取向與主題 

顏老師：我的實驗室將會以動物行為實驗為主，研究疾病動物模型在情緒、認知

或運動方面的行為變異，再針對這些變異去探討腦功能與分子機制，以幫助我們暸

解疾病的病理成因與發展可能的治療方法。 

未來的研究主題會以著重在(1)老化(aging)相關研究、(2)腸道菌相(gut microbiota)

對於心理疾病的影響，以及(3)早期環境對於腦功能所造成的長期影響。  

 

 

 

 

 

 

 

 

 

 

 

幾個利用老鼠進行記憶及心理行為的試驗模式 

給想進入神經科學領域的學生之建議 

顏老師：我的研究是要進行動物實驗的，所以凡是對神經科學或心理疾病的生理

基礎有興趣，但不排斥動物實驗（包含動物行為、保定、解剖等）的同學，都歡迎

加入我的實驗室。學生要投入實驗室的工作時，除了要對所做的研究有足夠的熱忱，

願意花時間投入自己的研究專題裡，同時也要有心理準備，必須能夠忍受做重複的

實驗步驟以及實驗失敗時的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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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頁間的飛行寶石 圖書館東海生科昆蟲展 

本校生命科學系講座教授，也是本校勞作指導長、通識中心主任卓逸民博士是行

為生態學的專家，近年來獲得黃寶健校友捐贈一批昆蟲標本，數量可觀且物種多元

豐富，去年底放置在圖書館。經過彭館長與卓教授密切協商，在本館舉辦了空前又

特別的展覽。 

 「飛行寶石─東海生科昆蟲展」在卓逸民教授帶領黃博森博士等人策劃之昆蟲

標本展，於 108 年 5 月 27 日展出至 108 年 8 月 31 日，展覽地點位於東海圖書館一

樓主題展示區。此次展出藏品包括精選蝴蝶和甲蟲標本、昆蟲微距攝影，以及昆蟲

紀錄片「小眼看世界」。 

  

   

 

  東海大學近年獲贈黃寶健校友慷慨捐贈畢生蒐藏之珍貴昆蟲標本，種類與來源

遍及全世界，包括許多相當稀有的蟲種。帶領策展團隊的卓逸民教授表示，期望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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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本次展覽，將昆蟲之美推廣給進來圖書館參觀的讀者觀眾，彰顯黃校友愛護母校

與生態環境的心意。 

 為了吸引觀眾的目光，提昇大眾對昆蟲的興趣，卓特聘教授表示，此次展出的

標本特別選擇蝴蝶與甲蟲並挑出色彩鮮豔者，切合「飛行寶石」的主題，營造視覺

上豐富的吸睛效果。標本展示盒中的蝴蝶與甲蟲的呈現方式也別出心裁，跳脫標本

盒的收藏形式，特別諮詢策展專家意見，依照昆蟲的大小、顏色重新排列組合，透

過多種幾何圖案的排法，增加展示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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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選在東海圖書館舉辦昆蟲主題的展覽，對卓教授帶領的策展團隊來說也是

新的嘗試。圖書館是大學的知識殿堂，卓教授認為昆蟲標本可以將書本上的知識以

更立體更鮮活的方式呈現，輔以相關書籍的襯托，期望展覽在圖書館能發揮更大的

教育意義。 

 

      東海圖書館在書刊採編組同仁謝心妤小姐的安排下，配合東大附小的課程，將

附小學童及家長引導入館，透過展覽認識多樣的昆蟲之美，激發學童對昆蟲與生態

的興趣。單單在六月最後一個禮拜就有以下活動： 

2019/6/25(二)09:00 附小二孝貝聿銘紀念書展、昆蟲展、二樓兒童文學區 

2019/6/26(三)08:30 附小二仁昆蟲展、二樓兒童文學區 

2019/6/26(三)14:30 附小二忠昆蟲展、二樓兒童文學區 

2019/6/27(四)08:10 附小三樂昆蟲展、二樓兒童文學區 

2019/6/27(四)14:30 附小二愛昆蟲展、二樓兒童文學區 

  

 本館徵得卓教授與黃博士同意，輸出八幅美麗照片製成小卡送給小朋友，由數

位服務組的曾昱嫥組員等加以製作。這一切努力，期待在參展學童之中能夠啟發未

來的昆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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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寶石──東海生科昆蟲展」 

展覽日期：108/5/27－108/8/31 

展覽地點：東海大學圖書館 1F 主題展示區 

參考聯結：https://www.thu.edu.tw/web/news/news_detail.php?cid=8&id=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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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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特聘教授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2 謝明麗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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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逸民 107~108 學年特聘教授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6 卓逸民 107 學年度學術著作傑出獎 學術審議委員會 

7 卓逸民 107 學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科技部 

8 關永才 107 學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科技部 

9 謝明麗 107 學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科技部 

10 劉少倫 107 學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科技部 

11 林惠真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績優獎 產學合作推廣委員會 

12 陳仁祥 107 學年度教學優良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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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成瑄 2019年動物行為學研討會海報組佳

作 

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 

2 林旻蓁 2019年動物行為學研討會海報組佳

作 

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 

3 程崇德 2019 年動物行為學研討會海報組佳

作 

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 

4 陳昱玄 2019年動物行為學研討會論文宣讀

優勝 

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 

5 江家璘 2019 年動物行為學研討會論文宣讀

佳作 

動物行為暨生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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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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6,000 元左右，其他自教育部、農委會或其他單位爭取之經費亦有    

24,024,366 元左右，下表為 107 學年度本系教師獲得計畫內容及補助金額。 

107 學年度科技部計畫（共計 16 件，總補助金額約 17,946,000 元） 

編號 姓名 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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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000 

2 關永才 從跨緯度比較和鹽度效應探討兩棲類蝌蚪在氣侯暖

化下的脆弱度 

1,500,000 

3 林宜靜 森林多樣性的時間變異 - 評估熱帶森林植食現象對

於群聚建構的影響 

1,000,000 

4 蔡玉真 研究受傷誘導表達的微 RNA 在果蠅翅碟傷口癒合與

再生過程扮演的角色 

1,100,000 

5 林惠真 多重壓力下之桃園藻礁生態系現況與對生態系服務

衝擊評估－多重壓力對桃園藻礁的食物網結構與生

物重金屬累積的研究 

1,527,000 

6 劉少倫 多重壓力下之桃園藻礁生態系現況與對生態系服務

衝擊評估－工業污染對桃園藻礁主要造礁生物殼狀

珊瑚藻入添、群聚演替與碳酸鈣累積之影響 

1,150,000 

7 溫國彰 深水域礁區為沿海珊瑚礁魚類的過漁庇護所功能 1,300,000 

8 陳仁祥 KcsA 鉀通道內側入口結構對其導電度之貢獻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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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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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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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0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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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0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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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000 

13 汪碧涵 菇蕈產業之綠色循環關鍵技術及高值化機能性農用

產品開發計劃－菇蕈產業之綠色循環關鍵技術及高

值化機能性農用產品開發計劃 

1,000,000 

14 蔡玉真 (大專)探討抗發炎藥物在缺氧 HL-1 心臟細胞的細胞

保護作用之分子機轉 Investigation o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the cytoprotection effect 

48,000 

15 陳仁祥 (大專)以膜片箝制術於大腸桿菌衍生之原生質體上

記錄 KcsA 鉀離子通道 

48,000 

16 林宜靜 (大專)植食性與樹冠開闊度對小苗新增與存活的影

響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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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其他單位計畫（共計 16 件，總補助金額約 24,024,366 元） 

編號 姓名 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1 汪碧涵 農委會 疏伐經營人工林之真菌生物及植物

多樣性監測 

785,000 

2 林良恭 農委會 臺灣-日本野生哺乳動物危害防治

國際研討會 

800,000 

3 林良恭 農委會 滿州地區臺灣獼猴危害農作調查暨

複合式防治策略推廣 

1,500,000 

4 林良恭 農委會 武陵地區臺灣獼猴族群調查及脫序

獼猴處理示範作業建置計畫 

3,000,000 

5 林良恭 農委會 107-109 年火炎山生態教育館委託

營運專業服務 

6,300,000 

6 林良恭 農委會 推動防治野生動物危害農作計畫 975,000 

7 林惠真 彰化縣伸港鄉公

所 

彰化縣伸港鄉台灣招潮蟹的故鄉生

物資源調查工作 

98,500 

8 林良恭 內政部營建署陽

明山國家公園管

理處 

108 年委託辦理陽明山國家公園臺

灣獼猴族群分布調查研究 

930,000 

9 李錦城 臺中市政府農業

局 

108 年度高美濕地陸蟹分佈熱區中

入侵種長腳捷蟻分佈調查與防治計

畫 

81,000 

10 林宜靜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108 年度墾丁國家公園高位珊瑚礁

生態保護區森林更新調查計畫 

1,200,000 

11 林惠真 臺中市海岸資源

漁業發展所 

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資源監測計畫

(108 年)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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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林良恭 內政部營建署雪

霸國家公園管理

處 

雪見地區（狩獵試辦區）中大型哺

乳動物與雉科鳥類族群評估調查 

950,000 

13 林惠真 臺中市政府農業

局 

107-108 年度高美重要濕地(國家級)

基礎調查計畫 

910,000 

14 林惠真 曄恆能源有限公

司 

107-108 年度布袋鹽田濕地第九區

基礎調查規劃 

3,669,666 

15 趙偉廷 綠茵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原綠茵國

際) 

給予苦瓜胜肽調控「低劑量 STZ 誘

導仿高血糖大鼠」之高血糖現象的

效益評估 

120,00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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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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教師發表論文 

生醫組教師(順序依照姓名筆劃排列) 

黃光裕老師 

Chen-Yuan Yu, Chieh-Lin J Teng, Pei-Shan Hung, Chi-Chih Cheng, Shih-Lan Hsu, 

Guang-Yuh Hwang*, Yew-Min Tzeng*. 2018. (2018.01). Ovatodiolide isolated from 

Anisomeles indica induces cell cycle G2/M arrest and apoptosis via a ROS-dependent 

ATM/ATR signaling pathways..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819(106), 16-29. 

趙偉廷老師 

Chiung-Chi Cheng, Wei-Ting Chao, Chen-Chun Liao, Yu-Hui Tseng, Yen-Chang Clark Lai, 

Yih-Shyong Lai*,Yung-Hsiang Hsue, and Yi-Hsiang Liuf (2018.01). Plectin deficiency in liver 

cancer cells promotes cell migration and sensitivity to sorafenib treatment.. CELL ADHESION 

& MIGRATION, 12, 19-27. 

Horning AM, Wang Y, Lin CK, Louie AD, Jadhav RR, Hung CN, Wang CM, Lin CL, Kirma 

NB, Liss MA, Kumar AP, Sun L, Liu Z, Chao WT, Wang Q, Jin VX, Chen CL, Huang TH*. 

(2018.02). Single-Cell RNA-seq Reveals a Subpopulation of Prostate Cancer Cells with 

Enhanced Cell-Cycle-Related Transcription and Attenuated Androgen Response.. Cancer 

Research, 78, 853-864. 

Yuan-Chiang Chung, Ching-Ming Chang, Wan-Chen Wei1, Ting-Wei Chang,King-Jen Chang, 

Wei-Ting Chao* (2018.03). Metformin-induced caveolin-1 expression promotes T-DM1 drug 

efficacy in breast cancer cells.. Scientific Reports, 8, 1-9. 

Chen-Li Cheng, Wei-Ting Chao, Yu-Hsuan Li, Yen-Chuan O, Shian-Shiang Wang, Kun-Yuan 

Chiu, Sheau-Yun Yuan (2018.12). Escin induces apoptosis in human bladder cancer cells: An 

in vitro and in vivo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840, 79-88. 

謝明麗老師 

Wu YL, Chang JC, Lin WY, Li CC, Hsieh M, Chen HW, Wang TS, Wu WT, Liu CS, Liu KL 

(2018.02). Caffeic acid and resveratrol ameliorate cellular damage in cell and Drosophila 

models of spinocerebellar ataxia type 3 through upregulation of Nrf2 pathway.. Free Radic Biol 

Med., 115, 309-317. 

Lo CM, Ma YS, Wei YH, Hsieh B, Hsieh M (2018.03). Promoter analysis and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human carbonic anhydrase VIII gene in a MERRF disease cell model. Archives of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641, 50-61. 

SL Su, CL Kuo, CW Su, CS Huang, WM Tseng, M Hsieh, CS Liu (2018.12). Secreted 

Cyclophilin A Is an Inflammatory Marker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Nephropathy. The 

Changhua Journal of Medicine, 16, 143-151. 

劉薏雯老師 

Yu-Jen Chao, Wen-Hsin Wu, Maria Balazova, Ting-Yuan Wu, Jamie Lin, Yi-Wen Liu* and 

Yuan-Hao Howard Hsu* (2018.03). Chlorella diet alters mitochondrial cardiolipin contents 

differentially in organs of Danio rerio analyzed by a lipidomics approach. PLoS ONE, 13(3), 

e0193042-e019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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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組教師(順序依照姓名筆劃排列) 

江智民老師 

Ho-Chen Tsai, Jyh-Min Chiang, Ryan W. McEwan ,Teng-Chiu Lin (2018.10). Decadal effects 

of thinning on understory light environments and plant community structure in a subtropical 

forest. Ecosphere, 9(10), 1-14. 

Daniel J. Johnson, Jessica Needham, Chonggang Xu, Elias C. Massoud, Stuart J. Davies, 

Kristina J. Anderson-Teixeira, Sarayudh Bunyavejchewin, Jeffery Q. Chambers, Chia-Hao 

Chang-Yang, Jyh-Min Chiang, ... Sean M. McMahon (2018.08). Climate sensitive 

size-dependent survival in tropical trees. Nature Ecology and Evolution, 2(9), 1436-1442. 

James A. Lutz Tucker J. Furniss Daniel J. Johnson Stuart J. Davies David Allen Alfonso 

Alonso Kristina J. Anderson‐Teixeira Ana Andrade Jennifer Baltzer Kendall M. L. Becker 

Erika M. Blomdahl Norman A. Bourg Sarayudh Bunyavejchewin David F. R. P. Burslem C. 

Alina Cansler Ke Cao Min Cao Dairon Cárdenas Li‐Wan Chang Kuo‐Jung Chao Wei‐Chun 

Chao Jyh‐Min Chiang... (2018.07). Global importance of large-diameter trees.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27(7), 849-864. 

汪碧涵老師 

Lin WR, Wang PH*, Tien CJ, Chen WY, Yu YA, Hsu LY. (2018.02). Changes in airborne 

fungal flora along an urban to rural gradient..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116, 116-123. 

Lin WR, Wang PH*, Hsieh SY, Tsai CH, Hsiao SC (2018.02). Yeasts associated with Euploea 

butterflies.. Mycosphere, 9, 149-154. 

卓逸民老師 

Zhang SC, Yip HY, Lee MY, Liu L, Piorkowski D, Liao CP, Tso IM(卓逸民)* (2018.08). 

Vision-mediated courtship in a nocturnal arthropod. Animal Behaviour, 142, 185-190. 

Piorkowski D, Blackledge TA, Liao CP, Doran NE, Wu CL, Blamires SJ, Tso IM (卓逸民)* 

(2018.08). Humidity-dependent mechanical and adhesive properties of Arachnocampa 

tasmaniensis capture threads. Journal of Zoology, 305(4), 256-266. 

Chen YT, Yeh LW, Tso IM, Lin HC, Lin LK, Lin CP (2018.05). Evidence of Trait Shifts in 

Response to Forest Disturbance in Taiwanese Carabus masuzoi (Coleoptera: Carabidae). 

Annals of The 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11(3), 98-102. 

Blamires SJ, Nobbs M, Martens PJ, Tso IM, Chuang WT, Chang CK, Sheu HS (2018.02). 

Multiscale mechanisms of nutritionally induced property variation in spider silks. PLOS one, 

13(2), e019200-e019200. 

Piorkowski D, Blamires SJ, Doran NE, Liao CP, Wu CL, Tso IM* (2018.02). Ontogenetic shift 

toward stronger, tougher silk of a web-building, cave-dwelling spider. Journal of Zoology, 

304(2), 81-89.  

林良恭老師 

Chen, YT, LW Yeh, IM Tso, HC Lin, LK Lin, and CP Lin. (2018.05). Evidence of Trait Shifts 

in Response to Forest Disturbance in Taiwanese Carabus masuzoi (Coleoptera: Carabidae).. 

Annals Of The 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11, 98-102. 

http://www2.thu.edu.tw/~cteb/staffs/staffs6.htm
http://www2.thu.edu.tw/~cteb/staffs/staffs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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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Jin Lee1 · Mu‑Yeong Lee8 · Liang‑Kong· Y. Kirk Lin4 · Yuchun Li5 · E‑Hyun Shin6 · 

Sang‑Hoon Han2 ·Mi‑Sook Min1 · Hang Lee1 · Kyung Seok Kim7 (2018.02). Phylogeography 

of the Asian lesser white-toothed shrew, Crocidura shantungensis, in East Asia: rol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refugium for small mammals. Genetica, 146, 211-226. 

林宜靜老師 

Li, Y.-T., Lo, Y.-H., Lin,Y.-C., Guan, B.-T., Blanco, J. A. *, You, C.-H. (2018.01). Bringing 

the natives back: identifying and alleviating establishment limitations of native hardwood 

species in a conifer plantation.. Forests, 9, 3-19. 

Hsu. R. C.-C., Wolf,J. H.D., Tsai, J.-M., Lin, Y.-C. (2018.09). The long-term effect of 

typhoons on vascular epiphytes in Taiwan. Journal of Tropical Ecology, 34, 308-315. 

Lutz, J. A., Furniss, T. J., Johnson, D. J.,.. Lin,Y.-C.(林宜靜) et al (98 authors). (2018.08). 

Global importance of large‐diameter trees.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27, 849-864. 

溫國彰老師 

Colin K. C. Wen, Li-Shu Chen, Kwang-Tsao Shao (2018.03). Regional and Seasonal 

Differences in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Trophic Groups for Tidepool Fishes of a Western 

Pacific Island – Taiwan. ILMU KELAUTAN: Indonesian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s, 23(1), 

1-18. 

K.-S. Chen, C. K.-C. Wen* (2018.10). The predator’s new clothes: juvenile Plectropomus 

maculatus, a mimic of Scolopsis monogramma. Coral Reefs, 37(4), 1241-1241. 

劉少倫老師 

Monica Orlandi Paiano, Andrea Del Cortona, Joana F. Costa, Shao-Lun Liu, Heroen 

Verbruggen, Olivier De Clerck, and Orlando Necchi Jr (2018.01). Organization of plastid 

genomes in the freshwater red algal order Batrachospermales (Rhodophyta). Journal of 

Phycology, 54, 25-33. 

Mayalen Zubia, Olivier De Clerck, Frederik Leliaert, Claude Payri, Lydiane Mattio, Christophe 

Vieira, Harold Cambert, Jean Pascal Quod, Nicolas Loiseau, Stjepko Golubic, Showe-Mei Lin, 

Shao-Lun Liu, Mathieu Pinault (2018.01). Diversity and colonization patterns of marine floral 

assemblages along a temporal lava flow gradient in the Pitou de la Fournaise volcano (Reunion, 

Indian Ocean). Aquatic Botany, 144, 20-30. 

M Paiano, A Del Cortona, J Costa, Shao-Lun Liu, O De Clerk, H Verbruggen, O Necchi Jr. 

(2018.05).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s of six species of the freshwater red algal order 

Batrachospermales (Rhodophyta)..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Resources, 3, 607-610. 

CJ Hsieh, SH Zhan, CP Liao, SL Tang, LC Wang, T Watanabe, PJ Geraldino, Shao-Lun Liu 

(2018.06). The effects of contemporary selection and dispersal limitation on the community 

assembly of acidophilic microalgae.. Journal of Phycology, 54, 720-733. 

劉少倫*（2018.11）。海洋中默默耕耘的藍碳大象：大型海藻生態系。。MiTalkzine，3，

23-31。 

江殷儒、劉少倫（2018.11）。晚秋陽明山硫磺泉的嗜酸嗜熱紅藻。。MiTalkzine，3，7-13。 

關永才老師 

R L Lehtinen and Y-C Kam (2017.08). No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cannibalism in tadpoles 

of a rhacophorid treefrog, Polypedates braueri. Current Herpetology, 36(1), 54-57. 

http://www2.thu.edu.tw/~cteb/staffs/staffs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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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 Hsu, C-S Wu, K A Hatch, Y-M Chang*, and Y-C Kam* (2018.02). Full compens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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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捐款芳名錄 

 

捐款者姓名 捐款金額 

MRS.YUNG K. LU 307700 

邱顯富 30,000 

施明哲 100,000 

唐  堂 50,000 

匿名捐款 4,615 

張  瑞 10,000 

張偉俊 30,000 

莊燕沼 10,000 

陳文盛 10,000 

陳志榮 900 

曾登裕 320,000 

湯惟新 4,000 

黃將修 40,000 

楊金山 60,000 

葉寶專 30,000 

趙  寧 50,833 

趙淑妙 150,000 

劉  媛 2,000 

蔡玉真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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