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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苑再次與畢業五十年校友相見歡，這

次是 1968 年畢業校友，半個世紀前大家相聚

在台大一號館求學，畢業之後各自努力，再次回

到校園已事業有成，部分校友並已從崗位上退

休。隨著畢業校友聯繫管道增加，植物苑也繼續

發揮連結的角色，歡迎收到這份電子報的校友，

能夠發送給未收到電子報的校友們，讓大家一

起重溫植物苑的日子。本期內容包含黃增泉教

授撰寫的「植物系簡史」；1968 年畢業的「校

友專欄」；葉開溫教授分享台灣首樁基改作物通

過農委會審查記實；Taiwania 獲收錄 SCIE 相

關報導；二位生命科學院新進教師訪談；校園點

點滴滴的「校園印象」。 

責任編輯 鄭貽生、王雅筠 

 

發行單位：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 

封面照片：1968 年畢業植物系友與生命科學院院長鄭

石通教授(前排右 3)、陳榮銳教授(前排右 4)、黃增泉教

授(前排右 5)、鄭貽生副教授(後排右一)、靳宗洛教授(後

排左一)合影；背景為臺大傅鐘環繞在杜鵑花海中 

發行時間：2018 年 5 月 1 日出刊  

 

台大大門  攝影：鄭貽生 

植物苑編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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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林讚標教授獲聘為名譽教授！  

賀 吳克強教授獲聘為特聘教授！ 

賀 本所合聘教師李承叡助理教授、

林盈仲助理教授分別獲科技部愛因斯

坦及哥倫布計畫補助！ 

植物溫室新建工程目前已完成地基及

土建部分，預計 2018 年 8 月可完工使

用。 

 

 

 

歡迎加入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臉書

社群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NTUIPB/ 

 

校友動態 

20180318 植物系畢業五十年校友回校參訪 

  

 

2017/8~12 生命科學館外牆整修 

攝影：鄭貽生 

所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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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增泉 教授 

 

 

 

植物系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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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0 月 25 日，日本投降。1945 年 11

月 15 日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並

易名為「國立臺北大學」。1946 年 1 月正式定名

為「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第一任代理

校長羅宗洛，任期為 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 2 月

9 日。羅校長係植物生理學教授且為第 1 屆中央

研究院院士（註 1）。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植物學系暨植物學研

究所碩士班，於 1947 年 6 月，正式合併原日據

時期臺北帝國大學在 1928 年 3 月 16 日所成立

之植物學第一講座（植物分類及生態學講座）、

1928 年 12 月 26 日所成立之植物學第二講座（植

物生理學講座）以及 1943 年 4 月 1 日所成立之

植物學第三講座（植物形態學講座）而成立。此

應歸功於首任植物學系李惠林主任之籌劃，而植

物學研究所博士班直到 26 年後，於 1973 年才成

立並開始招收新生。 

本人有幸與所有系所主任曾為系內同事或

師生關係，始於暮年時，忽然心血來潮，想記錄

所知所聞，或許有利於後人回憶國立臺灣大學最

早成立之植物學系所之起源與演變史（圖一）。 

 

植物系簡史 

 

圖一、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植物學系、植物學研究所之演替史 

第一次演替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2003.8.1起 

 

 

 

 

2003.8.1 

生命科學系 

植物科學研究所 

生態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植物學系、

植物學研究所（1947.6.1至

2003.7.30） 

1973.8.1 

 

1947.6.1 

植物學研究所博士班 

 

植物學系所（碩士班） 

 

 

 

起源 

臺北帝國大學、理學部、植物學 

1943.4.1至1945.11.14? 

 

1943.4.3 

 

1928.12.26 

1928.3.16 

 

第三講座植物形態學 

 

第二講座植物生理學 

第一講座植物分類及生態學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植物

學1928.03至1943.3.30 

校院名稱 創立年月 系所名稱 

 

合併動植物學系，分散及增

加植物學研究所 

改名換姓(改朝換代)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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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記錄伍項內容，而記載順序為：壹、

系內教職員陣容；貳、系所位置之變遷；參、植

物學系所之貢獻；肆、謝辭及伍、參考資料。 

 

壹、系所教職員陣容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植物學系所於1947年6

月正式成立至2003年8月轉移至新創立之生命科

學院止，共渡過57年歲月，亦曾經過12名教授輪

流擔任系、所主任。 

首先，依先後順序，介紹植物系所歷屆主任

之姓名、服務時間、最高學歷、教學專長及其當

時之教職員人數（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註

2:1 至 2:12）如下。 

李 惠 林  ( 第 一 任 、

1947.6~1952.7、共 5 年）、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 Harvard 

University，PhD、植物分類及

生態學、教職員共 19 名（教授

2 名、副教授 2 名、講師 1 名、

助教 5 名、職員 7 名）。(註 2:1

及 3:1） 

 

李 順 卿 （ 第 二 任 、

1952.8~1957.7、共 5 年）、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D、

植物生態學、教職員 15 名（教

授 2 名、副教授 1 名、講師 1

名、助教 5 名、職員 6 名)。（註

2:2 及 3:2）  

 

 

沈 毓 鳳 （ 第 三 任 、 

1957.8~1963.7、共 6 年）、

Indiana University， PhD、植物

形態學及藻類學、教職員共 26

名（教授 6 名、講師 3 名、助教

11 名、職員 6 名）。(註 2:3 及

3:3）  

趙傳纓（第四任、1963.8~1964.7、共 1 年）、

University of Illinois，PhD、植物遺傳學、教職員共 29

名（教授 6 名、副教授 1 名、講師 4 名、助教 12 名、

職員 6 名）。未回國就職，由楊寳瑜教授代理主任。

（註 2:4-1）  

楊 寳 瑜 （ 第 四 任 、

1963.8~1969.7、共 6 年）、

George Peabody College ， 

Nashville， Tennessee，MS、

植物形態學、菌類學及苔蘚學、

教職員共 37 名（教授 3 名、客

座教授 2 名、兼任教授 2 名、

副教授 3 名、客座副教授 1 名、講師 6 名、助教 15

名、職員 5 名）。（註 2:4-2 及註 3:4）  

 

黃 増 泉 （ 第 五 任 、

1969.8~1975.7、共 6 年）、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PhD、植物分類學、植

物生態學及花粉學、教職員共

43 名（教授 6 名、客座教授 1

名、 兼任教授 4 名、副教授 9

名、客座副教授 1 名、講師 7

名、助教 10 名、職員 5 名）。（註 2:5）  

植物系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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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學潛（第六任、1975.8~ 

1976.7、共 1 年）、Harvard 

University， PhD、植物生理學、

教職員共 44 名（教授 8 名、客

座教授 2 名、 兼任教授 3 名、

副教授 9 名、客座副教授 1 名、

講師 8 名、助教 8 名、職員 5

名）。（註 2:6） 

林 秋 榮 （ 第 七 任 、

1976.8~1982.7、共 6 年）中央

研 究 院 院 士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hD、植物生理與

生物化學、教職員共 44 名 （教

授 13 名、兼任教授 1 名、副教

授 4 名、兼任副教授 1 名、講師

8 名、助教 12 名、職員 5 名)。（註 2:7）  

黃 啟 穎 （ 第 八 任 、

1982.8~1988.7、共 6 年）、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hD、植

物生理學、教職員共 41 名（教

授 15 名、 兼任教授 1 名、副教

授 7 名、兼任副教授 1 名、講師

3 名、助教 9 名、職員 5 名)。

（註 2:8） 

陳 益 明 （ 第 九 任 、

1988.8~1994.7 、 共 6 年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MS、植物生理學、教職員共 44

名（教授 16 名、兼任教授 2 名、

副教授 11 名、助教 9 名、職員

6 名）。(註 2:9）  

蔡 嘉 寅 （ 第 十 任 、

1994.8~1997.7、共 3 年）、

Purdue University， PhD、植物

遺傳學、教職員共 42 名（教授

16 名、名譽教授 1 名、 兼任教

授 1 名、副教授 10 名、講師 1

名、助教 8 名、職員 6 名）。（註

2:10） 

陳 榮 銳 （ 第 十 一 任 、

1997.8~2000.7、共 3 年）、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 

PhD、植物細胞生物學、教職員

共 53 名（教授 20 名、名譽教授

1 名、 兼任教授 2 名、副教授 7

名、兼任副教授 1 名、助理教授 

1 名、講師 7 名、助教 9 名、職員 5 名）。（註 2:11） 

何國傑（第十二任、2000. 

8~2003.7、共 3 年）、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PhD、微生

物學、教職員共 50 名（教授 15

名、名譽教授 5 名、兼任教授 2

名、副教授 4 名、兼任副教授 5

名、助理教授 4 名、講師 1 名、

助教 10 名、職員 4 名）。（註

2:12）  

 

貳、系所位置之變遷 

於 1998 年植物學系遷移至生命科學大樓前

之植物學系之地址範圍：包括原日據臺北帝國大

學之植物學第一講座植物分類及生態學、植物學

植物系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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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座植物生理學及植物學第三講座植物形

態學。此外，尚包括 1984 年新建之思亮館之三

至四樓各一半（圖二）。但植物學系遷移至生命

科學大樓後之植物學系地址範圍：包括原有之植

物標本館(TAI-herbarium)及其斜對面之植物溫室

及思亮館之三至四樓各一半外，尚包括生命科學

大樓之第 3 及 9 至 12 等五層樓（圖三）。 

細說變更由來如下：原植物學第一講座之植

物分類及生態學範圍包括臺大一號館第一樓東

側一半，標本館及溫室而系所辦公室則位於一號

館由東側門進入右邊第一間，目前成為戲劇學系

之日光研究室，劉權富助理教授之辦公室。該辦

公室先後由李惠林、李順卿及黃増泉等教授使用。

第二間辦公室則由陳建鑄及林榮顏等技士使用、

第三間辦公室則由楊寳瑜教授使用。對面，由一

號館工友室改建之辦公室則由陳淑華教授使用。

標本館北側一樓則由耿宣、棣慕華（Charles E. 

DeVol）、黃増泉及郭城孟等教授、圖書館管理員

鄭雀、及謝阿才與高木村等技正使用; 二樓則由

謝長富教授使用；南側一樓則由蔡淑華及黃玲瓏

教授使用；二樓則由許建昌教授使用。 

原植物學第二講座植物生理學範圍包括臺

大一號館東側第二樓一半及第三樓之中間（植物

生理之圖書館），而其辦公室位於二樓右邊第二

間，目前成為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沈偉強主任

辦公室。二樓則曾有于景讓、陳榮銳、林秋榮、

黃啟穎、陳益明、江有龍、葉開溫、李學勇及吳

大本等教授使用外，林敬賴技士亦服務於此。 

原植物學第三講座植物形態學之辦公室，位

於臺大舟山路邊，形狀如「כ」形。光復後，國立

臺灣大學接收之初，第三講座植物形態學之部分

建物，位於北部及西南部部分建物。自 1947 年

起曾屬於農學院森林系，木材利用學研究室，供

為教授之辦公室、學生上課教室及實驗室，直至

1959 年森林館興建後，始回歸植物學系。 

植物學系楊寳瑜主任向中央研究院生物研

究中心爭取補助興建之植研大樓（目前成為學生

心理輔導中心之望樂樓）於 1971 年落成，該大

            

圖二、民國 88 年以前植物系系址(■)      圖三、民國 88 年以後植物系系址(■) 

 

 

植研大樓 

植物標本館 

一號館 

植物溫室 

思亮館 

 

生命科學館 

思亮館 

植物溫室 
植物標本館 

植物系簡史 植物系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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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改建自第三講座植物形態學之植物技術實驗

室（西南大部分建物），只保留小研究室及小教

室之部分建物。後來曾做為校警室用，校警室搬

遷至舟山路後，成為花園及草地。於大四時(1954

至 1955)，本人與吳影華同學曾共同使用小研究

室一年，難免不捨。經此改建後，原植物學第三

講座植物形態學之日據時代之建物形狀亦改變

成「 」形。 

目前之學務處之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

（東），曾有形態學之沈毓鳳、蔡淑華及江永綿、

楊寳瑜、劉華袢及王貞蓉等教授及由遺傳學之蔡

嘉寅教授及最後由細胞生物學之陳榮銳教授等

使用。 

學生事務處曾由遺傳學之趙傳纓、陳其昌及

高燕玉等教授及李鳳鳴講師及微生物學之蔡珊

珊教授使用。 

原植研大樓（望樂樓）則由植物生理學之陳

學潛、范梅蕾教授及范華年講師使用外，微生物

學之何國傑教授，菌類學之陳瑞青，吳聲鈺、Paul 

A. Volz 及劉錦惠等教授；形態學之李學勇教授；

植物分類學之鄭武燦教授; 植物生理學之王淑梅

及潘素美等教授；及花粉學之 Jim Canright 教授

使用。 

此外，於 1983 年 9 月落成之大樓，1984 年

6 月 1 日命名為思亮館(記念錢思亮校長），植物

系亦分配到三至四樓各一半。位於三樓東側則有

植物生理學（301 室及 302 室）、植物遺傳學（303

室）及微生物學（304 室）等實驗室，而位於四

樓西側則有普通植物學之實驗室（407 室至 410

室）。1984 年起，當代著名植物圖畫藝術家陳建

鑄技士轉任為實驗室之儀器管理員。目前三樓屬

於植物生理學（301 室至 304 室），而四樓則屬

於普通生物學實驗室（407 室至 410 室）。 

參、植物學系所之貢獻 

植物學系所在 57 年（1947.6 至 2003.7）間，

有兩項較為顯著之貢獻。 

一、國立臺灣大學植物學系畢業生中，已有

參名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周昌弘 1965 畢業於

1994 年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賀端華 1970 畢業

於 2002 年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沈正韻

1978 畢業於 2008 年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培養出許多植物學專家學者。獲得植物

學學士及碩士人數眾多，在此省略不計。植物學

研究所博士班 1973 年開始招收新生，而在 2004

年以前完成博士學位者共超過 45 名以上（表一：

註 4）。本資料中不包括入學時在理學院植物研

究所而畢業時在生命科學院者在內。名單難免遺

漏，尤其是 2001 至 2003 年之畢業生，期望日後

補全。  

 

表一、2004 年以前之博士班畢業生名單（註 4）。 

年度 姓  名 性別 指導教授 

1980 謝長富 男 黃增泉教授 

1985 楊美桂 女 郭宗德教授 

1986 廖有地 男 郭宗德教授 

1986 郭長生 男 蔡淑華教授 

1987 陳忠信 男 周昌弘教授 

1988 黃淑芳 女 蔡淑華教授 

1989 王震哲 男 黃增泉教授 

1989 范金海 男 郭宗德教授 

1990 陶建英 男 陳其昌教授 

1990 葉增勇 男 陳瑞青教授 

1991 蕭承龍 男 黃增泉教授 

植物系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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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張惠珠 女 蔡淑華教授 

1991 張鈞隆 女 蔡淑華教授 

1992 陳桂玉 女 陳瑞青教授 

1992 高燕玉 女 陳其昌教授 

1992 何小曼 女 陳瑞青教授 

1992 陳美華 女 陳其昌教授 

1992 謝國珍 女 郭宗德教授 

1992 曾士洵 男 林秋榮教授 

1993 陳子智 男 郭宗德教授 

1993 鄭可大 男 周昌弘教授 

1994 靳宗洛 男 林秋榮教授 

1994 林榮芳 男 陳其昌教授 

1994 簡萬能 男 蔡淑華教授 

1994 謝宗欣 男 黃增泉教授 

1995 楊國禎 男 黃增泉教授 

1995 李瑞宗 男 周昌弘教授 

1996 陳敏慧 女 
余淑美教授 

陳榮銳教授 

1996 蘇偉誌 男 郭宗德教授 

1996 龔政哲 男 陳益明教授 

1997 林婉琦 女 林秋榮教授 

1997 董書韻 女 陳其昌教授 

1997 劉佳振 男 
郭宗德教授 

杜  鎮教授 

1997 葉靖輝 男 林秋榮教授 

1997 王淑珍 女 
蔡嘉寅教授 

葉開溫教授 

1997 陳慶能 男 潘素美教授 

1997 林光慧 女 
劉世東教授 

蔡珊珊教授 

1997 陳啟禎 男 陳瑞青教授 

1999 陳香君 女 蔡淑華教授 

1999 黃玉芬 女 陳榮銳教授 

1999 劉嘉卿 男 黃增泉教授 

1999 王貞觀 女 陳其昌教授 

1999 李佩芳 女 周德源教授 

2000 曾梅彗 女 
周昌弘教授 

郭悅雄教授 

2002 陳懋彥 男 蔡珊珊教授 

 

肆、謝辭 

於此特別感謝下列諸位同仁與系友之協助

完成本文：資料獲自陳榮銳教授、湯凱鈞先生、

吳俊宗教授、陳淑華教授、陳香君博士、李鳳鳴

講師、李佳妮副理等；照片則獲自蔡嘉寅教授、

陳學潛教授、黃啟穎教授、陳榮銳教授、何國傑

教授、鄭貽生教授等；而繪製圖表及校對文稿，

則由生命科學院植物科學研究所第一屆博士班

畢業生（2004 年）吳明洲教授協助。期望讀者不

惜指正及補充。 

 

伍、參考資料 

註 1. 臺北帝國大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 

97%E5%B8%9D%E5%9C%8B%E5%A4%A7%E5%AD

%B8 

註 2.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 

1.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 40 年 1 月編印 15~16 頁 

2.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 43 年 5 月編印 49~50 頁 

3.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 50 年 1 月編印 49~51 頁 

4-1.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 52 年 1 月編印 55~58 頁 

4-2.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 57 年 1 月編印 73~76 頁 

5.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64 年 2 月編印 101~105 頁 

植物系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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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64 年 10 月編印 101~104 頁 

7.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70 年 10 月編印 106~109 頁 

8.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 76 年 10 月編印 114~118 頁 

9.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 82 年 11 月編印 129~133 頁 

10.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 84 年 11 月編印 108~111 頁 

11.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 87 年 10 月編印 80~82 頁  

12. 國立臺灣大學教員錄 91 年 12 月編印 85~87 頁 

 

註 3. 照片取自下列文獻 

1. 李惠林: 取自 Li, H.L.1982. Contribution to Botany. 

Epoch Publishing Co. 

2. 李順卿: 取自國立臺灣大學 43 學年度畢業同學記念册 

3. 沈毓鳳: 取自國立臺灣大學 60 學年度畢業同學記念册 

4. 楊寳瑜 : 取自黃増泉 1974. 植物苑 6:4-5; 1973. 

Taiwania, 18(2): i-iv.  

 

註 4. 陳榮銳教授及湯凱鈞先生提供 2004年以前之博士班

畢業生名單（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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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to Professors in 
Plant Biology Institute  

Botany 1968 class. 53 年植物系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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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溫馨如昨 
台大畢業五十年返校和回母系記 

康有燃 

三月十七日台大校友中心舉辦 B53【五十重聚】，學號 53校友畢業五十週年，返回台大校園聚

會活動。這是一生難得同學能再相聚的機會，從國內和海外各地的校友，眷屬及相關的貴賓和工作人

員，總共有八百多人踴躍參加此項盛舉。當然這也包含著五十年前植物系畢業的七位校友，四位眷屬；

動物系的十位校友，四位眷屬一起參加。  

聚會從上午九點開始在台大校門口集合，由校友中心的人員分批帶領『校園導覽』，從大門口→

校史館(原台大總圖書館) →文學院外觀→遠眺總圖書館→傅鐘、行政大樓→博雅教學館→醉月湖→綜

合體育館，到達重聚會場。 

隨後各個學系組依照安排時間拍攝團體照片，同時各校友自行尋找以前同窗好友，自由暢談敘

舊，拍照留念。往日驪歌分馳，今朝五十重聚，青春再現，大會氣份充滿當年大學生活的友誼情趣。

正午十二點，由校友中心劉寧執行長開場，介紹郭大維代理校長和 B53 總召集人的簡短致詞後，大家

便開始享用豐碩午餐，葷素各半的佳餚，鮮美可口，眾人讚賞不息。同時大影幕播放出『台大今昔』

影片，各學系組『我們的青春』昔日照片，令人回味無窮。B62『跳進來舞團』和『台大追夢舞團』，

系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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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歡樂的精湛演出，添增了聚會的活力，最後由曾經是台

大合唱團的 B53 老團員登台，展現往昔的歌喉，不減當年。

重聚會於此結束，大家珍重再見。 

承蒙生命科學院鄭院長石通教授的協調安排，重聚會尾

聲時，已有生科院人員到會場來接待我們，回到五十年前的

母系一號館去懷舊，和參觀生科館。併肩和同班同學行走於

一號館內，彷彿又回到當年在台大時的大學生活。踏入一號

館後面的漁業研究所，景物依舊，往事如影重現。輾轉到植

物標本館，當年蔡淑華教授的研究室，今已改成完善的展示

室，標本陳列條序井然，印象深刻。更有專業志工詳細地介

紹，得知以前學習的  Cycas taiwaniana 與現今 Cycas 

taitungenesis 的差異，讚佩植物研究所學無止盡的進展。跟隨

到生命科學院館，進入動物博物館，顯見以前懸掛在一號館

走廊頭頂天花板上的大型哺乳類骨骼標本，似乎又逢久別的

舊友，倍感親切。登上三樓再看到以前矗立於植物系館進門

的多層年輪的大樹幹，樹齡依然，突感年少侊若眼前，但回首青絲已轉鶴顏，感慨不已。綜此讓我們

認識台大生科院的動物博物館與植物標本館共同研發，利用標本資源與對應的教案結合，對台灣生物

界的教育給予極大的貢獻。 

到達生科館演講廰，承逢鄭石通院長和

靳宗洛、鄭貽生教授接見，並介紹生科院的概

況、組織架構和發展願景，得知院內之研究發

概居於國內大學之領導地位，令人深感心慰

和欽佩。隨後當年教導我們的黃增泉和陳榮

銳教授也出現在眼前讓我們驚喜，往事歷歷

重敘，緬懷無窮。五十年後返回母系拜訪的行

程，就在參觀 TechComm 後結束，時已近黃

昏，只得紛紛不捨離開生科館和台大校園。 

在這杜鵑花開時節，不遠千里重返畢業五十年的母校母系，享受熱忱的款待，留下滿心的歡樂

和永難磨滅的回憶，銘記心懷，不勝感荷，僅盼後會有期。 

(作者為 53校友, 04/02/2018) 

  

台大校門入口處的台東蘇鐵(Cycas 

taitungenesis)，背景為一號館 

系友專欄 

校友合影於生科館大廳之世界爺樹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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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系友合影 

 

動植物系友於生科系館演講廳與生命科學院院長鄭石通教授(前排右 5)及生命科學系主任黃偉

邦教授(前排右 6)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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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雄  
2017 年底，Taiwania 正式收到來自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出版部門的通知，本刊已被收錄

於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引文索

引資料庫。這個消息對已經營七十多年的老期刊無疑

是一份遲來的禮物，另一層意義也是對植物學研究所

這個全台最早成立之研究所的歷史肯定。 

植物苑一直扮演聯絡植物系友的管道，而

Taiwania 則提供另一個為系友獲取新知與了解母系

研究動向的橋樑(植物苑 3 期: 56-57)。曾經是系友們

以會費訂購支持，甚至製作隸慕華、楊寶瑜教授退休

專刊，憶念恩師與了解系所動態(植物苑 5 期)。期刊

主編們也曾多次向系友們提出邀請，希望能將最新的

 

 

 
圖一、最新一期 Taiwania 

Taiwania 獲收錄 SCIE 相關報導-1 

 
圖二、Taiwania 的主網頁(http://tai2.ntu.edu.tw/taiwania/index.php)，我

們提供免費下載與線上投稿功能，提升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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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報告投稿發表於 Taiwania 上，提高本刊物之

質與量。植物苑 1973 年 6 期，管麗熒在「憶往事念恩

師」一文中提及：「Taiwania 是目前系裡最主要的學術

文刊，回憶五年前，楊教授向學校爭取補助與版權，亦

嘗盡艱苦；她一方面邀請在費城賓州大學任教享有國際

盛名的植物分類專家李惠林博士回國與系裡教授商討

創刊事宜，另一方面則以李教授的名氣，以及多方強調

台灣植物在東南亞以至於世界上所佔地位的重要來說

服錢校長，……甚至於婉轉求助於蔣博士彥士。」這段

植物苑中的文字記錄，留下一段 Taiwania 成立初期艱

辛歷史。 

Taiwania 成立最早可追溯至 1947 年政府遷台前

政治轉換的動盪時期，原刊名為 Acta Botanica 

Taiwanica，為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出版之第二種研究

報告，不久就停刊了。1948 年當時植物學系系主任李惠

林教授創立以 Taiwania 為名之期刊，由植物學系植物

分類學研究室出版。當時曾經一度因舊台幣 4 萬折一元

新台幣的通膨衝擊，使刊物出版經費不足而發刊不順。

植物系為了延續學術研究管道，鑑於前刊物內容屬性一

致，因此於 1954 年復刊，繼續沿用作為植物系所屬的

學術刊物。1960 年當時主編沈毓鳳教授，正式為文合併

Acta Botanica Taiwanica，並將發表內容由分類與地植

物學領域，延伸至所有植物學領域。本期刊在 2003 年

以前，一直是由理學院植物學系負責管理及發行。2003

年生命科學院成立，理學院動、植物學系整併為生命科

學系，一度由新成立的生態學與演化所生物學研究所管

理發行，刊登文章除了維持原植物學領域為主外，亦擴

及其他生物多樣性領域；2010 年起，始由生命科學院委

託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管理出版。 

Taiwania 期刊自創刊以來僅收錄英文發表的學術

論文，可謂國內最早的國際化學術期刊，今年已發行 63

卷。本刊初期除了有植物系師生的稿件外，並由植物系

師生向所接觸的學者邀稿，期刊的內涵逐漸豐富，漸漸

 
圖三、Taiwania 的主網頁已將所有文

章電子化，系友們可入內搜尋自己或

老師發表的文章。 

Taiwania 獲收錄 SCIE 相關報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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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國外稿件，更積極向交流訪問的學者邀稿，稿件多

樣性漸增，並有愈來愈多國際學者的參與編輯委員及投

稿。根據近 10 年來統計，有 11 個國家的學者加入編輯

委員，參與刊登稿件的作者來自 31 國，研究範圍已不

在侷限成立之初的東亞、南洋與西太平洋地區，而延伸

至歐美與非洲。 

Taiwania 多年來歷經多屆主編與編輯團隊，加上

系友師生的支持，早已獲得國內外學術資料庫的青睞，

刊登的文章很早即

被收錄於 Biological 

Abstracts 資 料 庫

( 屬 於 Web of 

Science 平臺，前身

是 Web of 

Knowledge) ； 自

1996 年起一直是國

科會優良期刊，

1998 年納入國科會

所建置「中華民國科

技期刊引用文獻資

料 庫 」 （ Taiwa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Database，簡

稱 TSCI）中；2007

年被全球最大的索

引 摘 要 資 料 庫

Scopus 收錄。近年

來因應國際學術刊

物資料庫的電子化，

期刊編輯室也在沒有經費挹注之下開設獨立網站，將舊

刊掃描並開放全文下載。至 2015 年末，全刊文章皆已

開放下載並同時完成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簡稱 DOI），2017 年初，收錄於「開放期刊

 

圖四、Taiwania 同時亦有臉書 Facebook 的官方粉絲頁，提供

最新文章刊登訊息，亦有作為讀者交流園地，希望系友們能加

入並提供改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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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OAJ）。

至今能被收錄於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引文索引資料庫，實為多年來編輯與作者共同

努力的成果。 

Taiwania 期刊經費一直無穩定的來源，草創期間曾

受美援、校方出版委員會與國科會的期刊補助，以及系

友募款的支持。然而，過去五年期刊經費，僅由院方申

請邁頂計畫挹注部分項目，校方則僅由圖書館與出版中

心提供部分印刷和郵資支出，不到期刊經營需求的五成

量，經費短絀情形可見一斑。本年度雖因進入 SciE 而獲

研發處 15 萬的資助，然因稿件開始增加，印刷與郵資

上漲，經費缺口並未減小，推廣業務一直無法推展。為

維持期刊永續經營，Taiwania 編輯群藉此植物苑的邀稿

機會，除向系友的賜稿與無償協助的審稿者，還有歷年

編輯、編輯委員，以及關心 Taiwania 的朋友獻上十二

萬分的謝意，也希望系友們能在經費上給予幫助，將捐

款項目指定為 Taiwania 期刊，持續支持本刊物的發行

和推廣。  

(本文作者為 Taiwania 執行編輯) 

Taiwania 獲收錄 SCIE 相關報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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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Taiwania 期刊獲 

SCIE 收錄慶祝茶會 

湯凱鈞  

2017 年底，Taiwania 期刊編輯室收到正式官方文

件通知， Taiwania 將被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資料庫收錄，這是台大校內第三個獲 

SCI/SCIE 資料庫收錄的期刊，而且是當中第一個由學

術單位獨立籌辦者。喜上加喜，恰逢 Taiwania 創刊 70 

周年，遂於 2018 年 1 月 19 日，由生命科學院、生

態演化所舉辦茶會，特邀全校同仁前來同賀，筆者以此

為記。 

Taiwania 是植物界裸子植物台灣杉屬的屬名，台

灣杉是單屬單種* 但並不特有於台灣，1948 年植物系主

任李惠林教授以此名訂為期刊名，吾人想像必有其凸顯

此一屬名的用意。茶會一開始，由生命科學院鄭石通院

長引言，便談到台灣杉甫於受國家地理雜誌報導 

(2017/12 月號)，並拿出台灣杉等身相片海報，魯凱族

語稱呼為撞到月亮的樹，它是全球樹高最高的物種之一，

其生長規模及樹形優美，不亞於美西紅木，吸引國際團

隊前來拍攝報導。而 Taiwania 期刊在歷經數十載經營，

於國際能見度越發明顯，期望該期刊能長久立足於學術

界。 

接下來，由現任 Taiwania 主編謝長富教授述說期

刊的歷史，以及近期編輯群的作為，特別是全刊已完成

數位物件識別碼的編列，並開放下載，再配合期刊經營

策略云云，符合了 SCIE 的要件，遂被收錄。環顧與會

人員，歷屆期刊主編都是吾人的師長，另有看到黃增泉、

黃啟穎、胡哲明老師在場。幾位師長接續發言，細數籌

 

圖 1. Taiwania 第一期期刊 (下

排最左) 及獲得科技部優等期刊

之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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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期刊辛苦之處，不論是邀稿、審稿、編輯等，都是勞

心勞力又花錢的工作，尤其碰到經費不足的情況，難免

萌生停刊的意念。 

比如說前生科系主任何國傑教授當日便打趣地說：

｢當年我在系主任任內，也是碰到問題，我向當時的主編

陳淑華教授訴說可能會要停刊了。幸好那時候陳教授堅

定地回覆：『你不能在我做主編的時候停刊』，這份期

刊才又繼續辦下去。要不然我就成了停刊的千古罪人了！

｣ 

除了主編運籌的辛勞以外，整個期刊的審稿人、編

輯群更是功不可沒。我的見識不多，只記得幾位營運同

仁的大名，例如劉姮昭老師、范素瑋助教，想必本人一

定漏列許多人士。如果看到植物苑電子報的先進，歡迎

回信增補。而現任編輯經理王國雄先生，在期刊電子化、

編排稿件、獲得 SCIE 收錄等事項，著實勞苦功高，我

真的好生敬佩。 

Taiwania 原先發刊只關注於植物地理相關研究成

果，隨著植物學的發展，廣收分類、形態、生態等學門

的文章。進入 21 世紀，更全面以生物基礎科學為方向，

歡迎不同學門的研究者投稿。茶會近尾聲之時，前生科

院林曜松院長也建議，可以向學校爭取部分營運的財源，

讓這份期刊能夠長長久久辦下去。享用餐點之際，看到

諸位老師、同仁們交頭接耳，分享教學研究的趣事，其

樂融融，有別於正式會議那番正經八百的氣氛。 

我個人則是瞧著已有 70 高齡、放在展示櫃中的第

一期期刊，想像過去研究者開心放手做自己喜好的研究

的心境。希望台大學子、學人也能走出近年學術倫理、

校長遴選紛爭，徜徉於自由、開放、無懼的學識大洋。 

*分類群依不同地區學者看法，仍有爭議 

(本文作者為植科所助理技師)

 
圖 2. 茶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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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苑重新發行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今

天這一期是第二期，很佩服兩位生科

系植物學門的年輕教授願意挑起這個

神聖的擔子，他們來邀我寫篇稿子在植物苑上

談談，我也正想在植物苑的園地裡與尊敬的老

師、學長們以及比我年輕的學弟妹們聊聊，今天

正好能夠以我自身感受最深的事件來和大家討

論與分享，這個主題就是最近才發生的：「台灣

基因轉殖白花文心蘭誕生歷程－從研究室的產

業化之路途」所必須經過的一個艱難階段說起。 

這幾年來，由於常與文心蘭花農接觸，慢慢

地知道台灣文心蘭作物的生產與銷售狀況，並開

始關心農民所面臨的困境；原來台灣並沒有文心

蘭這種植物，它是中南美洲的原生植物 (native 

plant)，在十八、九世紀被移植至東南亞各國栽培

及育種，文心蘭的嗜好者在過去陸續育出了許多

商業品種，其中，尤其是新加坡一位叫做 Koe 

keng Hoe 的業餘育種家於 1977 年所育成的南

西文心蘭 (Oncidium Gower Ramsey; 圖一) 最

受歡迎，由於其花梗多分枝且花莖修長之故，所

以成為很好的切花品種，並廣泛重植於新加坡、

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地;1986 年，臺灣農民從泰國

引進種植，無意間成為農民們大量栽種的作物之

一，從 2000 年開始試銷國外市場，逐漸成為台

灣重要的外銷花卉，並且是最大宗的外銷切花，

其 85%的產量銷售於日本市場，遙遙領先過去外

銷花卉中最大宗的菊花，這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因此也得到了農委會的重視，重新規劃其產業藍

圖。由於文心蘭的花色以黃色為主，農民雖努力

嘗試以雜交技術改變其花色，但三十年來一直都

沒有成功，所以全世界的切花文心蘭至今都是單

一花色 (黃色)，以單一花色能夠在花卉市場暢銷

植 

首樁基轉作物通過審查記實 

臺灣首樁基因轉殖作物獲農委會安全審查通過 

-記我研究室基因轉殖白花文心蘭的研究歷程- 

葉開溫教授 

 

圖一、台灣農民最早栽種的南西文心蘭(Oncidium Gower Ramsey) 

此為 1986 年自泰國引進的切花品種，台灣農民種了將近三十年，主要外

銷日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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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確實也是一個台灣奇蹟，但也因為如此，

文心蘭市場很難成長，其外銷金額一直維持在台

幣五億左右，對於農民以及消費者來說，當然盼

望能夠有新的花色出現，以提升產值，就是在這

種背景之下，我的研究室在 2009 年開始與嘉義

的一心蘭園執行一件產學計畫，其主要目標是將

黃花文心蘭改變成為白色文心蘭，因為白色文心

蘭是日本人的期望花色(圖二)。此計畫到 2012 年

結束時，非常順利地達成目標，利用基因轉殖技

術將花瓣中的胡蘿蔔色素(carotenoid)降解，因而

使花瓣成為白色，此工作在三年之內完成，得到

了全世界第一株基因轉殖的白色文心蘭(圖三)，

研究室的學生們確實為此事感到無比的欣慰。接

下來我們要考慮到如何將此研究成果轉化成商

品。首先，它面臨到農委會的管制，因為此白花

文心蘭是一種基因轉殖植物，沒有通過農委會的

審查許可，絕對無法商業種植，也不能授權給農

民種植，根據法規，違者將處以一百萬罰鍰，同

時處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基於此，不得不向農

委會申請「基因轉殖作物的環境安全試驗」。從

103 年初開始填寫申請書，其後經由台灣大學的

環安衛中心審查通過，此過程中從向農委會申請

環境影響評估試驗至農委會核准於民國 104 年 4

月在中研院南部生物技術中心的轉基因作物隔

離試驗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田間試驗，此流程

大約花費了一年時間，公家機關冗長的公文程序，

由此可見一斑，此 GMO 的田間試驗全名為「基

因轉殖白花文心蘭蜜雪一號遺傳特性調查及生

物安全評估田間試驗」，於 104 年 4 月開始進行，

至當年 12 月 31 日結束，共計花了九個月的時

間，整合試驗內容包括「遺傳特性調查」、「屬

內、屬間及種間雜交試驗」、「對野生動物的毒

性影響」、「基因平行轉移  (gene horizontal 

transfer) 之可能性」以及「植物相剋作用 

(allelopathic effect)評估」等等共計約十五個項目，

實驗結果皆顯示，基因轉殖白花文心蘭蜜雪一號

是一種對環境生態沒有危害的基因轉殖作物，尤

首樁基轉作物通過審查記實 

 

圖二. 檸檬綠文心蘭是近年自日本引進之切花品種。 

圖為日本東京一家花店擺售之切花商品、時價每支日

幣 500 元。 

 

 

圖三. 本研究室研發成功的基因轉殖白花文心蘭、在日

本市場登記為「蜜雪一號」。 



 

植物苑電子報 2018 年 5 月號     34 

其是其花粉的受孕能力 (fertility) 已經喪失，所

以沒有基因流佈 (gene flow) 之顧慮，學理上當

然 不 會 影 響 到 植 物 的 生 態 生 物 多 樣 性 

(biodiversity)。這些田間試驗的數據寫成了試驗

報告，按照程序繳交至農委會，並申請「基因轉

殖作物的生物環境安全審查」，農委會按例接受

並為基因轉殖白花文心蘭召開「基因轉殖植物審

議會」，第一次審議會議是在 105 年 7 月 16 日

召開，我第一次體驗到此種審議會的氣氛，委員

群約有 20 人，來自於產官學界，其所提出的問

題確實是「尖銳」而「瑣碎」，聚焦主題不易，

最後結局很簡單，只有「修正」而已，我很有效

率地針對委員們提出的疑問，盡力地補充修正，

隨後於八月底再度送案申請審查，第二次會議一

直延至 106 年 5 月召開，此次會議仍然不如預期

中圓滿順利，在隆隆砲聲中，委員們又提出許多

新的質疑點，結局也很簡單，就是「再修正」，

我再度針對委員的問題，盡力去補充了許多基本

性的數據，這些數據坦白說，不見得和基因轉殖

的本質有關連性，隨後於當年 10 月第三度送到

農委會中申請審查，第三次審查會議於 107 年 1

月 25 日召開，由於已經受過前兩次的磨練經驗，

心理武裝已經齊全，自己在上陣前也做了沙盤推

演，所以，終能在驚濤駭浪中安度難關，結局終

於是「通過了！」，雖然這結果是在自己的預期

之中，但還是感到很「幸運」、很「驚險」，並

且有了很「幸福」的感覺！為台灣終於有一件轉

基因的作物可以向世界宣告…。 

我描述這些事情並非有意宣揚我實驗室中基

因轉殖文心蘭的工作，但個人認為此次基因轉殖

文心蘭通過農委會的環境安全審查，未來進一步

可以釋放給農民栽種，造福農民，這整個審查過

程，應該具有多項的意義： 

一、這次的安全審議認證是一個指標性 

(landmark) 意義：臺灣的基因轉殖研究，在過去

三十年投入了很多經費與人才，在政府的「積極

研發，有效管理」政策之下，雖然有許多研究成

果，至今卻沒有一件通過政府合法認證，此次，

基因轉殖文心蘭合法通過，除了可以鼓勵國內的

年輕後進未來努力前景，也代表產官學界對於

GMO 的開放觀念。 

二、這是一項國內農業生技研發進程的「里

程碑 (milestone)」，未來基因轉殖文心蘭進入商

業化之後，臺灣從此有一項 GMO 農作物，從此

可以與國際基因轉殖作物產業接軌。我們知道，

日本的基因轉殖藍色康乃馨及玫瑰早已上市多

年，大陸也早有基因轉殖棉花及木瓜大量種植，

今後台灣也有實際 GMO 作物了。 

三、蜜雪一號白花文心蘭改寫了台灣文心蘭

產業的歷史紀錄，回溯文心蘭在台灣的栽培歷程，

自 1986 年泰國南西品種，2003 年自日本引進種

植的檸檬綠品種，至今都不是自有品種，從現在

起，我們可以自豪地說，臺灣已有自行研發的新

文心蘭品種 (蜜雪一號)(圖四)，在整個研發及安

全審議過程中，除了要感謝實驗室的學生們群策

 

圖四. 台灣文心蘭產業之栽培歷史與進程 

由左至右，1986 年自泰國引進栽培之南西品種，2004 年

自日本引進栽培之檸檬綠品種，2018 年，自有品種「蜜

雪一號」通過農委會安全審查之後，即將授權農民栽種，

改寫了臺灣的現代農業科技。 

首樁基轉作物通過審查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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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力的付出之外，科技部充裕的經費支持功不可

沒，還有許多朋友的協助支持與鼓勵，農委會長

官及審查委員們的催生，實在讓個人沒齒難忘，

永銘心腑之中，這事件堪稱我個人的教授生涯中

最深刻的經歷。 

(本文作者任職於臺大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研究

中心、臺大植科所) 

  

首樁基轉作物通過審查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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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的心事 
石家興 

說有位研究生，在美國著名學府完成博士

學位，因為好奇有多少人將閱讀他的論文，

當論文結集存入圖書館時，他便夾了一張

二十元美鈔，附上短信及地址，聲明二十元屬於

第一位讀者，但請通知作者。二十年後，他方才

收到第一位讀者的致謝信。 

傳說的真實性待考，但是學術界的工作者，

都相信有此可能。原因之一是學有專精，既深入

又細微，價值有限，可讀性不高，更妄論傳世。

一般而言，一份博士論文受到重視的是圈內少數

專家。每年成千上萬的學術報告發表，真正影響

面大、衝擊性高的研究成果是鳳毛麟角，濫竽充

數的不少。近代科技發展得快，從業者眾，學術

論壇已成為大眾競技場，競爭者越來越多，十年

寒窗並不保證一鳴驚人，冷清寂寞的研究是正常，

功成名就是異數，因此，眾多的科學家，不免心

事重重。 

先唐陳子昂先生的千古名句；「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是貼切的寫照。許多曾經在深夜裡，在實驗室摸

索的科學家，大概都有過類似的情景與感慨。這

種感慨，在外人國度的華人學者尤其深刻。 

一般而言，美籍科學家通常在十數年苦功之

後，便自然論功行賞，才華高而出眾者，成為學

界領袖，中等資質，也能找到適當工作市場安居

樂業。華籍科學家不免有文化隔閡、語言障礙、

互助不足，再加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

傳統思想，對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

心情就格外敏感了！ 

有一副出名的對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不知出自何人手筆？但描寫讀書人的心事

是絲絲入扣。科學家是典型的讀書人，誰不關心

家事、國事、天下事？但是身在海外，難免力不

從心，感嘆懷才不遇的不少。比較消極的便退縮

到「兩不通，三不管，四不像」的冷感。所謂兩

不通指的是中、英文不通；三不管是不管台灣、

不管大陸，也不管美國；四不像是不中不西、不

新不舊。這樣的指責有失厚道，但也不無警惕。 

科學家如何避免心事重重？如何走出陰影？ 

筆者願提出四張方子，就教高明。 

第一是對功名、世事不妨「若即若離」。對

專業仍然要全力投入，像一名球員，平時苦練，

有機會上場，便大膽的衝刺一番，賽後便不再計

較、眷戀。對社會國家的事，有如觀賞球賽，可

為某方加油，支持理想接近的政治家，但不一定

要有衝進球場的使命感。 

第二是對社會團體不妨做一名「義不容辭」

的義工，即使在海外，可以為華裔、美裔團體做

的事也不少，諸如宗教團體、華人社團、美國學

校、中文學校，都是著力點，來發揮我們的愛心

及服務，也是連接異國社會的一些橋梁。近年來，

台灣經濟發達，大陸也開始發展，其實短期歸國

傳 

科學家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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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機會也不少，但要嚴守「義工」的分際，

不可趾高氣昂。 

第三是自求發展的「隨緣順勢」。隨緣就是

盡其在我、成事在天的不強求。做研究時不強求，

會比較客觀，對事理看得更清楚；對人事不強求

則不傷和氣，而且得道多助，與人為善。 

第四是追求心胸的「海闊天空」。比較具體

來說，要多旅行、多讀書，雲遊四海是做第一手

的觀察，讀萬卷書是借人耳目為望遠鏡，看盡名

山大川，讀透人間悲歡，自然培養出悲天憫人的

胸懷，有了這種胸懷，就有不以善小而不為的積

極，以及成事不必在我的開闊了！ 

老實說，近代科學家是時代的寵兒，筆者有

位退休的科學家朋友自稱非常幸福，「試想，做

了一輩子自己愛做的事，而費用皆由政府負擔。」 

如果把功名放在一邊，做一名快樂的科學家，

大可不必心事重重了。 

（寄自北卡） 

轉載自”世界日報” 石家興學長提供 

 

 

 

  

科學家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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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來杜鵑  

Rhododendron kanehirae Wilson 

烏來杜鵑特產於台北烏來山區北勢溪沿岸，後來因為翡翠水庫的興建淹沒其生育地，而導致它在野外滅絕。

不過在水庫興建前，有四五十株的烏來杜鵑被移植到附近。所以目前在台大和幾個植物園，以及石碇山區都有

不少當時的植株引種而來的人工植栽。烏來杜鵑由十九世紀末著名的植物採集家威爾森(Ernest Henry Wilson)

在 1921 年所命名，根據的標本是 1918 年採自烏來駐在所前野外移植栽種的植株(Wilson 10276)。而烏來杜鵑

學名的種小名是為紀念金平亮三博士而命名。 

烏來杜鵑的花形纖巧，色淡紅，而葉子細長橢圓形，與台大校園常見的平戶杜鵑都不同。花絲和花柱都是

淡紅到紅色，仔細看花藥的話，可以看到花藥孔裂，而且孔裂在花藥基部，但由於花藥反折，所以花藥孔看起

來會在上方。 

圖版繪製：胡哲明教授 

現任職生態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手繪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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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將來的生活

會是在這樣瓶瓶罐罐之中。」 

 

Q： 當初為什麼會踏上研究這條路的呢？ 

A： 我大學是唸文化大學園藝系，大三的時候修

遺傳學，就覺得對遺傳很有興趣，入學考選考遺

傳學、生物化學、植物生理學等等我學過的學科，

從而進入了臺大植物所。 

在研究所中看到老師們交流討論的樣子覺

得很吸引人，老師們的知識背景廣泛而充足，對

實驗的想法也很敏銳，覺得做研究就應該像他們

那樣，每次的討論都能得到新的知識、學到新的

東西，很希望自己以後也能成為像他們那樣的人。 

後來在陳枝乾老師實驗室讀博士班，開始用

遺傳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的時候，感覺到自己的

興趣開始跟正在做的研究結合，好像慢慢的在跟

別人討論的時候也真的有互相交流想法、學習新

知的感覺，就像以前所嚮往的老師們之間對研究

的討論模式，累積知識的同時也在累積自己對於

這個領域的興趣，越來越覺得植物生理學有趣，

就一路走到現在了。 

 

Q： 在念書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對未來影響重

大的選擇？ 

A： 碩士班一開始在王淑美老師實驗室進行澱

粉代謝相關酵素的研究，兩年下來發現自己當時

對生化實驗的某些技巧較難上手，那時候懷疑自

己是否適合做研究，後來在王淑美老師的鼓勵下，

有機會進到陳枝乾老師實驗室學習分子遺傳在

植物生理學的應用，對我來說就很新奇、很有趣，

學到了許多自己過去不曾知道的知識，充滿了動

力的情況下，也順利完成了碩士學位。 

另一個是在博士班畢業之後，原本想要出國

去做博士後研究，當時幾次嘗試聯絡國外感興趣

的研究室，但大部份未得到回覆，或只是禮貌性

回絕。有天不經意瀏覽到佈告欄上一則來自吳素

幸老師實驗室的博士後徵人啟事，也非常幸運地

能有機會進入吳老師實驗室繼續博士後的研究，

而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才開始接觸到植物生理時

鐘相關的研究，這個題目也一路陪伴我到了現在。 

 

新進教師專訪-蔡皇龍博士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新進教師— 

蔡皇龍老師與實驗室的秘密武器 
採訪整理 郭馨憶、蔡伯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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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研究這條路，專注度跟持久性都很重要。」 

 

Q： 做研究的樂趣和覺得比較辛苦的地方？ 

A： 看文獻的時候看到一個新的東西，對自己的

實驗有一些新的想法，還沒有開始動手做就已經

會開始覺得很開心了，有任何新的想法、新的發

現都是樂趣所在，實驗做不出來是正常的，做得

出來就是小確幸 (笑)。 

生理時鐘的實驗很辛苦，要收不同的時間點，

每三個小時都要收一次樣本，總共要收三天，吳

老師實驗室當時分為兩組人馬合作熬夜完成，不

過在我進入實驗室前，老師已經引進新的方法，

三個半天就可以收完，因此剛好我都沒有熬到夜 

(笑)。 

另一個覺得比較辛苦的是投稿，像我參與的

每一個計劃，從開始著手研究到有文章產出大約

都花了六年以上，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文章

投出去後被退件，重新修改又再投、再被拒絕，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是盡頭，內心就會覺得很煎熬。 

 

Q：成為老師和過去當學生的時候有什麼差別？ 

A： 大學生最緊張期中期末考，現在當老師，只

有期中考跟期末考不緊張，每個星期都要備課所

以壓力很大，開始回想上課上得很好的老師到底

怎麼做到的？會希望自己也能講得有條理又淺

顯易懂。 

研究所時期，感覺曾經教導過我的老師在我

心中都留下一個和學生相處的模板，每一次遇到

跟學生之間的問題，就會帶入曾經的情境，例如

在教學生做實驗或是看文章的時候，會在學生達

不到自己的期望或是忘掉教過的東西時失去耐

心，這個時候回想起自己的過去，好像自己在當

學生的時候也是這樣折磨自己的老師的，想一想

好像就不會那麼生氣了 (笑)。 

 

Q： 對於想要踏上學術研究這條路的學生有什

麼想說的話？ 

A： 做研究的人心智要堅強，不論是實驗失敗的

時候或是文章被拒絕的時候，都很容易影響情緒

導致滿腔的熱血被磨滅，有的時候神經大條一點

會比較好 (笑)，如果覺得自己對實驗室有興趣，

卻沒有明確的目標，可以先跟著我做，碩士班主

要是在學技術並且試探自己是否適合走研究的

路，一開始先學習實驗室裡原有的事物，再在其

中慢慢發展自己的興趣，成為博士生之後才會建

議學生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內容，在了解更多知識

背景，例如做出的一些結果或是讀相關文章的時

候，看到一些具有其他功能的基因而感到有興趣，

就會慢慢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蔡皇龍老師 (中) 與碩士班學生合影 

新進教師專訪-蔡皇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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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做研究很重要的是要有提出問題的好

奇心與專注一個問題的定性，會走這條路的人一

定會有好奇心，想要做的題目一定是看到新東西

之後發展出來的，但是不要有太多旁支，要懂得

專注和收尾：專心在一個問題上面，有一個完整

故事出來，知道你要問的問題是什麼，要怎麼去

解決它？得到了什麼結果？這些結果和你當初

問的問題有關聯嗎？這些問題都能回答得出來

就是收尾了。如果看到一個影子就想要去追且又

有很多旁支的話，一開始可能覺得自己一直有事

情做，過得很充實，但是三五年下來做了很多結

果卻不知道怎麼解釋、怎麼收尾的時候，就會開

始覺得很挫折，而且也會影響到自己未來的發展，

這是我認為做研究的學生們需要注意的。 

 

攝影 郭馨憶  整理 郭馨憶 

訪問 郭馨憶 (植科所畢)、蔡伯暄 (植科所碩班) 

  

新進教師專訪-蔡皇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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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成功大學學士，東海大學研究所碩士

於自然科學博物館研究，紐西蘭奧塔哥大學博士，

日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古生物學部門博士後

研究，主修化石、古生物學及演化學 

 

目前全台灣的生科系、演化生物學等是

以研究分子生物學為主，古生物化石的研究

資源很少，自然科學博物館算是為數不多可

以「看」到珍貴化石的所在，老師碩士班就

在博物館研究台灣更新世的鯨魚化石，當兵

後順利拿到獎學金，到紐西蘭進修博士，主

要研究三種兩千多萬年前的鯨魚，其中三種

都已被發表並命名為各自的新屬新種。 

 

獨特之處 

最近二三十年來，研究演化的主流角

度多半都聚焦在現生生物的分子演化，族群

遺傳，但老師身為演化學家，更想關注的是

「過去」的「樣貌」，以鑑古知今。 

「大家可能知道始祖鳥，但不曾『看』過始

祖鳥。我們知道始祖鳥是演化上重要的一個『失

落環節 (Missing Link) 』，但始祖鳥並非現生生

物，看不到也無 DNA 可供抽取，分子生物學或

族群遺傳學無法對其研究。」 

新進教師專訪-蔡政修博士 

生命科學系新進教師—蔡政修博士 

研究主題：鯨豚、哺乳動物、古脊椎動物演化及多樣性 

專業領域：台灣本土古生物學 (Taiwan Paleontology)  

保育古生物學 (Conservation Paleontology)  

古脊椎動物學（Vertebrate Paleontology） 

 

採訪整理 郭馨憶、蔡伯暄 編輯：王雅筠 

圖 1 蔡老師與實驗室標本合照。 

蔡老師抱著的是小鬚鯨頭骨標本，白色桌上的是始祖鳥化

石(桌子左上，複製品)、蜥臀目 (Saurischia) 恐龍骨盆 (右

下)，與新屬新種的鬚鯨化石 Horopeta umarere (黑框)。

書上是鯨魚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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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NA 研究分子生物學與族群遺傳演化所

建構出的生物多樣性，有其「時空限制」—我們

僅能知道「現在」是這幅景象，而現在是由過去

不斷累積形成的。 

因此，了解過去的種種如何演變成今日其實

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們對生物的過去了解太

少，比如始祖鳥或恐龍，都還只是滄海一粟，我

們也幾乎不瞭解台灣百萬年前的植被林相，這就

形成了矛盾—我們都呼籲提倡保育生物多樣性，

卻又不懂眼前的生物「從何而來」、「何時來到」。

為什麼過去一波又一波的生物都不見了？現存

的又為何能存？ 

我們都聽過看過林旺，但大家知道台灣很久

以前也有野生的大象嗎？甚至鱷魚、犀牛—如果

無人研究化石、古生物古環境，我們不會知道這

些事實，無法了解台灣全面的多樣性，還有牠們

為何消失？這對台灣保育瀕危物種的經驗非常

重要，比如台灣黑熊、台灣石虎、櫻花鉤吻鮭、

台灣雲豹等等，我們根本對牠們怎麼來的所知甚

少。 

「談到保育，我們不能只做當下時間點的研

究，沒有通盤連貫過去與現在的研究，如何規劃

未來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一千年的生物多樣性保

育？」 

 

新實驗室，領域整合 

最近學界有新興學門「保育古生物學 

(Conservation Paleontology)」，以往大家只覺

得你做古生物就只是挖挖化石看看標本，但如上

述，近來保育生物學也發現了對於過去這一盲點，

因此將保育與古生物整合了。 

老師新成立的保育古生物學實驗室，希望能

藉由研究來填補台灣從古至今的多樣性是怎麼

演變來的空缺，也嘆息目前台灣古生物學的研究

素材多半是來自其他各地的化石，比如中國大陸

的豐富資源，因此老師希望可以研究台灣自己的

化石素材，建立專屬於台灣貫通古今的保育生物

多樣性。在目前生科領域大家都集中在做分子生

物、現生生物分子演化時，老師的實驗室在台灣

可說絕無僅有，並認為這是個擴展台灣全新領域

的機會。 

實驗室目前雖然以老師的專業—脊椎動物的

古生物學為主，但希望將來也能納入更多所有物

種進來，比如古植物、古生態環境等，全面各種

物種的多樣性。 

 

 

圖 2 始祖鳥與鬚鯨化石 Horopeta 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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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時間 

Q: 想請問一下老師當初是怎麼進入古生物的世

界的？在大學或甚至更早之前就有興趣了嗎？ 

A: 在一開始，我只想當科學家。一直對科學研究

非常有興趣，想知道不知道的東西這樣，一直不

知道要專注在哪塊，然後有個契機—你們知道台

南『爆炸的抹香鯨』嗎？那時候我念大二，剛好

有機會去解剖那隻抹香鯨，解剖的時候，我突然

就，就超~想知道牠們的演化過程—當你接觸到

這麼大，有十五到十七公尺喔，從地面到我們研

究室五層樓的尺度，親自接觸解剖（抹香鯨）時，

就很想知道這到底是怎麼演變成如此宏觀碩大

的？於是從大二開始就想因著這份疑問追本溯

源，就投入鯨豚化石的研究，開始研讀相關資料，

時常讀到一位紐西蘭學者的研究資料，試著和他

聯絡，沒人帶著就自己寫信，他也都回我信，並

得知他們學校有提供獎學金，不久的將來我拿到

了全額補助，很幸運可以到那邊念書並真的從事

相關的研究工作，那邊真的有豐富化石資源可以

去做研究。 

 

Q: 聽起來，有時候科學研究反而是熱情更重要，

尤其對續航力而言？ 

A: 研究本來就是因為興趣，很想『知道』、願意

花時間做、不斷在其中思索。你們應該都還沒聽

過我的課，我最近在系上講脊椎動物學，我都和

學生講：到大學生，真的不需要由老師帶著讀課

本和上課了，課本和自己讀都只是最基本的。真

正進了大學我們要的是懷疑這些課本文獻，或覺

得還不夠要更多。這個順序是這樣的: 面對那種

幾句話就帶過的部分，我們要去想，咦它到底是

怎麼樣？或有的咦怎麼和我知道的不大一樣？

是哪一邊有問題？要知道更多，當翻閱再多都不

夠或不能回答時，就大概是需要一些新的研究來

回答這些問題了。所以你們就可以知道不管做什

麼研究，都是從看出問題開始的到解決問題的能

力，其實和你做什麼並無太大的差別，甚至你工

作，到各個行業去，人家把你找來都是解決和做

事情，思考判讀並建構想法並試著做到，才是最

重要的，不覺得嗎？真的很想做這件事，整個酸

甜苦辣過程都是享受，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自己現在跟之前比較的話，每天比較晚大

概（早上）七點多來，待到（晚上）八九點，因

為興趣，很想做這些，和做分生不同，我在這邊

真的能『看』到面前的事物，運氣還算好，當然

還是取決不同人的興趣啦。因為其實人類是比較

視覺的動物嘛，你一進來就可以看到這些（像是

抹香鯨或是其他鯨豚標本）哇，感覺就，非常不

錯，還有這些，鯨豚造型的杯子，很吸引人，你

可以做這些研究，每天就很開心，沒有什麼六日

才算假日，每天都是假日。大概就像有人可以每

天打電動看韓劇看日劇一樣。 

 

圖 3 鯨魚玩偶近照，左為抹香鯨玩偶，右

為露脊鯨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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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如果想要入老師這門，古脊椎動物學或古海

洋學，或古生物學，須具備哪些專業？大學須修

什麼課程？」 

A: 當然就建議大家可以修演化生物學相關的課，

還有脊椎動物、比較解剖，主要是『骨頭』啦。

不過以目前古生物學來講，我們光現生生物的學

科就能容納如此多個種分支這麼多種專業學者

下去研究，那可以想像古生物其實也是眾多分支

學門可以研究的，我們其實也是各種專業，而也

是取決你的興趣在哪一塊，以及你對這門想做什

麼樣方向的研究。 

以我為例，我希望能建立最根本、最基礎的

台灣古生物資料庫。我們想建起台灣從古至今所

有的生物多樣性，多樣性資料起來後可能就有人

依循去找想深入研究的，比如功能形態學，功能

形態學比如前面講的，台灣的鱷魚，我們想知道

以前牠咬力有多大，研究牠的骨骼，和同期別的

地方的鱷魚做比較，或和全世界現生鱷魚。或者

台灣黑熊，以前是比較大還比較小？怎麼演變過

來的？有非常多可以研究的。 

那講回來，入門的話，即是從演化學開始，

而古生物學是從過去視角切入談演化學這樣。我

會希望先研讀《物種起源  (The Origin of 

Species)》，是演化學根本的地方，先了解演化

基礎概念，我們就可以開始了，當然要花點時間

學，但基本概念非常重要。我會希望大家至少能

講出演化定義，才能開始談接下來的事情，才會

打從心裡通盤在想這些事情，而非表面而已。如

果連物種起源都不曾讀過，那真的能打從心底去

看演化嗎？ 

你們有聽過一句話嗎—“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所以我們真的想了解這大尺度的演

化，不只是分子而已，就像之前講的，分子的角

度對整體宏觀演化來講，視角其實是有限，當然

我不是說不知道大家在幹嘛，而是各個領域有它

的重要價值，那在全台灣看不到有人在做古生物

學相關的研究，所以勢必要推展出去，讓大家有

更宏觀全面的視野，並在正確觀念下投注資源。

台灣的保育，每年有多少錢在投注，但如果都只

基於現在這個時間點的研究，要如何去規劃長遠

未來的保育？只根據一個時間點的研究是沒辦

法做好保育的，也很擔心最終保育只變成一個形

式。所以最重要是打從心裡了解演化的觀念，沒

做到的話，這就會滿有問題的。  

 

Q: 老師像您有提到，研究過去生物的滅絕和現

生生物怎麼存活至今的，有助瞭解如何保育。請

問目前在保育或整個古生物研究有實際在應用

的例子嗎？ 

A: 有。舉個例子，其實就是我之前研究的主題。

首先，當你想要保育一種已經快要滅絕的生物，

第一件事你覺得要做什麼？要讓它繁殖 

(reproduction) 才能延續，接下來呢？你要知道

它們的繁殖地，它們在野外時，從以前到現在的

時間點的特定繁殖地在哪裏。你們聽過『灰鯨』

嗎？目前它們在西太平洋快要滅絕了，從台灣到

中國大陸，到整個東亞的西太平洋海域僅剩一百

多隻，但一直以來都不知道他們的繁殖地在哪，

即使研究現生的也都不知道繁殖地在哪裏。之前

在科博館的碩士研究時，我們發現牠們的古繁殖

地，而我之前也有將這研究寫成科普文。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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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就是：我們發現了灰鯨的化石，而那化石是

小鯨魚，很小很小，看到標本的時候，我超興奮

的！因為當你在台灣海峽這個地點可以發掘這

麼小的小灰鯨，表示這裡曾是灰鯨的棲息繁殖地，

台灣海峽有這樣子的條件。在此之前，現生灰鯨

的繁殖地推測是在韓國、日本或南中國海等海域，

但都沒有證據，我們現在可以拿出這化石證據說

很有可能就是在台灣海峽，那在保育上的話我們

就可以集中在台灣海峽研究灰鯨的繁殖地，將這

裡復育到牠適合棲息的那個原貌，其他保育也可

以參照此例，或是去研究為什麼他們沒有繼續在

這裡繁殖了。 

但台灣沒人知道古生物學生物鑑定這樣的研

究，因為標本放在那裏（科博館）放了幾十年了！

沒人知道那是什麼物種，就認為(只是)一個鯨魚

標本在那邊，但我們一看到超興奮的–因為發現

了灰鯨化石！興奮的條件是對骨骼結構很熟，要

一眼知道並下判定，因為你能想像化石大多都不

完整，常常都是一部份，所以你要對比較解剖對

骨骼很熟悉，看到時就會知道牠是什麼，知道是

什麼後，故事可還沒完結，接下來你了解這化石

在生態學，或古生物學、古生態和古環境學，結

合來看（台灣海峽有小灰鯨化石）這代表什麼。

就像大家一看到始祖鳥為什麼也很興奮？因為

從比較解剖的研究可以知道牠兼具鳥類與爬行

類的形態特徵，並推斷其為失落環節。 

另一個在日本時的例子，也是發現了另一種

滅絕鯨魚的繁殖地。同樣是我看到標本的時候超

興奮的，不過那個是之前有被研究過了，但沒有

人看出來那個是小鯨魚，所以我也就另外又寫了

一篇那化石鯨魚繁殖地的論文。 

 

Q: 老師有在撰寫科普文章，是老師自己自發進

行的嗎？ 

A：是。除了沒資源外，我也在想其實也是社會大

眾對古生物學不熟，就像方才講的，大家不知台

灣有大象有鱷魚。我們往往以為台灣沒有古生物

化石、標本，覺得那都是國外才有的東西，可是

其實在本土你也可以看到這些古生物學，我就一

直想推這個知識理念，之前在環境資訊中心和國

家地理那邊有聯繫，其實就在今天早上科教中心

那邊有來聊過，等實驗室穩定之後，接下來每個

月會寫一兩篇到我們科教中心和大家談古生物

學，不然大家都不知道古生物學，我覺得非常可

惜啊！大家只關注現在，不知道從前的東西，對

未來也沒辦法整合串聯想像規劃—如果眼界只

有這麼狹小，那沒辦法看宏大的事物。 

這類古生物研究與應用，在台灣其實都沒人

談。我們把台灣的古生物研究建立起來，換我們

拍個台灣的冰河歷險記。在台灣大家還是認為做

古生物毫無應用價值，談錢好了，你知道冰河歷

險記還是侏儸紀公園，這些產值有多高嗎？大家

沒看到其背後都是靠百年的基礎研究才建立起

來的耶，他們扎根了這麼久爆發出來的科普文創，

 

圖 4 蔡老師平日辦公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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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產值超高，精細到每個小孩都知道、每個小

孩都想買恐龍。 

我想讓大家知道，台灣也有很多素材可以做，

讓大家不再只覺得這些古生物科普創意全都只

屬於國外的東西，屬於我們本土的古生物，反而

才更有吸引力；那對國外來講，我們說要拚觀光，

國外的人來台灣想看只屬於這裡的東西，尤其古

生物更是大多數都是當地才有才挖掘的到，獨特

的生物你的獨特性才會出來，大家來，特地就想

要看你這裡的標本，你的東西，在地，古生物學

的特色，其實就是非常本土化的，可是一發表，

又非常國際化，全世界可能就你這麼一件標本，

像我們在紐西蘭命名發表的新屬新種，全世界只

有紐西蘭才有，全世界想要看它的只能到當地去

看。我們在學術上常花大錢去邀請，像去和國科

會或科技部要錢，請國外誰來台灣訪問，那你有

（獨特性）的話，他們還要趕快自己掏錢來，自

發想來台灣看，我們是在做非常本土又非常國際

化的研究，像在美國很多古生物學其實就只是在

做他們當地的研究，可是又都非常國際化，其實

兩者本來就是合在一起的。 

全台灣哪一個生命科學系或機構，有哪一個

不做分生的嗎？沒有，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

工作推展，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全台灣每一

棟生命科學系也都有至少一個古生物學家，古生

物學和分生一樣也都是做不完的，那像我們的生

科系目前只有一個古生物研究室，能做的只有一

點點，所以我們真心希望能從這推展出去，不管

是透過科普或論文，讓大眾看到古生物學研究的

價值和意義，就像我上禮拜到高雄演講，面對的

真的就是一般大眾，問說你做這研究有什麼意義

啊？對我來說，人生本就沒有意義，意義是要靠

自己去創造。『意義』你找不到的，要靠自己擁

有，沒辦法創造意義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我覺

得啦。那你要怎麼創造？對我來說，標本就在這

邊，其他人沒人看出來的東西，你有能力把它寫

成一篇 Paper，這就是你的創造力，所謂意義取

決於能力，能力則取決於基礎，基礎不僅是你讀

來的東西，更有能將知識轉換成創造，創造出讓

這化石發光的價值。 

 

編輯後感: 

從訪談中可以看出阿修老師像是一位”傳教

士”，以”一生懸命”的態度來推廣與行銷”保

育古生物學”。相信藉由他的播種，台灣未來將

不再是一片”古生物學沙漠”。 

 

攝影 郭馨憶  整理 郭馨憶 

訪問 郭馨憶 (植科所畢)、蔡伯暄 (植科所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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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印象 

 
2018 生命科學館換新裝 攝影：鄭貽生 

 
行政大樓前杜鵑盛開  攝影：鄭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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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印象 

 
小福旁的博雅教學館，左側為普通教室右側為排球場 攝影：鄭貽生 

 
瑠公玔原址復舊，前方即為醉月湖 攝影：鄭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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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校門門牌，後方大樓為一號館 攝影：鄭貽生 

 
台大總圖書館 攝影：王雅筠 

 

 

校園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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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暑期植物分子生物專題研究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