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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學門召集人之職掌為1)協助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之推動及審查， 2)
出席國際會議、海 外學人來華演講與短期科學技術指導、及延攬研
究人才等申請案之審查，3) 國際合作 雙邊科技合作(合作領域規劃
、優先合作項目建議、人員互訪交流等)、補助國內舉辦國 際學術
研討會、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會議及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
及專業人才培 訓等申請案之審議，4)出席學門召集人會議，協助科
技部相關業務之推展，5)協助撰寫 該學門發展規劃及成果報告、學
門年報或協助提供臨時性該學門相關學術資料，6) 辦 理審查說明
會、討論會、座談會或成果發表會， 7)其他學門相關業務之諮詢、
規劃與 推動。8) 發掘前瞻研究主題或推動國際交流（學門召集人
依據實際需求可選擇是否填 寫本議題）。106年學門舉辦成果發表
會，除了讓學者有交流學習的機會外，亦有一公開場合對學門發展
提出建議。學門未來之推動將涵蓋 (1)植物保護、土壤及環保
，(2)森林水保及生工生機與(3)生物多樣性等三個領域。將致力對
國家永續發展有所貢獻並提升在國際學術上的能見度。 為推動學門
之發展，將主動接觸廣納研究學與專家意見，彙整研議成學門規劃
報告。 此外，亦將舉辦各學科規劃會議，廣泛徵詢各領域學者專家
的意見，凝聚共識以利臺 灣生農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之發展。

中文關鍵詞： 植物保護;土壤及環保; 森林水保及生工生機; 生物多樣性; 2017
成果發表會

英 文 摘 要 ： The duties of a division convener consist of (1) assisting
with handling and review of single-topic research project
applications; (2) attendance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lectures by foreign scientists in Taiwan, short-term
guid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view of
applications for recruited research manpower; (3) review of
ap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bilateral
S&amp;T cooperation (discipline planning in cooperation,
recommendation of priority cooperation items, reciprocal
visits of personnel, etc.), funding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held in Taiwan, funding of team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ference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funding of multinational industry-academic
collaboration and interchange, and specialized manpower
training sessions; (4) attendance at division convener
conferences, assisting the MOST with relevant services; (5)
assistance with writing of annual research reports for the
division and assistance with providing provisional academic
information for the division; (6) implementation of review
and explanatory meetings, discussion meetings, panel
discussions, and results announcement meetings; (7)
consulting, planning, and promotion of other matters
related to the division; and (8) discovery of
forwardlooking research topics and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interchange. The 2017 year performance
conference not only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learnings among the scientists of the division
but was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scientists to provide
their concer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is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vision will cover the
following three fields (1) plant protection, soil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 forestr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biomechatronic connotations and
bioengineering, and (3) biodiversity. Efforts will be
devote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fields, to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to increase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Efforts will also be devoted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promote the
visibility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vision, the division convener will
actively contact scientists of the division and will
compile thei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 in the form of a
division planning report, which shall serve to guid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and Biodiversity.

英文關鍵詞： plant and soil protection; forest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io-industrial engineering; biodiversity; 2017 Performanc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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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技技部部專專題題研研究究計計畫畫成成果果報報告告撰撰寫寫格格式式  

  

計畫中文摘要 

學門召集人之職掌為1)協助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之推動及審查， 2) 出席國際會議、海 外學人

來華演講與短期科學技術指導、及延攬研究人才等申請案之審查，3) 國際合作 雙邊科技合作

(合作領域規劃、優先合作項目建議、人員互訪交流等)、補助國內舉辦國 際學術研討會、補助

團隊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會議及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專業人才培 訓等申請案之審議，4)出席

學門召集人會議，協助科技部相關業務之推展，5)協助撰寫 該學門發展規劃及成果報告、學門

年報或協助提供臨時性該學門相關學術資料，6) 辦 理審查說明會、討論會、座談會或成果發

表會， 7)其他學門相關業務之諮詢、規劃與 推動。8) 發掘前瞻研究主題或推動國際交流（學

門召集人依據實際需求可選擇是否填 寫本議題）。106年學門舉辦成果發表會，除了讓學者有

交流學習的機會外，亦有一公開場合對學門發展提出建議。學門未來之推動將涵蓋 (1)植物保

護、土壤及環保，(2)森林水保及生工生機與(3)生物多樣性等三個領域。將致力對國家永續發

展有所貢獻並提升在國際學術上的能見度。 為推動學門之發展，將主動接觸廣納研究學與專家

意見，彙整研議成學門規劃報告。 此外，亦將舉辦各學科規劃會議，廣泛徵詢各領域學者專家

的意見，凝聚共識以利臺 灣生農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研究之發展。 

 

中文關鍵詞: 植物保護、土壤及環保; 森林水保及生工生機; 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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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英文摘要 

The duties of a division convener consist of (1) assisting with handling and review of single-topic research 

project applications; (2) attendance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lectures by foreign scientists in Taiwan, 

short-term guid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view of applications for recruited research manpower; 

(3) review of ap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discipline planning in 

cooperation, recommendation of priority cooperation items, reciprocal visits of personnel, etc.), funding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held in Taiwan, funding of team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ference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funding of multinational industry-academic collaboration and 

interchange, and specialized manpower training sessions; (4) attendance at division convener conferences, 

assisting the MOST with relevant services; (5) assistance with writing of annual research reports for the 

division and assistance with providing provisional academic information for the division; (6) implementation 

of review and explanatory meetings, discussion meetings, panel discussions, and results announcement 

meetings; (7) consulting, planning, and promotion of other matters related to the division; and (8) discovery of 

forwardlooking research topics and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interchange. The 2017 year performance 

conference not only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learnings among the scientists of the 

division but was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scientists to provide their concer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is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vision will cover the following three fields (1) plant protection, soil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 forestr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biomechatronic connotations and 

bioengineering, and (3) biodiversity. Efforts will be devote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fields, to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to increase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Efforts will 

also be devoted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promote the visibility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vision, the division convener will actively contact scientists of the 

division and will compile thei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 in the form of a division planning report, which 

shall serve to guid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and Biodiversity. 

 

Keywords: plant and soil protection; forest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io-industrial engineering; 

Biodiversity, 2017 annual performance conference 

 

 

 

一、 前言 

氣候變遷對全球生態系統從土壤環境、動植物組成到生態系統服務有全面而深遠的

影響，更對人類的糧良安全產生重大威脅。因此農業安全、生物多樣性保育、環境

保護以及節能減碳的生物機械與生產調控是許多國家科學研究焦點，生農環境與多

樣性學門在此學術發展上承擔重要的角色。土壤環境是提供農業生產與生態多樣性

的重要基礎，因此維護良好的土壤品質與降低病蟲危害農作物，是本學門長久以來

的學術發展重點。森林占臺灣逾半土地面積，不但是多樣動植物與微生物的棲地，

森林生態系的水土保持對其鄰近地區乃至於下游住民的安全也扮演關鍵角色。生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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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多樣性學門，利用分子層級至田野觀點的不同尺度的實證與模式模擬，能讓

許多生命科學的議題能夠得到更多面向的解釋。本學門持續在農業環境保護、農業

廢棄物循環利用、農業生產機械、改善土壤養分管理與污染物控制、作物抵抗病蟲

害機制探討與防治策略等核心問題上不斷研發。在生物多樣性的探索、保育及研究

上積極投入，以協助國家確保糧食安全、生態系統服務的永續與促進自然資源的永

續。 

 

二、 學門簡介 

生農環境與多樣性學門的內涵是「針對生物、農業與環境之關係的基礎與應用研究。

包含農業水文、農業設施工程、生物生產工程、水土保持與防災、土壤與環境、森

林學、自然資源保育、生物資材利用、生態學、演化學、分類學、棲地環境、植物

醫學與病理、安全農業與病蟲害防治等」。學門內有植物保護及土壤環保、森林水保

及生工生機、生物多樣性及長期生態等三個研究領域。 

（一）植物保護及土壤環保領域：著重利用植物、微生物或生物材料處理土壤之重

金屬、油品或農藥等污染物，是整治並復育土壤的永續性策略，這些綠色的技術也

使用在調控土壤養分有效性，並追求健康的功能性作物生產；病蟲害的研究，則著

重在長期使用農藥後的抗藥性機制的探討與解決，以及因應氣候暖化所可能衍生的

植物-有害生物交互作用的因應。 

（二）森林水保及生工生機領域：著重於林木基因、生物成分分離與其活性分析應

用、種子生理與休眠機制、集水區防災與管理、森林碳庫存及動植物繁殖族群與分

佈、水文與水資源、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生態毒物模擬；農業生產設施環境控制、

製程品管及生物機電技術研發等。 

（三）生物多樣性與長期生態研究領域：著重物物種發現 bioDiscovery、生物遺傳

變異形成 bioGensis、生態服務 ecoService、生物多樣性永續 bioSustainability 以及

重要生態系統之長期監測。而研究的方法或層次可分為遺傳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和生態系多樣性（ecosystem diversity），

尺度上從基因到地景生態系統，時間上除短期對重要問題的密集探討，也對重要生

態系統進行長期監測與試驗。 

 

本年度生農環境及多樣性學門專題計畫總共申請 225 件，通過 101 件，通過率 44.9 

%。各子學科之植物保護、土壤及環保申請 89 件，通過 40 件，通過率 44.9 %；其

中一般申請 80 件，通過 35 件，新人申請 9 件，通過 5 件。森林水保及生工生機申

請 73 件，通過 37 件，通過率 50.7 %；其中一般申請 63 件，通過 27 件，新進 10 件，

通過 8 件。生物多樣性及長期生態申請 63 件通過 26 件，通過率 41.2%；其中一般

申請 53 件，通過 22 件，新進 10 件，通過 4 件。 

 

三、 學門領域之研究現況及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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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之發展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 

全球環境變遷尤其是氣候變遷對農業、土壤環境、林業、生物多樣性等均有深遠影

響，也成為絕大多數國家研究的重點。各國無不加強氣候遷變對生環境衝擊以及因

應之道的學術研究與科技研發。基礎研究上著重在預測動植物、自然與農業生態系

對氣候變遷的反應，以及主要的影響機制；在應用研究上如何適切的經營農業與自

然生態系統以減緩與降低衝擊；在科技如何開發更有效率更節能減碳的生物機電系

統與生物機械。 

土壤環保及植物保護領域：永續利用及擴大農業以外的功能，是全球發展的現況，

跨領域的研究成果得到愈多驗證後，整合性的農業環境保護策略就愈顯重要，這些

趨勢包括土壤污染物的控制與食品安全及慢性疾病的同時受重視，以及分子生物技

術在抗藥性前提下於微生物學與昆蟲學的應用，並作為氣候暖化過程的生物性標記

(biomarkers)。 

森林水保及生機生工領域：在確保森林傳統的提供木材資源之外，更重視森林碳匯、

水土保持以及生物多樣性保育等生態系統服務的功能。在面對澇旱加劇的挑戰下，

如何提升森林耐旱防洪的功能，強化防災減災，是各國共同努力的方向。亦即從早

期單一目標的森林研究轉移到森林多功能目標的確保，再進展生態系經營的方向從

事森林水保研究，最近強調氣候調適與系統靭性的提升。也著重在森林天然物的提

煉與萃取做為醫療藥品及保健產品。生物電機與生物機械的發展則朝向及時化、精

緻化、自動化與智慧化。 

生物多樣性及長期生態領域：各國均重視更完整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之建構、瀕危

與關鍵物種之保育研究、重要棲地之長期研究、生物多樣性資料庫（含基因資料庫、

物種資料庫以及重要生態棲地環境資料庫）之建立與公開分享讓資料價值最大化；

外來種生物對原生物種與生態系統的影響以及氣候變遷在其間扮演的角色也是生物

多樣性研究的重點。此外氣候變遷造成物種乃至生物群集的移動或分布改變也是一

個日益受到重視的議題。 

 

（二） 我國之發展現況、重點研究方向及未來發展趨勢 

土壤環保及植物保護領域：目前在農業環境研究中，主要針對重金屬與新興污染物

的探討，包括調查評估、環境宿命與處理方法等，但是氣候異常等條件，又迫使有

害生物與農藥之間的交互作用發生改變，更讓農業環境趨於複雜。因此，開發環境

友善的生物性防治法、重新定義病害的分子機制、基因體學、探討植物免疫系統等，

是當前的研究重點。至於未來的發展趨勢，則是持續以綠色技術，使用農業可循環

性資材，改善土壤污染，減少農藥使用，利用有害生物整合性管理架構，推廣成熟

的植物保護技術，以提高農產品的產量與品質。台灣在土壤環保及植物保護的發展

於東南亞居領先地位，可在此區強化國際合作，帶領本區的學術研究。 

 

森林水保及生機生工領域：目前台灣森林不以木材生產為主要經營目標，而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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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之水土資源保育為研究重點，而以生物多樣性、國土保安與復育、及生

態系服務之永續為主軸。配合國際發展趨勢，未來發展之重點應加強森林生物學與

生態學整合研究，由基因體到森林地景跨尺度研究森林的結構玏能，更需強化森林

及水土資源之保育以及碳匯與氣候調適功能之探討。運用高空遙測技術與低空無人

機等現代化的資訊管理，以整合森林資源永續利用。台灣豐富森林天然物的發現與

充分利用於醫療保健也是一項重要的發展。水土保持的研究重點則在於深入探討水

與土相互依存之關係，結合生態理念與工程的方法，提升國土安全，減災並增加對

擾動的靭性，進而達到保育與利用之終極目的，永續造福人類。而農業水資源管理

與災害防治、生物系統模擬、生物統計與資訊、環境監測與管理、人類及生態風險

評估、水產養殖生態系統、生物工程產業、生物機電整合科技、生物環境等領域也

是研究發展的要項。台灣許多水土保持與生工生機技術之研發，可推廣到東南亞其

他國家，並與這些國家發展研發的合作。 

 

生物多樣性及長期生態領域：生物多樣性的下降已是全球最關切的環境生態議題，

配合此一趨勢，一方應加強對台灣生物多樣性現況的監測與形成機制的研究，另一

方面更應對生物多樣性時空變異及其影響因子的研究，尤其重要棲地環境長期監測

以及評估生物多樣性之變化趨勢，以做為生物多樣性保的基礎。此外也透過生物多

樣性資料庫的建立與共享，一方面讓生物多樣性之研究保育更有系統，另一方面也

將本土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保育與國際接軌。台灣許多生物含農作物和中南半島有密

切的親緣關係，強化和本區內其他國家的合作可以讓台灣的生物多樣性研究更深更

廣且更國際化。 

 

（三） 學術面、臨床面及應用面之價值 

生農環境及多樣性學門的研究成果可作為政府國土復育保安及自然資源永續發展政

策之參考。  

(1) 植物保護及土壤環保領域：氣候變遷不分國界，所產生的農業環境衝擊可能在各

國間有相同或差異之處，而本學門愈來愈多的跨國與跨領域研究，是提升我國學術

地位重要的管道，透過資訊交流，在臨床上讓遺傳工程、基因體分析、分子生物、

資訊工具等先進技術導入因應氣候變遷後的病蟲害管理，並運用以大數據為基礎的

數位土壤肥培與養分調控，以檢討污染土壤的最佳管理策略。 

(2)森林水保及生工生機領域：研究的成果能應用於劣化森林的恢復、水源涵養及生

態工法、野生動物之保、森林植群變化之預測、提升結構分析和木材加工、強化水

土災害防治、發展生質能源工程、溫室工程、精準農業、農業自動化技術、無人操

作產業機具、加工與儲運技術等。而台灣在本領域之學術成果國際能見度日益提升，

有助於提高我國的國際學術地位。產業應用上木材抽出物抑菌或抗生活性之研究、

森林特產與天然物之研發廢棄物再生利用和森林病蟲害、加強系統生物學、人工智

慧與神經工程、生物電磁、仿生學、水土保持技術等研究成果均有發展或提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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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潛力。  

(3)生物多樣性與長期生態研究領域：臺灣位處亞熱而多高山島嶼的特性，在學術上

了解臺灣生物多樣性現況、形成機制與未來變化，可為全球生物多樣性研究做出重

要貢獻。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且多颱風的特性也可為自然擾動對生物多樣性及生

態環境影響之研究做出重要貢獻。應用上生物多樣性之長期研究可為各類型保護

（留）區之設立及保育成效提供評估依據，並為國家保育政策優先次序之選訂提供

科學證據。 

 

（四） 國內現有研究人力、設備及資源分配之狀況與需求 

生農環境及多樣性研究人才分布在大專院校之地質、海洋、地理、土壤環境、生命

科學、農業化學、森林、水保、水利工程、自然資源、環境工程、植物病蟲害、野

生動物保護、生物機電、生物工程等相關系所及中研院、地調所、農試所、藥毒所、

林試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等學術機構。  

(2) 植物保護及土壤環保領域：貴重儀器中心的設立，讓各單位除自有基礎設備與前

處理裝置外，能共享資源而做更好的發揮。但是，人材斷層與能否有持續性經費的

挹注，是目前最大隱憂，能帶領學門做為領頭羊的 50 歲以下中生代人數較少。需要

長期投入的重要基礎研究應在專題研究計畫中給予較多經費，產學合作計畫可支援

較為應用型的計畫，彼此分工合作，可避免資源稀釋的問題。  

(3)  在森林水保及生工生機領域：近年來政府的研究機構，林業試驗所，設備持續

改善，但研究人員流失嚴重。大學森林系根本的樹木學人才有斷層現象，森林水保

環境教育有新血投入，生工生機的研究單位不多，顧問公司及科技公司等應用市場

較佳，水保技師是較為熱門的行業。  

(4)  生物多樣性與長期生態研究領域：生物多樣性研究在基因階層（分子演化）人

才充沛成果豐碩，在國際上能見度高，但在此基礎上要有進一步突破，相關分析技

術與運算設備為關鍵因素。在物種階層分類人才斷層現象持續，分類是進一步深入

從事生理、生化、遺傳演化等研究根基，目前各大學普遍面臨招聘不到優秀分類人

才的困境。在生態系階層投入長期研究的人才有增加的趨勢。 

 

四、 我國發展生農環境及多樣性學門領域研究之 SWOT 分析 

（一） 優勢（Strength） 

1. 研究成果發表國際期刊的質與量都有明顯提升。 

2. 研究主題多元，觸角廣涵蓋學門傳統及新興領域。 

3. 台灣地理位置與氣候特殊，有獨特的生物多樣性、生態、農業環境與水土

保持議題可以發揮 

4. 許多資深研究者在國內或國際上都是重要的領導者，例如中研院院士、國

際組織幹部及國際期刊編輯等。 

（二） 劣勢（Wea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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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環境政策導向，致使四十歲以下的研究者與博士生明顯出現斷層，年輕

學者之國際交流質量不足，國際競爭力之維持與提升均受影響。 

2. 林業政策走向持續在辯證中影響林學之長期發展。 

3. 整合型研究數量少，個別型計畫主題分散不易在特定需要跨領域人才投入

的研究有所突破。 

4. 特定領域如基礎分類學人才斷層嚴重。 

（三） 機會（Opportunity） 

1. 北迴歸線所通過的陸地中，台灣是少數且重要的島嶼，將因此特殊地理

區位而吸引全球矚目。 

2. 隨著國內農業環境的改變，以及農業領域的轉型，研究課題朝向生物科

技、生態環境與多樣化發展，從傳統的田間機械、農產加工等擴展至自

動化、機電整合與新興科技的應用。 

3. 在林業與林學辯證的過程中，有機會產生突破傳統的林學發展。 

4. 國內畢業博士多，雖國際化不足，但對臺灣有更深入的了解，更能深化

有在地應用價值的研究。 

5. 整合農業生態資源與環境科學相關研究之上、中、下游之研究人力與技

術，發展具產業潛力之農業生技之產業。 

（四） 威脅（Threat） 

1. 新興國家的競爭與人才的海外流失，新一代學生不願意從事基礎科學研

究，一味傾向實用技藝型領域，將威脅國家整體科學能力。 

2. 對岸大舉以高薪招募台灣人才，今年起更把目標拓展到新近畢業的博士，

若留不住新生代優秀人才，未來學術研究將遭遇極大危機。 

3. 投入跨領域整合研究者少，不利解決當前面臨非當一領域研究所能解決之

生農環境及生物多樣性問題。 

4. 每年專題計畫補助有一定通過率，中後段研究人才嘗試三年未獲補助後多

不再申請，造成申請件數少，在通過率固定的前題下，而剩下的申請人自

然會再產生中後段人才，三年後又有一批不再申請，而形成惡性循環造成

學門萎縮。 

 

五、 學門未來發展之規劃重點、推動策略及預期效益 

（一） 短期 

1. 新興污染物對土壤品質與作物生產的影響、農業廢棄物利用於土壤的再評估、

氣候變遷下的土壤微生物生態，以國家政策的需求與全球趨勢發展的現況。 

2. 跨領域主題計畫，針對重要生農環境及多樣性議題深入研究。 

3. 充實並強化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之建立與共享。 

4. 多樣性熱點之辨識與監測，重要生物類群與生態系統之整合性研究。 

5. 土壤品質標準之研發、土壤資訊系統之建立、土壤定址管理技術開發、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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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之衝擊、污染土壤整治技術之開發。  

6. 氣候變遷對生農環境及多樣性衝擊之研究，如：降雨逕流變化、森林資源水源

涵養、土石流發生頻率與地點、河道上中下游土砂量估算與土砂平衡整治對策、

自然河川與坡地環境復育、生物多樣性及其分布變化等。 

7. 外來生物對原生生物及生態系影響及其與氣候變遷關係之研究。 

8. 植物保護基礎研究，開發分子生物學技術在昆蟲與病菌及其天敵之分類與鑑

定、種或品系間親緣關係之應用，並從事基因工程研究，提高其殺蟲殺菌之效力，

以達製成生物製劑，供生物防治之效用。  

9. 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國土保安、生物多樣性、碳匯、遊憩觀光、環境教育)之整合

型研究。 

10. 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合作，讓台灣的生農環境及多樣性研究更廣化深化與國際化。 

上列規劃重點預期之執行將有助於我國的生農環境及多樣性研究與一方面與國

際接軌，另一方面能就臺灣之生態環境特色強化優勢，並針對特有問題取得重要

進展。 

 

2. 中期  

1. 整合數個跨校系跨國團隊，針對具臺灣特色且國際關切之地文地貌、氣候水文、

泥沙平衡、資源運用、生物多樣性、永續發展等擬定研究策略，除提升學術成

果外，並積極進入國際學術組織，擴大台灣學術影響力。 

2. 整合生農環境及多樣性相關上、中、下游之研究人力與技術資源，發展本土性

具產業潛力之生農生技產業。 

3. 優化生物多樣性資訊平台，落實資料共享以提升生物多樣性研究品質。 

4. 整合國內外研發人力資源，建立跨領域具有國際競爭力之團隊，加強整合學界

研究之成果以提升生農科技產業。 

5. 透過積極鼓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培養年輕學者接棒傳承並進一步提升我國在

國際生農環境及多樣性相關學術組織之地位。 

6. 增加國家型之領域研究計畫，推動花卉及觀賞植物、植物保護、水產養殖、動

物用疫苗、有用基因之利用、環境保護與保健/藥用植物等項目。  

7. 將植物保護各項研究成果，整合成大眾化資訊與技術提供農民直接使用，或轉

移給產業界生產製劑產品，銷售國內外。  

8. 因應氣候變遷造成之極端氣候災害(如乾旱、颱風、洪水、低溫)，加強防災減災

及氣候調適研究。  

9. 提升生物多樣性（含生態系、物種和基因體）研究之廣度與深度、加強分析評

估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之影響。  

3. 長期  

1. 建全我國研發與應用體系，確保生農環境及生物多樣性之永續發展。  

2. 發展頂尖科學研究團隊，增加國際競爭力並提升研究領域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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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積極推動污染土壤整治技術並建立土壤永續管理專家系統。  

4. 以台灣為主體，邀請周邊國家組成太平洋西環氣候變遷生物多樣生與水土資源

保育跨國團隊，將台灣建構成為西太平洋生農環境及多樣性之研究發展重鎮。  

5. 利用生物資訊技術，建立完整生物多樣性資料庫，整合基因體、物種與生態系

的研究，促進臺灣生物多樣性之永續。 

6. 利用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積極推動污染土壤整治技術並建立土

壤永續管理專家系統。建立土壤資訊和決策系統，增進農業操作之精準性。   

7. 建全外來生物監測防治系統，降低外來生物引起之病蟲害對台灣農業與自然生

態系統之危害。 

8. 建立台灣成為東南亞生農環境及多樣性研究的重鎮與領導者。 

 

六、 105 年度學門推動成果 

（一） 總體性成果： 

國內各學術領域相較於國際平均值之表現中農學遠高於全球平均，是台灣表現最優

的領域之一，生態學也在平均值之上，今年生物多樣性領域沈聖峰就氣候和生物分

布的研究成果發表在頂期刊 Science 上。本學門技轉件數 12件，衍生利益金 3件，總

計 15件，呈現本學門除了學術成果外對社會經濟產業促進之成果。而多項水土保持

研究成果也對社會福址之提升以及環境安全之確保有貢獻。 

 

（二） 個別計畫代表性成果（5 件以內） 

1. 王尚禮「重金屬耐受植物之砷和鎘吸收機制」(MOST 103-2313-B-002-024-MY3) 

水稻在耕種過程生長於浸水的土壤中，土壤在浸水之後逐漸趨於厭氧而導致還原環

境的形成。另一方面，水稻根圈因根系的徑向泌氧與根分泌物的作用，導致根圈的

相對氧化條件，因此造成根圈與本體土壤之間的氧化還原的空間變異，預期進一步

影響水稻根對營養鹽和污染物的吸收作用。本研究探討根圈與本體土壤間鐵物種型

態和濃度的空間變化，以及根圈土壤化學對於砷和鎘的物種型態的影響和水稻吸收

砷和鎘之作用。在水稻種植初期土壤快速還原，導致鐵氧化物的還原溶解，並使得

部分的砷由土壤固相釋出至土壤溶液中。當溶液中的鐵移動到水稻根圈時，除了在

水稻根表形成鐵膜，並在根圈土壤中沉澱和累積。根圈土壤中鐵沉澱物的生成和累

積有利於砷的固定而形成砷移動之空間障礙，使砷不易由本體土壤往水稻根部運

輸，進而降低水稻對砷的吸收和累積量。另一方面，土壤隨著浸水時間的增加，土

壤溶液的鎘濃度因為生成硫化物而逐漸降低。由於根圈土壤有明顯的硫酸根離子的

釋出，因此推測在還原環境所生成之硫化物物種，在根圈土壤卻因為氧化作用而生

成易溶解之硫酸鹽物種，導致水稻根對於鎘的吸收量增加。本研究結果顯示水稻根

圈土壤和本體土壤之間的氧化還原條件之差異如何影響鐵、砷和鎘的空間和物種分

布，以及水稻對砷和鎘之吸收，此一成果將可進一步延伸探究水稻根圈土壤化學對

水稻吸收營養鹽和污染物之作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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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楊秋忠「植物菌質體致病因子 SAP11 與宿主交互作用之分子機制探討」(MOST 

105-2628-B-005-001-MY3) 

植物菌質體是一種無法以人工培養但透過昆蟲媒介進行傳播的病原菌，其造成的病

徵如發育遲緩、簇葉、葉片黃化、花器綠化、葉化等。已知翠菊黄萎簇葉病菌質體

的分泌性致病蛋白 SAP11AYWB 會結合植物 CIN-TCPs 轉錄因子，使之不穩定易被

降解，進而改變葉片型態發育。本研究中，另外分析了三種不同菌質體分泌的

SAP11-like 致病蛋白，分別為 SAP11CaPM、SAP11PnWB 以及 SAP11OYM。實驗結

果發現不同的 SAP11 蛋白，雖然對於葉片型態發育有不同的影響，但均可產生叢枝

外表型。為釐清 SAP11 促進叢枝產生的作用機制，我們使用菸草短暫性表現系統以

及西方墨點法，偵測 SAP11 降解不同 TCPs 轉錄因子的情形。結果顯示不同菌質體

分泌的 SAP11 致病蛋白，皆會使調控植物分枝發育的 TB1/CYC-TCPs 轉錄因子被降

解。目前研究可知 SAP11 為植物菌質體的致病核心，其主要功能為促進叢枝的產生。 

 

3. 黃誌川「森林集水區總氮循環及氮模式分析研究 - 以東北部福山森林集」 (MOST 

105-2313-B-002-028-MY3) 

溶解無機氮(DIN)是評估水域生態系統營養狀態的重要指標。臺灣的河川 DIN 輸出

率大約是 3,800 kg-N km-2 yr-1，比世界平高出許多，有導致優養化的潛在風險。因此

了解臺灣的氮循環過程有其必要。本研究藉由每周採集的雨水及河水資料，以

INCA-N (Integrated Nitrogen Catchment Mode) 模式模擬臺灣北部福山試驗林的河川

DIN 輸出，並以此推測其背後陸域氮循環的過程。模式結果顯示 INCA-N 可以有效

地模擬河溪流量與硝酸氮 (NO3
-)的輸出，其模擬值與觀測值相近  (效率係數

EC=0.80)。根據模擬結果顯示在福山試驗林最重要的三個氮移除作用依序為植物吸

收、河川運輸以及反硝化作用。而每年高達 4,920 kg-N km-2 yr-1的植物吸收理應導致

大量的生物量累積，然而觀測顯示福山試驗林相對於其他熱帶森林的生物量而言是

相對偏低的。推測原因可能是颱風的干擾，進而有效的移除許多枯枝落葉所導致。

福山試驗林 DIN 濃度低但輸出率高顯示了水文控制了 DIN 的輸出，特別是在颱風侵

襲期間。福山試驗林估計反硝化作用約為 750 kg-N km-2 yr-1，相對於其他熱帶森林

同樣偏低，有可能是由於本地孔隙較大的土壤所導致。若以大氣沉降對河川輸出比

例而言(約 0.45)，對比於世界其他河川而言偏高，可能顯示福山試驗林可能面臨了初

步氮飽和的現象。 

 

4. 吳靖宙「整合銅電極之可拋式毛細管電泳晶片的研發與在肉品品質鑑定之應用」

(MOST 104-2313-B-005-036-MY3) 

肉品種源的鑑定在公共衛生、宗教意識、消費者權益與動物飼料成分等議題上具有

重要的角色，肉品新鮮度更是重要的食品安全議題。肉品均質化後的胺基酸與胜肽

組成可當作肉品源的辨識指紋(fingerprinting)，肉品因腐壞產生的生物胺特別是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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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含量，可當作肉品新鮮度的重要指標。透過開發晶片式銅複合物電極，以免標定

式直接電催化檢測胺基酸、胜肽分子與其生物胺代謝產物(主要為組織胺)，並將此電

極整合至可拋式毛細管電泳(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CE)晶片上，可對肉品物種與新

鮮度鑑定之一快速與便宜的方法。利用微製程技術在玻璃基材上製作出微管道的母

模，經 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材料翻膜後，製作出 PDMS/glass CE 晶片，再結

合晶片式銅複合物電極於壓克力夾具中，並評估 CE-EC chip 對胺基酸與組織胺分離

與檢測的結果。結果顯示 CE chip 經過活化後 1.5 小時，可呈現穩定的電滲流管道特

性，在 3.5 cm 長的 CE 管道、200 V/cm 分離電場與 CE 出口和 EC 檢測間隙為 30 μ

m 條件下，對磷酸銅電極施予+0.15 V 之檢測電位時，對 50 ppm 的組織胺之電流響

應平均為 Ip=88.7±7.6 pA，在同一晶片進行檢測之相對標準差為 8.59 %，且組織胺的

線性範圍與最低檢測極限為 0.05-1 mM 與 0.56 μM，其檢測時間只需 1 min。由此

可知 CE-EC chip 的機構設計不僅可快速抽換磷酸銅檢測電極，還能提供良好的檢測

方法快速分離與檢測胺基酸，該低成本，快速、現場分離檢測之優勢有利於魚肉的

進出口監控，降低食源性中毒的機率。 

 

5. 陳一菁「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物種重組－梯度效應、群聚阻力與島嶼生物多樣性 II」

(MOST 104-2311-B-006-006-MY3) 

生物分布因氣候暖化而往高緯度、高海拔移動，但低緯度平原地帶仍缺乏相關研究。

物種追蹤其氣候棲位造成群聚組成持續改變，但熱帶平原已無其他物種補充，終將

導致生物多樣性淨損失(biotic attrition)。本研究以全台蝴蝶重複調查與現有長期鳥類

資料，檢視物種的分佈變化趨勢，以及 biotic attrition 是否發生。分析各蝶種在兩次

重複調查沿海拔和緯度的分佈變化，可發現台灣蝴蝶朝向高緯度與高海拔移動，而

且緯度與海拔移動方向之間的相關性接近顯著邊緣，代表推動族群在兩尺度間移動

的驅力只有部分是共通的。物種分佈重心或豐度的改變可能與其生物特性有關，本

研究以Hierarchical Partitioning分析各生物特性對物種分佈重心在緯度與海拔上改變

的解釋力。發現蝶類在緯度的分布改變量於不同棲地類型(自然森林或其他)間有顯著

差異，往北移動之蝶類中以天然林為其棲地的比例較高。此外，於第二次調查記錄

到豐度減少的物種中，以天然林為其棲地的比例較高，且以喬木為食草的比例遠低

於豐度增加的物種。南部地區的物種多樣性顯著下滑，北部則上升，生物多樣性淨

損失已經發生。北部在 2001 與 2013 年 11 年間增加 0.39 ˚C，兩個時期之鳥類資源

資料顯示，繁殖季平均溫度在不論森林或非森林鳥類，群聚結構均往高海拔轉移，

且群聚溫度指數明顯上升，顯示適存溫度較高的鳥種(海拔較低的鳥種)比例增加。 

 

七、 檢討與展望 

全球氣候變遷對糧食安全、國土保安及生物多樣性有全面而深遠的衝擊，而外來生

物對經濟、社會、農業與生物多樣性亦有重要影響。在此之際生農業環境及多樣性

學門的學術發展所承擔的任務尤顯重要。本學門基於過去的成果，尚需加速整合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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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環境科學及生物多樣性的研究團隊，擴大跨領域研究，建立國際合作，尤其是與

東南亞國家的合作，以深化研究動能，解決重要環境生態與農業問題。此外，惟有

新血不斷加入，研究才能持續，觀念才容易突破，故未來需更積極鼓勵學生出國留

學或短期交流，並鼓勵年輕學者加強國際交流與申請計畫。國內生農環境與多樣性

學門部分領域人才(如基礎分類學)有斷層現象，宜積極具體鼓勵年輕學者投入這些基

礎而根本的研究，才能在此根基上進步與創新。在計畫審核上亦應考慮這類研究的

特性，特別給予鼓勵。當前學術研究領域分工各擅所長，但諸多環境生態與農業問

題複雜而歧異，有賴跨領域的合作才能有效解決問題，在學術與技術上有所創新，

故應建立分工與跨領域合作的機制。生農環境及多樣性學門所有研究總和之目的在

於提升國土保安、生態系統靭性與農業，因此所有研究成果資料庫之建立與資料之

分享無疑是極為關鍵的一步，因此未來除了生物多樣性資料之外，其他領域的成果

亦宜建立並公開資料庫，才能將研究成果之效益最大仳。此外打造更優質的研究環

境，加強長期研究自然與農業環境生態、生物多樣性與地球科學的交互影響，才能

對地球生態系統之運作有深入的了解，在面對氣候變遷與外來生物入侵時，才能提

高農業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靭性，降低所遭受的衝擊，也才能合理永續利用自然資源，

維護環境生態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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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 

生農環境與多樣性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6－2313－B－003－001－ 

執行期間： 106 年 1月 1 日至 106年 12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林登秋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李曉怡、陳亮竹、候彥宇、張育輝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___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出國參訪及考察心得報告 

 

 

 

 

 

 

 

 

 

 

 

 

 

中   華   民   國 106年 3  月 31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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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利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利及技轉之

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洽談中  

■無 

其他：（以 2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學門推動計畫讓學門的計畫能嚴謹的審查與順利執行，以獲致各項成果。而

學門成果發表會的舉行讓學門內的研究者有相互交流學習的機會。在會中也

將學門推動重點與未來發展和與會者充分交流。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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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
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
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
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技術報告  篇  

其他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利權 
發明專利 

申請中  

件 

請附佐證資料，如申請案
號。 

已獲得  
請附佐證資料，如獲證案

號。 

新型/設計專利   

商標權   

營業秘密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著作權   

品種權   

其他   

技術移轉 

件數  件  

收入  千元 

1. 依「科技部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 2 條規定，研
發成果收入係指執行研
究發展之單位因管理及
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
授權金、權利金、價金、

股權或其他權益。 

2. 請註明合約金額。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技術報告  篇  

其他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利權 發明專利 申請中  件 
請附佐證資料，如申請案
號。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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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得  
請附佐證資料，如獲證案
號。 

新型/設計專利   

商標權   

營業秘密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著作權   

品種權   

其他   

技術移轉 

件數  件  

收入  千元 

1. 依「科技部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 2 條規定，研

發成果收入係指執行研
究發展之單位因管理及
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
授權金、權利金、價金、
股權或其他權益。 

2. 請註明合約金額。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人次 

 

碩士生 3  

博士生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1  

非本國籍 

大專生   

碩士生   

博士生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
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

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林登秋 計畫編號：106-2312-B-003-001-

計畫名稱：生農環境與多樣性學門規劃研究推動計畫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Lin, K. C., Hamburg, S. P., Wang,
L., Duh, C. T., Huang, C. M.,
Chang, C. T.*, & Lin, T. C.*
(2017). Impacts of increasing
typhoons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 subtropical forest:
reflections of a changing climate.
Scientific Reports, 7, 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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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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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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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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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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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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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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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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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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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3 兼任助理協助計畫之推動。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1
博任助理，負責協助學門之推動及與各
主持人之聯絡，並協助策劃推動成果發
表會。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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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學門推動計畫讓學門的計畫能嚴謹的審查與順利執行，以獲致各項成果。而學
門成果發表會的舉行讓學門內的研究者有相互交流學習的機會。在會中也將學
門推動重點與未來發展和與會者充分交流。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