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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植病系系友會簡訊第五期 

吳文希編撰 

hoganwu@ntu.edu.tw 
2019 年 9 月 28 日 

一、母系動態 

1. 沈主任偉強教授於今年七月三十一日任期屆

滿，因而回歸專任的教授職務，負責系務雖

僅三年，期間不但營造出內部「政通人和」

的氛圍，而且也奠立起外部聲譽的提昇。沈

前主任的具體服務貢獻如下： 

(1). 促成與日本筑波大學及印尼布勞爪哇大學

學術交流及碩士雙學位辦法。 

(2). 於去年底成立臺大植物教學醫院，並擔任

院長。 

(3). 本系所擁有之中非大樓被鑑定為「危樓」，

因而爭取到「發揚樓」部份空間，預估今

年底可獲得該樓之使用執照。 

(4). 一號館落成至今，年代已久，因此外牆污

損，室內漏水，牆面斑剝現象普遍，而向

校方爭取到 NT$2,000 萬元維護費，但母系

仍需自付 NT$250 萬元，亟待系友們捐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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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教授回歸專任教授職後，除例行之教學

外，將專注研究：利用黑穗病菌與茭白筍之

交互作用，從事茭白筍之育種；探討香蕉黃

葉病菌 race 1 及 race TR 4 的致病機制與香

蕉的抗病機制，以期有效地做好香蕉育種工

作；分析稻熱病的族群結構等。 

 

剛卸任系主任職之沈偉強教授 

2. 新任系主任，經系務會議決議，由名揚四海

的洪挺軒教授擔任；洪教授是於 1989 年獲得

母系學士學位，1994 年又獲得母系博士學

位；在學期間始終追隨蘇鴻基教授之教導，

並承襲其研究方向至今，如今已盡得蘇教授

真傳，所以舉凡柑橘、香蕉、及其他果樹之

濾過性病毒及擬病毒(viroid)病害，皆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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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所及，而可予以控制的對象。 

柑橘黃龍病於 2009 年侵入中南美洲，迅速傳

播並造成作物明顯的損失，因此自 2011 年始

洪教授即經常前往中南美各國，協助友邦鑑

定病原及病害防治工作，深得各地政府肯定

及感激，所以洪教授對促進中華民國與中南

美各國邦誼方面，付出了實際的貢獻。 

洪主任現在講授植物病理學暨實驗、果樹病

害、及植物病毒學；對未來三年的主要系務

工作目標如下： 

(1). 繼續爭取將一號館設置成本系系館，以展

現出植病樹立在一號館的延續性及歷史意

義。 

(2). 為擴展畢業生之就業機會，力爭「植物醫

生法」之立法。現任系主任須兼任本校雲

林校區「植物教學醫院」院長，而已在該

醫院派駐一位畢業同學擔任植物醫生，協

助解決雲林地區五個農會所面臨到的病蟲

害困擾，業已獲得良好口碑，所以主動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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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協助之中部農會，至今已擴大至 21 處。 

 
新任系主任洪挺軒教授 

3. 陳穎練副教授指導的本國及日本學生之「生命

科學研究團隊」，榮獲母校國際處主辦之「第

一屆國際高中青年科學創新營」競賽的第一名，

並獲得美金 3000 元之獎勵。隊伍由北一女中

黎芷嘉、建國中學林紓均，以及日本東京廣尾

高校司馬茜組成，他們都是升高三的學生；營

隊組成期間他們選擇生命科學組，並恭請臺大

植微系副教授陳穎練博士指導，希望從自然界

中，能找出一些具治療人體被真菌感染的疾病，

例如皮膚病、香港腳等之微生物，而這些微生

物所產生的某些二次代謝物，便可成為將來製

做藥物的主成份。本次活動邀請到國內 5 所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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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高中，及數個新南向國家，如日本、尼泊爾

等 8 國高中生參與。此項活動受到國內媒體的

重視，並普遍地予以報導。 

陳穎練副教授最近連同許國際相關學者，共

同以「Harnessing calcineurin-FK506-FKBP12 crystal 

structures from invasive fungal pathogens to develop antifungal 

agents」為題，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 (2019) 

10:4275 |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9-12199-1上與各

方交流研究心得。全文可參考下列網頁：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9-12199-1 

 

 

 

 

後排中立者為陳穎練副教授，著

紅衫者為研究生；前排三人為得

獎學生。 

獲獎同學與臺大副校長合影，自

左至右：北一女中黎芷嘉、日本

廣尾高校司馬茜、臺大副校長暨

國際長周家蓓教授、建國中學林

紓均同學。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9-12199-1


6 
 

4. 楊爵因助理教授是母系的年輕老師，自獲得博

士學位至今，也僅十年左右，卻於今年榮任美

國植物病理學會(APS)線蟲委員會主席一職

(APS Nematology Committee Chair) ，此必定和她發表

了些令人讚賞的研究論文有關；今年楊博士且

成功地將她在土壤線蟲相的研究成果，發表於

《自然(Nature)》期刊中，是篇論文係於 108 年

7 月 24 日刊登在 Nature 572:194–198。(研究全文連

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418-6) 。是

母系自始至今，繼沈湯龍教授後，第二位之論

文被《自然》期刊接受者，誠屬難能可貴、可

賀可喜！ 

 

楊爵因助理教授近照 

 

5. 張皓巽博士於今年八月一日起，擔任母系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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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授，張博士係於 2011 年自母系畢業，就

讀大四時，曾獲選為臺大與美國伊利諾大學之

交換學生，所以畢業後決定繼續深造，便於

2012 年逕赴該校續研植物病理學，而於 2016

年獲得博士學位。由於張博士的學業及研究成

績優異，所以輕易地獲得母系評審委員會，及

系務會議的通過，而獲聘為母系之助理教授職；

同時獲選成為教育部國家玉山青年學者，希望

他能長久地保持此種狀態。張博士近期在母系

講授植物病理學暨實驗、數據分析及程式語言

在植病方面之應用、多方植病交互作用等課程；

目前的研究對象有：黃豆、紅豆的病害組成，

及黃、大豆各種品種對病害的抗病篩選；以及

「植物病害生態學」(phytobiomes) 。 

 

張皓巽助理教授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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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楊爵因助理教授於暑期特邀請美國農部農業

研究局 (USDA-ARS- Parlier, CA) 分子植物

病理實驗室主持人，且係現任美國植病學會

(APS)細菌委員會主席，博本(Lindsey Burbank)

博士，蒞臨臺大訪問，在臺期間並開授「細菌

學專論暨實習」(含戶外教學)課程，為期兩週，

共計 14 名大三以上年級 (含研究所) 學生選

修，另有 3 名學生旁聽。修課學生咸感獲益匪

淺。  

右  

 

博本博士(左)，及學生上實驗課情形(右) 

7. 這不是系主任交接，是母系為了表示對陳保

基教授(前農委會主委)對本系之關懷與協

助，特別於陳教授自母校動科系退休之際，

致贈紀念品一件，以示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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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左至右：吳文希名譽教授、現任系主任洪挺軒教授、陳保基教授、沈

偉強教授、及林長平教授 

 

二、系友動態 

1. 熱心的 51 級系友馬以南博士，於今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 ，主動隨同沈系主任及吳文希

會長一同拜會新上任之管中閔校長，希望管

校長能夠多關注校內弱勢系所之發展。不意

於 4 月赴美探親時，又巧遇管校長至北加大

訪問(如下圖)。馬以南系友是母系最活躍及

關心母系發展的人士之一；在美深造時，就

曾擔任過在校臺灣同學會會長，返國後又擔

任北一女中校友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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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台大校友會於 4 月 6 日歡迎管中閔校長之茶會 

2. 1964 年畢業的系友徐家渝，從事電顯工作 16

年後，又進入 Rutgers-Robert Wood Johnson 醫學

院習醫，是年已近 40，於 1992 年加入 NYP

團隊，擔任細胞病理研究人員，選取甚具挑

戰之甲狀腺癌當作檢測對象，但以慣用的

FNA(pine needle aspiration) 技術，分析評估樣本

中之結果時，常見甲狀腺的腺體內存有紅血

球，而會影嚮、甚至干擾到需於有限時間內

必須觀察到的結果，因此促使家瑜博士發展

出「modified ultrafast pap stain」技術，即此項技

術可以快速地融解在戴玻片上的血液，並可

清晰地染色癌細胞，2 分鐘內即可明確地告

知病患診斷結果，此項發明兌現了她擬以顯

微鏡的研究來幫助病患的夢想。因此被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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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1995 年 4 月 25 日)特別以風雲人物報

導。恭喜徐家瑜學姐甚具實效的學術及技術

貢獻，雖然事隔至今已 25 載，但對眾多系

友，相信仍是件令人鼓舞及激勵的事情。此

件訊息若非林富坤學長提供，恐怕永遠也不

會被大家知悉，所以同時感謝林學長的熱心

及對母系的關心。 

2019 MTAS Spring Newsletter 

 

 

3. 78 學年度畢業生劉怡均系友，於今年 8 月 1

日接任慈濟大學第十任校長，是慈濟大學的第

一位女校長；劉博士係於 1993 年被首任校長

李明亮延攬，於 1998 年獲公費赴美進修，先

後獲得印地安那大學微生物學碩士，南加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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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科學研究所博士，返校後教研有關認知神經

學、行為神經學、神經遺傳學、及細胞遺傳學。

自 2013 年起並兼任校內行政職務，如教師發

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教務長、副校長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止。慈濟大學於 2019 年榮

獲世界大學影響力第 67 名，是全臺此方面第

一名的學校。劉怡均校長於正式交接典禮時致

詞表示「她將會和全體慈大師生同仁站在堅實

的基礎上，繼續向前邁，打造慈大成為一所國

際化專業的志工大學，希望所有接受慈大教育

陶冶學生，畢業後不但俱足專業實力，更具備

志工的精神，隨時能夠服務人群；另外，慈大

將會準備一系列的增能培力課程，迎接全球慈

濟志工回來短期精進、攻讀學位」。 

劉校長怡均博士的致辭，內容十分得體、面面

俱到、簡明扼要、態度落落大方、口齒清晰，

講述出以往大家並不十分瞭解的慈濟大學所

創造之傲人佳績。為讓諸多系友能親自聽到劉

校 長 的 致 詞 ， 所 以 不 妨 點 下 列 連 線

https://youtu.be/F8ey2c5fJVI 

https://youtu.be/F8ey2c5fJ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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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劉怡均系友接任慈濟大學校長。衹是十分

遺憾系友會事前未接獲相關信息，以致未能及

時送上表達祝賀之任何訊物；惟望怡均校長以

後能締造出更輝煌的校務績效，充份顯現慈濟

辦學的初衷與精神。再次祝賀劉怡均系友獲得

承擔起治理慈濟大學重責大任的機會。 

 

 

劉怡均校長近照 

 

4. 

 
傑出系友蔡東纂教授(左二)於 3 月 14 日蒞校與師長及友人合影(自左至

右：陳昭瑩教授、林享能前主委、陳永昌先生、陳保基前主委、吳文希教

授、陳峰輝先生、前系主任沈偉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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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月 24 日校友 50 週年重聚餐會，部份系友與管校長(中立者)合影 

 

 

6.  

 
4 月 8 日 52 級系友(自左至右前一排：文耀武、陳萬成、周劉智、簡昭一)

來母系參訪，(第二排自左至右：系主任沈偉強教授、吳文希教授)。 

 

 
52 級系友在台大水源會館聚餐，由王振容系友(站立者，左四)作東；前排

(左三)何鎧光名譽教授、(左四)陳秋男教授、(左五)彭武康名譽教授。認得

王寶田及蔡友德系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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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畢業 30 週年系友於 6 月 1 日返校重聚，病理

組返校同學合影(上) ；參與聚餐之兩組同學

(下)，藍字者係昆蟲組，黑體字者係病理組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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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月 17 日本系 56 級系友來訪，自左至右：朱春美、李增生、鍾淑貞 

 

 

9. 2019 年 4 月 20 日吳文希會長應邀出席「中

國(壽光)國際蔬菜科技博覽會暨第八屆海峽

兩岸休閒觀光農業交流會」，並發表主題演講

「一些振興鄉村的基本務實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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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後語 

近半年多以來，母系的老師們及系友們都

有令人感佩的優秀表現；老師們的研究課題及

方法，雖然與系友們在校時所習得者，可能已

有相當大的差異，但是大家仍然可以感受到母

系老師們孜孜不倦、辛勤地從事繁重的教研工

作；同時也可體會到自母系畢業的同學們，不

論從事何種工作，但均表現出在校時所學習到

的堅毅、認真、負責的任事態度，所以在各工

作場域也能獲得各方之肯定。這些成效都是身

為植病系的我們所珍惜的傳承，也是我們所深

以為傲者。 

母系的系友們於畢業後仍以研究教學方面

的工作為主，鮮有發展相關企業者，所以自母

系成立系友會以來，系友會始終未能獲得相對

大數額資金的支助，以致於系友會的功能僅限

於連繫的層面；但是我們決不能妄自菲薄，更

不可感到難堪，認為自己的捐輸微不足道，其

實只要大家有心，願意為母系盡點心力，集腋

成裘、聚沙成塔，一樣可以成就大事的。 

期待大家的關心及支持。祝福每位系友及

母系師生平安健康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