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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源學院
資料提供者：陳威戎院長

林真朱技士

第二章
生物資源學院

108 學年度主管合照 (109.2.17)
左起 : 生動系鄭永祥主任、生機系楊江益主任、森資系羅盛峰主任、生資學院陳威戎院長、生資學院
鄔家琪副院長、生資學院原民班陳怡伶主任 ( 兼碩專班主任 )、食品系林世斌主任、園藝系尤進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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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1
吳柏青校長 ( 前排左 5)、陳威戎院長 ( 前排左 6)、林世斌副院長 ( 第 2 排左 3)、邱奕志前院長 ( 前
排左 4)、陳翠瑤前副院長 ( 第 5 排右 2) 、蔡呈奇主任 ( 第 2 排左 1)、陳怡伶主任 ( 第 3 排左 4)、
朱玉主任 ( 第 5 排右 3)、楊江益主任 ( 第 5 排右 1)、賴裕順總幹事 ( 第 4 排左 3)、王兆桓主任 ( 第
4 排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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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沿革
生物資源學院於民國 92 年本校升格改制大學時成立，並於教穡大樓六樓設置辦公室。本院成
立之初設有生物機電學系、食品科學系、自然資源學系、動物科技學系、園藝學系等五學系。歷經
多年發展，相關重要記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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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理念
一、教學
注重人文素養，講求團隊合作，使學生具有自我學習、獨立思考、篤行踏實、研究創新及整合
理論與實務能力的特質。

二、研究
整合各系所研究專長與資源，著重傳統與先端研究領域及技術之結合，提昇研究品質與潛能，
發展區域環境生態保育、地方生物資源產業及健康生活產品之研究。

三、服務
( 一 ) 推動區域生態環境保育與永續經營。
( 二 ) 協助區域健康生活環境營造。
( 三 ) 開發生物資源特色產品，促進產學合作與產業發展。
( 四 ) 提供健康生活資訊諮詢與生物資源產品檢驗服務。
( 五 ) 提昇地區生活品質，發展生物資源特色文化。
( 六 ) 推動生物資源科普活動，提昇社區大眾科普知識。

學院發展
一、特色
( 一 ) 理論與實務並重，注重學生實務能力與人格培養。
( 二 ) 發展精緻生產、優質生活、永續生態之三生產學目標，創造智慧健康綠生活為主軸之應
用科學技術，並與產業結合發展區域特色，結合傳統與先端研究技術，促進具有競爭力
的生物資源產業特色。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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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
( 一 ) 建構跨學系、跨學院、跨領域之智慧健康綠生活研究與教學體系。
( 二 ) 實現三生產學教學園區之規劃與設置。
( 三 ) 建構生物資源之三生產學資訊系統。
( 四 ) 加強與區域生物資源相關產業與單位之合作。
( 五 ) 成為區域生物資源產品檢驗中心，實現健康養生科技產品之安全把關。
( 六 ) 建立三生產學之學院形象與特色。

三、願景與目標
培養身心手腦皆臻健全的生物資源保育及產業應用與研究發展之專業人才，從事生物資源利用
的企業化生產，提昇全民福祉的現代化生活，推動環境保育的自然化生態。
( 一 ) 成為精緻生產、優質生活、永續生態之三生產學發展重鎮：
本院以「生產、生活、生態」此「三生」概念為本，創造以智慧健康綠生活為主軸之應用科學
技術，發展特色實驗室開創新的研究方向，強化教學研發能力，並積極推動三生產學園區及城南校
區之教學研究實習場域規劃、營運與發展，提昇實習場域，帶動精進實作學習與技巧創新，建構「三
生產學關鍵性技術的養成基地」。結合傳統與先端技術平台，發展生物資源特色產品，包括：保健
食品、機能性產品、治療性產品、健康養生農特產品等，並且致力於健康休閒綠生活之建構，包括：
健康養生之產業環境營造、無毒農產品之栽培技術、生物資源產品安全檢測與智能科技型健康農業
生產系統之建置等。搭配微學程與學院實體化的前瞻規劃，成為著重教學、研究、服務相輔並進之
三生產學發展重鎮。

( 二 ) 智能科技與健康農業產銷系統之前瞻發展：
近年來天氣變遷，水資源、石化能源的劇增消耗，土地大量開發所造成的糧食、能源、生態等
問題，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技術與方法已無法完全解決與即時掌握，必須配合先進的機電工程與生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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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科技，加上合於時代的經營管理技術，才能成功。相關的農業與生物產業之處理對象也從植物為
主之農產品為對象，擴展到也以動物及人為對象，加上生物技術方面之工程領域。本院體認此一發
展趨勢，將配合農業轉型升級與新興的生物科技產業之發展所需，培育能夠整合機械、電子、資訊
及控制等工程技術，並依據生物特性、生長環境與生產處理的需求，將之應用在農、林、漁、牧，
健康養生及其他新興生技產業之跨領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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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大型活動

生資大樓落成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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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資學院成立 10 週年院慶暨楊正宏名譽博士學術研
討會貴賓合照

與日本京都大學農業研究生院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生資學院專題製作競賽

校慶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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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成果展

校慶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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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食品科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資料提供者：林世斌主任

湯寶燁助教

第二章
生物資源學院

後排左起依序：陳時欣教授、張永鍾副教授、邱一鳴副教授、保愛貞講師、陳翠瑤副教授、須文宏
副教授。

98

前排左起依序：湯寶燁助教、黃俊儒助理教授、陳輝煌教授、林世斌教授暨系主任、駱錫能教授。

2.1

食品科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ᣐᆴ३•Ѳᚪፓൣኬ

105.04 演講後合照
陳淑德教授、陳翠瑤副教授、陳輝煌教授、駱錫能教授、孫璐西特聘教授、
翁瑞光教授、林榮信教授、馮臨惠副教授。

重要場地設施

系所公共空間

化學分析教學實驗室

第二章

公共精密儀器室

2.1

食品科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生物資源學院

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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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沿革
本系源自民國 35 年「台灣省立宜蘭農業職業學校」設立之農產製造科，往後隨本校升格改制
易名，至民國 92 年本校改制為「國立宜蘭大學」，本系定名「食品科學系」，民國 94 年增設碩士班。

設立目標
一、建立保健食品相關加工與包裝技術、引進微波加工、氣調包裝貯存等技術，應用於國產原物料
生產，新產品開發，提昇食品產業的研發水準並協助其轉型。
二、建立微生物發酵技術，開發具生物活性之保健產品；開發天然抗菌成份，研究提昇食品安全及
保存相關技術；協助產業界改善微生物發酵製程、提供微生物檢驗及鑑定等服務。
三、建立層析分離、質譜分析和 DNA 檢測技術，配合細胞培養及抗氧化特性的研究，提供生技和
保健食品生理活性物質的鑑定並闡明其作用機制，促進生技和保健食品的發展。

師資專長
本系目前有專任教師 15 名：教授 7 位、副教授 5 位、助理教授 2 位、講師 1 位。

第二章
生物資源學院

100

2.1

⢑⋋

伵䣯

㖾榖⨶㨵

様挒僤

㕀㍯

晚㶸⾞

㕀㍯

晚弄䄳

㕀㍯

⛲䪲凡䁊㵞㳲⤎⭟㰛䔉棆⒨䦸⭟䟻䩝㈧⍁⣒

晚㘩㬊

㕀㍯

⛲䪲⏗䁊⤎⭟⋽⭟ⷌ䧲䟻䩝㈧⍁⣒

㝾᷽㕳

㕀㍯

併⛲Ⅎ叱⦭㣕⤎⭟棆⒨ⷌ䧲⍁⣒

晚印凢

㕀㍯

⛲䪲凡䁊㵞㳲⤎⭟棆⒨䦸⭟䟻䩝㈧⍁⣒

⼜㰟捥

≖㕀㍯

⛲䪲凡䁊⤎⭟棆⒨䦸㉧䟻䩝㈧⍁⣒

溪Ḕ⮃

≖㕀㍯

Ḕ⛲㕮⋽⤎⭟徙䟻㈧⍁⣒

晚俇䑋

≖㕀㍯

⛲䪲凡䁊㵞㳲⤎⭟棆⒨䦸⭟䟻䩝㈧⍁⣒

⫆搵

⾞⛲㼉⠈⤎⭟棆⒨⋽⭟⍁⣒

棆⒨⋽⭟˚棆⒨⇭㝷˚ⱋ㝷㉧堺

併⛲⮭奦㠠ⷅ䪲⤎⭟棆⒨䦸⭟⑳徙㥔ⷌ䧲⍁

棆⒨ⷌ䧲˚䔆⋽ⷌ䧲˚⾕㳉⎱儒

⣒

㰛⊇ⷌ˚䙣慜㉧堺

悘ᷧ泛
≖㕀㍯
⛲䪲凡䁊⤎⭟棆⒨䦸㉧䟻䩝㈧䢐⣒
食品科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䱚䔆䉐㜷㖀ㆰ䔏˚棆䔏冇檻˚
棆⒨⊇ⷌ⎱䉐『
ἵ *, 棙棆˚⾕⤯䱚Ṛ⋽㉧堺˚棆
⒨ⷌ䧲
⾕䔆䉐慜䴇敲䙣˚㉾厳䉐峑敲
䙣˚憧怇㉧堺
䴗僅䔆䉐㴢『⇭㝷˚棆⒨⾕䔆
䉐˚憧怇㉧堺
棆⒨⋽⭟˚⃧♏⇭㝷˚曢免ㆰ䔏
棆⒨⾕䔆䉐˚唓㞃䙣慜㖗䔉⒨敲
䙣˚棆⒨⭰⅏塂䔆
棆⒨⋽⭟˚棆⒨⇭㝷˚ῄ⁌棆⒨
榀⋽⭟˚㲠僩⋽⭟˚棆⒨⇭㝷
䨧桅⊇ⷌ˚棆⒨⊇ⷌ▕K㒴ὃ˚

㝾᷽㕳

㕀㍯

⾕䔆䉐慜䴇敲䙣˚㉾厳䉐峑敲

併⛲Ⅎ叱⦭㣕⤎⭟棆⒨ⷌ䧲⍁⣒

䙣˚憧怇㉧堺

ᣐᆴ३•Ѳᚪፓൣኬ
䴗僅䔆䉐㴢『⇭㝷˚棆⒨⾕䔆

晚印凢

㕀㍯

⼜㰟捥

≖㕀㍯

⛲䪲凡䁊⤎⭟棆⒨䦸㉧䟻䩝㈧⍁⣒

溪Ḕ⮃
⢑⋋

≖㕀㍯
伵䣯

Ḕ⛲㕮⋽⤎⭟徙䟻㈧⍁⣒
㖾榖⨶㨵

䙣˚棆⒨⭰⅏塂䔆⫆搵

様挒僤
晚俇䑋

㕀㍯
≖㕀㍯

⾞⛲㼉⠈⤎⭟棆⒨⋽⭟⍁⣒
⛲䪲凡䁊㵞㳲⤎⭟棆⒨䦸⭟䟻䩝㈧⍁⣒

棆⒨⋽⭟˚棆⒨⇭㝷˚ⱋ㝷㉧堺
棆⒨⋽⭟˚棆⒨⇭㝷˚ῄ⁌棆⒨

悘ᷧ泛
晚㶸⾞

≖㕀㍯
㕀㍯

併⛲⮭奦㠠ⷅ䪲⤎⭟棆⒨䦸⭟⑳徙㥔ⷌ䧲⍁
⛲䪲凡䁊⤎⭟棆⒨䦸㉧䟻䩝㈧䢐⣒

棆⒨ⷌ䧲˚䔆⋽ⷌ䧲˚⾕㳉⎱儒
榀⋽⭟˚㲠僩⋽⭟˚棆⒨⇭㝷

⣒

柯㕮⭶
晚弄䄳

≖㕀㍯
㕀㍯

⛲䪲凡䁊⤎⭟棆⒨䦸㉧䟻䩝㈧䢐⣒
⛲䪲凡䁊㵞㳲⤎⭟㰛䔉棆⒨䦸⭟䟻䩝㈧⍁⣒

㰛⊇ⷌ˚䙣慜㉧堺
䨧桅⊇ⷌ˚棆⒨⊇ⷌ▕K㒴ὃ˚
⤯䱚䔆䉐㜷㖀ㆰ䔏˚棆䔏冇檻˚
棙棆媦㟌

溪ᾱ
晚㘩㬊

⊐䏭㕀㍯
㕀㍯

㗌㜓㝘ẓ㰛䔉⤎⭟㰛䔉棆⒨䢐⣒
⛲䪲⏗䁊⤎⭟⋽⭟ⷌ䧲䟻䩝㈧⍁⣒

晚⽌⌰
㝾᷽㕳

⊐䏭㕀㍯
㕀㍯

併⛲Ⅎ叱⦭㣕⤎⭟棆⒨ⷌ䧲⍁⣒
併⛲Ⅎ叱⦭㣕⤎⭟棆⒨ⷌ䧲⍁⣒

ῄ岅
晚印凢

嬂⸒
㕀㍯

⼜㰟捥

≖㕀㍯

教學與研究重點
溪Ḕ⮃

≖㕀㍯

⛲䪲凡䁊㵞㳲⤎⭟棆⒨䦸⭟䟻䩝㈧⍁⣒

䉐˚憧怇㉧堺
棆⒨⋽⭟˚⃧♏⇭㝷˚曢免ㆰ䔏
棆⒨⾕䔆䉐˚唓㞃䙣慜㖗䔉⒨敲

棆⒨⊇ⷌ⎱䉐『
棆⒨塂䔆˚棆⒨⊇ⷌ㉧堺˚ᷨ
ἵ *, 棙棆˚⾕⤯䱚Ṛ⋽㉧堺˚棆
偁憊
⒨ⷌ䧲
棆⒨ⷌ䧲凮⊇ⷌ㉧堺䟻䙣˚䔆䉐
⾕䔆䉐慜䴇敲䙣˚㉾厳䉐峑敲
弰⋽㉧堺敲䙣˚䔆䉐䧲ⷌ䧲娔
䙣˚憧怇㉧堺
姯⎱㕛⏯娼

⛲䪲㵞㳲⤎⭟棆⒨䦸⭟䟻䩝㈧䢐⣒
⛲䪲凡䁊㵞㳲⤎⭟棆⒨䦸⭟䟻䩝㈧⍁⣒

䴗僅䔆䉐㴢『⇭㝷˚棆⒨⾕䔆
䇆棱⭟˚䂿䄀㉧堺˚棆⒨⇭㝷
䉐˚憧怇㉧堺

⛲䪲凡䁊⤎⭟棆⒨䦸㉧䟻䩝㈧⍁⣒

棆⒨⋽⭟˚⃧♏⇭㝷˚曢免ㆰ䔏
棆⒨⾕䔆䉐˚唓㞃䙣慜㖗䔉⒨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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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育學生兼具食品加工工程、分析檢驗、品管及研究發展能力，另充實保健食品、新興技術、
晚俇䑋
≖㕀㍯
⛲䪲凡䁊㵞㳲⤎⭟棆⒨䦸⭟䟻䩝㈧⍁⣒
棆⒨⋽⭟˚棆⒨⇭㝷˚ῄ⁌棆⒨
生物資源開發及資訊應用等多樣化課程，訓練學生成為具有吸收最新食品資訊及生物資源應用能力

的專業人才，以符合新世紀的產業需求。
悘ᷧ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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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䪲凡䁊⤎⭟棆⒨䦸㉧䟻䩝㈧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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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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偁憊

本系發展理論與實務並重教育，教導學生獨立思考、研究、創新及整合理論與實務的能力。特
棆⒨ⷌ䧲凮⊇ⷌ㉧堺䟻䙣˚䔆䉐
色課程如下：
晚⽌⌰
⊐䏭㕀㍯

併⛲Ⅎ叱⦭㣕⤎⭟棆⒨ⷌ䧲⍁⣒

弰⋽㉧堺敲䙣˚䔆䉐䧲ⷌ䧲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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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科學概論
ῄ岅

嬂⸒

⛲䪲㵞㳲⤎⭟棆⒨䦸⭟䟻䩝㈧䢐⣒

䇆棱⭟˚䂿䄀㉧堺˚棆⒨⇭㝷

不僅提供一年級新生認識食品科學系，讓學生對於食品科學系能有初步了解，課程後半段安排

宜蘭在地食品產業參訪活動，經由實地參訪食品加工製程，實際體驗食品加工學之原理，並增進食
第二章

品創新與專業食安的能力。
二、專題研究

興趣之領域進行專題研究，透過專業指導教授的引導及帶領，讓學生可以整合自己所學的知識，應

2.1

食品科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生物資源學院

本系學生須於大三修習必修專題研究課程，利用大學一、二年級累積之基礎課程能力，選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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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專題研究課程中。於不同專業領域中，其專題研究內容，包括基礎研究的深探，以及專業性的
實作案例課題。於大四上學期末舉辦專題成果報告，考核學生的研究潛能，以及評估是否符合系上
所訂定之各項專業能力。
三、校外實習
積極與業界合作，增加媒合校外實習的機會，為培育產業所需人才，106 學年暑假校外實習課
程 16 名學生赴國內各公民營機構及企業進行實習，提昇學以致用。107 學年暑期實習合作的企業
有 10 間，媒合學生達 31 人，實習學生數逐年增加，可見學生對職場體驗有強烈求知感。

學術交流
本系師生參加每年由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主辦的「食品科學技術年會暨研討會」，增進產官
學交流。
歷年舉辦之研討會
㷒姙朊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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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䪲Ḕ凯⤎⭟棆⒨㚏ㆰ䔏䔆䉐䦸㉧⭟䳢㖠
乣䉠倿㕀㍯

ᣐᆴ३•Ѳᚪፓൣኬ

系所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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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取

2.1 食品科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併⛲ ,17(5,25'(6,*1 憸⣽䀿䌵Ɲ徍⅓⮋娔姯ℑ䦧䌵˛

生物資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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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 ,17(5,25'(6,*1 憸⣽䀿䌵Ɲ徍⅓⮋娔姯ℑ䦧䌵˛

溪⣒取
食品科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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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大型活動

107.12.05 馮臨惠老師帶領飲料加工課程上課學生參
訪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 中壢廠 )

107.07.05 須文宏老師、湯寶燁助教帶領大四學生參
訪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 新竹 )

105.02.14 全國高中生參加食品科學系營隊活動

102.05.14 於橘之鄉觀光工廠辦理系友回娘家活動

歷任系 ( 所 ) 主任
尵壔ⴲ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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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食品科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生物資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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