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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資料提供者：尤進欽主任

王滿馨技士

第二章

前排由左至右：鄔家琪副教授兼副院長、陳素瓊教授、尤進欽教授兼系主任、石正中教授。

2.5

森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生物資源學院

108.10.09 後排由左至右：陳金寶技工、王滿馨技士、黃志偉助理教授、張允瓊副教授、鍾曉航助理
教授、高建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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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場地設施

第二章

生資學院 719 階梯教室

746 實驗教室

704 研究室與重要設備

交誼廳

金六結實習農場左側教室建築物

金六結農場右側實習場域

生物資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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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沿革
本系創設在本校職業學校時期，原稱園藝科，於民國 37 年開始招生，後於 39 年停招；直到民
國 54 年至 62 年恢復招生，民國 63 年至 67 年又停止招生；直至民國 68 年再恢復招生。民國 78
年本校改制為五年制國立宜蘭農工專科學校，民國 86 年增設園藝科二專部。民國 87 年本校升格為
國立宜蘭技術學院，民國 90 年改名為園藝系，招收四技部並停招五專及二專部。民國 92 年隨本校
改制為綜合大學開始招收大學部學生，民國 94 年招收碩士班學生，每年招收大學部一班五十二名
新生，研究所碩士班十二名新生。

設立目標
本系所教學目標在於培育園藝專業人才，以配合國家發展與社會需求。教學上追求卓越教學，
除紮實的基礎學科訓練外，並強調實際操作技術之培養，並配合宜蘭地區豐富的自然生態景觀環境
與世界發展趨勢，積極地以務實研究結合地方有機休閒特色產業，以期理論與實際充分配合，並使
學生兼具生活美學薰陶，進而培訓專業及熱忱之園藝人材。主要課程均配合實習 / 驗課程，並利用
產學合作、融入式教學、服務學習，與環境綠美化等機會，強化實作訓練。

師資專長與研究表現
一、師資專長
本系目前有專任教師 11 名：教授 4 位、副教授 5 位、助理教授 2 位。
伵䣯

⢑⋋

㖾榖⨶㨵

⫆搵

5XWJHUV 8QLYHUVLW\7KH 6WDWH
㕀㍯

䟚㭊Ḕ

8QLYHUVLW\ RI 1HZ -HUVH\ 棆⒨

⛹䔉⒨嘼䏭⊇ⷌ

䦸⭟⍁⣒
㕀㍯

晚䴇䒱

⏗䁊⤎⭟⍁⣒

㕀㍯

㜘䍰

≖㕀㍯

惻⮝䐑

⏗䁊⤎⭟⍁⣒

唓參⭟˚㛰㩆㠤⟠˚娔㖤⛹嗄

≖㕀㍯

惔䳻⾞

⛲䪲⏗䁊⤎⭟⛹嗄⭟䟻䩝㈧⍁⣒

⛹䔉⒨嘼䏭㉧堺⎱㎈㔝⽳䔆䏭˚㞃㨠⛹嗄

≖㕀㍯

Ⰻ怙㬤

Ḕ凯⤎⭟⍁⣒

㣴䉐⟡⛇弰㭽凮恟㭽˚䔆䉐㉧堺˚唓參䔆䏭

≖㕀㍯

檿⻡K

併⛲ὂ佬憳总⤎⭟㣴䉐⇭⬷䔆䉐

嘔劘䴫主⟠棱˚嵬啫䴗僅ⱋ丨㭽˚ạⷌ䨕⬷˚⎢䖬㮹

㈧⍁⣒

㉧堺˚⟡⛇㦴弰㭽

≖㕀㍯

溪䦧䜆

Ḕ凯⤎⭟䢐⣒Ə㛥㖣Ḕ

劘⌰㠤⟠凮䔆䏭˚劘⌰丨㭽˚劘⌰壄棥˚㣴䉐䴫主⟠

凯⤎⭟⍁⣒䏔怙

棱˚榀匰㣴䉐˚Ỹ敹⛹嗄
2.5 森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㗌㜓⛲䪲ẓ惤⤎⭟徙⭟⍁⣒

㣴䉐ῄ孞˚㗭埙䔆ㄲ
⛹嗄ὃ䉐䨕劾䔆䔉˚䏪㠠劘⌰˚敲劘媦䮧˚㣴䉐䔆敞
䙣備˚⛹嗄㉧堺

第二章
生物資源學院

怇⛹˚㰟乳㙖妧䏭媽凮⯍⋀˚㙖妧奶≪娔姯凮䮈䏭䶔

157

⛹嗄ὃ䉐䨕劾䔆䔉˚䏪㠠劘⌰˚敲劘媦䮧˚㣴䉐䔆敞

㕀㍯

㜘䍰

㗌㜓⛲䪲ẓ惤⤎⭟徙⭟⍁⣒

≖㕀㍯

惻⮝䐑

⏗䁊⤎⭟⍁⣒

唓參⭟˚㛰㩆㠤⟠˚娔㖤⛹嗄

≖㕀㍯

惔䳻⾞

⛲䪲⏗䁊⤎⭟⛹嗄⭟䟻䩝㈧⍁⣒

⛹䔉⒨嘼䏭㉧堺⎱㎈㔝⽳䔆䏭˚㞃㨠⛹嗄

≖㕀㍯

Ⰻ怙㬤

Ḕ凯⤎⭟⍁⣒

㣴䉐⟡⛇弰㭽凮恟㭽˚䔆䉐㉧堺˚唓參䔆䏭

≖㕀㍯
伵䣯

檿⻡K
⢑⋋

併⛲ὂ佬憳总⤎⭟㣴䉐⇭⬷䔆䉐

嘔劘䴫主⟠棱˚嵬啫䴗僅ⱋ丨㭽˚ạⷌ䨕⬷˚⎢䖬㮹

≖㕀㍯
㕀㍯

溪䦧䜆
䟚㭊Ḕ

㈧⍁⣒

䙣備˚⛹嗄㉧堺

㖾榖⨶㨵

㉧堺˚⟡⛇㦴弰㭽

5XWJHUV
8QLYHUVLW\7KH 6WDWH 劘⌰㠤⟠凮䔆䏭˚劘⌰丨㭽˚劘⌰壄棥˚㣴䉐䴫主⟠
Ḕ凯⤎⭟䢐⣒Ə㛥㖣Ḕ
8QLYHUVLW\
RI 1HZ -HUVH\ 棆⒨
凯⤎⭟⍁⣒䏔怙
䦸⭟⍁⣒

㕀㍯
⊐䏭㕀㍯

晚䴇䒱
溪⾾‰

㕀㍯

㜘䍰

⫆搵

⛹䔉⒨嘼䏭⊇ⷌ
棱˚榀匰㣴䉐˚Ỹ敹⛹嗄
怇⛹˚㰟乳㙖妧䏭媽凮⯍⋀˚㙖妧奶≪娔姯凮䮈䏭䶔

⏗䁊⤎⭟⍁⣒
勘⛲嫥ᷨ㼉⤎⭟⍁⣒

㣴䉐ῄ孞˚㗭埙䔆ㄲ
孞˚㙖妧䔆ㄲ˚凑䄝䒗⡪岮㹷䵺䇆凮奶≪˚惰㜸怱㆐
凮㙖妧岮㹷˚匰❑˚妧峅㣴䉐㠤⟠ㆰ䔏˚⛹嗄⭟
⛹嗄ὃ䉐䨕劾䔆䔉˚䏪㠠劘⌰˚敲劘媦䮧˚㣴䉐䔆敞

㗌㜓⛲䪲ẓ惤⤎⭟徙⭟⍁⣒

䙣備˚⛹嗄㉧堺
㞃㨠⭟˚㣴䉐⪨㎌㉧堺⎱䔆䏭˚㜏㜓㣴䉐䔆敞凮敲劘
唓參⭟˚㛰㩆㠤⟠˚娔㖤⛹嗄
䔆䏭˚䮧㰛㉧堺㖣徙㥔䔆䔉Ḳㆰ䔏

⊐䏭㕀㍯
≖㕀㍯

⼜ℨ䒱
惻⮝䐑

⛲䪲⏗䁊⤎⭟⛹嗄㚏㙖妧⭟䳢⍁
⏗䁊⤎⭟⍁⣒
⣒

≖㕀㍯

惔䳻⾞

⛲䪲⏗䁊⤎⭟⛹嗄⭟䟻䩝㈧⍁⣒

≖㕀㍯
≖㕀㍯

㝾⻡⠖
Ⰻ怙㬤

⛲䪲Ḕ凯⤎⭟⛹嗄⭟䳢⍁⣒
Ḕ凯⤎⭟⍁⣒

≖㕀㍯
⊐䏭㕀㍯

檿⻡K
捥㚰刑

併⛲ὂ佬憳总⤎⭟㣴䉐⇭⬷䔆䉐
㾚㴙㗭⣒嘔⤎⭟徙㥔⎱棆⒨䦸⭟
㈧⍁⣒
䳢⍁⣒

嘔劘䴫主⟠棱˚嵬啫䴗僅ⱋ丨㭽˚ạⷌ䨕⬷˚⎢䖬㮹
㣴䉐剙䴇˚㣴䉐ṳ㬈Ị嬄䉐˚㣴䉐䴫主⟠棱˚⇭⬷備
㉧堺˚⟡⛇㦴弰㭽
䨕

≖㕀㍯

溪䦧䜆

Ḕ凯⤎⭟䢐⣒Ə㛥㖣Ḕ

劘⌰㠤⟠凮䔆䏭˚劘⌰丨㭽˚劘⌰壄棥˚㣴䉐䴫主⟠

凯⤎⭟⍁⣒䏔怙

棱˚榀匰㣴䉐˚Ỹ敹⛹嗄
怇⛹˚㰟乳㙖妧䏭媽凮⯍⋀˚㙖妧奶≪娔姯凮䮈䏭䶔

二、研究表現
⊐䏭㕀㍯

溪⾾‰

⛹䔉⒨嘼䏭㉧堺⎱㎈㔝⽳䔆䏭˚㞃㨠⛹嗄
怇⛹㙖妧娔姯˚徙㜸奶≪㚏䤥⌧䇆怇˚Ỹ敹怱㆐奶≪
㣴䉐⟡⛇弰㭽凮恟㭽˚䔆䉐㉧堺˚唓參䔆䏭
凮䟻䩝˚㙖妧䘩䘹

勘⛲嫥ᷨ㼉⤎⭟⍁⣒

孞˚㙖妧䔆ㄲ˚凑䄝䒗⡪岮㹷䵺䇆凮奶≪˚惰㜸怱㆐

100~107 學年度園藝學系專任教師研究表現成果 凮㙖妧岮㹷˚匰❑˚妧峅㣴䉐㠤⟠ㆰ䔏˚⛹嗄⭟
⊐䏭㕀㍯
䣬朜 
㜆⇱媽㕮
≖㕀㍯

ⴲⵤ
 ⛲䪲⏗䁊⤎⭟⛹嗄㚏㙖妧⭟䳢⍁



⼜ℨ䒱
⣒
6&, 䮮 








怇⛹㙖妧娔姯˚徙㜸奶≪㚏䤥⌧䇆怇˚Ỹ敹怱㆐奶≪


凮䟻䩝˚㙖妧䘩䘹










㾚㴙㗭⣒嘔⤎⭟徙㥔⎱棆⒨䦸⭟






㣴䉐剙䴇˚㣴䉐ṳ㬈Ị嬄䉐˚㣴䉐䴫主⟠棱˚⇭⬷備

䳢⍁⣒





䨕 









䟻䩝姯䕒 ờ 

















䔉⭟⏯ὃ ờ 

















⯯∐ ờ 

















第二章
生物資源學院
2.5



㝾⻡⠖
⛲䪲Ḕ凯⤎⭟⛹嗄⭟䳢⍁⣒
⅝ẽ 䮮 




䟻姵㛪媽㕮 䮮 
⊐䏭㕀㍯
捥㚰刑
⯯㛟 ⅱ 

158



㞃㨠⭟˚㣴䉐⪨㎌㉧堺⎱䔆䏭˚㜏㜓㣴䉐䔆敞凮敲劘





䔆䏭˚䮧㰛㉧堺㖣徙㥔䔆䔉Ḳㆰ䔏

森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ᣐᆴ३•Ѳᚪፓൣኬ

研究重點
研究上分成「作物栽培」、「處理加工」及「造園景觀」三個領域，研究對象包括：果樹、蔬
菜、花卉、景觀設計、園產品處理加工、育種等，強調健康園藝、休閒、有機農業，並以生產、生
活與生態三生一體為產學目標，以智慧健康養生為研究主軸之應用科技，並與實務產業結合，促進
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研究為要。

教學成果
本系重視「理論」與「實務」結合，強調學用合一，以教育出術德兼備的園藝產業人才。本系
各項教學成果如下：

一、師生參加專題競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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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良導師、教學傑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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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教學表現
朱玉老師
1. 106 承辦農推會農民學院計畫，開設園藝入門班課程
2. 107 承辦農推會農民學院計畫，開設園藝入門班課程
3.107 承辦大專院校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 - 園藝學系參訪活動

鄔家琪老師
發明專利
1. 植物立體栽培塔 ( 發明第 I 332819 號 )
2. 潮汐式立體栽培裝置 ( 新型第 M 486252 號 )
3. 促進草莓冷藏苗活力之栽培系統及其方法 ( 發明第 I 496534 號 )

陳素瓊老師
鄔家琪、陳素瓊、張允瓊、黃志偉老師共同參加 106~107 教育部資科司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
計畫 -- 智慧生活創新創業特色大學推動計畫。

鍾曉航老師
1. 106NIU 神農國際志工團服務學習活動（106 年 11 月 14 日至 106 年 11 月 23 日），帶領 10 位
學生前往泰北密窩村進行服務工作，並邀請清邁大學師生共同加入神農國際志工團。
2. 新南向教學工作坊「山地農業－從泰北到台灣」（106 年 8 月 2 日至 106 年 8 月 8 日），舉辦
教學工作坊邀請清邁大學師生來台進行教學及交流活動。
3. 神農志工團教學訓練計畫（106 年 3 月 26 日至 107 年 5 月 16 日），教學訓練計畫共舉辦 5 場
專業演講及數十場討論會議。

5. 於 104 學年第 2 學期、105 學年第 2 學期及 107 學年第 1 學期之「香草植物」申請服務學習課程，

會大眾對於大學生的期待。

2.5

森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生物資源學院

讓學生藉由「服務」與「學習」並重的經驗教育方式，讓學生在擁有豐富學養之餘，更能承擔社

第二章

4. 106 泰北社區營造與農業技術輔導推動工作坊（106 年 2 月 14 日至 106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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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導學生參加「105 全國大專院校（第四屆）三創與行銷企畫競賽」獲得佳作。
7. 指導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香草植物」課程學生榮獲服務學習達人。

黃志偉老師
1. 鄔家琪、陳素瓊、張允瓊、黃志偉老師共同參加 106~107 教育部資科司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
育計畫 -- 智慧生活創新創業特色大學推動計畫。
2. 服務學習課程，100~107 學年連續數學期帶領造園學實習、庭園設計、植栽設計、草坪學學生認
養並營造校內外綠美化，包括：本校體育館諮商中心陽台與天井、園藝系舊系館二樓主與側陽台
與周邊，五結國立特殊教育學校校園行政大樓前庭與教學大樓 2、3 樓花台、縣政中心公有地髒
亂點、國有財產署在宜蘭市民權路二段警廣前 89 平方公尺之綠地之設計施工與維護，從髒亂點
改造成賞心悅目之花園。
3.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帶領大三「基本設計」課學生參加交通部公路局台 9 線花東縱谷公路槽化島
景觀設計競圖。

林建堯老師
1. 帶領學生赴天津大學參加「107 兩岸大學生傳統園林與建築文化工作坊」。
2. 指導學生廖昕恬、楊晶晶、詹鈞宇、黃于庭參加「106 台灣夏至 235 創意設計與行銷競賽」獲得
佳作。
3. 104 學年指導已修完景觀設計課程的學生參加 104IFLA 國際景觀協會學生競圖 -- REUSE PAPER。
4. 103 學年指導學生廖珮吟等參加全國大專院校農村景觀美學競圖 --「農村近水」獲得殿軍。
5. 103 學年指導學生邱方歆等參加全國大專院校農村景觀美學競圖 --「我們的小石代 - 鹿埔城石砌
厝社區美化」獲得佳作。
6. 102 學年指導學生張予姝、廖珮吟參加「永續蔬菜花園景觀設計 -- 環保節能手法之設計與運用」
獲得首獎。
7. 102 學年指導學生邱靖惠、黃緒庭參加「永續蔬菜花園景觀設計 -- 環保節能手法之設計與運用」
第二章

獲得優勝。

生物資源學院

8. 102 學年指導學生曾仁蕙、謝秉真參加「永續蔬菜花園景觀設計 -- 環保節能手法之設計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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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佳作。
9. 102 學年指導學生邱芳瑜、周琬喻、陳佳琪參加「永續蔬菜花園景觀設計 -- 環保節能手法之設計

2.5

森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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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運用」獲得佳作。
10. 102 學年指導學生蔡婉鈴、陳奕雯參加「永續蔬菜花園景觀設計 -- 環保節能手法之設計與運用」
獲得佳作。

學術交流
106 年 3 月 1 至 7 日「蘭田亞熱帶農業研習營」
與日本秋田縣大為姐妹校強化國際互動，瞭解彼此國家的風土民情，以及在農業觀點與技術上的差
異，相互學習。

106 年 06 月 24 日至 30 日「第二屆中國土壤、水生態環境修護與環境友好型肥料暨自然農法
與海峽兩岸休閒農業國際論壇」
瞭解中國農業的最新趨勢與技術，並且進行學術交流、參觀中國的休閒農場，交換彼此意見與心得
並提出建議。

106 年 07 月 11 日至 19 日 NIU 神農國際志工團

行前探勘

神農國際志工團指導老師與兩位系上學生一起到泰國北部的密窩村進行探勘，並與密窩村民討論出
更多吸引遊客停留景點之對策。

106 年 07 月 20 日至 27 日「106 年兩岸大學生新農村建設研習營」
與南京農業大學在本次研習營期間，針對「新農村建設」的主題舉行學術交流活動。

106 年 08 月 25 日至 29 日本秋田縣立大學的交流訪問活動
本院園藝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森林及自然資源學系、食品科學系等 4 系學生共 15 人，於 8
月 24 日至 30 日前往日本秋田縣與姊妹校秋田縣立大學進行 7 天的交流活動。
第二章

11 位來自園藝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等志工團人
員擔任地陪，陪伴 8 位泰國清邁大學師生在台灣的交流活動，本校更與清邁大學簽訂交換學生，未

2.5

森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生物資源學院

106 年 08 月 02 日至 08 日 NIU 神農國際志工團與清邁大學之學術研習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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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系上學生將能到清邁大學學習。

106 年 10 月 16 日至 24 日參加西班牙馬德里境外國際學術會議
本系師生參加本研討會發表論文題目和報告實驗之成果，也藉由這個博覽會來瞭解西班牙產業發展
的情況。

106 年 11 月 3 日至 6 日日本石垣島參訪
拜訪日本最南端的農業高校 -- 八重山農業高校。

106 年 11 月 14 日至 23 日農業技術交流「NIU 神農國際志工團」深入泰北邊境協助農業改善
吳柏青校長帶領師生十餘位組成「神農國際志工團」，這是繼 104 年至泰國曼谷協助當地農業改善
設施及流程後，今年與清邁大學合作再度前往泰國且深入泰北邊境，共同辦理「106 泰北地區農業
技術交流暨社區營造工作坊」，成員亦拜訪姐妹校泰國清邁大學與湄州大學。透過農業技術交流活
動，輔導當地「密窩村」茶農開發創意餐及茶葉產品外，讓學生更有國際觀，更成功的建立國民外
交。

107 年 2 月 08 日承辦 106 年度臺灣園藝學會年會
106 年度台灣園藝學會年會暨會員大會，於 107 年 2 月 8 日 ( 星期四 ) 假本院大樓舉行，並於次日
2 月 9 日 ( 星期五 ) 安排豐富有趣的宜蘭地區園藝產業參訪。

107 年 7 月 16 日至 22 日華中農業大學、武漢、上海交流參訪「走出校園、迎向未來」
本系師生與華中農業大學，以及武漢大學進行參訪與交流，也促進三校專家學者、師生間的互訪聯
誼。

第二章

107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日本近畿大學農學部農業生產科學科細川宗孝教授來台進行

生物資源學院

細川教授進行三場精采的公開演講，其中兩場的地點在本校生資院大樓 7 樓園藝學系的 719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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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一場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蘭陽分場會議室。

2.5

森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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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 月 19 日，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景觀學系李樹華特聘教授演講
享譽國際的園藝療癒與盆景大師、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景觀學系教授李樹華老師於 11 月 19 日來
本系進行一場別開生面、妙趣橫生、立意新穎又內容豐富的講演，嘉惠本系師生。

107 年 10 月 12 日，107 海峽兩岸高校學術論壇 - 兼顧兒童與家長觀點的都市公園兒童遊戲場
設計
本活動是由天津大學建築學院所舉辦，邀請台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本系等
七所景觀遊憩領域相關之系所共同參與海峽兩岸高校南翠屏公園聯合工作坊。

108 年 08 月 21 日至 27 日，2019 秋田宜蘭暑期見習交流活動
本活動是由本系配合生物資源學院於 2019 年 8 月 21 日至 27 日舉辦的交流活動，從教學特色與國
際學術交流需求出發，同時兼顧學生國際學習發展的現況，與姊妹校日本秋田縣立大學進行校際師
生交流學習。

108 年 10 月 30 日，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系主任張俊彥教授演講
10 月 30 日 ( 三 ) 下午 1:00~3:00，在生物資源學院福昌廳，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系主任張俊彥
教授為園藝學系師生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演講，講題為「健康景觀設計之理論與實務」。

第二章
生物資源學院

2.5

森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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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郭純德老師借調宜蘭縣農業處長任內舉辦之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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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㝾⌧徙㛪廻⯵劘⌰䔉㥔ḍ愴⏯徍䏭  凡⋾⛲暂劘⌰⍁妤㛪㴢⊼˛

2.5

森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171

第二章

搭建簡易溫室 (98.03.31)

陶瓷博物館 (101.09.12)

校慶蘭展 (103.05.14)

班會 (104.03.05)

園藝技術 (105.04.07)

園藝技術園產加工 (105.04.13)

生物資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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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佈展 (106.05.11)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104.11.20)

日本秋田 (106.10.28)

大四畢業生合照 (108.06.01)

園藝二外埔園區裝置藝術「不銹鋼台灣百合」前合影
(107.11.15)

第二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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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生會 (106.04.26)

森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系主任張俊彥教授至系演講
(108.10.30)

秋田、宜蘭兩校師生交流活動合影 (108.8.22)

日本秋田、宜蘭兩校成果發表與合影 (108.8.22)

大學部一二年級學生校外教學參訪嘉義縣民雄鄉的穀
盛酢鄉文物館 (108.4.25)

歷任系所主任
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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