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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習)會 結案報告 

中文名稱：蘭花產學未來趨勢國際研討會 

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uture Trends on Orchid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中文摘要報告： 

國立成功大學 90 週年校慶活動系列活動-蘭花產學未來趨勢國際研討會由

本校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研究所、蘭花研發中心，於 2021年 11月 19日共

同舉辦，因疫情考量採以線上研討會方式辦理。 

我們邀請了台灣、日本、以及英國的學者專家。上半場由日本國立科

學博物館筑波植物園 Tomohisa Yukawa 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葉信宏副

研究員、台大生命科學系李勇毅副教授、中興大學農藝系鄭舒允助理

教授分享日本香味蘭花研究發展、蘭花育種及栽培管理的研究成果。

下半場由成大電機系吳謂勝教授分享蘭花基因資料庫的建構及應用、

麒悅企業公司許志賢總經理、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曾俊弼秘書長、

美國蘭藝協會評審/英國 Exotic Plant Company 負責人 Michael Tibbs以

業界在面臨疫情衝擊下的現況及未來全球蘭業發展趨勢需求進行探討，

並由各界參加者分享實際在產業界的現場經驗，互相交流。 

最後的蘭盟會員分享會，邀請美達蘭園蘇南回總經理及虹韻文創花藝

總監葉毓之分享育種趨勢、蘭花的生活應用。 

此研討會使全球蘭花專家能不受疫情及空間限制於線上交流，期望藉

此促成更多產學合作機會，共創台灣蘭業美好未來。 

 

 

 

 

 



英文摘要報告： 

NCKU 90th anniversary even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uture Trends on 

Orchid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was co-organized by NCKU Institute 

of Tropical Plant Science and Microbiology and Orchid R&D Center. Due to the 

Covid-19, this conference was held on-line on 19 November 2021. 

We invited experts from Taiwan, Japan and United Kingdom, including Dr. 

Tomohisa Yukawa, Dr. Hsin-Hung Yeh, Dr. Yung-I Lee, Dr. Shu-Yun Chen, Dr. 

Wei-Sheng Wu, Mr. Eric Hsu, Mr. Ahby Tseng and Mr. Michael Tibbs, to share 

their research on scented orchid, orchid breeding, management of cultivation 

and orchid genetic database. Moreover,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global orchid 

industry under COVID-19 were also revealed. After speeches, audiences 

exchanged their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orchid industry with all participants.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conference, we possessed a sharing-session of Orchid 

Biotechnology and Creativity Industry-University Alliance. We invited Mr. 

Nan-Hui Su and Ms. Yu-Chih Ya to share the trends of Phalaenopsis breed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orchids in life. 

This conference overcame spatial restrict caused by COVID-19 and enabled 

global orchid experts to communicate online. We hope it will contribute to more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and create a bright future for Taiwan's orchid 

industry. 

講員： 

國別 職稱 姓名 

國外 教授級/研究員 川湯智久 

國外 評審 Michael Tibbs 

國內 教授 吳謂勝 

國內 副教授 李勇毅 

國內 副主任 葉信宏 

國內 總經理 許志賢 

國內 助理教授 鄭舒允 

國內 秘書長 曾俊弼 

 

 



研討(習)會目的、預期效益: 

蘭花，全球經濟規模最大花卉市場作物。臺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蘭花供應

出口國，出口總產值年達 50-60億台幣，佔花卉外銷出口總金額 91%，其

中 65%是蝴蝶蘭。在蝴蝶蘭領域領先全球的育種研發，引領各式新品種。

但因為對不同品種的生理特性、培育過程無法精準的掌握，加上沒有有效

的建立數據資料庫，使栽培實作無法達到品質與量產保證。因此，環境控

制與生長監測無法整合，缺乏有效性培育指標，導致生產成本偏高、種苗

育成率受到影響，也缺乏品種描述與培育履歷，與市場連結性低，無法適

時順應市場潮流，大大影響其在全球市場競爭力。 

近年來由於雲端計算、大數據分析、物聯網、機器學習之 AI相關技術已

臻成熟，全球醫學與農業生技已進入 AI研發及應用時代。在農業生技上

應用於耕作、播種和智慧採摘機械人，也有智慧探測病蟲害智慧識別系統，

透過電腦圖像識別技術獲取農作物生長狀況，通過機器學習，判斷出作物

需要，自動化立即執行等。要突破目前蘭花產業面臨的窘境，在蝴蝶蘭產

業未來發展趨勢上，勢必須藉知識經濟及跨域整合，推動農業產業結構轉

型，將現有的生產型農業轉型為「新價值鏈農業」。 

此次研討會呼應成功大學 90 周年校慶之主軸「藏行顯光，成就共好」，展

現蘭花學術研究的發展進程、蘭花產業現況及展望，期望藉由蘭花學術研

究成果與產業的結合，一同成就蘭花產業的共好。邀請國內外花卉產官學

界專家學者，一起來探討蘭花產業發展現況與未來應用生物技術之發展。

配合校慶蘭展系列活動，藉由蘭展熱鬧氣氛，邀請各界蘭友、校友、全校

校師生及有興趣的民眾共同參與，提升蘭花產學研的鏈結。 

 

參加對象: 

邀請於台灣從事生物研究相關工作，學界、業界人士及政府官員。 

統計參加者包含產業界人士 24人、學術界人士 50人、農政單位及其他

13人。 

 

邀請主講人姓名及學經歷: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任 

遊川知久 博士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筑波植物

園生物多樣性與保護之小組負

責人 

本國立科學博物館

筑波植物園生物多

樣性與保護之小組

研究員 

Michael Tibbs 學士 美國蘭藝協會評審 /  

Exotic Plant Company負責人 

美國蘭藝協會評審 / 

Exotic Plant 

Company負責人 

吳謂勝 國立清華

大學電機

台灣演化與計算生物學會第二

屆理事 海德堡大學 IWR交流訪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

工程學系控制教授 



系博士 問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控

制組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合作社理事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控

制組助理教授 

芝加哥大學生態與演化學系李

文雄院士實驗室博士後研 

究員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專

任助教 

李勇毅 國立台灣

大學園藝

學系博士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學組

副研究員 

國立台灣大學生命

科學系副教授 

葉信宏 加州大學

戴維斯分

校 博士 

南台科技大學化工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病理學系助

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病理學系副

教授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

物科技研究中心副

主任 

許志賢 碩士 麒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麒悅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鄭舒允 國立中興

大學農藝

系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

後研究員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

學系助理教授 

曾俊弼 英國新堡

大學亞熱

帶農業與

環境科學

碩士 

英國太古花卉集團 行銷部經理 

昆明芊卉種苗公司 國際部副總

經理 

上海中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行

銷部協理 

廣東杰騰生物科技公司經理 

台灣蘭花產銷發展

協會祕書長 

 

議程: 

日期 時間 講員 議程主題 

2021-11-19 09:45-10:20 Tomohisa Yukawa 教授

級/研究員 

Exploring novel flower 

fragrances from Tsukuba 

Collection, one of the 

largest orchid genetic 

resources 

2021-11-19 10:20-10:55 葉信宏 副主任 Identification of key hub 

genes involved in salicylic 

acid signaling confers 

antiviral immunity from 

Phalaenopsis orchids 

2021-11-19 10:55-11:30 李勇毅 副教授 Cytogenetics and 

Phalaenopsis Breeding 



2021-11-19 11:30-12:05 鄭舒允 助理教授 蝴蝶蘭分子育種與抗黃葉

病育種方向 

2021-11-19 12:05-14:00 午餐  

2021-11-19 14:00-14:35 吳謂勝 教授 OrchidBase: a database for 

orchid genomics and 

transcriptomics 

2021-11-19 14:35-15:10 許志賢 董事長 麒悅的科技蘭花如何行銷

全球 

2021-11-19 15:10-15:25 休息  

2021-11-19 15:25-16:00 曾俊弼 秘書長 臺灣蘭花的發展策略 

2021-11-19 16:00-16:35 Michael Tibbs Orchid production in the 

Netherlands and 

biodiversity project 

Rwanda 

  

活動照片:(至少 10張，請填寫照片說明) 

  

圖一、研討會宣傳海報 

 

 



 

圖二、研討會手冊 

 

 

圖三、線上研討會參加者畫面 

 



 

圖四、Tomohisa Yukawa演講畫面-1 

 

圖五、Tomohisa Yukawa演講畫面-2 

 

圖六、葉信宏演講畫面-1 



 

圖七、葉信宏演講畫面-2 

  

圖八、李勇毅演講畫面 

 

圖九、鄭舒允演講畫面 



 

圖十、吳謂勝演講畫面 

 

圖十一、許志賢演講畫面 

 

圖十二、曾俊弼演講畫面 

 



 

圖十三、Michael Tibbs演講畫面 

 
圖十四、葉毓之分享畫面 

 
圖十五、蘇南回分享畫面 


